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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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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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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PECC秉持「APEC第二軌道」與「APEC

智庫」的自我角色與定位，持續深入與 APEC合作，除積極對 APEC部長、

貿易部長與資深官員會議提供建言，並於中國大陸北京市舉辦年度大會

之外，亦於新加坡舉辦「區域經濟整合的新優先順序—APEC的使命」研

討會，會議討論主題均緊扣 APEC議題發展，足見 PECC的用心與努力。

作為我國參與 PECC的代表機構，「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

委員會」(CTPECC)除了負責參與、協調國際研究交流活動之外，對內也

肩負著教育、宣傳的任務，使國人更加瞭解亞太區域目前的政治經濟動

態，進而厚實我國參與國際事務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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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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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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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年鑑將以三個不同的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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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部長、貿易部長與資深官員會議聲明、年

度重要聲明與活動」。2014年，PECC持續提供區域現勢報告、針對 APEC

部長、貿易部長與資深官員會議提供建言，並就區域經濟整合重要議題，

進行深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 PECC除於中國大陸北京市舉辦

年度大會之外，並於新加坡舉辦「區域經濟整合的新優先順序—APEC

的使命」研討會，討論主題均緊扣 APEC議題發展，足見 PECC的用心，

也進一步強調了 PECC扮演「APEC第二軌道」與「APEC智庫」的精神

與自我定位。

第二部分是「區域政經總覽」，其下分為「全球暨亞太經濟整合」、

「亞太區域整合之各國發展」、「亞太區域整合之我國對策」與「APEC專

業議題」等四個主題，提供讀者全球性、區域性的研析，並針對我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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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區域經濟整合的機會、挑戰與對策，進行深入論述，希能協助讀者從

政策宣示與實質議題的角度，完整觀照亞太地區的重大政經事件，掌握

亞太地區的政經脈動。

最後則是「CTPECC年度活動」，報導本年度所舉辦的四場太平洋

企業論壇與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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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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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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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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 PECC區域現勢報告
（State of the Region）摘要

RCEP與 TPP是否為達成 FTAAP
墊腳石 ?

江佩珊編譯

中國大陸為 2014年 APEC主辦國，渠將 FTAAP列為優先考量，期

望 FTAAP能創造更大利益，並協助克服在全球及區域經濟整合中棘手

的挑戰。RCEP與 TPP 為邁向 FTAAP的必要路徑，但兩者均並未同時包

含中國大陸與美國，故須考慮合併 RCEP與 TPP並擴大成為涵蓋整個

APEC區域的亞太自由貿易協定，或者提出一個新的 FTAAP協定，以補

充 RCEP與 TPP無法涵蓋的範疇。

APEC與 FTAAP
2004年 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 (ABAC)首先提出 FTAAP以加速 APEC

茂物目標的進程，2006年美國總統布希 (George W. Bush)特別指出這個

想法「值得認真考慮」，同時於領袖宣言提出資深官員採取促進區域

經濟整合途徑與手段的進一步研究，包含建立 FTAAP。

表 1: APEC 經濟體區域倡議的時間表

1994
●  APEC領袖採納茂物目標，呼籲已開發經濟體與開發中經濟體分別在在2010
年與2020年達到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目標

1996 ●  APEC經濟體遞交茂物目標的共同與個別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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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  東協、中國大陸、日本與韓國組成東協加三
●  APEC領袖簽署「部門之自願性提前自由化(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iberalization, 

EVSL)」

1999 ●   EVSL談判失敗，該計畫轉交WTO

2002
●   智利、紐西蘭、新加坡與身為觀察員的汶萊在APEC非正式會議會晤，啟動

FTA談判

2004

●  東協加三經濟體的部長進行東亞自由貿易區(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 EAFTA)的
可行性研究

●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建議進行FTAAP的可
行性研究。

2005

●  東協召開包含東協加三經濟體、澳洲、紐西蘭與印度的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 
●  汶萊、智利、紐西蘭與新加坡簽署TPSEP協定
●  APEC領袖通過釜山路線圖(Busan Roadmap)，其中包含了草擬高品質、透明與
具一貫性的區域FTA的模型

2006

●  ABAC與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一同研究
FTAAP的可行性
●  APEC領袖保證進行FTAAP的進一步研究

2007

●  日本提出東亞全面經濟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of East Asia, 
CEPEA)
●  APEC領袖核准一份區域整合的全面性報告
●  APEC領袖同意貿易與投資便捷化的行動計畫

2008
●  澳洲、祕魯、美國與越南加入與P-4的TPP談判
●  APEC公布 APEC RTAs/FTAs的趨同與相異  

2010 ●  APEC確認EAFTA, CEPEA與TPP協定為通往FTAAP的路徑

2011

●  中國大陸、日本與韓國、完成三方FTA的研究
●  中國大陸與日本同意同時進展EAFTA與CEPEA
●  東協提出最後被命名為全面區域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 l Comprehens 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新談判 

2012
●  啟動RCEP談判
●  啟動CJK-FTA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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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領袖會議提出 FTAAP應該更加全面、高品質與具包容性，

並且能處理下世代的貿易與投資議題。同時亦指出 TPP、東協加三及

東協加六等區域經濟整合機制皆為 FTAAP的可能途徑。2014年領袖會

議提出 FTAAP的研究，未來 FTAAP的討論仍須要解決如範疇、標準、

領導與成員資格的根本性問題。

◆ TPP 路徑

TPP的成員國在經濟結構與市場競爭力上存有很大的差異，TPP

的目標是尋求具全面性、高品質與對已開發及開發中經濟體皆能受

益的 21世紀議程，包括：智慧財產權、服務貿易、投資、政府採購、

勞工與環境等高爭議性的議題。支持 TPP路徑的學者認為倘能將高品

質與全面性的 TPP協定擴大至 APEC區域成員，最適當的方式為保持

現階段已完成的高品質與全面性的內容架構，另外，為了新入會或者

開發中的經濟體保留某些彈性空間，做為加入 TPP的準備期。不過，

有批評者指出此種情況或許過於樂觀，因為 TPP的目標恐怕不會被開

發中經濟體接受，尤其 TPP的某些範疇與其內部政治環境有關。

◆ RCEP 路徑

RCEP內容係以追求一個現代化、全面性、高品質且互利互惠為

目標的經濟夥伴協定，涵蓋貨品貿易、服務、投資、經濟技術合作、

智慧財產權、競爭政策、爭端解決的領域。指導原則強調彈性、開發

中經濟體的「特殊及有差別的待遇」與市場進入議題等，而非 TPP訴

求的「境內自由化  (behind-the-border)」規範。

RCEP並未涉及勞工、環境、政府採購議題，其內容是否會如同

一些經濟學家所希望，對所有成員國採取共同的市場進入時程，值得

觀察。此外，一些觀察員認為 RCEP路徑僅是對已開發經濟體所捍衛

13RCEP 與 TPP 是否為達成 FTAAP 墊腳石 ?

2014-2015 年 PECC 區域現勢報告（State of the Region）摘要

PECC 年度區域現勢報告摘要、
致 APEC 年度部長、貿易部長與資深官員會議聲明、年度重要聲明與活動



的新規範 (TPP)的制衡。倘若如此，RCEP路徑將難以獲得已開發經濟

體的支持。

FTAAP路徑的可能選項
雖然通往 FTAAP最便捷的路徑是在一個 RTA的基礎擴張並涵蓋

全區域，但由於 RCEP與 TPP路徑接不被所屬談判成員外的經濟體所

接受，在這種情況下，FTAAP或許可建立一個新的、涵蓋 RCEP與 TPP

的傘型協定或者複合式協定。

◆ 傘狀協定

儘管 FTAAP會依 RCEP與 TPP協定的內容訂立，但仍會將兩者區隔

開來，並且協調兩者都有包含的條款。那些已經完成要求較低的規

範談判的經濟體 (如在 RCEP協定中 )，將需要在 FTAAP中接受要求較

高的規範。而那些已經接受較嚴苛規範的經濟體 (如在 TPP中 )將可

能要降低所設標準。結果可能會呈現一個多層級制度，RCEP、FTAAP

或 TPP協定接連代表更高標準，幾乎像是今日在 FTA中依本身 WTO

承諾做出「超 WTO」義務的經濟體。

◆ 雙邊條款

FTAAP協定中大部分的議題可以在尚未簽訂 FTA的經濟體彼此間

的雙邊談判中解決。為了讓這種策略能生效，FTAAP協定可能納入已

有協議經濟體之間既存的市場進入承諾。新的雙邊談判會僅限於尚未

有協議的經濟體，這就 TPP協定而言，可避免造成市場進入議題的多

邊談判，或是現有協定的重新談判的情況發生。其他的雙邊協議仍很

困難，如美國與日本在 TPP協定中的談判所示，中國大陸與美國的談

判將特別具挑戰性。中國大陸與美國的合作對雙邊與多邊條款至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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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另外，兩個經濟體與第三方貿易夥伴簽訂的 FTA可以提供簽訂國

際規範的共同方法。中國大陸不是已經談判完 FTA，就是在與 TPP協

定 12個成員中進行 FTA談判。

◆ 原產地規則

原產地規則 (Rules of Origin, ROO)是設計來處理「貿易轉向 (trade 

deflection)」的問題。這項規則要求區域優惠下的出口貨物必須源自 FTA

涵蓋的區域，而不是僅透過對外貿易障礙較低的成員進入 FTA區域。

嚴格的原產地規則能將貿易轉向問題最小化，但也使企業更難以利用

FTA帶來的優惠。原產地規則因為反映了供應鏈的運作，因此對於亞

太區域而言很重要。各經濟體特別支持對所有成員來說簡單、統一個

原產地規則，並且允許原產地累計，也就是將 FTA區域內任何一個地

方出產的中間產品算為「原產」的辦法，因此得以適用於 FTA的優惠。

然而，要將原產地規則與區域協定相調和將會很困難，2012年一份

APEC現有區域 FTA的研究顯示了一般規則下產品特定層面的原產地

規則的優惠，但細節不一差異大。然而，有學者指出複雜的原產地

規則或許會在擴大範圍後隨時間簡化以改善效率。NAFTA協定最初

是用產品特定層面的規則，嚴格限制第三方的參與，但在過去 20年

來，已透過四回合修訂案逐漸簡化。同樣的，FTAAP或可改善依區

域內的原產地規則。

RCEP與 TPP為 FTAAP的試金石，提供實驗並逐漸調整為更深度整

合的中間站，連結美國、中國大陸、日本以及其他貿易夥伴。為了要

成為一個具效率的中間站，FTAAP必須足以有超越 RCEP而邁向 TPP協

定的抱負。然而也需具有吸引廣大會員的彈性。為了要達到平衡，投

入相當努力與智慧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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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AAP經濟效益評估
我們以一般均衡模型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來評估

FTAAP的經濟效益，同時模擬 12個成員國的 TPP協定、16個成員國

的 RCEP協定，以及 FTAAP協定。

為了使模擬更加真實，這個估算倚賴在貿易協定條款的最新數

據上。舉例來說，TPP協定是以美韓 FTA為基礎，而 RCEP則是以東協

為基礎，兩者在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貿易投資與競爭，以及關稅

與非關稅障礙自由化的深度的議題上，歧異度相當高。

針對 FTAAP的效益評估提出了數個關鍵的結論。倘 FTAAP實行後，

將可帶來 2025年全球 GDP的 2.3%成長，合 $2.4兆美元。TPP路徑與 RCEP

路徑評估結果也有很大的差異。TPP協定青睞尚未與美國簽訂 FTA的

經濟體，例如日本與越南。而 TPP協定同時也對中國大陸、歐洲與未

包在協定中的亞洲經濟體造成貿易轉向的損失。RCEP協定則偏好中

國大陸、印度、日本與韓國，因為該協定或許過於樂觀，假設了這些

經濟體之間主要的貿易自由化為 RCEP協定的一部分。而因為 FTA已

經涵蓋東協與所有 RCEP協定貿易夥伴的關係，東協經濟體則僅會適

度地從 RCEP協定中得利。 FTAAP的重大貢獻會是在中美之間建立協定，

此將提高整體的貿易利益。

值得注目的是，如同現代貿易協定的理論分析所主張，多數整

合的好處歸於最初障礙較高的經濟體，這就是為什麼亞洲經濟體的利

得大體上比集團中其他經濟體更高的原因。除此之外，在所有協定中

絕大部分好處反映出協定內貿易創造與生產力的提升，而不是協定以

外經濟體帶來的貿易轉向。對於規模更大的 FTAAP-21，貿易轉向損失

占總收益的比例將會降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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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考量到替代協定的規模與品質，他們帶來的效益符合大

家的期待。潛在貿易增長會隨著整合規模急遽地提高，舉例來說，

FTAAP-21協定經濟成長將會到達 2兆 3585億美元，若再加入印度、

哥倫比亞、寮國與緬甸組成 FTAAP-25，將會得到更大的好處 (這結果

並未列在表格 )。同樣地，貿易增長會隨著協定的品質提高而變大，

或者特別是依協定模組追求的目標而提高。而 21個成員的 FTAAP帶

來的好處，舉例來說，若以 TPP路徑達成 FTAAP，將帶來 2兆 3585億

美元的經濟成長，若依 RCEP路徑達成，經濟成長將會達到 1兆 3151

億美元，前者比後者高出 79%。貿易好處會擴大至所有經濟體，即

使是本來期望能以 RCEP路徑的亞洲經濟體也會從中得利。

結論

儘管面臨景氣循環、選舉、地緣政治與政治爭議的影響，亞洲

與跨太平洋區域談判仍持續進展。邁向 FTAAP的路徑也吸引新的興趣。

依估計，這些路徑得以創造巨額經濟效益。而經濟增長也會取決於最

終協定的規模與路徑的品質。然而這些目標間存在摩擦，例如高品質

的 TPP路徑，雖能創造更多收益，卻也阻隔了新成員的參與。

FTAAP是個具挑戰性的長期願景，尚缺乏具體的政策建議，但這

部分不論如何已超出這篇論文討論的範疇。儘管如此，接下來廣泛的

議題仍值得注意。

•  APEC區域長久以來認知自由貿易的價值，RCEP與 TPP談判進程能讓

FTAAP更容易實行，也會讓研究成立 FTAAP的路徑分析更即時。

•  RCEP與 TPP協定能提供經濟體邁向全區域整合重要的中繼站 (way-

station)。這些協定可能在許多困難的議題上有所差異。然而，他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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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可能納入相互矛盾的條款，而全區域的會員資格會讓通常在貿易

談判中受爭議的議題，也就是原產地規則，變得更容易處理了。

•  FTAAP每年可望帶來每年大約 2兆美元的巨額貿易利益。這些好處

由全區域共享。而貿易規模則會取決於會員數多寡與協定談判的品

質。

•  FTAAP願景取決於區域內兩大經濟體，即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的合

作。儘早簽署雙邊投資條約或支持多邊貿易體制 WTO與複邊協定的

達成，如美日雙邊協定或中美雙邊協定將可加速 FTAAP願景。

亞太地區更深度的整合能創造更大的經濟增長，也可以幫助減

少地緣政治危險的緊張局勢。可以確定的是，促進區域經濟整合的挑

戰不斷。亞太區域的經濟整合需要有遠見、具合作性的領導方式。

（本文編譯自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2014-2015《區域現勢（State of 
the Region）》報告第二章，譯者為政治大學歐文系德語組暨國貿系

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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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經濟成長與整合前瞻

江佩珊編譯

根據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針對政策社群意見領袖進行的調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最熱門

的五項議題為：

1. 邁向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進程

2. 創新發展、經濟改革與成長

3. APEC成長策略 

4. 降低區域內的收入不平等

5. 達到貿易與投資自由、開放的茂物目標

前兩個議題與 2014年 APEC主辦會員體—中國大陸設定的優先討

論議題相呼應。雖然這五項優先項目彼此相連及重疊，但每個項目皆

是迫在眉睫的問題。FTAAP與茂物目標可被視為解決貿易與投資剩餘

障礙的渴望，以及當 WTO持續深陷在 20世紀議題的爭議中時，一個

快速整合地區的未來規範。 

創新發展、經濟改革與成長、收入不平等，以及 APEC成長策略

皆反映了對新策略重要性的一種認知，以應對由成長趨緩、收入不均

等與就業機會創造緩慢所形塑成的所謂「新常態 (new normal)」現象，

這現象尤其出現在大多數的已開發經濟體中。

對於一個差異相當大的區域來說，接受調查的意見領袖在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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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應該優先處理上，卻有相當程度的趨同性。只有東南亞國家沒有

將邁向 FTAAP的進程這一項選為最優先項目，以第二名落於創新發展

之後。唯一選擇「建立可信賴的供應鏈」為最優先的五個項目之一的

是大洋洲的受訪者。大洋洲與北美的意見領袖認為「商業監理障礙」

是個重要的議程，但是和亞洲與南美國家一樣，並未將「減少收入不

平等」納入頭五個考量內。

依循著由 2013年 APEC經濟體領袖在峇里島會議通過的架構，而

規劃的供應鏈連結藍圖 (the Connectivity blueprint)，是可以強調出差異的

另一件事 : 28%來自東南亞的受訪者將其選為前五項優先項目之一，

但來自大洋洲的受訪者只有 18%這麼認為。

PECC調查的各種不同有關群體，呈現出的趨同程度也相當高，

唯一的差異是商業領袖間對監理障礙、非政府圈中的收入不均等、供

應鏈以及政府官員達成茂物目標等議題上著重較多。有趣的是，建立

值得信賴的區域供應鏈不是商業領袖的優先項目，相較於 35%的受訪

政府官員將其列為優先項目，商業領袖中只有 15%將其選為前五項優

先項目。

未來的成長是關鍵議題

優先項目清單包括了許多重複，或是以不同形式出現、可以輕

易地被劃分到更大的項目下的議題。舉例來說，達成茂物目標與邁

向 FTAAP的進程可以被列為「區域經濟整合」這一項。同樣地，創

新發展、經濟改革與成長可以被納入 APEC成長策略中。若優先項目

依此方式歸類，成長策略將會躍升到清單中的第一項。

當 APEC設定在 2015年檢視成長策略的進程時，即指出了針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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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經濟體如何適應新常態這件事，迫切需要一套前後連貫的方法。這

可能提供 APEC一個機會，來考量將如何回應 G20在 2018年增加經濟

成長基準 2個百分點的目標，並將其視為處理這個問題的一部分承諾。

G20所採取的途徑已成為讓每一個 APEC個別經濟體在茂物目標的前提

上可以明確設定以回應的成長目標與行動計畫。儘管 G20的計畫細節

尚未知曉，但可知會著重在四個關鍵領域：

• 減少貿易障礙

• 增加競爭力

•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 藉由增加投資改善基礎建設

這些都是 APEC已制定具體工作計畫的議題，而且有可能使 APEC

對全球議程的承諾更深更廣。

缺乏政治領導 ---共同的顧慮
意見領袖將缺乏政治領導選為對成長風險第二高的項目，是個

令人擔憂的事實。所有的次區域都將其選為高風險項目。這如果不是

在亟需領導之時，對政客們的譴責，也是一項一清二楚的觀察。此外，

針對缺乏政治領導的嚴重性，有 46%的企業受訪者選擇此項，而政府

受訪者僅有 30%。

第三高的風險—執行結構改革可能失敗，也顯示出對領導者處

理重要區域議程的政治能力有相當大的憂慮。當區域內的許多經濟體

已經沒有財政空間來操縱，且貨幣政策已經超脫常規時，要在更高軌

道上成長，將會需要結構改革，而這改革在脆弱的行業中，將會付出

相當大的調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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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區域中，對風險的認知也有相當大的差異。例如，來自東

南亞的受訪者有 34%選擇缺乏適當基礎建設為前五名的成長風險，而

這個數據在北美的受訪者裡僅有 14%。

人才短缺的名次在過去幾年清單中向上爬升，比起過去常是企

業擔憂的常客，這一次則被政府的受訪者視為高風險項目之一。 

亞洲太平洋地區未來的成長與消費

區域明顯需要著重在科技創新的努力上，並作為克服中等收入

陷阱的一部份策略。在十大經濟成長驅力清單上，科技創新位居最重

要驅力首位，第二至三名分別為政策改革與出口到新興市場。

全球經濟進入了以成長放緩與總合需求均衡巨大改變為特徵的

「新常態」時期，已被廣泛討論。

對於政策社群來說，挑戰在於提升總體要素生產力，這包含了

創新與制度品質。若沒有這些進步，亞太地區經濟體將會面臨成長趨

緩的危險。來自中所得經濟體的受訪者對改進制度品質與政府規範的

政策改革的重視，比起來自高所得經濟體的受訪者高很多。

有趣的是，來自發展中經濟體的受訪者傾向於認為出口到新興

市場與已開發市場同等重要，但來自已開發經濟體的受訪者則更強調

對新興市場的出口，而非已開發市場。

貿易自由化並不被認為是一項特別重要的經濟成長驅力。這可

能與領袖們將優先性放在 FTAAP上的重點不一致，也可能反映了受訪

者認為 APEC過程所能達到的最佳目標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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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成長策略
在 2010年，APEC領袖同意亞太地區需要改進成長品質，使其更

加平衡、有包容性、更永續、創新與安全。但令人驚訝是，APEC成

長策略各個層面執行的滿意度仍然低落。

受訪者被要求要以 1到 5的分數評分每個層面下所做的努力，1

分是一點也不滿意，5分則是非常滿意。在表中分數大約為 2分的稍

為滿意。而受訪者最為滿意使成長更具創新所採取的行動，以相對於

中度滿意，48%的結顯示出了極端值。自從通過成長策略後，APEC領

袖宣言著重在創新上，通過了兩個在 2011年與 2012年推動創新的框架。

同樣在 2012年，APEC經濟體做出推動永續發展的突破，通過一

份環境商品清單，將關稅將削減至 5％或是更低。

關係重大的是最低分評給了使成長更具包容性所做的努力。當收

入不均等被視為成長的頭號危險，APEC未來需要在此更加努力。另

外也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企業與非政府部門，來自政府部門的受訪

者就此傾向給予稍微高一點的評分。

個別經濟體的未來成長驅力

展望未來的 5到 10年，受訪者被要求評估不同因素對未來經濟

成長的重要性程度。目前科技革新被評為最重要項目，其次是政策改

革，接著是對新興市場的出口。

來自新興經濟體與先進經濟體的受訪者之間有顯著的差異。來

自新興經濟體的受訪者較為重視制度品質 (institutional quality)與治理，

而這也是世界銀行經商便利度指標 (Ease of Doing Indicators)所涵蓋的議

題，但來自高收入經濟體的受訪者則將出口到新興經濟體列為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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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第二重要的驅力。

政府支出的增加，並不被新興經濟體或已開發經濟體認為會在

未來經濟成長中扮演那麼重大的角色。兩者的受訪者皆將此項評為因

素清單中的最末位。

這結果再次強調基礎建設在區域新興市場中對未來成長的重要

性。那些來自新興市場的受訪者將實體基礎建設的投資，評為他們經

濟體中，對成長第三重要的驅動力，緊接在政策改革與創新之後。

亞太地區的未來成長

關於影響整體亞太區域成長前景因素的問題調查，反映了中國

大陸經濟對其餘地區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對於其中許多經濟體，中國

大陸是他們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大陸結構改革成功的重要性，被視

為是影響亞太未來經濟成長的最重要因素，這結果可與中國大陸經濟

放緩，是亞太地區經濟成長最大危險因素的發現相呼應。

亞太地區的貿易自由化

儘管受訪者未將貿易自由化評為他們個別經濟成長的首要因素，

但貿易自由化卻是整個亞太地區經濟成長的第二重要因素。這並不意

味著貿易自由化被視為不重要的事，有 57%的受訪者並未將該項評為

對個別國家未來經濟成長的重要或非常重要因素，但是 69%的人認為，

進一步的自由化對整個區域的成長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邁向 FTAAP
即使亞太自由貿易區原則上是 APEC與相關機構，尤其是 APEC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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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諮詢委員會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所主張的概念，FTAAP

的內涵和參與會員卻不明確。2010年 APEC領袖宣言主張 : 追求 FTAAP

應藉由發展以及建立在持續進行的區域工作，諸如東協加三、東協加

六與跨太平洋戰略夥伴，就像是一個全面性自由貿易協定般。 

意見領袖對路徑，也就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TPP)或是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 (RCEP)並沒有明顯意向，並且偏好包含建立 TPP、RCEP與太

平洋聯盟的其他協議上，更容易取得共識，但卻模糊的概念。例如

本年度《區域現勢》報告中，RCEP與 TPP談判若能各自成功獲致結

論，將可提供達致 FTAAP的中繼站—透過新的可接受區域規則，以及

促進深度整合的實驗與調整。然而，兩者皆可能無法直接導向 FTAAP，

需要額外的協定來達到能涵蓋亞太地區的規則。報告並檢視了建立

在 RCEP與 TPP協定上的 FTAAP傘型協定，主張像是這樣的協定可以建

立一個相對較高的標準，鼓勵跨區域的自由化，並且促成給在不同發

展階段經濟體的分層規則制度。

在 FTAAP最終會員資格的問題上，對於所有 APEC成員應該都要

是 FTAAP的一部分這件事，一般來說意見領袖皆同意，但是提議將所

有途徑的成員都納入也受到強烈的支持。若 APEC要扮演引領 FTAAP

發展的重要角色，將會引起印度、柬埔寨、寮國與緬甸這些目前在 RCEP

談判中的國家，以及身為太平洋聯盟一員的哥倫比亞，其 APEC會員

資格的問題。

複雜態度佔上風

一般來說，意見領袖對於目前推動的諸多區域貿易安排在未來

三年內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意見相左。僅 27%的受訪者認為 RCEP可

以達成結論，涵蓋 10個東協 +、有現存貿易協定的經濟體，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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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印度、韓國、澳洲與紐西蘭，並設 2015年為完成期限。

這數字對於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來說剛好相反。加入美國與歐盟有 27%的人

認為不可能達成協議，24%認為有可能。 

對於加進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與秘魯的太平洋聯盟，則呈

現意見相左的結果，有 25%認為不可能有結論，24%認為有可能。

受訪者對加入中國大陸、日本與韓國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最

為懷疑，43%的人認為不太可行，而有 18%的人認為可行。

即便不是個區域貿易架構安排，WTO多哈回合對部長與領袖來

說仍是一個持續口頭上支持的事情，但這項調查中的意見領袖實質上

卻對 WTO抱持著放棄的態度，僅有 9%的人在思考未來三年的結論。 

區域貿易協定的優先議題

受訪者被要求就 17個亞太貿易協定中，應被處理的議題之需求

程度來評分。這 17個議題的清單，與自由貿易協定（例如 TPP與 RCEP）

中的典型章節大致相稱。

來自企業與政府部門的受訪者，至少是那些在亞太地區議題上

工作的人，就優先性而言，呈現顯著的一致性。政府與企業之間存在

最大落差的議題是：

1. 人員移動 

2. 農業市場進入

3. 合作與能力建構

4. 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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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產品標準一致

企業受訪者對「人員移動」與「電子商務」的評分高於政府，而

政府受訪者對「農業市場進入」、「合作與能力建構」，還有令人驚訝

地對「產品標準一致性」的評分高於企業的受訪者。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其中一個挑戰是發展程度的歧異性，即便

對於一些優先項目有一致意見，許多重大與有趣的差異仍然存在。在

新興與先進經濟體之間歧異度最高的項目是：

1.環境保護

2.合作與能力建構

3.勞工保護

4.人員移動

5.國營企業

這些差異並非直觀的，舉例來說，來自新興國家的受訪者給環

境與勞工保護的評分高於那些來自先進國家的人。不意外地，「合作

與能力建構」與「人員移動」對於新興經濟體來說優先性更高，然

而「國營企業」對先進國家來說，則較為優先。

APEC的未來
在 APEC 25周年的場合上，有關亞太地區最領先的區域機制之未

來角色之疑問，曾被提及。直到東亞高峰會創立為止，每年雲集亞太

地區主要經濟體領袖的唯一論壇，都還是 APEC。

當 PECC在 2007年提出這項調查時，對 APEC的看法充其量很矛盾。

大約 48%的受訪者對 APEC有好感，47%則反感。對 APEC負面看法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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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時間已經減少，然而正面看法也如此，直到 2014年，區域領袖對

APEC有 61%的強烈贊同，同時只有 17%的反對。

東南亞國家對 APEC更為積極
這個變遷一部份的原因是東南亞受訪者對 APEC更勝以往的積極

態度。在 PECC 2013年的調查中，僅有 26%來自東南亞的意見領袖對

APEC有好感，25%受訪者則反感，而 2014年則有 54%有好感，反感

者僅有 16%。印尼在 2013年主辦 APEC，可以說是這項轉變的原因，

尤其是因為 2013年的議程強烈強調基礎建設與供給面限制，而此兩

者是明顯是區域中新興經濟體極度關切的議題，尤其是東南亞的新

興經濟體。

北美的矛盾

關係重大的或許是北美意見領袖間對 APEC的矛盾，有 41%的受

訪者有好感，30%反感。雖然好感大於反感，但仍離大力支持的比例

很遠，但對於 2013年僅有 30%來自北美的受訪者對 APEC好感、22%反

感時，已經有所進展。

APEC對南美的重要性
來自南美的受訪者以 76%好感與 15%反感的比例，目前為止是對

APEC觀感最積極的受訪者。儘管 APEC許多會員現在有與亞太地區更

廣泛接觸的替代架構，APEC仍是環太平洋南美經濟體唯一與亞太地

區中，其他地區夥伴接觸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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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迎接亞太合作的新挑戰與議程
這項調查的發現指出亞太地區挑戰的廣泛範圍。這顯然表明，區

域政策界仍極端關注讓成長持續走高所需要實行的改革 (相對於此，

許多其實沒有實行 )。這反應在已認知的成長風險種類，例如結構改

革的失敗，而未來成長前景的關鍵因素：政策改革，也就是制度品質

與規範，則體現了這一點。

儘管 APEC已經透過結構改革與成長策略的努力，來處理許多議

題，意見領袖仍然不滿意 APEC迄今所採採取的行動。2015年對策略

的評估，將提供一個檢查過去行動與考量下一步動作的機會。屆時將

會明瞭 G20要做出什麼樣的承諾，而 APEC可能怎麼回應。

自從茂物目標設立後 20年，區域貿易協定的數量大量增加，而

APEC尚未積極面對達成自身使命與模式的方法。顯然地，建構早期

階段協調一致的單邊主義，已經被具競爭力的自由化取代。在建立茂

物目標時，APEC領袖也強調他們強烈反對故步自封的貿易集團，這

會偏離追求全球自由貿易的目標。APEC所面對的挑戰，是要確保大

規模的區域經濟架構安排浪潮並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建置區域與全球

自由貿易的基石。

（本文編譯自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2014-2015《區域現勢（State of 
the Region）》報告第三章，譯者為政治大學歐文系德語組暨國貿系

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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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致 2014年 APEC部長會議聲明

PECC致 APEC年度部長級會議聲明
2014年11月7-8日，北京

PECC共同主席Jusuf Wanandi與Donald Campbell  
CTPECC 秘書處譯

本會謹藉紀念 APEC成立 25週年的機會，恭喜各位部長過去的成

就，並展望未來能與各位部長秉持一如以往的夥伴精神和支持，共同

合作以完成我們的共同目標。

PECC 與 APEC 的關係
超過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PECC做為 APEC的正式觀察員與

先行者，以將來自產官學界專家針對能夠進一步促進亞太社群願景議

題的回應，來為您們的工作做出貢獻。這些貢獻舉幾個例子來說，包

括非拘束性投資原則、競爭政策、 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指南的開創性

工作，以及新成長策略。

本聲明係基於本會 2個月前在北京舉辦之大會與進行中之工作計

畫的討論而撰述。

APEC 所處的脈絡
自從 APEC創立，亞太地區與全球各經濟體都經過了深刻的改變，

而這正是 APEC創立的理由，以形塑和領導這些改變。今日，我們面

對一套特別的情境，而這些情境將挑戰一個驅動全球經濟的開放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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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會繼續維持下去，還是會中途失敗。我們的年度區域政策社群

調查，聚焦於三項關鍵挑戰：經濟成長減緩、亟須一套國際貿易體系

以更新當今商業活動，以及上升中的收入不均。

促進經濟成長

在本會的年度調查裡，意見領袖們選擇的優先項目中，最優先

五項內有三項與成長有關：創新發展、經濟改革與成長，以及 APEC

成長策略。當全球金融危機六年前發生的時候，政府以前所未見的刺

激方案回應。同時，各界也認知到政府的刺激方案，只是用來防止我

的經濟體崩潰的暫時性措施。及時的，改革需要在第一時間回應允許

讓這樣的危機發生的系統性問題，並塑造出新成長引擎的崛起。

大致而言，第一套改革措施已經就位，大部分在金融部門。然而，

我們注意到因為一些考量，前述改革中的一些監理措施，對於需要在

發展過程中加強金融體系角色的發展中經濟體而言，並不適合。其次，

我們害怕結構改革已然缺乏。在本會的年度調查中，執行結構改革的

失敗，被列為第三大經濟成長風險。如果分歧的亞太地區有一套適切

的解方，那麼服務業驅動經濟成長的潛力將是無限。

儘管保護主義的甚囂塵上，顯示在某些初級產品的關稅創下新

高，使得貿易嚴重受限；非關稅障礙與管制規範的不同，也在更廣泛

的意義上，仍舊是困難的挑戰，而服務業貿易障礙也仍然嚴重，亞太

地區在貨品貿易自由化上已跨出一大步。然而服務業國際貿易的障

礙，阻礙了國內服務業的發展，使得這樣的障礙尤其惡名昭彰。服務

業是競爭力和供應鏈連結與發展最關鍵的基礎，本會已與各位的資深

官員和 ABAC密切合作，定義出一項服務業工作計畫，料將對亞太地

區的服務業成長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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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成長

在發展 APEC成長策略的過程中，重點在於推動新成長引擎，以

代替近年來已驅動經濟成長的力量。儘管這項挑戰仍然是一項基本挑

戰，今日的另一項挑戰是亞太地區的許多經濟體已經到達中等收入階

段，而中等收入經濟體再也不能 依賴其低廉勞工的紅利，驅動其經

濟成長。因此，更深更遠的結構改革遂為重要，而結構改革亦應包含

處理上述這些仍然存在的貿易障礙。如同我們的《區域現勢》報告所

提，亞太地區生產力已到達高原期，而具經濟體規模的結構改革則應

該執行聚焦於創新的政策，而不是僅僅增加更多勞力及資本，來驅使

經濟成長。

因此我們樂見將焦點聚集在創新成長與政策改革。一套一致且

能在中長期增進生產力的結構改革措施，對於確保亞太地區經濟持續

成長有其必要──尤其是對於發展中經濟體來說。

區域與國際貿易體系

在本會的年度研究中，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已蟬聯 APEC領

袖最優先討論話題多年。雖然 FTAAP的想法已經被仔細的討論過，

但它仍然只停留在想法，沒有任何具體的模式。FTAAP的來由很簡

單── WTO杜哈回合停滯，APEC自己的協調式單邊主義（concerted 

unilateralism）看來不足，而且在 APEC範圍內，區域貿易體系變成了一

個充滿雙邊和區域貿易協定的義大利麵碗。今日鞏固區域貿易體系的

兩大潮流則是 RCEP與 TPP。

本會的研究在 RCEP與 TPP兩條路徑上，都展現了巨大的利益。

現下這些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要完成，不只不可避免，也很急切。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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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架構愈大，利益愈多，分歧效應也愈少。APEC領袖們的 FTAAP願

景即便並不必然限制了 APEC經濟體，但仍有效，而且必須進行工作

以發掘最好的下一步，取得實現 FTAAP願景的進展。

價值鏈使得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力道增強甚多。這些價值鏈傳

統上橫亙目前 TPP與 RCEP談判會員國，建議著盡可能擴大自由化或

部門自由化的重要性。然而目前 TPP與 RCEP都並未同時包含美國與

中國大陸，而且兩者都有部份 APEC經濟體未被涵蓋到。

本會樂見 2014年的 APEC進行相關工作。儘管 RCEP和 TPP提供了

經驗更深度整合並進行調整的中途站，但它們自身並不可能自行達成

FTAAP。FTAAP必須足夠宏大，以整合 TPP與 RCEP兩者的利益。要達到

這樣的平衡，必須付出許多努力和智慧。

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原則

為此，本會成立了一個回應上述問題的工作小組。本會相信一

條關注價值鏈運作的途徑將可做出許多貢獻，雖然這不應該是唯一拿

來觀察貿易政策的稜鏡。將全球價值鏈與現有的貿易協定分析放在一

起的初步討論，提供了亞太自由貿 易應如何更進一步的下列原則：

1、與茂物目標連結 

2、追求相關覆蓋率 (relevant coverage) 

3、與 WTO 連結 

4、在現有的區域性與各種自由貿易協定上添加 

5、認知到 APEC 持續扮演的關鍵角色 

6、透明並對大幅進展做出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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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支持發展

下一步則是進行進一步的工作，使上述原則得以操作。由本會

工作小組討論集結而成的報告，是這份聲明的附件，而本會推薦各位

閱讀《區域現勢》報告的相關章節，章節中明列從目前的途徑邁向更

具包容性的 FTAAP之利益、挑戰與可能模式。

金融合作

本會目前的討論重視金融合作，認為這是未來區域經濟整合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金融合作的範疇包括金融服務自由化、資本帳自由

化、資本市場發展，以及建立一套整合、安全且有效率的清算體系。

本會注意到雖然 APEC的根源雖然是支持貿易體系，但是亞太地

區更廣泛支持全球體系的想法，也應該納入金融政策範圍。因此，亞

洲金融合作已經在流動性部位短缺時，提供安全網──例如清邁倡

議。然而眼前還有相當大範圍的議程需要回應──包括向各種倡議注

資，以促進亞太地區的供應鏈連結。

供應鏈連結與包容性成長

本會樂見將供應鏈連結架構轉為可執行藍圖的進展。亞太地區的

發展中和已開發經濟體均亟需基礎建設投資，以克服瓶頸，提供經濟

成長額外的刺激。本會重視供應鏈連結應該透過包容性來進行觀察，

並且需要透過改善基礎建設與國內和區域機制，及提供人們技術和知

識以參與全球經濟，來回應供給面的限制。

重拾對國際經濟體系的信心

APEC的一項核心原則，是不走內向途徑，而是要塑造整合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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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區域經濟。當貿易與金融流動可已理解的，成為區域與國際的首

要議程，我們不能忽略在各部門中的合作需求。

為此，本會樂見 APEC能源部長會議的討論，並重視尋找機制，

確保市場對所有成員均開放且具有競爭力。對國際能源與糧食市場的

信心，不僅是經濟成長與穩定的基礎，也是穩定區域體系的前提條件。

為了未來的區域夥伴關係

正當慶祝 APEC創立 25週年之際，本會認為回顧歷史，並定義歷

史與當代的關係，是有用的。25年前，APEC與 PECC創立者之一，Saburo 

Okita博士曾寫下這段話：「隨著蓬勃的經濟活動遍及亞太地區，可以

期待的，亞太地區將能成為帶動 21世紀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正當我

們重視亞太地區目前正面臨的一些挑戰時，我們也重視亞太地區持續

驅動全球經濟成長的巨大潛力。

在本會此次大會中，曾有建議認為：一套包含現存的區域倡議

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可以成為確保亞太地區持續扮演如今角色的起

始點。這樣的夥伴關係可以包括確保 TPP和 RCEP獲致結論，回應基

礎建設與供應鏈連結的需求，以及其他方面的創新成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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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致 2014年 APEC貿易部長會議聲明

PECC致第20屆APEC貿易部長
會議聲明

2014年5月17-18日

CNCPEC主席唐國強
代表PECC共同主席Jusuf Wanandi與Donald Campbell

林易徵譯

值此第 20屆 APEC貿易部長會議與 APEC創立 25週年的重要時刻，

本會謹恭祝各位部長在 APEC的成果紀錄上名留青史。這是個值得暫

停一下，想想這些年來所發生轉變的時刻。全球產出已經由約 20兆

美金提升到 74兆美金， 而 APEC 經濟體在產出增長上的貢獻，佔將近

58 %的份額。同時，APEC的財貨出口已經從 1.5兆美金提昇至 8.5兆美

金；服務業出口則從 2600億美金，成長至超過 1.8兆美金。

2013年在印尼泗水舉行 APEC年度貿易部長會議過後，本會也在

2013年 6月於加拿大溫哥華召開第 21次大會，以及在 APEC領袖週期

間於印尼峇里島召開供應鏈連結會議，近來更在新加坡舉行研討會，

回應中國大陸 2014年主辦 APEC所訂出的優先項目。本會今天的聲明

係基於上述會議的討論，以及過去我們曾經進行，與各位討論議程相

關的工作。

本會聲明聚焦在兩個議題：促進區域經濟整合與強化全面供應

鏈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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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面脈絡

會議舉行的期間，適逢區域與全球經濟體遭遇極大動盪之時。在

本會 2013 年 6月溫哥華大會期間，我們注意到亞太地區有些重大的問

題正在發展中，包括：所得不均的增長、區域經濟整合，以及能源平

衡的轉變。以確保經濟持續繁榮的方式回應這些問題，需要更多的合

作。因此我們樂見 2014年 APEC以「攜手亞太共創未來」做為年度主題。

儘管經濟前景有所復甦，我們仍然憂心目前亞太地區的經濟成

長仍然依賴人為刺激，而能增進生產力的結構改革卻仍然尚未執行。

如同 2014年世界銀行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所提及，許多亞太地區經濟

體的成長正逼近其潛能，這使得促進經濟成長潛能的改革更加具有必

要性。因此本會期待各位部長有關創新發展、經濟改革與成長的討論。

FTAAP 概念的發展
一如我們的領袖 20年前在印尼茂物所同意的，APEC的目標是為

了經濟合作，而經濟合作「將有助於一加速、平衡且平等的經濟成長

前景」。達成願景的方式，是增進亞太地區的貿易與投資，儘管這些

年來已取得確切的成果，但許多障礙也仍然存在。

 就此，許多相關人士，主要是商業社群，對於亞太地區貿

易與投資缺乏進一步成果感到失望，遂呼籲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而 FTAAP也已獲採納為 APEC的長期願景。

促進區域經濟整合

FTAAP的經濟效果相當受人矚目。相較於 TPP和 RCEP分別可增加

全球 GDP 2230億與 6440億美金的成長，FTAAP能促進的成長規模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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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達 1.9兆美金。儘管坊間有許多根據不同假設前提所作成的經

濟預測，但這些經濟預測卻都指出具有包容性且高品質的自由貿易協

定，可以達成最大的經濟福祉。

因此我們樂見今年 APEC對促進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視，並且希望

能在如何從眾多途徑導向一高品質的包容性貿易機制上，能達致實際

的結果與協定。在本會幾個月前的會議中，新加坡貿易部長林勛強先

生不只建議現在正是亞太地區建立整合相關途徑原則的時刻，有些途

徑也可能是未來的原則。

本會正回應林部長的挑戰，並正組織一個專家小組，進一步發

展我們的相關思維。

全球價值鏈與貿易政策

在我們針對如何達致 FTAAP做出貢獻的初步討論中，其中一點指

出：透過全球價值鏈，財貨和勞務的生產已經大致完成。價值鏈的塑

造與程度，則由一系列的因素決定，包括比較利益、貿易政策，以及

接近市場的程度。為了「抓住」 或是提昇價值鏈，相關政策改革是必

要的。這些改革中，有些以單方面實踐為宜，有些則需要集體行動。

在 RTAs與財貨、勞務的最終市場彼此連結的前提下，改革的集體結

果可以達到最大的利益。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我們正在發展中的架構，可以為進一步推動

FTAAP達成，提供強力的智慧與實踐基礎。尤有甚之，這些基礎將會

引導FTAAP得以建立的原則。以下列舉一些關於FTAAP建立原則的建議：

•完全覆蓋 

•總合當代自由貿易協定中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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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個別自由貿易協定中「過於偉大且有益的部份」帶到 FTAAP 

•累積原產地規則 

•非關稅貿易障礙最小化 

•採納透明與貿易便捷化原則 

•不溯及既往 

•單一認諾（single undertaking） 

•包容（Inclusivity） 

•保持目標在最終的全球貿易自由化

在我們 2007年與 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共同合作的 FTAAP研究中，

我們做出以下建議：

•主要經濟體的願景一致是必要的 

•過程的時間表不要太長 

•一定要標定可達成的結果 

•其他 RTA 談判的干擾應該降到最小 

•過程的主席位置不應交給任何主要經濟體 

•如何處理勞工與環境議題的先期理解是必要的 

•需要有意願和受到認可的能力，在精神和金錢上支持談判過程

PECC 在 2012 年區域現勢報告中，曾針對 FTAAP 做出一些建議：

•  FTAAP談判將必須因為發展程度分歧的不同經濟體之能力與需求，

而在「高水準」上有所妥協。將自由貿易協定限制在「一個十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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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達成的願景」，或許是個可達成的目標──此指即便自由內貿易協

定需要有高品質，但是「高品質」不應該超過有改革意願的經濟體，

在十年內無法達成的範圍。 

•  另一個目標則應該是將創新的願景，納入合作的一部分，以幫助減

少發展程度的差距。合作的關鍵領域應包括經濟制度的改善、人力

資源品質的升級，以及推動技術移轉。 

•  跨太平洋與亞洲兩條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途徑，應該以新的高階對話

連結。這樣的對話可以鼓勵兩條途徑實際上相互重疊，確保兩條途

徑之間，針對達成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這個最終目標具有相容性，

並且減少政治衝突。

在最近的辯論中，一系列更加特定的策略也已提出：時間表與

階段性的會員；RCEP先於 TPP；辨明差距並對話，以使 RCEP與 TPP雙

方接近，例如達成一些範本章節；其他諸如服務貿易協定（TiSA） 與

多邊貿易談判近來的行動等等。

針對上述議題，本會將以過去多年來實際執行過的工作為基礎。

舉例來說， 2003年本會提議 APEC應該「針對 RTAs發展共同理解」，

2004年 PECC會員體受 ABAC委託，辯論並產出一套「FTAAP提案評估」。

2007年，PECC再度與 ABAC合作，針對 FTAAP的政治經濟學進行研究。

我們向您推薦這一系列的工作，同時也相信基於區域貿易架構與

商業運作方式已有大幅轉變，FTAAP有機會創造一個具有包容性、對

商業友善、創造工作機會，並能設定適於多邊化貿易規則的貿易體制。

這將會是我們針對各位部長的努力能做出的貢獻中，於未來數月進行

的工作焦點。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工作，能夠提供各位資深官員一套由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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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研究所標定，清晰且具有一致性的建議，而這些建議能導向亞

太地區最為可能的良好發展。

全球貿易體系

WTO峇里回合打破僵局，是個正面的訊號，而這股氣勢也應該

繼續發展下去。APEC曾經在 WTO烏拉圭回合獲致結論上，扮演如此

關鍵性 的角色，如今更應該繼續支持 WTO做為關鍵全球貿易機制。

我們可能需要更加省思 RTA/FTAs 和全球貿易體系之間的關係。當我

們煞費苦心的接受了茂物目標同時，卻相當便利的忽視了茂物宣言

同時排除了一個「往內看」的貿易壁壘構成的可能。APEC名人小組

建議採納開放性次區域主義，以確保眾多 RTA與全球貿易體系之間正 

面積極的互動。

自此確保 RTA/FTAs支持全球貿易體系的原則已經相當明確，許多

想法也已經浮現。本會希望目前區域整合的氣勢也能夠有類似的作

為，以包含類似的語言採納上述關鍵原則。

強化全面供應鏈連結

儘管區域經濟整合將促進經濟成長無甚爭議，但對於解決增長

中的所得不均也無甚幫助。本會 2013年的區域現勢調查顯示 40個東

南亞意見領袖相信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使得其所屬經濟體內的所得不

均更加嚴重。尤有甚之，52%的意見領袖認為經濟整合對齊經濟體的

好處，受到供應端的限制而有限。

我們重視區域現勢調查，係因本調查的受訪者為涉入亞太地區

議題的產官學界與公民社會意見領袖，是一群了解區域整合背後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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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理由的人。他們的回答，反映出「整合的亞太地區」願景背後的政

治接受程度正在降低，而我們必須回應這個問題。

APEC在供應鏈連結方面的工作有能力處理上述問題。供應端的

限制並不僅僅是被察覺，而是廣為眾人所知。我們的論點是供應鏈連

結工作必須置於 APEC達成區域經濟整合與包容性成長目標的脈絡之

下。舉例來說，區域經濟整合利益的文獻指出，某些經濟體獲得的好

處，會高於另一些經濟體。這種不公平揭示了藉由資金與技術支持給

低所得經濟體，以進一步縮小經濟發展差距的案例，尤其是在案例與

貿易相關基礎建設、海關現代化、增進中小企業發展，以及能力建構

相關的時候。 
1

我們近來的相關討論主要聚焦在基礎建設，亦即供應鏈連結議

程中的實體連結。過去 PECC的工作已回應亞太地區供應鏈連結的許

多不同層面—包括能源貿易的潛力。這是個又大又複雜的議題。

另一個我們社群研究的供應鏈連結層面，則是人與人之間的連

結，尤其是勞工移動。PECC- ABAC聯合工作小組達成的關鍵結論指出

亞太地區人口結構上的轉變、經濟與教育程度發展上擴大的差異，以

及產業區域化和全球化，會對日漸增加的勞工移動產生壓力。在我們

塑造這個領域的工作時，上述觀點使經濟分析明白顯示勞工移動程度

愈高，對經濟成長（無論是進口導向國家還是出口導向國家）所帶來

的益處愈多，而且高於所製造的成本。

六年前我們執行這項研究，而從那時開始，我們每年的區域現

勢調查報告結果指出這些壓力確實在增加。在我們 2013年的調查中，

1　 Asian FTAs: Trend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By Masahiro Kawai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and Ganeshan 
Wignaraj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30 June 2010 Presented at PECC-ADBI Conference on Post 2010 Trade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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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配勞動能力或技術的短缺，是經濟成長的第九大風險。然而可支

配勞動能力或技術的短缺，在商業界的回應中是第三大風險，卻只被

公部門回應列為第十一大風險，由此顯示了政府與相關人士針對此一

議題進行更大幅度對話的需求。

各位部長，由於時間不足，此一議題無法詳細討論，但是如同

我們提出的其他要點，我們已投注多年，根據目標分析，針對我們認

為對亞太地區未來至關重要的議題，進行研究工作。

最後，我們的下一場大會將在 2014年 9月初於北京舉行。我們

期盼在北京歡迎各位。這對於各位來說，將是與相關人士和亞太社群

中，針對您在 APEC所回應的議題塑造輿論之意見領袖，直接深入接

觸的絕佳好機會。

（譯者為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口筆譯研究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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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致 2014年 APEC資深官員會議聲明

PECC致 APEC SOM I訊息更新
寧波

CNCPEC 唐國強主席代理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共同主席Jusuf Wanandi先生及Donald 

Campbell大使
黃暖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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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CC） 全體會員，感謝能有這個機會分享我們來自二軌的觀點。我們

歡迎今年 APEC的主題「攜手亞太，共創未來」及其副標題：「推動區

域經濟整合」、「促進創新發展、經濟改革與成長」，以及「加強全方

位連結性與基礎建設發展」。

我們感謝 APEC官員在 2013年的非正式資深官員會議期間給我們

機會，讓我們能對 2014年的計畫大力貢獻。之後，我們在新加坡舉

辦研討會，進一步辯論並討論提供給 APEC資深官員會議的建議。此

份訊息更新遂基於上述的討論與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而寫就。

攜手亞太，共創未來

2014年，全球經濟危機的復甦料將持續，並將有一些重大發展。

根據經濟預測，即便已開發經濟體的成長預期會加速，亞洲的發展中

經濟體仍將以穩定的步伐持續強勁成長。來自已開發經濟體的需求，

對於支持新興市場進一步的成長至關重要，尤其是在美國量化寬鬆措

44



施逐漸退場，使得資本流入降低之時。

在政策轉變導致金融市場的立即波動之上，世界經濟正在「常

態化（normalizing）」，但這是一場「新常態（new normal ）」。新常態將

與全球金融危機前的經濟非常不同。亞太區域主要經濟體的成長特質

正在改變：不平衡正在限縮主要結構轉移的指標性，而不僅限於商業

循環。關鍵的是，許多新興市場目前正接近或到達其潛在成長幅度的

極限。亞太地區整體需要了解這些改變並有所回應。

我們的討論引起對於亞太地區市場是否有能力以有效的方法回

收存款的關注。亞太地區金融市場缺乏深度與發展，使得金融部門曝

險在貨幣與殖利率的雙重落差下，並且削弱了投資具生產活動的能

力，尤其是在基礎建設方面。因此， 亞太地區需要大力加強在金融政

策上的整合與合作。同時 APEC在貿易政策上執行了在金融方面未見

的領導力。

我們希望 2014年與未來的 APEC歲月裡，能透過各種倡議下的思

考所達致的努力，使得金融政策議題在 APEC的工作中，能更為接近

核心。

推動區域經濟整合

當我們慶祝 APEC成立 25週年，我們回想起區域經濟整合已成為

APEC工作的核心。儘管 FTAAP已是一個日漸廣為眾人所接受的想法，

但它目前仍是個沒有任何具體成果的理念。TPP和 RCEP則被認為是達

致 FTAAP的可能途徑，但問題是「如何」？

透過眾多途徑，區域經濟整合已有不少進展，建議是這些進展

最好、最前瞻的方面是成為 FTAAP的基石。為了解這些機制為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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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最終能將所有的區域經濟體帶入同一貿易體系，許多工作必須要完

成。PECC將建立一個專家小組，檢視這些議題，並考慮建立 FTAAP基

石所在的原則。

我們希望諸位能對我們的建議採取開放的態度，並將之與各位

自己的思維整合，如同 APEC在非拘束性投資原則、競爭原則與 RTAs/ 

FTAs⋯等諸多項目中的所作所為。

促進創新發展、經濟改革與成長

我們樂見 APEC 聚焦在創新發展、經濟改革與成長。如同先前所

提，許多亞太地區發展中 經濟體的成長幅度正接近或到達其潛力的

極限。 因此亞太地區亟需找出增加經濟成長潛力的途徑 – 而許多途

徑正是 APEC 透過結構改革議程所討論的議題。

APEC 針對這些議題有著前瞻性的看法，尤其是政策支援小組

（PSU）在 SOM-ABAC-PECC 服務業對話上，由結構改革利益出發，所呈

現出的優秀研究成果。的確，為促進創新發展、經濟改革與成長，

我們相信服務業改革是必要的，儘管在本會近來所舉辦的研討會中，

服務業並未正式列入議程，但服務業做為比較利益驅力之一的關鍵

角色，已經滲入我們所有的討論當中。

加強全方位連結性與基礎建設 發展
我們希望強調供應鏈連結之於 APEC 促進包容性成長和回應市場

失靈目標的重要性。當區域經濟整合具有促進經濟加速成長的潛力

時，這樣的潛力只能在硬體軟體的基礎建設都能便利各經濟體參與區

域經濟整合的前提下，獲得實踐。

我們在新加坡討論過建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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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的提案。此可協助確保 APEC 的供應鏈架 

構成功執行。我們的討論指出亞太地區需要這樣 的機構與支持其有

效運作的營運原則。

當思及 APEC 供應鏈連結藍圖時，本會敦促 APEC 資深官員運用您

們廣泛的足跡，在雙 邊與次區域層次進行檢視，以促進供應鏈和基礎 

建設的發展。舉例來說，湄公河或諸如南美洲拉美開發銀行的努力，

可以提供重要的學習經驗。 相似的， APEC 各會員體早已參與多種供應

鏈連結途徑，而一個泛區域論壇機制，可以協助既有的雙邊、次區

域倡議以及來自亞洲開發銀行、 美洲開發銀行、世界開發銀行、東協、

聯合國亞太經社委員會⋯等單位的專家進行合作與整合。

本會會在自身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呈送這些想法的細節。

PECC 工作計畫
我們的工作分為多個層次，各位資深官員最熟悉的是本會國際

工作小組，針對本會認為可由二軌管道協助解決的問題，所提出的回

應意見。本會的各委員會也在許多利益上合作，致力針對諸如社會復

甦之類的特定議題，建立更深刻的了解，而我們各會員體委員會也相

當積極針對內部聽眾，舉辦相關活動。

做為 2013年 PECC所同意諸多改革的一部分，本會將重新參與過

去三十年來所創立的產官學網絡，以進一步強化本會在一系列議題上

支持區域整合的努力。

服務作為比較利益之驅動力

我們歡迎加入 2013年歡迎加入歡迎在一 ABAC與 APEC資深官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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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對話的機會，並期待今年再次共同安排此一對話。本會正在定案

服務業工作計畫中，部份已討論的關鍵議題包括：透過 TISA, TPP與 RCEP

進行之服務業貿易治理改革、服務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角色，以及服

務業部門的國內政經改革及相關人士加入。

我們了解服務業在驅動競爭力與比較利益上所扮演的角色仍然

有限。有許多對於製造業、供應鏈和農業競爭力具有影響的工作必須

完成。我們希望資深官員能注意 PECC紐西蘭委員會針對全球價值鏈

在乳業所扮演角色的案例分析，這對於服務業來說，是一項新的文獻

回顧例證；報告可由 PECC網站取得。

我們歡迎資深官員針對什麼樣的工作最有價值，發表觀點和看

法。我們希望透過資深官員對話過程，可以協助定義出 APEC服務業

倡議的關鍵要件。

區域現勢報告

我們希望資深官員熟悉本會的年度《區域現勢》報告。2014年度

報告在區域意見領袖年度調查上有所創新。我們調查的目的是針對已

完成的亞太經濟整合工作，提供觀點與回應的基線。我們歡迎資深官

員針對本會應當回應的主題，提出觀點和看法。

礦業競爭與合作

在本會的新加坡會議中，全球經濟的關鍵風險之一，是延長的

低能源價格，影響頁岩氣在全球市場的供應，尤其是針對依賴大宗物

資的經濟體。本會已從一些觀點檢視此一議題，首先從跨太平洋能源

貿易的潛力與更廣泛的礦業發展之 供需層面開始。

就此有一系列廣泛的新議題必須回應，以盡可能縮小來自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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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關鍵部門發展，對全球經濟產生的系統性風險。

能源運輸

另一個本會正在進行中的計畫，是研究亞太經濟體能經由健全

的政策措施，由高度碳排放者與消費者，轉型為對經濟敏感與對環境

友善的能源製造者與消費者之途徑。

全球環境保護研究聯盟

2013年 PECC常務委員會通過一項新的國際計畫，檢視目前雙邊

與多邊區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現況。此項研究將包含中日韓自由貿

易協定談判、TPP、RCEP與其他自由貿易協定。提案聯盟的重點，在

於透過檢視關稅減免、非關稅貿易障礙，以及改善可計算一般均衡 

(CGE) 模型等方式，針對改善經濟福祉、製造、貿易、投資與創造工

作機會的評估，做出貢獻。

PECC 未來會議
本會下一次常務委員會，將由 PECC中國大陸委員會（CNCPEC）

籌備，於 2014年九月在北京舉行，時值 APEC領袖周的兩個月前。

因此 PECC期待能回應一些我們認為對於 APEC部長及領袖會議有重要

性的議題。我們將會總結一份常務委員會討論與建議的摘要，並將其

內容納入今年 PECC致 APEC CSOM訊息更新與致部長會議聲明中。在

本會制定本年度 PECC大會議程的過程中，我們歡迎資深官員的建議

與投入。

在此篇訊息更新的結尾，本會謹恭賀 APEC創立 25週年。四分之

一個世紀以來，亞太地區經歷了旋風般的變化，而 APEC在增進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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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生活品質的努力上，於許多可計數和不可計數的層面，達成了許

多里程碑。在事先辨明區域重要領域之餘，我們希望重申我們對於同

時與眾多進行中的 APEC 工作計畫一同努力的承諾。

（譯者為 CTPECC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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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致APEC SOM II訊息更新 
青島

CNCPEC 唐國強主席代理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共同主席 Jusuf Wanandi先生及Donald 

Campbell大使 
林易徵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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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CC） 全體會員，感謝能有這個機會向各位更新我們的工作，並分享

我們來自二軌討論的觀點。

我們樂見 2014年 APEC優先項目，在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中所取

得的進展。我們相信在這些議題上的進展，將有助於 25年前即創立

的 APEC，拓展其視野。這篇訊息更新將聚焦在兩個關鍵議題：區域

經濟整合與供應鏈連結。

亞太經濟的策略評估與展望

全球經濟正穩定的由全球金融危機中復甦。 然而，不平均的復

甦速度，以及每個經濟體的政策回應，為其他經濟體與全球總體經

濟帶來潛在的風險。尤有甚之，在金融市場立即而明顯的紛亂之上，

世界經濟正進入一個「新常態」，而此一「新常態」下，區域主要經

濟體的成長特點正在改變。在我們的討論中，另一個受關注的焦點則

是有信號顯示，許多經濟體的經濟目前正在成長，或逼近潛在成長。

因為這些理由，隨著經濟復甦已達里程碑，我們敦促 APEC在資訊共

享與政策整合上扮演角色。APEC應該更大幅度的聚焦在其成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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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工作，尤其是結構改革議程。政策的迫切性來自這場經濟亂流與

未來的不確定性，而我們的經濟體必須更加具有彈性、更能夠回應世

界總體需求模室的轉變──簡言之，政策必須促進復甦。

區域經濟整合與多邊貿易體系

當經濟前景正在改善，貿易成長的前景卻仍然安靜無聲。在貿

易治理的層次上，WTO峇里回合打破僵局，是個正面的信號，而這個

里程碑必須再向前進。APEC曾經在 WTO烏拉圭回合獲致結論上，扮

演如此關鍵性的角色，如今更應該繼續支持 WTO做為關鍵全球貿易

機制。

申言多邊貿易體系的持續首要地位之同時，更多自由貿易的成

果是在區域貿易協定中達成，包括東協經濟共同體、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RCE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以及太

平洋聯盟。我們歡迎更加主動利用 APEC 途徑，以確保上述貿易協定

最終能導向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如運用本次 SOM2期間，透過 APEC

亞太 RTAs/FTAs資訊共享對話即為一例。

同時，我們希望 APEC能繼續維持其開放性區域主義精神，並思

及全球與其他區域的發展，汲取在這些場域過程中，發展出的規則

與規範之經驗，例如 TTIP 與 TiSA。我們相信箇中必有許多二軌途徑可

以貢獻給您們之處。PECC已執行一系列有關 FTAAP的研究，包括 2004

年評估 FTAAP提案與 2007年 FTAAP政治經濟學研究。我們也協助創造

一全球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協會（Global Consortium on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尋求增進我們衡量區域內自由貿易協定對各經濟體潛在

影響的方式。此外，本會的會員委員會已針對區域經濟整合，舉辦相

當多的工作坊和研討會，為您們討論中可能論及的議題，帶來新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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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2

既然這些我們進行的主要研究已經幾乎過了十年，而在這段時

間內，區域貿易架構，以及我們自己對貿易如何進行的認知，都已經

有許多變化。在我們二月份的研討會之後，我們在新加坡貿易部長林

勛強的提示之下，決定應該組織一個專家小組，針對達成 FTAAP應該

納入的議題，進行通盤思考。

全球價值鏈與貿易政策

在我們針對如何達致 FTAAP做出貢獻的初步討論中，其中一點指

出：透過全球價值鏈，財貨和勞務的生產已經大致完成。價值鏈的塑

造與程度，則由一系列的因素決定，包括比較利益、貿易政策，以及

接近市場的程度。為了「抓住」 或是提昇價值鏈，相關政策改革是必

要的。這些改革中，有些以單方面實踐為宜，有些則需要集體行動。

在 RTAs與財貨、勞務的最終市場彼此連結的前提下，改革的集體結

果可以達到最大的利益。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我們正在發展中的架構，可以為進一步推動

FTAAP達成，提供強力的智慧與實踐基礎。尤有甚之，這些基礎將會

引導FTAAP得以建立的原則。以下列舉一些關於FTAAP建立原則的建議：

•完全覆蓋 

•總合當代自由貿易協定中的議題 

•把個別自由貿易協定中「過於偉大且有益的部份」帶到 FTAAP

•累積原產地規則 

2　 http://www.pecc.org/research/ft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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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關稅貿易障礙最小化 

•採納透明與貿易便捷化原則 

•不溯及既往 

•單一認諾（single undertaking） 

•包容（Inclusivity） 

•保持目標在最終的全球貿易自由化

在我們 2007年與 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共同合作的 FTAAP研究中，

我們做出以下建議：

•主要經濟體的願景一致是必要的 

•過程的時間表不要太長 

•一定要標定可達成的結果 

•其他 RTA談判的干擾應該降到最小 

•過程的主席位置不應交給任何主要經濟體 

•如何處理勞工與環境議題的先期理解是必要的 

•需要有意願和受到認可的能力，在精神和金錢上支持談判過程

PECC在 2012年區域現勢報告中，曾針對 FTAAP做出一些建議：

•  FTAAP談判將必須因為發展程度分歧的不同經濟體之能力與需求，

而在「高水準」上有所妥協。將自由貿易協定限制在「一個十年內

可達成的願景」，或許是個可達成的目標──此指即便自由內貿易協

定需要有高品質，但是「高品質」不應該超過有改革意願的經濟體，

在十年內無法達成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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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目標則應該是將創新的願景，納入合作的一部分，以幫助減

少發展程度的差距。合作的關鍵領域應包括經濟制度的改善、人力

資源品質的升級，以及推動技術移轉。 

•  跨太平洋與亞洲兩條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途徑，應該以新的高階對話

連結。這樣的對話可以鼓勵兩條途徑實際上相互重疊，確保兩條途

徑之間，針對達成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這個最終目標具有相容性，

並且減少政治衝突。

在最近的辯論中，一系列更加特定的策略也已提出：時間表與

階段性的會員；RCEP先於 TPP；辨明差距並對話，以使 RCEP與 TPP雙

方接近，例如達成一些範本章節；其他諸如服務貿易協定（TiSA） 與

多邊貿易談判近來的行動等等。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工作，能夠提供各位資深官員一套由嚴謹

的目標研究所標定，清晰且具有一致性的建議，而這些建議能導向亞

太地區最為可能的良好發展。

增進亞太地區的供應鏈連結

我們樂見供應鏈藍圖所達成的進展。我們在過去的場合中，已

經聲明我們深切關注亞太地區經濟體彼此間與內部經濟發展不均衡

愈趨嚴峻的問題。我們的調查結果發現許多區域意見領袖在持續對貿

易自由開放做出承諾的同時，也相信 供應方的條件限制，使得其所

屬經濟體的福祉受限。因此，我們重視 APEC在供應鏈議程上，做出

實在貢獻的重要性，尤其是 APEC在追求 FTAAP的同時，更加深化區

域經濟整合。

我們的重點，是供應鏈相關工作，必須置於 APEC達成區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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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與包容性成長目標的脈絡之下。舉例來說，區域經濟整合利益的

文獻指出，某些經濟體獲得的好處，會高於另一些經濟體。這種不公

平揭示了藉由資金與技術支持給低所得經濟體，以進一步縮小經濟發

展差距的案例，尤其是在案例與貿易相關基礎建設、海關現代化、增

進中小企業發展，以及能力建構相關的時候。 

3

基礎建設赤字
3

亞太地區的基礎建設赤字也廣為眾人所知。亞洲基礎建設銀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提案，可以在 APEC供應鏈連結

架構的執行上，扮演關鍵角色。這樣一筆基金不會取代或與既存的世

界銀行或亞洲開發銀行造成競爭，反而能夠補其不足。在資金極度需

求之處，還存有許多關鍵領域必須探討，包括在區域能力缺乏、法規

支持與法治體系不足之處，如何進行計畫準備。

我們希望這份藍圖也能包括促進亞太地區能源貿易的相關工作。

如同我們在 2011年區域現勢報告所提及的，即使石油與天然氣名列

亞太地區貿易最多的商品，實際上跨太平洋的能源貿易並不存在。北

美洲的石油與天然氣能夠也應該成為亞洲持續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

然而實體供應鏈連結，以及政治和法規議題上的調整仍需克服。

人員連結

有關人員連結方面，我們同樣也進行了相當多的工作，希望這

些工作可以為您們的討論提供資訊。我們樂見在旅運便捷化倡議與推

動跨境教育工作上的相關進展，而這兩個議題也是我們過去研究過的

3　“Asian FTAs: Trend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by Masahiro Kawai,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and 
Ganeshan Wignaraja, Asian Development Bank.(30 June, 2010). Presented at ‘PECC-ADBI Conference on Post-2010 
Trade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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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2003年，PECC曾組織一專家小組，起草空運相關建議，而這些

建議回應了航空法規改革如何大大在航空安全 與旅行成本上增進福

祉。
4

 進一步來說，這些建議直指旅運便捷化應該涵納包括機場在內

的整條供應鏈，以回應在達成旅遊效率與安全願景上，存在的落差。

勞工移動則是我們研究過的另一系列議題。PECC-ABAC聯合工作

小組 
5

達成的關鍵結論指出亞太地區人口結構上的轉變、經濟與教育

程度發展上擴大的差異，以及產業區域化和全球化，會對日漸增加的

勞工移動產生壓力。

六年前我們執行這項研究，而從那時開始，我們每年的區域現

勢調查報告結果指出這些壓力確實在增加。在我們 2013年的調查中，

可支配勞動能力或技術的短缺，是經濟成長的第九大風險。然而可支

配勞動能力或技術的短缺，在商業 界的回應中是第三大風險，卻只

被公部門回應列為第十一大風險，由此顯示了政府與相關人士針對此

一議題進行更大幅度對話的需求。

我們的研究包含了針對可支配勞動能力或技術短缺的一系列特

定建議，其中某些重點是：勞動力流動的相關資料有限並且不平均、

管理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架構需要改進，以及針對雙邊暫時性勞工移動

計畫的執行和管理，進行實踐經驗交換等等。

服務業在現代經濟的角色

我們持續認為服務業具有高度重要性。我們很高興支持 APEC在

青島透過全球價值鏈整合，針對建立亞太地區夥伴關係的公私部門對

4　http://www.pecc.org/resources/infrastructure-1/846-policy-priorities-in-air-transport-markets-in-the-apec-region
5　 http://www.pecc.org/resources/labor/1950-demographic-change-a-international-labor-mobility-in-the-asia-pacific-

region-synthesi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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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我們正在進一步發展我們服務業工作計畫的過程中，並將相當重

視增進對於服務業在全球價值鏈中扮演角色的了解、區域與多邊貿

易協定中如何進行服務業治理，以及如何協助在 2013年 SOM-ABAC-PECC

三方對話中，所強調之如何協助回應服務業改革所面對之困難政治經

濟議題的努力。

未來工作

我們累積了一些其他過去或正在進行當中，研究 APEC潛在利益

的工作計畫。此包含永續城市、基礎建設與公私部門夥伴關係、教育

和能源。做為 2013年 PECC 所採納之普遍改革的一部分，我們正在發

掘更有效的方式，來與您們一起工作；其中的途徑之一，是透過我們

在新加坡的獨立秘書處，但是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各會員委員會，能與

其境內的 APEC官員密切合作。

最後，我們的下一場大會將在 2014年 9月初於北京舉行。我們

期盼在北京歡迎各位。這對於各位資深官員來說，將是與相關人士和

亞太社群中，針對您在 APEC 所回應的議題塑造輿論之意見領袖，直

接深入接觸的絕佳好機會。

（譯者為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口筆譯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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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致APEC SOM III 訊息更新
北京

PECC 共同主席Jusuf Wanandi與Donald Campbell 
蔡欣芝 譯

我們謹代表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的成員，感謝您給予這個機

會，讓我們報告從上次會議以來，我們所累積的進展以及經由討論衍

生的觀點。

距離北京第二十二屆 PECC大會只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們將

評論的焦點聚於今年 APEC所關注的主題上。期望我們討論的結果，

能夠針對各位正為 11月 APEC領袖週進行中的準備工作，提供實際的

見解與建議。

APEC 25週年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在 APEC所
扮演的角色

由於 SOM 3為年度 APEC領袖會議前的最後一場資深官員會議，

我們希望能藉此機會，針對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與 APEC兩者之間

的關係做一點回顧。身為 APEC領域之先導者與觀察者，PECC持續努

力支持 APEC，以集體行動消弭貿易以及投資自由化所遇到的瓶頸與

阻礙。

PECC認為自身扮演政府與社群間的關鍵中介角色，所以各會員

體的委員會為此經常在境內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並歡迎 APEC官員

們的蒞臨。隨著區域經濟整合過程目前處理更深的邊境內議題，這種

持續建構的途徑為我們所重視，本身也日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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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們各會員體委員會的國內工作之外，我們希望能以提供

政策研究與建議的方式，持續對諸位的工作達成貢獻。過去 25年以

來，這些努力至少包括非拘束性投資準則、競爭政策，以及 RTA/FTAs

指南等三項。以投資準則為例，準則的制定係由 PECC貿易政策論壇

費時三年起草，之後透過身為 APEC名人小組成員的 PECC會員，獲

得 APEC的關注。

早在 1993年起，競爭政策就已受到重視，但是直到 1997年，我

們才正式同意檢視亞太地區競爭原則可能的樣貌。經過一系列密集的

背景研究以及共識建立，PECC方發展出 PECC版本的競爭原則，之後

此一原則並經些許修正後，成為 APEC 版的競爭原則。

針對 RTAs/FTAs，我們累積了幾達四年的研究與討論，產出一

份 PECC對 APEC RTAs的共同理解提案。我們無意在此述說研究過程中

遭遇到的種種困難，但我們十分感激 2003年 APEC部長會議採納這份

提案。

25年來，APEC在相當廣泛的議題範圍上，對建立區域共同理解

貢獻卓著。做為 APEC的正式觀察員之一，我們期盼持續對您們的工作，

以及我們所共享，促進區域合作與整合的任務，持續有所貢獻。

促進區域經濟整合

我們對 APEC在促進區域經濟整合的承諾上，於今年所達成的進

展樂觀其成。透過相關人士多次討論的這種方式，是我們 PECC社群

長期受到推薦的步驟。然而，果若 FTAAP最終要實現，還有許多的工

作要完成。

為此，我們 PECC社群已經著手研究，了解各種不同的區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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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途徑背後的動機、各種協定的技術層面，以及這些協定如何最終

能促成 FTAAP的成立。舉例來說，我們的中國大陸與美國委員會即已

針對「亞太經濟整合新方向」，彙整並編輯一系列的論文，並由東西

中心出版。這些論文可見於：http://www.pecc.org/pecc/208-publications/583-

new-directions-inasia-pacific-economic-integration

全球價值鏈文獻給 FTAAP的課題
在我們的各會員委員會已在進行的工作之外，如同我們在青島

年度第二次 APEC資深官員會議期間所指出的，我們已經建立了 FTAAP

工作小組。這項工作正是回應區域貿易討論的進展，並建立在一系

列 PECC工作小組和各會員委員會過去幾年來執行的工作計畫成果之

上。FTAAP工作小組將運用全球價值鏈的新文獻，分析 FTAAP如何進

一步在現有包括單邊改革、雙邊貿易協定、區域貿易協定，以及 WTO

等模式之外，進一步推動區域經濟整合。

FTAAP工作小組將會在北京 PECC大會正式開始之前，安排高階圓

桌論壇，以進一步定義 PECC可在二軌層次做些什麼，針對 FTAAP在 CTI

主席之友會和資深官員會議層次的工作，做出貢獻。圓桌論壇將包含

四場次：

第一場次：全球價值鏈在亞太：規劃與政策影響。 

第二場次：通往亞太自由貿易區的途徑：展望。 

第三場次：亞太自由貿易區所帶來的經濟影響。 

第四場次：亞太自由貿易區原則與未來建議。

我們將以先前的討論以及現有的協定為基礎，例如 TPP檀香山宣

言、RCEP指導原則、太平洋聯盟框架協定、大阪行動綱領等等，在

年底向 APEC部長會議提出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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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創新發展，經濟改革與成長

如同我們在 SOM2中所提，世界經濟情勢正進入所謂「新常態

（new normal）」，而亞太地區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成長特徵正在改變。在

2014年初的 PECC新加坡會議中，我們特別強調許多目前正在成長的

經濟體，已達到或接近其成長潛能的極限。為此，我們樂見針對此一

主題的相關努力。

數周以前，中國大陸 PECC與香港 PECC共同舉行「亞太區域合作

—維持永續與穩定成長」會議。會中指出推動創新成長可能面臨的挑

戰，包含企業部門內的思維改變、教育，以及對企業精神的誘因等。

此外，會議也涵蓋香港對於區域貿易成長的貢獻，管理供應鏈的分崩

離析，以及中小企業在變動經濟環境下的發展前景等議題。以上都與

今年 APEC的三大優先項目有關。

我們所處的區域面臨幾個大趨勢，使得這一系列的議題對於亞

太區域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會。趨勢之一為不斷變動的人口結構 ，
6

二是透過「大數據」以了解並適應急速改變的消費者行為。

這些趨勢與其他問題，涉及許多政策挑戰。有些問題需要經濟

體之間的政策協調與合作。2014年度的「區域現勢」報告，將聚焦於

區域成長議程，並將包含意見領袖針對在執行成長策略方面，我們所

進行工作的回饋意見，以及未來幾年可能推動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力

為何。

6　 For more details see: https://www.pecc.org/resources/1482-aging-and-economic-growth-potentials-in-the-pacific-
region and http://www.pecc.org/resources/labor/1950-demographic-change-a-international-labor-mobility-in-the-
asia-pacific-region- synthesi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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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全面供應鏈連結與基礎建設發展

我們樂見加強供應鏈連結的計劃從架構進展到藍圖。這項工作

對於達成第一屆 APEC西雅圖非正式領袖會議宣言中，所揭櫫的繁榮

與互賴的亞太地區願景，實為重要，而西雅圖領袖宣言也訂定了次年

一系列的茂物目標。

2013年峇里島會議上，我們與博鰲論壇共同舉辦亞太供應鏈連結

研討會。會中聚焦於供應鏈連結議程在達成 APEC包容性成長目標與

區域經濟整合上的重要性。尤其是發展中經濟體必須解決長期以來在

供給方面的限制。如果沒有關鍵性的改革，這些經濟體將會負擔遠遠

落後於已開發經濟體的風險。進一步的互通有無，意味著經濟體將會

從正在談判中的區域貿易與投資整合倡議之中，能夠實現最大收益。

我們的年度「區域現勢」調查發現，新興經濟體意見領袖認為，

由於供給面的限制，他們可從經濟整合過程中得到的好處，受到限

制。 
7

尤有甚者，61%的受訪者認為 APEC需要一套有吸引力的發展目

標，使其經濟與技術合作工作更有影響力。本調查建議這些目標當中，

最優先者應為：

1、負擔得起並能提供工人足以在全球市場競爭的教育供給 

2、改善實體連結 

3、基本服務的提供 

4、 雖然各經濟體所強調的重點不同，但亞太區域意見領袖一致表達

設定清楚目標的期望。而 APEC也持續往此方向努力，例如茂物目

標、促進網絡取得的汶萊目標，以及貿易便捷化等。 

7　See: http://www.pecc.org/research/state-of-the-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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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們也特別強調亞太地區有世界上最大的群島及島嶼經濟體，他

們在受益於經濟整合的過程中，面對特殊且困難的挑戰。 
8

我們建

議 APEC應在未來數月中，完成供應鏈連結藍圖。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工作計畫

儘管我們籌辦許多包括 PECC大會在內的各式各樣活動，我們大

部分工作主要由專門小組負責。這些由 PECC委託，並由專家小組主

導的活動，旨在持續提供來自二軌，創新但實際的想法，並將之帶入

亞太合作進程中。下列為正在實行中的項目：

●  採礦業的競爭與合作 

●  「區域現勢」報告 

●   漁業貿易便捷化與永續發展：後峇里議程

我們的會員委員會也在國際計畫上相互合作，包含

●   區域經濟整合之回顧與展望 

●  社會復甦力 

●   全球經濟合作協定研究聯盟 

●  能源傳輸

我們也注重超乎 PECC歷史過程之外，專家間的交流網絡連結。

我們聚焦於提供平台，而透過平台，我們可以聽取更多在不同安排之

下，針對特定議題，正在進行中的工作。其中一個範例，就是我們的

8　 PECC organized a series of  roundtable discussions on the challenges facing Pacific Islands bringing together the 
transport indust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researchers. Links to the work can be found 
here: http://www.pecc. org/event-calendar/past-events/event/20-pecc-round-table-on-air-transport-in-the-pacific 
http://www.pecc.org/event-calendar/past-events/event/27-pecc-second-roundtable-air-transport-in-the-pacific 
http://www.pecc.org/event-calendar/past-events/event/28-pecc-air-transport-in-the-pacific-third-round-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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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專家網絡，已在各位針對服務業對經濟發展和區域整合做出貢

獻的討論中，提供意見。

區域現勢報告

我們期待您們熟悉的工作成果之一，即是年度《區域現勢》報告，

我們正著手調查區域意見領袖在一系列與您們工作相關之議題的意

見。今年我們將把焦點放在成長策略與區域經濟整合。

我們將在北京 APEC領袖週發表我們的成果，希望這份報告能夠

成為幫助您了解在您負責議題範圍內，廣大亞太政策社群網絡及其複

雜考量的有用工具。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大會「亞太經濟合作 : 2014
及往後」

CNCPEC主辦的第 22屆 PECC大會在 2014年 9月 10、11號於北京

舉行，集合來自亞太地區專精不同領域議題的專家與觀點，我們將

能針對許多您正在處理的議題，提供創新思考，而您們也會在 APEC

場域的討論中，發現這些創新思考的價值。

為了能持續關注培育與涵納下世代亞太地區意見領袖，我們也

從各會員體中，遴選研究生或具有相當程度的同學，擔任 PECC青年

代表。儘管您們因每日的職責範圍已相當忙碌，但若您能參加 PECC

大會，我們將深感喜悅。

在考慮我們的議程安排時，我們密切注意了您們的優先項目，以

及我們會員認為對於亞太地區未來有重要性的議題：

●  新常態：經濟改革在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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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經濟成長的新驅力和途徑 

●  亞太金融合作：現狀與展望 

●  區域經濟整合：原則，途徑和願景

除了全體大會之外，另有四個專門會議：

●  城鎮化與都市永續發展：準備妥當，  促進經濟成長與合作的引擎 

●  能源的永續發展與安全挑戰 

●  全球價值鏈：貿易與投資的新觀點 

●  中國大陸企業家參與區域經濟合作

您將從上述這些我們將回應的議題中注意到，我們的討論將產

出許多可供給您們工作的素材。我們期待在未來的會議中，與您分享

這些區域專家的觀點。

在北京，我們也將討論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未來的工作。期

望您能與您境內的 PECC委員會，針對您覺得對您工作最有用的計畫

類型，進行溝通交流。

 謝謝。

（譯者為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中英組學生）

  

66



PECC致APEC CSOM訊息更新
北京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共同主席Jusuf Wanandi 與Donald 
Campbell
林柏翰譯

能在一整年當中有這個機會與各位分享本會的觀點，謹代表 PECC

全體成員，向您致上本會最誠摯的感謝。PECC 與 APEC有著共同的願

景與許多共同的成員。PECC成立二十五年以來，本會透過多元的成

員與觀點，向各位不斷地提供政策上之建議。

PECC與 APEC之間的關係不僅緊密且貢獻良多。PECC是名人小組 

(Eminent Persons Groups) 的核心成員，並在 APEC的草創期間提供了許多

高規格的方向建議。透過我們對投資原則、競爭政策、企業監管、區

域性貿易協定、公私合作等議題的建議，APEC的各成員國達成了一

定程度的共識。最近在與 ABAC的合作中，我們承接了服務貿易，以

及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 等重大議程目標的研究工作。我們也希望

在未來也能持續這樣的合作模式。

本會第二十二屆會員大會 (General Meeting) 於 2014年 9月 10日至

11日在北京舉行。感謝資深官員會議 (SOM) 主席李保東先生撥冗向

350名與會成員分享他的觀點。本次的進度回報與當時之討論內容以

及我們推動亞太經貿合作中的幾項計畫有關。中國大陸 PECC委員會

主席之會議摘要則請詳見附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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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創新發展以及經濟改革與成長

本會支持所有能促進創新發展及經濟改革與成長的進展。正如

2014年《區域現勢 (State of the Region)》報告中強調的，與全球金融風

暴來襲之前的年均成長率 5.5%相比，亞太區域當前的經濟成長預估

將落在 3.8%左右。儘管「APEC成長策略」中已規劃好應對大環境變

遷的有效架構，但成功仍有賴於各成員的實際行動。根據《區域現勢》

最新的調查，政策決策圈對於目前的議案仍不為所動。因此我們將持

續支持創新發展與經濟改革。

在如此多元的區域中，不可能找到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解決方

案。然而，根據本會《區域現勢》調查的分析顯示，有幾點值得我們

的開發中與已開發會員注意。

2014年的調查顯示，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因素依序為科技創新、政

策改革與對開發中市場的出口。因此 2014年的報告將更為專注於創

新發展的面向，並且了解進一步的投資與政策便捷化以及技術發展是

否對於區域整體經濟發展有所助益。

增進區域經濟整合

2014年不只是 PECC二十五周年，更是 APEC設下茂物目標 (Bogor 

Goals)二十周年。因此，在這個場合回顧當初設立這些目標的時空背

景與脈絡，再適合不過了。設定自由貿易目標的發想源自 APEC 名人

小組 (EPG) 1993年的報告。該小組的許多成員同時也是 PECC 的成員。

在茂物領袖宣言 (Bogor Leaders’ Declaration) 中我們不僅設立了亞

太貿易自由開放之目標，並要求 APEC對「阻塞國際自由貿易的封

閉貿易體系」採取反對的立場。在 1994年，APEC領袖也要求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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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關係人必須「詳加審查 APEC與既有的次區域協定 (AFTA, ANZERTA

與 NAFTA) 的交互關係，並針對其進行檢視，並增進彼此的一致性，

避免互相造成阻礙。」

在 2014年 APEC部長會議 (AMM) 的共同聲明中提到，「以現階段來

說，要談論任何特定形式之部長論壇或機制還言之過早。然而，隨著

時間和想法的演變，一個可供進一步討論共同利益與主張的諮詢會

議之設立是必須的。」在接下來的 25年當中，我們對於區域經濟整合 

(REI) 也做了許多討論。而達成 REI之具體作法正是設立一個亞太自由

貿易區。然目前距離 APEC領袖第一次談論 FTAAP議題已有十年之久，

這段期間以來，FTAAP仍然十分抽象，僅止於一個缺乏具體形式的概念。

PECC在這個期間與我們的委員會成員及合作機構進行了許多研

究，以尋找 FTAAP的可能形式，並評估其潛在效益與情境分析。我們

相信 FTAAP一旦成立，無論其協定本身之廣度與深度如何，都將為所

有參與的經濟體帶來巨大的利益。

為協助各位對於 FTAAP之討論，本會 PECC北京大會中也舉辦了

一場專屬於 FTAAP的圓桌高峰會。本會想與您分享一些會議中的結論。

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 原則
部分與會者認為建立基本原則是發展區域自由貿易投資的基石，

並將下列事項銘記於心：價值鏈的最佳化、發展與公平原則兼顧的經

濟合作、對所有 APEC成員的包容性、談判流程透明化且必須考量多

元面向以解決如海關等複雜問題。藉由原則之確立，未來之修訂與延

伸才能有可觀的價值。

因此，以下的基礎研究將有助於原則之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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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

以下是在針對理想的 FTAAP樣貌與成效進行全面性研究之前，所

應進行的前置工作。

a) 價值鏈應透過以下方式闡述：

●  持續探討價值鏈的本質、適用範疇及運作法則，其中包括：價

值鏈管理者的角色與決策、價值鏈發展的動力來源、價值鏈內

之貨物及服務生產行為與前者間的互動。 

●  運用各種研究方法，對貨物及服務價值鏈進行個案研究。

b) 討論參與者及其效益

●  與價值鏈的動力來源 

●  前述價值鏈效益分配的決定因素 

●  價值鏈與國家策略 

●  與能力建構方案一同進行國內政策改革

透過這些前置工作，以下是更為廣泛的計畫，包括包裹、特定

議題、衝擊研究與展望途徑等。

未來研究

a) 包裹

以部門類別法來考慮政策措施包裹的價值，與供應鏈運作及包

裹本身息息相關，特別是在 WTO準則和自由貿易協定的一般框架下。

b) 特定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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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類將探討國際承諾與相關措施將如何支持服務業、投資、智

慧財產權、貿易便捷化及競爭政策等面向進行改革。這些計畫的一大

主軸是如何在規範與發展間進行衡量，並獲取參與監管機構的信任，

以避免其行為反而傷害了價值鏈發展的進程。

c) 衝擊影響

有了前面兩個計畫所得到的資訊，將有助於我們重新檢視區域

內各項協定的益處，並可與後續進行的廠商級別研究進行整合。

d) 展望途徑

以上專案所獲得之資訊，將對我們重新思考達成區域內自由貿

易與投資途徑之選項有所幫助，包含整合其他協定（由下而上），全

新的正式協定（由上而下），以及目前複邊化形式的重新衡量。並在

這些模型中考量新成員的加入可能辦法。

原則與程序

a) 與茂物目標的一致性

務必釐清各項安排之用途與所期望達成之目的。茂物目標除了

期許各國達成自由開放的貿易投資環境，在 1994年的領袖宣言中更

是提到了「不僅在亞太區域，更要在全球達成加速、均衡、公平的經

濟成長」，此一遠景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b) 追求涵蓋率

由價值鏈觀點來看國際商業體系，將有助於確認自由貿易所應

涵蓋之範疇。其中包含：將各行業之現行商業模式與其相關之政策措

施以包裹方式納入；詳加確認服務、投資、貿易便捷化、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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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政策與勞動等規範之連貫性； 目標達成的可預期性；共同承諾；

在規則上盡可能的化繁從簡、自由開放，但不離宗旨。另外，根據

模型結果，更須以非關稅 (NTMs) 與貿易便捷化等措施跨越各項貿易屏

障。在價值鏈的世界當中，簡化海關等過境手續將會比減少關稅來得 

更為有效。以貿易自由化來說，此一觀點較過去傳統之產業別方式更

為全面也更有潛力，並將能鼓勵更多貿易行為之產生。

c) 與 WTO 接軌

我們必須對這些方案將如何帶領我們邁向區域貿易自由化並與

更高層級之架構，尤其是 WTO之協定進行接軌有所共識。採行這些

原則將使我們重新思考產業類別方式的承諾、進行政策改革與相關團

體在特定議題上的努力。與 WTO進行接軌有助於在涵蓋多國之特惠

協定中，降低歧視性效果帶來的風險，並提供建構有效價值鏈的最佳

藍圖。

d) 與現有之區域性 FTA 與 RTA 進行整合

在此一進程下所進行的任何形式的政策改革與承諾都必須在現

有的雙邊或多邊協定下進行。無論 RCEP與 TPP如何有助於區域貿易

自由化與茂物目標之達成，一定都會有「漏網之魚」，如此一來，我

們必須對這兩個協定之影響進行檢驗，並討論後續之管理辦法。

e) 支持發展

無論透過何種途徑，支持全體成員在協定制定過程、及其後續

的正式談判、承諾實現，和最後對成果的調整當中皆能積極參與，就

能使我們更接近成功。能力建構方案在這些領域中皆存在其價值。

f ) 對 APEC 未來角色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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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預期，透過現有協定的改善與新興協定的加入，將會引

領我們邁向區域貿易與投資之自由化。並且，新型態的夥伴關係也正

在構思發展階段。然無論是何種途徑，它們皆獨立於 APEC之外。APEC

將不會主導協定的制定過程。但 APEC仍有重要任務，必須替各會員

體建立並分享共同願景，討論達成願景的準則，並採取能力建構等行

動，替會員體增添信心。如同 2010的領袖宣言所提到的，『APEC將提

供領導力與智慧，以作為 FTAAP的搖籃；並為「下世代」的貿易與投

資議題進行定位、定型、定案，持續扮演決定性之角色。⋯APEC將

持續發展部門別之倡議以對 FTAAP之理想作出貢獻。』

各經濟體對於其承諾與進度回報之透明度， 將有助於確認區域及

全球市場參與之可能性，並能為各經濟體之變化適應能力與民眾反彈

幅度加強信心。所有的參與國將能夠有效的進行自由化並收到顯著成

效；而與各國分享改革成果以及支持為均衡及公平成長的所進行之境

內措施，將是寶貴的經驗。

時間表

此階段性計畫將持續至 2016年年中。基礎工作將會繼續進行，

而後續之研究計畫將會在上述時點展開。在過程中，本會將會持續向

您告知最新進展以供參考，並期待得到您的回饋與建議。我們也相信，

APEC將對 FTAAP的達成作出實質貢獻，絕非僅是一群「啦啦隊」。

強化全面連結性與基礎設施發展

本會對於本年度各位在區域之全面連結性與基礎設施發展之努

力感到欣慰。從 2013年起，本會持續關注亞太地區發展中經濟體基

礎設施不足之議題。我們必須加速基礎設施投資以突破此一瓶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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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區域內不斷增長的總體需求。

2013年的《區域現勢》調查當中，領袖們提到經濟整合過程所帶

來的效益被供給面所限制住了。強化全面連結性與 APEC成長策略鼓

勵均衡、兼容、永續、創新，與安全成長之目標緊密相連。由此觀點

看來，本會相當樂見 APEC連結性藍圖在北京之會議當中被廣為認可。

在本會大會上，本會要求投入更多基礎設施投資以建立生產網

絡來降低成本。除了實體、機構與人際之間的連結性之外，數位連結

性除了能夠驅動經濟成長，更能夠強化其他領域之連結性。

金融合作

在連結性的各個面向，改善金融合作的努力包含了金融服務與

資產帳戶的自由化，資本市場發展，持續建立一個整合、安全而有效

的支付與結算系統。由於近年來金融危機對於世界所造成的負面影

響，我們必須強化機構體質、建立更好的反應機制以面對未來更大的

威脅。本會在這次北京大會所提出的建議如下：

●  化全球規範與標準制定之政策對話 

●  對於實務面臨之經濟與金融體系進行全面分析 

●  增加區域性合作以加強金融機構控管並確保高規格之監理 

●  推廣金融交互關聯性 (financial-interconnect edness) 之重要性，使金

融機構滿足企業與實務需求 

●  確保金融服務及商品之包容性 

●  促進深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以推廣金融市場整合

除了本會的重點項目，前述 FTAAP 之研究與《區域現勢》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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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Region) 報告之外，本會也會持續在服務業、社會復甦 (social 

resilience)、全球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EPAs)衝擊衡量、全球價值鏈 

(GVCs)、能源過渡與城市中心的新興經濟模型、漁業貿易便捷化與永

續發展、礦業競合關係等領域進行研究。

本會期待在 2015年能與 APEC合作更為緊密，並誠摯邀請您對於

如何達成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及互利成長不吝給予本會建議。感謝您的

聆聽。

（譯者為台灣大學研究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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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PECC重要聲明與活動

2014年PECC新加坡研討會 
「區域經濟整合的新優先順序──APEC 的使命」

(New Priorit ie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Mandate for APEC) 會議紀實

鍾錦墀、許峻賓、蔡靜怡

2014年 PECC新加坡研討會，主題為「區域經濟整合的新優先順

序── APEC 的使命」(New Prioritie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Mandate for 

APEC)，這場研討會是由 PECC、PECC 新加坡委員會（SINCPEC）與 PECC

中國大陸委員會（CNCPEC）聯合舉辦。會議目的為召集亞太地區重

要學者專家與企業及官方代表，希望為今 (2014) 年中國大陸主辦 APEC

會議提供政策建議。有鑒於區域及全球經貿環 境正面臨結構性的轉

變，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機後，經貿政策規劃必須因應轉變的衝擊，為

此該會議聚焦於四大主題：(一 ) 亞太經濟策略觀點與展望 (Strategic 

Assessment and Outlook of Asia Pacific Economy)；(二 ) 區域經濟整合與多邊

貿易體系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三 ) 

實體連結 (Physical Connectivity)；(四 ) 亞太金融合作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新加坡林勛強貿工部長開幕致詞

新加坡貿工部長林勛強 (Lim Hng Kiang) 於本次研討會開幕致詞中，

針對目前全球的經貿整合趨勢以及 2014年中國大陸主辦 APEC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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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渠表示面對區域經濟整合的洪流，特別是亞太地區紛紛興起的

FTAs/RTAs (無論是 TPP、RCEP、TTIP)，最終仍要回歸到 WTO多邊貿易

機制。APEC領袖們在 2010年提出 FTAAP的捷徑後，針對如何達成 FTAAP

進行許多對話與研究，例如，下世代議題等。渠建議達成 FTAAP的

幾項重要工作：

1、 完成各項重要計劃，如 2015年的供應鏈連結計劃、EODB(Ease of 

doing business) 以及綠色產品關稅減讓 (EGS)。 

2、 確保區域經濟整合為高品質標準，儘可能以高品質的標準來完

成 TPP及 RCEP，如此也可將 FTAAP定位為高品質的 RTA。 

3、 建立 FTAAP的重要原則，該原則之設立應以達成全面性的 RTA為首

要，例如 FTAAP如何達成涵蓋更多部門別及更完整的市場進入？ TAAP

如何優於亞太區域其他的 FTAs/ RTAs，取得領先的地位？

4、 建議具體作法：應設定各項 REI目標的具體時間表，針對開放

及自由化程度不同的 RTAs (以 RCEP與 TPP) 為例，如何使兩者融入

FTAAP，RCEP在設定目標時，應盡可能朝高品質的原則邁進。同時

將兩者的重要特色融入 FTAAP的架構。

主題一：亞太經濟策略觀點與展望 (Strategic 
Assessment and Outlook of Asia Pacific Economy)

●  主持人 ：Danis Mcnamara , NZPECC 主席 

●   專題演講：Mr. Bert Hofman, Chief Economist for the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The World Bank 

●   與談人 :Dr. Manfred Wihelmy , CHILPEC Mr. Yuen Pau Woo, Asia Pacific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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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Ong Ye Kung, Keppel Corporation Dr. George Manzano, PPECC

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 Bert Hofman 先生針對 APEC區域目前的

經濟表現進行簡報，就全球層次而言高所得的國家 （美國、日本、歐

元區及其他國家）經濟成長呈現正向發展，但以工業製造力成長來看，

中國大陸、印度與其他的開發中國家仍是主力，全球的資金流已部

分回復高於 2012年第四季的 13%。APEC區域的經濟表現自 1989年來皆

有正向成長，同時大部分 APEC經濟體的表現勝過全球 GDP的平均值，

同時中產階級興起，象徵亞太區域社會結構改變。

與談的專家們體認到金融市場間法規與制度調合的重要性，希

望儘可能建立一套運作準則，以確保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又

要保持相當的彈性空間，顧及新興市場的需求與潛在成長。另外，服

務貿易為發展經濟的驅動引擎，促進服務貿易的自由化與開放可增加

經濟產值，APEC對於服務貿易議題重視度日益提高，APEC或可著力

於經濟體在服務業方面的法規改革與成功經驗分享。

主題二：區域經濟整合與多邊貿易體系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   主持人 ：Dr Djisman Simandjuntak, Chairman, INCPEC 

●  專題演講：Mr. La Yifan, Vice Chairman, APEC SOM & Under Secretary 

General, National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APEC 201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China 

●   與談人 ：Dato Paduka Lim Jock Hoi, Chairman (BDCPEC) 

 Professor Song Hong, Assistant Director, Institute of World 

78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ofessor Naoiyuki Yoshino, Professor of Economics, Keio University, 

Japan

Ambassador Mark Trainow, Principal Adviso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New Zealand

本場次由中國大陸資深官員 La Yifan（臘翊凡）進行專題演講，

渠首先提出為了促成 WTO多邊貿易體系，我們應該整合區域內的

FTAs/RTAs，放棄零和遊戲的思維，而是以雙贏作為指導準則。儘管

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腳步趨緩，但仍是帶動世界經濟成長的驅動力。

APEC區域正面臨了經濟不安定性與不確定性的挑戰，以及傳統與非

傳統安全的威脅 (例如恐怖主義與網路犯罪 )，強調區域經濟整合對

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針對區域經濟整合渠提出四點：

1、 維持和平與安定的環境以發展經濟：和平與穩定才能為經濟發展

提供基礎，渠表示中國大陸也是世界和平的受益者，套句中國大陸

國家主席習進平對和平的說法：「和平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

覺，失之則難存」，求和平、促發展、謀合作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

同心願。也只有維持和平才能夠建立互信， 渠認為中國大陸願意成

為有責任的行為者。 

2、 建立新的合作平台：區域經濟整合最終目的仍是促進多邊貿易體

系的完成，許多經濟體面臨兩難的選擇，究竟要全力投入 WTO多

邊貿易體系或者區域經濟整合，但兩者不應有衝突，一為全球性的

合作，二為區域性的合作。而針對 FTAAP，中國大陸也希望能有更

具體的作法，例如：支持多邊貿易體系、貿易便捷化、全球價值鏈、

經濟暨技術合作與能力建構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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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強調創新成長：結構改革與創新成長能改變經濟體質，近年來許

多經濟體藉由研發創新專利，提高競爭力、品質與效率，為經濟成

長帶來無限潛力。 

4、 持續推動全面性的實體聯結：實體連結同時也是 2013年印尼主辦

APEC的主題之一， 中國大陸會持續推動該議題，因為基礎建設為發

展經濟的根本，對於跨太平洋兩岸的經濟體而言，皆可從中獲取益

處。尤其現階段的實體連結重視公私部門與國際機構的合作，共同

合力發展基礎建設。中國大陸 2014年在實體連結主題下，提出多項

相關倡議。

與會專家皆肯定 2013年 WTO峇里部長會議的突破，並且極力呼

籲 APEC繼續支持多邊貿易體系，扮演 WTO議程制訂者的角色。針對

目前區域經濟整合的兩大主力── RCEP與 TPP，同時也獲得 APEC領

袖們認可為達成 FTAAP的捷徑，APEC究竟要如何藉由 RCEP與 TPP達成

FTAAP？首先應鼓勵經濟體即早完成 RCEP與 TPP談判，並且朝向高品

質的目標邁進。由於 RCEP與 TPP有結構上的差異，建議成立專家小

組與進行政策對話，以檢視 RCEP與 TPP的差異，透過相關意見交流

與對話以了解不同的協定如何以不同的途徑來解決相同的談判爭議。

主題三：實體連結
●  主持人 ：Dr David Hong（洪德生主席）, Chairman, CTPECC 

●   專題演講：Dr. Mari Pangestu, Minister for Tourism and Creative Economy, 

Indonesia

● 與談人 ：Dr.Biswa Bhattacharyay, Former Advisor/Director,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Visiti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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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Steven Wong, Deputy Chief Executive, ISIS Malaysia 

Mr. Hugh Stephens, Vice Chairman, Canadian National Committee for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 

Mr. Mark Rathbone, Advisory Asia Pacific Capital Projects & Infrastructure Leader, 

PwC Singapore

本場次由印尼觀光與創意經濟部部長 Dr. Mari Pangestu進行演講，

渠首先說明實體連結在區域經濟整合過程的重要性，連結性這個議

題可分為三個面向探討，分別為實體連結、建制連結與人跟人連結。

區域經濟整合為長期的目標，但除了排除關稅及非關稅的障礙外，連

結性是支持區域經濟整合的根基，並且能確保經濟整合對人民而言是

帶來經濟地位上的平衡與平等。在實體連結方面，基礎建設的融資問

題其實不大，重要的是政府應建立完備的基礎建設投資法規與融資平

台，便可激勵私部門與相關國際開發機構帶來合作利基。APEC能提

供的功能是分享不同議題的基礎建設投資之最佳範例，以印尼而言，

在基礎建設投資方面土地的取得便是一大障礙。而 APEC開發中經濟

體能在實體連結議題上做出何種貢獻？渠建議可以召集 2到 3個經濟

體合作執行示範計劃，藉由經濟體間基礎建設融資合作與軟硬體的標

準一致化，帶來平衡性與包容性成長。尤其是標準一致化，因為基礎

建設的軟體措施與相關標準作業流程可以確保效益與效率。

Mari部長建議實體連結議題或可比照貿易便捷化倡議，制訂明

確的指標 （例如降低 5%交易成本），例如中國大陸推動的 APEC travel 

Facilitation Initiative。此外，目前 APEC共有 6個與連結性議題相關的倡議，

分別由 5個次級論壇處理，因此整合 APEC次級論壇相當重要。可以

藉由召開高階政策對話會議，來協調 APEC區域內人員移動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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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塑造 APEC區域內對連結議題的共識與討論風氣。

與會專家建議 APEC在實體連結議題方面，首要工作為聚焦基礎

建設開發計畫，尤其每年約有 3,000億美金的產值，同時為達到一定

的經濟規模，在規劃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的資本額，亦應具備相當的水準。除了資金規模外，AIIB

有助於建制 APEC連結架構，但需要更加細部規劃其運作準則。

為了研究區域組織或者開發銀行如何有效的促進基礎建設投資，

專家們建議應設立一個泛亞洲的基礎建設論壇以協調並整合現有的

雙邊、次區域層級與區域性的倡議，同時廣納所有代表性的區域性基

礎建設計畫、開發銀行與區域性的機 構，例如 APP、WB、APEC、ASEAN、

EAS與 ESCAP。同時 PECC先前亦針對該議題進行研究，特別強調跨太

平洋的天然氣貿易有助於減低全球溫室效應。

主題四：亞太金融合作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  主持人 ：Professor Stephen Cheung, Chair, HKCPEC 

●   專題演講：Professor Xiang Songzuo, Chief Economist,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   與談人 ： Dr. Yoichi Nemoto, Director, ASEAN+3 Microeconomic Research 

Office(AMRO) 

Professor Yoon Je Cho,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gang University 

Professor Ramkishen Sundara Raja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Mr. Ian Buchanan, Chair, AUSP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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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教授（Prof. Xiang）首先論述亞太地區的金融與貿易整合需要進

一步擴張的理由，其次梳理過去 20年來，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

最後由中國大陸觀點，點出亞太金融與貿易合作的焦點領域，並提出

具體解決方案。渠表示亞太地區事實上可能還是最大的美元區，而且

各種貿易金融交易有愈來愈依賴美元的趨勢，使得大家在景氣好時，

擔心美元升值；景氣差時，擔心美元貶值。由於亞太區域的金融整合

程度並不深，所以各國的大筆外匯存底都必須向外投資，尤其是投資

美元資產。然而美元資產的投資報酬率向來不高，近來甚至有持續縮

減的趨勢，同時亞太地區的基礎建設投資卻仍然不足，就此深化亞太

地區的金融合作，應為重要的解決方案之一。

亞太地區在過去二十年來已經建立了三套重要的區域金融合作

機制：清邁倡議多邊化、東亞地區央行合作機制，以及雙邊貨幣清算

協定。儘管各方對於亞太地區金融合作的可行性仍有諸多質疑，但已

確實有實際進展。從中國大陸的角 度看來，未來亞太地區應該強化

現有的三套亞太區域金融合作機制，使之更實際且容易操作，以加強

防杜金融危機，同時鼓勵貿易金融往來，尤其是加強亞太地區各國貨

幣彼此之間的互換與清算機制，降低美元扮演的角色。中國大陸願意

藉 由更開放國內貿易與金融市場、成立上海自由貿易區、增進金融

基礎建設，具體促進區域金融深化，回應上述問題，而具體的方案則

是：一、進一步強化清邁倡議多邊化，使其成為亞太地區的國際貨幣

清算基金，建立亞太地區自己的貨幣清算機制，降低對 IMF的依賴，

以及二、回應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呼籲，建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

行，降低各國對美元資產的投資，使亞洲人的錢能真正用於亞洲。

與會專家呼籲正視多邊金融體系的挑戰，經濟體應在經濟監測、

危機處理及預防風險方面，共同合作以建構金融穩定的安全防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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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此外，應重視政府、私部門與金融機構資金的參與，不論是在

雙邊或多邊的基礎建設投資基金以及其他型式（如基礎建設、運

輸、能源、通訊等）的投資金融機構，在未來適當時機應設置一個

更廣泛的貨幣合作機制。有鑑於此，PECC歡迎中國大陸所提議的

ARID(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in APEC Regions)，以改進區

域資本市場，尤其是提昇資本資產與降低系統性風險，透過直接融

資的方式改善經濟體質。在建構國內資本市場時，並保持開放性，

進行區域間的金融法規合作與調和，以加深區域內資本市場的連結。

五、心得與結論

（一） 利用 PECC平台，形塑「友台入 TPP與 RCEP」之國際與論氛圍：

鑒於馬總統業宣示 2014年為「台灣經濟突破年」，並以推動加

入區域經濟整合機制為目標。除了 APEC平台外，我們應持續參

與 PECC相關研究計劃與活動，尤其是與區域經濟整合 (TPP、RCEP

與 FTAAP) 相關議題，並適時爭取支持我國加入 TPP與 RCEP。以本

次新加坡會議為例，澳洲 PECC的主席 Ian Buchanan於會中討論 REI

議題時，提及去年我國舉辦的 PECC研討會的重要結論，並且將

該結論轉寄給與會經濟體的 PECC主席，本會洪董事長亦給予正

面肯定。藉由 PECC場域強調我國加入 TPP與 RCEP對於整合區域

內產業供應鏈有正面助益，以爭取友台之國際與論支持。

（二） 強化 FTAAP能力建構：本次會議針對 FTAAP一案，與會專家與官

方代表一致期許今年 APEC應在達成 FTAAP方面，提出更具體可

行的方案，例如，成立專家小組並且審視現行的 FTAs內容與規則，

並將適合的 FTA規則作為 FTAAP的參考內容；設定達成 FTAAP的

時間表以及 PECC設立相關小組或分組藉由非正式對話的方式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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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談判議題，為 APEC作出建議。我國或可結合重要經濟體支持

上述方案，在參與 APEC、PECC與 ABAC時，蒐集 RCEP與 TPP的相

關資訊，同時，參加相關的專家小組，與其他經濟體專家進行意

見交流，以強化我國參與 FTAAP之能力建構。

（三） 中國大陸是否入 TPP？仍待意見整合：目前中國大陸官方的立

場普遍認為 TPP的標準太高，中國大陸的經濟開放腳步仍有大段

距離，對於中國大陸加入 TPP抱持樂觀的立場主要來自學界的觀

點。而官方對於上海自貿區作為 TPP的示範區一事，採取保留看

法，畢竟中國大陸各省的經濟發展策略存有極大的差異性，無法

將上海自貿區的情形完全套用在中國大陸其他地區。本會在 2013

年曾邀上海自貿區研究中心主任陳波博士來台，印證陳博士的看

法，亦不謀而合。

（四） 提早為 2015年 APEC參與預做準備：由於 2015年的 APEC會議將

由菲律賓主辦，本會代表特別邀請 PECC菲律賓委員 (PPECC) 會在

年底來台參與座談並交換意見，而 PECC菲律賓委員會主席也是

菲律賓駐台代表 Amb. Antonio I. Basilio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白熙

禮代表），白熙禮代表在 1999年 PECC第十三屆大會在馬尼拉舉辦時，

即已跟本會熟識，隨後多次參與本會舉辦活動。最近一次是於

2012年參與本會舉辦的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白熙禮代表與本會

交誼匪淺、互動友好。本會將透過 PECC活動，持續積極建立國

際網絡，以落實利用二軌管道協助推動 APEC參與的目標。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暨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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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自由貿易高階圓桌討論

會議紀實
(Free Trade in the Asia-Pacific High Level Roundtable 

Discussion)

鍾錦墀、蔡靜怡、許峻賓

基於 APEC積極探討 FTAAP的發展路徑，且中國大陸於今（2014）

年 APEC會議中提出擬訂 FTAAP藍圖的倡議，PECC擬以 APEC智庫之角色，

協助 APEC進行相關的研究，邀集 PECC各會員體的代表們，共商 PECC

針對此計畫於未來的研究方向進行討論，提供研究團隊涵蓋政治、經

濟等各種可能面向與因素的建議觀點，遂於 2014年 9月 8日，假中國

大陸北京對外經貿大學舉行本次會議。

印尼貿易部副部長專題演講

主辦單位邀請印尼貿易部副部長 Dr. Bayu Krishnamurti 擔任專題演

講者，渠針對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與 FTAAP的發展發表演說。渠之演說

重點摘述如下：

1、 在印尼國內，大多數人還是不了解什麼是 FTAAP。對印尼國人來說，

要讓民眾有所感覺，就必須要有實質的經濟成長。因此，如果 FTAAP

能夠為國家帶來經濟成長，將會受到國內的支持。 

2、 FTAAP可以以 WTO的自由化為標準，逐步向前邁進。 

3、 GVC強調的是產品鏈更緊密的連結，如果 FTAAP成型，GVC可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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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GVC是一個 U形曲線，強調商品兩端的價值提升與發展。 

4、RCEP將會是以多個 FTA談判組合而成的區域 FTA。 

5、FTAAP成形與否最後取決於政治決策。

APEC 區域經濟整合的工作進展
本場次邀請中國大陸商務部國際貿易與經濟事務司 APEC小組主

任 Mr. Chen Chao擔任講者，簡報今年 APEC的工作進展。

Mr. Chen Chao說明 APEC推動區域經濟整合的歷程，也說明今年

中國大陸為了落實 APEC領袖會議宣言，而積極倡導 FTAAP的各項重

要工作，包括：提升區域內 FTAs的透明度、加強各經濟體間的能力

建構工作、進行 FTAAP的可行性研究，以及設定 FTAAP的完成談判

時程表。但截至第三次資深官員會議為止，FTAAP 的工作仍有兩大

爭議；一為研究名稱的問題，一個是何時完成的時間問題。

報告結束後，各與會者紛紛表達相關看法與意見。有與會者認為，

企業部門的參與對於推動 FTAAP很重要，因此必須舉辦多次的公私部

門對話，有充分的彼此溝通。Mr. Chen Chao回應，與私部門對話確實

是重要的工作之一。此外，APEC 也扮演著輔助性的角色，透過各工

作小組的工作持續對推動 FTAAP提出貢獻，例 如 APEC推動下世代議

題即是對 FTAAP未來發展的一大貢獻。APEC的工作將從部門別予以貢

獻，因此 FTAAP或可以一項一項部門逐漸建構而成，也可以採用早期

收穫的作法來推動。

亞太區域的全球價值鏈：形塑與政策意涵

 本場次由印尼 PECC主席 Dr. Djisman Simandjuntak主持，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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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g Global Institute副院長 Dr. Patrick Low與日本 PECC委員會 Dr. Shujiro 

Urata擔任講者。

Dr. Patrick Low介紹全球價值鏈的意義與內涵。渠認為全球價值鏈

受到全球供需型態的改變、消費者的期望、技術的提升等因素而不斷

的改變，現階段，服務業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為

了提升全球價值鏈，創新是最重要的工作。

Dr. Shujiro Urata則是針對形塑 FTAAP的挑戰，發表他的研究與觀點。

渠從 ERIA所作的五個東協 +1 FTAs為基礎，先說明五個東協 +1 FTAs在

關稅減免的涵蓋範圍與目標時程，也針對原產地原則與服務業開放

水平等議題加以說明。渠認為，要達成 FTAAP最重要的仍然在於區域

內強而有力的領導力，而漸進式的談判工作 進程比一步到位的模式，

更容易達成區域大型 FTAs。Dr. Urata也認為，為了從區域生產網絡與

供應鏈的進一步擴大以獲取利益，標準與調和等貿易便捷化議題應被

優先討論。

本場次針對現今的新興議題—全球價值鏈進行討論，與會者認

為，GVC的研究可以呈現出各國的產業與貿易價值，尤其 GVC更能呈

現服務業的價值。在推動 GVC的同時，必須注意開發中國家的參與，

才能真正建立 GVC在區域整合中的價值。再者，從 GVC的分析來看，

服務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對於 GVC的發展，未來如何測量

或管理相關的數據是很重要的。

FTAAP的路徑：被期待的是 什麼 ?
本場次由印尼貿易部 APEC合作與其他國際組織司 Mr. Deny 

Wachyudi Kurnia主持，邀請中國大陸對外經貿大學教授 Lin Guijun、哥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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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 EAFIT大學亞太研究中心 Dr. Adriana Roldan、紐西蘭 PECC委員會 Dr. 

Robert Scollay擔任講者。

中國大陸對外經貿大學教授 Lin Guijun針對 APEC在區域 FTAs中之

角色發表演說。渠認為現存於亞太區域的三個大型 FTAs─ TPP、RCEP

與 PA均有其特色，TPP代表著高標準的貿易新規則，RCEP代表著融合

全球價值鏈的市場進入模式，PA則注重合作層次。而 APEC就像是區

域中的一把大傘，從各種層面涵蓋三個大 型 FTAs的同時發展。

Dr. Adriana Roldan則介紹 PA的緣起與發展近況。PA涵蓋的議題層

面包括：貨品、服務、人員移動與制度合作。PA未來將朝深度整合

之目標邁進，並逐漸擴大參與成員，可能涵蓋歐洲、美洲與亞洲各主

要貿易夥伴國。

Dr. Robert Scollay簡要介紹 TPP各部門別的談判進展，但受限於 TPP

的保密條款，許多議題的細節無法得知。

FTAAP的經濟影響
本場次由澳洲 PECC委員會副主席 Christopher Finlay教授主持，邀

請韓國大學 Inn Won Park教授、日本 PECC委員會 Dr. Kenichi Kawasaki，以

及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DBI）Dr. Ganashan Wignaraja擔任講者。本場

次主要是從量化模型的角度來探討 FTAAP對區域的可能影響與相關的

政策意涵。

Inn Won Par教授分享渠自行研究的成果，渠認為 APEC區域內的經

貿互補率為 47.2，尚屬於中等互補的情形（100代表完全互補）。渠以

三種情境模式進行分析：關稅調降、關稅調降 +服務業開放，以及

關稅調降 +服務業開放 +貿易便捷化，量化模擬結果，以第三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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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使 APEC區域經濟整合利益達到最佳化，APEC 經濟體整體 GDP將增

加 1.13。但此一量化結果與國際知名教授 Peter Petri的模擬結果有所

差距，Park教授計算的利益增加較低許多。因此，Park教授的結論建

議是，除了關稅調降外，FTAAP也應重視服務業的開放，另外最重要

的是貿易便捷化的部分，尤其包括四個部門別議題：關務程序、標

準與調和、商業移動與電子商務。渠亦認為區域大型 FTA有必要建

立一個限制較少的原產地規則。

Dr. Kenichi Kawasaki則從 TPP、RCEP與 FTAAP的比較中進行探討，渠

認為從部門別的談判進度與內容來看，TPP與 RCEP是互補的，而 FTAAP

是可以使區域內各經濟體均提升其 GDP的一個最佳選項。渠也認為，

非關稅貿易障礙是區域經濟整合中最重要的議題。

Dr. Ganashan Wignaraja從他過去針對南亞自由貿易區（SAFTA）與東

協的跨區經濟整合研究分享其見解。渠研究發現，如果將 SAFTA與東

協加以整合推動自由貿易協定，且整合的範圍涵蓋關稅、非關稅，以

及將兩大區域間的貿易成本減少 15以上，將可以為兩大區域的成員

創造最佳的收益。渠也從 RCEP相關的研究發現，區域內經濟整合的

推動過程，必須重視中小企業的參與及發展。

FTAAP的原則與對下一步的建議
本場次由美國東西研究中心院長 Dr. Charles Morrison與澳洲 PECC副

主席 Christopher Findlay共同主持。由與會者自由發言，針對 PECC將進

行的研究計畫提出各自觀點與建議，供 Christopher Findlay教授彙整與

思考。

與會者多從上述各場次講者的內容中再一次闡明立場與想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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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認為，未來在設定研究原則時，應注意在開放性經濟發展階

段中，必須涵蓋可調適性、聚焦、列出優先性工作、可參考之數據

等要素，重視公私部門對話，FTAAP也要考慮到地緣政治問題、國

內經濟發展問題。TPP、RCEP、PA是驅動的本質，作為推動 FTAAP的

動力。對於 FTAAP的進程，有與會者建議，FTAAP不一定要一步到位，

而是可以部門別的堆積木方式或早期收穫方式來進行。

會議結論與研究方向規劃

該計畫未來的工作方向包括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基礎研究，包

括闡述全球價值鏈的意涵、釐清價值鏈中主導者與驅動者的角色，在

產業活動中貨品與服務兩大部門互動關係；此外也將探討如何參與及

受益的內容，包括：價值鏈中參與的驅動力為何、利益如何分配、國

家戰略的選擇，以及國內政策改革與能力建構之合作。

第二部分將涵蓋更廣泛的計畫一同參與，包括產業部門別的價

值鏈研究與政策措施研析；特別議題（如服務業、投資、IPR、貿易

便捷化、競爭政策等）如何支持價值鏈的發展；第三階段則從上述兩

個部分進行影響之分析與研究；最後，在上述三個階段的基礎上，重

新審視區域內自由貿易與投資的路徑選項，例如：由上而下或由下而

上，抑或是透過多邊架構來推動。新成員的參與也可以在這些探討中

加以分析。

 （作者為ABAC暨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CTPECC暨台經院
國際處副研究員、CTPECC暨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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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屆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大會摘要

 北京

CNCPEC主席唐國強 
蔡欣芝譯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PECC) 第 22屆大會於 2014年 9月 10日至

11日在北京召開，本屆會議主題為「亞太經濟合作：2014年及未來」，

舉辦時間並正逢中國大陸主辦 2014年 APEC會議。此一安排反應了 PECC

作為智庫 以及 APEC三個正式觀察員組織之一，對區域經濟整合的承

諾。為了對現況做出客觀評估，探 討困難議題的解決方式，並定義

塑造亞太區域未來的夥伴關係，本次會議有超過 350位代表共同探討

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各個議題。

由於穩健的經濟成長，深度的經濟結構重整，數位科技革命，經

濟整合與分化的增強、加上中國大陸大幅度的重整與發展，對於區

域以及世界帶來正面影響，這使我們充分認知到亞太區域正走向「新

常態」。為了力挽狂瀾，扭轉經濟停滯成長的態勢，避開中等收入陷

阱，亞太區域應努力尋找新的經濟成長動力，並配 合結構性政策倡議。

除此之外，為了使自由化、便捷化、以及能力建構平衡發展，亞太地

區應擴大區域經濟整合。此外，亞太地區應特別關注突破基礎建設瓶

頸的措施，以進一步推動供應鏈連結，另一方面加速金融合作以追上

其他領域經濟合作的腳步。

本會強調下列與 APEC進程相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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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經濟成長的動力與新方式

大會與會者普遍樂觀看待區域經濟前景。 即使風險與不確定性

依然存在，後期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傷害也尚未完全恢復，但是亞太區

域擁有能夠促使經濟成長的充沛資源，並且擔任帶領全球經濟的火車

頭。

1、 區域經濟合作議程應包含市場進入與關稅減讓，並利用服務業的

潛力與供應鏈連結成為推動經濟成長的動力。 

2、實踐宏觀經濟政策需要更多協調。 

3、將資本轉移到最適地點，需要更適當的處理方式與長遠的考慮。

4、改革為解決資本問題的必須。 

5、藉由科技創新提高生產率並降低負面影響。 

6、減少勞動力投入應同時減少資源消耗。 

7、政府和市場應共同合作推動服務業的自由化，並促進更多的增長。 

8、消弭不平等情況的努力需要更多關注。投入人力資本為首要之務。

城鎮化

城鎮化屬順其自然的結果，同時也是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讓

城市永續發展同時適宜人居，並建立以人為本的城市，是亞太經濟區

域城鎮化的挑戰。

1、 城鎮化應透過協調並且得到全面性的發展，也應同時推動金融產

業、能源使用效率、以及氣候變遷等議題。 

2、 整合城市與鄉村，開發與未開發地區，供應鏈連結程度差異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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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不啻為解決不平等問題的最佳途徑。 

3、良好的創新組織是城鎮化的必需。 

4、透過城鎮化促進區域供應鏈連結。

能源挑戰

亞太地區能源的需求以及供給正面臨結構性的轉變，由於經濟

成長，許多經濟體對於能源的需求日益增高，但是能源的供給卻仍需

確保。由於亞太地區擁有能源互補結構，因此能源合作的可能性相當

高。

1、應整合各種區域組織的合作計畫，並成為區域解決方案的來源。 

2、 因應資源的有限，環境的壓力，以及全球暖化問題，能源轉型以

及減碳成為當務之急。乾淨並能永續使用的能源應透過新科技與組

織創新來推動。

3、推動平等且永續的能源來源途徑，並消弭能源缺乏的情況。 

4、新合作模式的投資應該用於能源的基礎設施和供應鏈連結。

供應鏈連結

供應鏈連結的合作被視為經濟成長的推動力，同時也是推動亞

太地區經濟整合的工具。

1、為建立生產網絡以及將低成本，更多基礎建設的投資實為必須。 

2、 大力推動 APEC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並大規模動員私部門投資基礎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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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克服基礎建設的瓶頸，如亞洲基礎建設銀行這類的金融投資十

分重要。 

4、 無論是推動經濟成長或是擴大供應鏈連結的範圍，數位連結應受

到重視。

金融合作

金融合作為未來區域經濟整合的必要，金融合作包含金融服務

與資本賬戶的自由化，資本市場的發展，以及建立全面安全的高效率

支付清算系統。

1、 因應未來全球大規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亞太區域應以未來

為考量，建立金融合作關係 

2、為促進全球規則以及標準的制定，亞太地區應加強政策上的對話 

3、建議 APEC全方位考量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 

4、 區域合作的內容應包含：金融機構的密集監督、謹慎的訊息控管

和治理、流動性緩衝、微量監管的加強、金融槓桿的標準製定、以

及人民幣的國際化 

5、 區域金融合作應促進經濟體間的相互連結，並採取具體措施，使

金融能夠為實體經濟帶來效益 

6、 區域合作應鼓勵金融服務以及商品的流通更加順暢並且全面 

7、 在推動金融市場整合方面，公部門和私部門尚未進入更深的合作

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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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整合

在茂物目標訂定的 20年後，區域經濟整合仍為優先考量目標。

大會參與者重申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所帶來的效益，並強烈推薦 APEC

的推動經濟整合時程，以及 APEC促進經濟整合的承諾。

1、 區域經濟體對於區域經濟協定應抱持雙贏而非擇一的態度，如此

一來，RTAs才能為經濟體帶來互利的效果。

2、亞太自由貿易區應遵守下列原則： 

a.充分考慮經濟合作發展 

b.服務業的貿易自由化以及投資自由化應擴及各個層面 

c.  FTAAP應是多面向。金融、基礎建設、供應鏈連結與結構性改革

不應受限於國界 

d. FTAAP應關注環境保護並永續發展 

e.簡化貨物原產地規則 

f.  談判過程透明公開 

g.亞太自由貿易區應採取包容的態度，並對亞太經濟體一視同仁 

h.  亞太自由貿易區應鞏固安全且值得信賴的能源、資源、糧食市

場

3、 由於 APEC經歷八年的 FTAAP準備，APEC應擔任推動 FTAAP的領導

者，而不僅是場邊的啦啦隊。 

4、 APEC是進行 FTAAP可行性研究以及分析研究的最適對象。 

5、 APEC扮演促成 FTAAP的領導角色，因此訂定時程將對 APEC有所

幫助，而短期目標時間表也屬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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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亞太區域應研擬 B計劃，以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TPP) 與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夥伴關係 (RCEP) 無法達成建立 FTAAP的目標。 

7、 美國或中國大陸都不該被剝奪取得泛太平洋區域的主動權。具有

遠見的太平洋經濟合作關係應同時納入中國大陸與美國，或涵蓋不

同領域的議題。 

8、 區域經濟整合應在經驗分享方面得到更多國內政治方面的支持。 

9、 全球價值鏈的影響力為推動及實行貿易談判的原因。FTA談判應在

全球價值鏈的架構下再次被檢視。貨物原產地規定、關稅減讓、以

及貿易便捷化等應再次重新計劃。 

10、 由於決策者、學者以及企業家尚未了解全球價值鏈的重要性，各

種不同的社群需要進行能力建構以了解全球價值鏈潛在的利益。 

PECC大會也針對中國大陸的改革及其對區域經濟整合的影響，有

深入的討論。與會者普遍歡迎中國大陸所進一步採行的，困難卻

穩健的改革不乏，支持中國大陸對於未來發展的渴望，也期待更

深的參與中國大陸的發展。

總之，與會者已表達出對於亞太地區的信任與團結，期望透過

更進一步的經濟整合與共同成長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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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第二十二

屆大會紀實

邱達生、鍾錦墀、蔡靜怡、許峻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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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務委員會暨第二十二屆大會於 2014年 9月 9日至 11日，在中國大

陸北京召開，由 CTPECC洪德生主席率團與會。2014 年是 APEC成立 25

週年和「茂物目標」提出 20週年，中國大陸為今年 APEC主辦經濟體

提出「建立未來的亞太夥伴關係」並藉由三大領域建立夥伴關係，即

「推動區域經濟整合」、「促進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以及「加強基

礎建設與連結性」。而本屆 PECC大會於 APEC經濟領袖會議前兩個月

舉行，對於 2014年 APEC的成果與未來發展提供策略規劃，同時藉此

機會觀察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政策走向。

本次大會主題為「2014年及未來的亞太經濟合作」，共分為四

大主題：「新常態──亞太地區的經濟轉型」(The New Norm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the Asia-Pacific)；「探索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和新方式」

(Exploring the New Drivers and New Ways for Economic Growth)；「亞太金融合作，

現狀與前景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Asia Pacific : Status Quo and Prospects) 及

「區域經濟整合──原則、路徑與展望」(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inciples, Pathways, and Vision)。

9 月 10 日
Opening Session: 「中國大陸的發展議程與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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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 Development Agenda and its Engagement 
with Asia Pacific)

●  主持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共同主席 Jusuf Wanandi 

●   演講嘉賓：中國大陸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 12屆全國委員會副

主席陳元

本場次演講嘉賓陳元共同主席表示過去 30年來中國大陸跟亞太

地區經濟發展相隨，而亞太的經濟繁榮也帶動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

放。強調中國大陸要把創新發展、改革和增長做為動力，把互聯互通

作為基礎，把更高水準的區域經濟整 合作為方向，三位一體同步推動，

探索亞太經濟合作與經濟治理的新理念、新願景和新路徑，走出一條

合作共贏的創新之路，形成一個利益相容的命運共同體。中國大陸和

亞太的改革理念是相通的、利益是相容的。中國大陸市場吸納力不斷 

增加，對外投資規模不斷擴大，而且也將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和自由

貿易體制，這將有助於解決太平洋兩岸的貿易失衡問題，促進區域包

容性和永續成長。

PECC共同主席 Jusuf Wanandi認為推動亞太經濟合作，當前首要是

共同防範「中等收入陷阱」，雖然亞太地區仍是全球經濟最重要的增

長點，但是，當前亞太地區的經濟成長已趨緩，需要採取一些措施作

為因應，必須在亞太地區建立發展夥伴關係，以防止經濟衰退，以及

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Plenary Session I :「新常態 : 亞太地區的經濟轉型」 
(The New Norm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the 
Asia-Pacific)

●   主　　席： 馬來西亞戰略與國際研究所所長 Tan Sri Rastam bin 

Mohd.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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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演講：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祕書長 王一鳴 

    國際貨幣基金會駐中國首席代表 Alfred Schipke 

●   與 談 人：布蘭迪斯 Brandeis 大學教授 Peter Petri 

    智利駐中國大陸大使 Jorge Heine 

    澳洲 PECC 高級顧問 Allan Gyngell

亞太地區正步入「新常態」，其表現是長時間的經濟穩定成長，

各經濟體正進行深度經濟結構調整，同時區域經濟整合與分化多邊貿

易體系的力量不斷拉鋸與增強。為使亞太經濟保持活力，繼續引領世

界經濟，努力實現經濟轉型與改革迫在眉睫。亞太地區若能進行更深

度的經濟整合不啻為實現經濟繁榮的最佳途徑， 而中國大陸進一步改

革，將對區域經濟增長發揮影響力。各方對於與中國大陸加強合作感

到樂觀，同時中國大陸亦期待藉由與亞太地區進行深度整合與經濟合

作來帶動國內結構改革與轉型。本場次講者就亞太經濟的新型態與金

融整合現況進行演講與討論。

王一鳴副秘書長針對亞太經濟新型態的展望，提出三點看法：

首先渠認為應加強對數位革命的適應力與競爭力，以往勞力密集的舊

分工格局正發生變化，未來企業將大規模使用機器人來替代勞工，因

此如何適應新的技術革命將成為企業致勝關鍵；第二應以開放的態度

來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式，而不是讓原本鞏固的多邊主義置換為與

美國友好國家的優惠協定 (TPP、TTIP、TiSA)，全球化面臨的兩難是游

移繼續開放與四分五裂之間。中國大陸已邁向開放型的新經濟與 過

去 35年的外向型經濟不同，中國大陸下一步擴大內需的作法，除了

對內消費外，同時也將積極對外投資，可望為全球帶來經濟成長。

中國大陸面對亞太地區的經濟轉型，除了與全球經濟建立更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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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聯繫外，應重視基礎建設的互聯互通與「金融」、「人才」、「綠色

經濟」的跨境合作，以為亞太經濟成長作出貢獻。同時，藉由擴大創

新技術之路，帶來更多的消費者剩餘與社會福利。最後，中國大陸將

遵循自然規律，在追求經濟繁榮同時，兼顧永續發展與包容性成長，

降低社會不平等。

Alfred Schipke表示亞洲的金融體系雖然持續成長，但仍面臨許多

挑戰，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 亞洲包容與消除不平等的經濟發展已有

明顯成就，另方面就亞洲地區進一步金融整合 (Financial integration) 而

言，在大量資金流入亞洲新興國家下，將有利於經濟發展。通常，一

個國家的金融整合程度與貿易整合程度的增加速度應該一致，然而，

多數亞洲經濟體對全球貿易快速擴張，金融整合程度卻明顯落後，尤

其是一些東協國家（包括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與菲律賓）的金融整

合主要管道係透過外人直接投資的流動。

亞洲地區經濟體進一步的區域金融整合可加強亞洲國家成長的

來源、提升經濟的應變能力，以及減少亞洲地區不同的金融市場發展

階段的差異。金融整合深化亦可讓消費者與投資者獲得更好的金融服

務而進一步支持經濟的再平衡，惟這些均有賴於提升金融整合的品

質。

Plenary Session II: 「探索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新方

式」 (Exploring the New Drivers and New Ways for 
Economic Growth)

●   主 席：智利太平洋基金會主席 Manfred Wilhelmy 

●   主題演講：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院長 Il Houng Lee 

●   與 談 人：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國別代表 Christophe Bahu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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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谷大學亞太研究所所長 Winichai Chamchaeng 

    多倫多大學國際商務研究所主任 Wendy Dobson 

    中國大陸華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執行董事 臧建軍

全球經濟正出現復甦跡象，但風險及不確定性依然存在。創新

發展、改革與經濟成長是牽動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也是區域經濟合作

議程的重要內容。各經濟體之間應加強總體經濟政策協調，促進包容

性成長，提高人力資本，擴大連結性投入，減少資源消耗，處理好政

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為增長注入驅動力。本場次講者就推動經濟成

長的新動力與新方法進行演講與討論。

Il Houng Lee院長表示快速的經濟成長造成許多不平等現象，經濟

利益分配不均，大部分所得集中在少數人，經濟係數不斷惡化。雖然

亞洲地區在過去 20年成長最快也受惠最多，勞動力與生產力不斷提

升，人均消費成長幅度更大，特別集中於新興經濟體與金磚國家。經

濟成長的挑戰，除了不平等問題外，高度競爭的產業生態，提高了進

入門檻，尤其是中小企業。過去人們享受經濟繁榮的果實，造就許多

中高階收入族群，而中高收入者雖然收入增加但無法進入市場，創業

門檻相當高，過去可藉由技術提升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現今的環境

需要投入許多資金才能創業。

另外，亞太地區缺乏重新分配儲蓄與投資的工具，尤其在某些

區域進行資源的重新分配，可以透過控制利率來改變，但在許多國家

利率表現不好，私部門也很難進入金融市場。因此，我們需要更好的

市場框架機制鼓勵競爭，進行金融合作與經濟政策改革，才能避免經

濟成長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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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 Bahuet代表說明 UNDP對人力資源方面的投資相當重視，

因為人力資源對基礎建設與經濟改革及技術創新非常重要。要維持長

期增長就需要致力於人力資源提升。通常而言，亞洲國家的增長較不

具包容性和增加就業，就業增長幅度遠低於經濟增長率，就業市場相

當嚴峻，存在勞動力不對稱與不平等。根據 UNDP與中國大陸所作的

研究顯示，除了收入外，尚有資產、土地、金融方面的不平等。

Winichai Chamchaeng 所長表示減低供應鏈的障礙所得到的效益將遠

遠高於降低關稅障礙。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報告如果國家能減少供應鏈

的障礙達到全球最佳標準的一半，全球 GDP可望增加 4.7%，而全球貿

易總額將增加 14.5%。相比之下，取消關稅障礙僅能增加全球 GDP成

長 0.7%，全球貿易總額提高 10.1%。降低供應鏈之障礙可增加全球貿

易量並促進經濟成長，其效果為削減所有進口關稅的六倍以上，如此

大幅的經濟成長將增加百萬份就業機會，有助於降低失業率。

Wendy Dobson主任提出 GVCs是很重要的概念，因為服務業是推動

經濟成長的引擎。不過，迄今仍缺乏衡量服務業產值的方法論。國內

的政策會對國際格局產生影響，例如投資、競爭及智財權政策等，政

府應建立透明化的法規體制與經濟政策，否則企業經營與貿易投資將

無所適從。政府的傳統角色是監管，但未來執政的重要領域將是服務

業，政府若施行限制性的管制措施可能會得不償失，阻礙跨國貿易進

行。反之政府若採取不積極作為介入競爭，專注於公共領域，提高社

會福利、基礎建設、穩定能源供應以及技術研發。

渠認為 APEC對於 GVCs的重視程度不如 TPP，APEC不會從 RCEP

與 TPP中作出選擇，因為 APEC應扮演鞏固 RTAs/FTAs的角色，並成為

區域協議的整合平台，未來是一條多軌的道路。我們應鼓勵政府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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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投入 TiSA與 ITA II的 談判，並使其他國家也能接受這樣的談判，雖

然目前沒有太大進展，但相較於 WTO峇里路徑圖 (Bali Roadmap) 的貢

獻更多。

臧建軍董事認為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應是一種狀態，人均 GDP

水準能否從中等收入順利成長，有些國家腳步較快，但停滯並不代表

陷阱。有很多原因導致成長緩慢，勞動力跟資本運用新技術來提高生

產力有限，經濟改革相當不易，包括提供公共融資、消除監管壟斷、

及鼓勵中產階級消費。

Concurrent Sessions (1):「城鎮化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 未來推動經濟增長與合作的引擎」(Urba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 Ready Engine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Cooperation)

●   主 席：法屬太平洋領地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會長 Michel Rocard 

●   主題演講：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 陳迎 

●    與 談 人：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執行理事 Chul Chung 

    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王春光 

    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政策副教授 陳企業 

      馬來西亞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Wan Portiah Wan 

Hamzah

城鎮化已經是拉抬經濟成長的關鍵引擎，無論是已開發經濟體

或者是新興經濟體都面臨著城鎮化的機會與挑戰。區域內的決策者將

思考如何以一種可持續的方式實現城鎮的發展，並且與區域內其他的

城市進行有效的連結，進而產生互助的作用。與會專家表示：推動城

鎮發展為經濟成長的中心、如何避免阻礙城鎮進一步發展、實現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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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城鎮的連結等等將是三大主要的挑戰。

以中國大陸而言，中國大陸的城鎮化加速了碳排放，此外中國

大陸經濟成長與空氣污染經研究證實，也出現很高的相關性。例如

2012年中國的碳排放佔全世界排放量的 27%，已經遠遠超過其他工業

國家。然而中國大陸仍然有極大的發展需求，城鎮化是不可避免的趨

勢。此外城鎮化也極有可能進一步助長所得分配的不均，因此經濟體

透過 APEC管道分享如何減輕城鎮化帶來的負面衝擊，甚至進一步協

助相關的能力建構，才能使得城鎮化為區域發展帶來正面的動能。

Concurrent Sessions (II): 「能源挑戰 : 可持續發展與能 
源安全」(Exploring the New Drivers and New Ways 
for Economic Growth)

●   主 席：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秘書長 Eduardo Pedrosa 

●   與 談 人：中共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主任 李俊峰 

    法國永續發展與能源部氣候與能源協調員 Hneri Boye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訪問學者 Mutsuyoshi Nishimura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能源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石澤

面對新能源革命我們必須解決四個問題，一是讓人們享有永續

的能源；二是擴大天然氣供應；三是清潔能源利用問題；四是解決能

源儲備技術。中國大陸面對新一波的能源革命應考慮三個面向 : 第一

步解決霾害問題，應讓幾千萬輛的電動車上路，將可減少霾害；第二

步發展天然氣與能源儲備的技術，提高再生能源比例；第三步利用再

生能源來達成減碳的目標。

如何加強亞太地區能源合作，與會講者們建議：1. 應加強不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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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能源合作機制，以尋求解決方案；2. 透過技術改革創新提高能源

效率；3. 藉由各個能源機制的合作，實現能源主權並消除能源貧困現

象；4. 通過新的合作渠道，完成相關能源基礎建設，以進行更多能源

投資和互聯互通。

Concurrent Sessions (III): 「全球價值鏈 : 易和投資的

新視角」 (Global Value Chains: A New Perspectiv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   主 席： 紐西蘭 PECC 委員會 Robert Scollay 

●   與談人：澳洲 PECC 副主席 Christopher Findlay 

    威靈頓大學戰略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Brian Lynch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暨 CTPECC主席 洪德生

    PECC 委員會主席 Antonio Basilio

由於全球價值鏈對貿易與投資的型態與政策具有重要意涵，並

對於成長、發展與工作機會提供新的觀點，亞太區域的貿易與投資自

由化與便捷化將可以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來加以構思與推動，此一場

次邀集專家學者們針對以下議題進行探討：全球價值鏈中服務貿易的

角色、新的貿易統計途徑、如何讓開發中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全

球價值鏈觀點下的區域貿易協定。

Christopher Findlay表示，亞洲區域的產業結構多屬於中間財之製造，

而基於技術分工，各國間需要有資訊科技與運輸等工具來加以結合，

再者，各國勞動成本差距已逐漸縮小，因此，區域內各國有必要透過

供應鏈與政策連結，來提升全球產業的發展。然而，現在所面臨的問

題是，如何運用與參與產業鏈。Lin Guijun 以數據說明亞洲中間材價值

逐年下降的趨勢，渠認為中國大陸的製造業對美國出口，是美國增加

106



其服務業就業機會的重要推手。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出口對其主要貿

易夥伴的就業率影響相當顯著；渠建議，區域內應推動兩個面向的改

革：成本導向的改革，也就是關稅調降，以及改革的革新。Brian Lynch

則從紐西蘭在區域與全球價值鏈的角色與危機，分享其觀察。Antonio 

Basilio表示，開發中國家有必要參與全球價值鏈，但現有的研究並無

法顯示出全球價值鏈與 GDP成長有絕對的關連性，而強化 GVC的方

法包括：降低關稅、制訂原產地規則等，利用 GVC來調整企業去適

應全球市場。

CTPECC 洪德生主席則從 APEC的角度切入，渠首先說明 APEC從

2013年開始探討全球價值鏈的議題，基於 APEC領袖所賦予之任務，

APEC於今年度更深入針對此議題進行討論與倡議。從 2014年貿易部

長會議宣言中，部長們認為 GVC已經成為全球經濟重要的特徵與議

題， 因此，APEC應發展一套永續性的工作來加以推動。APEC政策支

援小組（PSU）也展開 GVC的相關研究，PSU認為有必要針對各產業

於全球價值鏈中之角色進行深入研究，也建議 APEC應協助企業參與

全球價值鏈。洪主席對於 GVC未來的發展提出三點建議：1. 強化與

區域及國際組織的合作；2. 推動公私部門對話合作機制；3. 與天然災

害危機之議題結合，探討全球價值鏈的風險。

Concurrent Sessions (IV): 「中國企業家參與地區經

濟合作」　(Chinese Entrepreneurs Participating i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   主 席：香港教育學院院長張仁良 

●   與 談 人：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執行主管 Hugh Stephens 

    天津濱海 IT 產業發展園區主任 倪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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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 中國大陸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委員會執行長 吳巍 

蘇商集團董事長 嚴介和 

泰國曼谷大學亞太研究所所長 Winichai Chamchaeng 

PECC 共同主席 Donald Campbell 

第 9 及 10 屆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會會長 成思危

在全球經濟相對呈現疲勢下，透過 FDI帶動經濟成長仍是各國的

重要經濟政策。因此，各國面對近年來中國大陸企業「走出去」的強

烈氣勢，仍保持歡迎的態度。不過，有鑑於中國大陸企業的對外投資，

開始以高科技出口或以高端服務業為標的，並透過各種形式的投資，

掌握技術或研發能量，以提升其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故各國（特別

是歐美國家）對於中國大陸企業的各種對外投資行為，紛紛採取不同

的防範措施。

中國大陸海外企業被認為不重視融入當地社會，導致當地對中國

大陸企業有抵觸情緒。中國大陸企業應積極消除投資國對其的疑慮，

讓中國大陸企業能更順利「走出去」，不被開發中國家視為一種新殖

民主義的作為，也不會被已開發國家冠上不良企業的形象。認為「樹

大招風沒關係，只要紮根夠深」。世界上所有的企業百年老店，秉持

的理念即是企業道德。

建議中國大陸企業在國外投資首應著重處理文化差異這部分，同

時更要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社會文化差異是當前中國大陸企業對外投

資的主要挑戰。建議中國大陸企業對外投資，可用當地文化、制度和

人力來管理當地市場，使投資更人性化。企業既要知己知彼，還要有

公共外交意識，與當地政府、企業和居民等利益相關者多溝通，積極

負起企業社會責任，樹立企業品牌， 提升國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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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企業應制定並實施社會責任戰略，承擔起在勞工、環

境和社區等方面的社會責任。

9 月 11 日 

Plenary Session III :「亞太金融合作：現狀與前景」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Asia Pacific: Status Quo 
and Prospects)

●   主 席：日本國際關係研究院總裁 Yoshiji Nogami 

●   主題演講：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局長 宣昌能 

●   與 談 人：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研究執行長 肖耿 

    美洲開發銀行金融市場與機構部門主管 Juan Antonio Ketterer 

    泰國銀行 ASEAN 部門負責人 Pariwat Kanithasen 

    澳洲 APEC 研究中心及 RMIT大學主任 Kenneth Waller

本次與會講者就財政政策的協調、金融市場法規以及人民幣國

際化議題進行討論。亞太區域的金融整合與合作普遍被認為比全球其

他區域來的落後。展望未來，亞太區域的金融合作對促進區域的經濟

成長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其中，宣局長介紹，人民幣國際化是根據

中國大陸的經濟和貿易發展而產生的需求。他也提到，以美元掛帥

的國際貨幣問題，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特別提款權籃，除

了五國主權貨幣外，未來更應包括 market based currency貨幣（如港幣）

與更多主權貨幣，有助於分散風險，也對全球金融市場創新有幫助。

中國大陸希望國際貨幣體系可以在未來實現多元化，甚至可以思考建

立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

此外，對於現場與會者問到有關未來中國大陸的銀行體制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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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方向，宣局長表示過去都是以銀行業為主導，銀行業的資產及融

資所占整個金融體系比重都在 80%以上。現在，中國大陸的銀行已陸

續增加融資功能，且金融改革仍是 2014年中國促進體制改革的重點。

他也說明，金融內外開放，特別是跨境資本雙向流動，能為中國大陸

金融市場創造更多的有利條件。

Pariwat Kanithasen則透露印尼中央銀行與亞洲國家央行已通過將提

高加倍「亞洲清邁倡議」新方案之準備儲金，從原本 1,200億美元提

高為 2,400億美元，擴大亞洲地區之資金緩衝區 (buffer)，以因應全球

金融危機。他特別表示香港也已被納入此倡議中。雖然截至目前此倡

議儲備金仍沒動用過，認為此次修訂將強化區域金融安全網，提高成

員應對潛在的或實際的國際收支和短期流動性困難的能力。

Ken Waller則透過 Skype與現場連線，主要呼籲應善用 Asia-Pacific 

Financial Forum (APFF)，使其成為加強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平台，並應持

續在各領域發掘公、私部門對話的機會。

Juan Antonio Kettere則說明美洲開發銀行成立的宗旨，表示主要功

能是增加信用貸款，以強化拉丁美洲的工業及農業等部門，特別是對

那些不易在國際信用市場取得資金的中小企業，提供信用貸款機會，

以期改善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會員國的生活水準，並推動其社會

與經濟發展。

肖耿表示現今處在一個國際化的經濟社會，且各國的財政政策都

跟著美國經濟走，由於美國國債市場是世界上最活絡的債券市場，各

類投資者等都配置美國國債，巨額的成交量和良好的流動性使其在全

球金融市場中占據重要地位，他認為是問題所在。他認為新興市場經

濟體擺脫對美國的經濟依賴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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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nary Session IV :「區域經濟整合：原則、路徑與

展望」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inciples, 
Pathways, and Vision)

●   主 席：Booz & Company 資深執行顧問 Ian Buchanan 

●   主題演講：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 張蘊嶺 

●   與 談 人：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院資深研員 Hank Lim 

    亞洲開發銀行研究中心 Naoyuki Yoshino 

    哥倫比亞 EAFIT 大學亞太研究中心 Adriana Roldan

    澳洲 PECC 委員會副主席 Christopher Findlay 

    紐西蘭奧克蘭大學 APEC 研究中心主任 Robert Scollay

由於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已邁入重要階段，可能已經無法再等待

區域內經濟體再耗費時間探討區域經濟整合的原則與路徑，長期的願

景必須與 2020年的茂物目標及大型自由貿易協定相結合，同時也必

須隨時提醒自身對多邊貿易體系做 出貢獻。本場次邀集專家與學者

針對 FTAAP的原則、路徑與架構進行討論，也針對如何展開 FTAAP相

互交換意見。

在張蘊嶺教授的專題演講中，渠個人構想為了達成 FTAAP的目標，

建議在 2015年設立專家小組，該小組於 2016年提出報告予 APEC部長

們參考，建議於 2017年展開 FTAAP的談判工作，若順利當能在 2020年

完成，等於與茂物目標的時程一致。然而渠個人也說明，上述的構

想是虛擬的，FTAAP仍有待各方的共同努力， 而現在最重要的工作是，

各經濟體應討論如何邁出重要的第一步。

Charles Morrison認為 FTAAP 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要結合企業界

與私部門共同努力，從實質議題進行合作，如能源合作，並充分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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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TPP與 RCEP來進行 FTAAP的推動基礎。Hank Lim認為，FTAAP不僅

是經濟議題，也是一個政治經濟的議題，地域因素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Naoyuki Yoshino分享日本在經濟改革過程中，農漁業如何應對相

關的衝擊，整合小型生產模式成為大型生產，以因應衝擊。Adriana 

Roldan分享南美洲國家推動太平洋聯盟（PA）的緣起、進程與展望。

Christopher Findlay認為現今全球經貿模式隨時都在變動，如果亞太區

域能夠建立一個整體的自由貿易區，將有助於企業的發展。Robert 

Scollay認為 FTAAP是為了幫區域建立起一個更佳的貿易框架，渠也

認為中、美、東協國家等區域成員參與 FTAAP是重要的。FTAAP應在

APEC架構外進行談判， 而 APEC應主要關注於亞太區域的經貿發展與

能力建構工作。

結論、心得與建議

（一） FTAAP 的進展與我國應有策略

1、 「中」方不斷進行 APEC重點政策闡述：中國大陸 PECC委員會於本

屆大會期間邀請多位政府代表演講，闡述 2014年中國大陸主辦 APEC

會議的重點議題與方向，其中即包括 FTAAP。「中」方代表表示，FTAAP

相關倡議中關於可行性研究（feasibility study）與 2025年達成 FTAAP之

藍圖，各 APEC會員體仍有歧見，有待領袖會議前持續商討並可能

由領袖們做最後的「政治決定」。「中」 方代表亦表示，2014年提出

FTAAP時程與路徑圖之各項倡議，是為了落實 APEC領袖會議的決

議與指示，此即暗示「中」方並無任何國際政治的意圖。

2、 「中」美雙方仍於合作的基本價值上推進 APEC事務：雖然外界認

為美方於 APEC場域反對中國大陸所提的 FTAAP路徑圖倡議，是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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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美間的相互競爭格局。然而，在中國大陸逐漸崛起成為區

域大國之際，對美方所提出的「新型態大國關係」即以「合作」為

戰略前提。在本次會議期間，本團曾與中國大陸學者交流，渠等均

認為，在習近平與歐巴馬的領導下，中美間仍以「合作」 為最高指

導原則，中美間在大戰略中不會產生衝突，更不可能會有戰爭發生

的可能。基於此一立場，中美兩國於今年 APEC場域， 除了 FTAAP研

究的用字（即「feasibility」） 與實現時程有歧異外，中美在許多議題

上是相互合作（或「搭配」）的立場，例如：GVC研究、54項環境

商品自由化推動、綠色供應鏈平台倡議、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之合

作等。

3、 FTAAP的爭議原委與可能發展：FTAAP早已是 APEC工作的長期目標，

這是 21個經濟體經討論後所達成之共識。回顧多年前 FTAAP納入

APEC目標之初，各會員體便已討論過是否需要設定時程的問題；惟

當時 APEC正值茂物目標第一階段檢視之際，開發中經濟體不希望

FTAAP模糊了此項重要工作進程，畢竟茂物目標是 APEC正式設定的

最初工作標的，不容許被新興目標所取代。因此，FTAAP時程問題

便被擱置，僅達成未來將經由 TPP、ASEAN+3、ASEAN+6等路徑來推

動之替代字語。2014年，FTAAP時程再度被中國大陸所提起，或可

推論緣起於過去的時空背景，讓「中」方欲採「以子之矛，攻子之

盾」之政策，若成功，當可確立今年「中」方擔任主辦國的最大成

就。對美國而言，一再以 TPP為高品質的新世代自由貿易協定為旗幟，

盼能主導國際經貿的新 規則，TPP一旦完成談判，美方方能以此為

基礎持續推動 FTAAP的發展，掌握主導權與話語權。因此，現階段

美方應不至於同意「中」方的提案。最終結果仍有待 2014年 11月 APEC

領袖會議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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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韓 FTA、RCEP進展與兩岸經濟合作協議：本團亦曾與大陸學

者對於區域內其他 FTA的進展交換意見。渠認為，「中」韓 FTA要

於 2014年年底前完成談判，有其相當程度的困難，渠也認為 RCEP要於

2015年前完成談判也有相當難度；相較於此，渠認為兩岸間應該加

速推動經濟合作協議的建構工作，包括：我方加速通過服貿協議、

雙方加速談判貨貿協議，但渠認為現階段立法院審議的監督條例將

會是主要障礙。陸方學者亦表示，中國大陸在推動 FTA的談判工作

進程中，其實並沒有充分諮詢其國內產業界或其他各界的意見，相

較於我方在談判與審議過程中即遭到國內方阻撓的情況，中國大陸

通常都在 FTA談判完成並公布後，才會感受到國內產業界的壓力。

因此，中國大陸政府部門在進行談判規劃時壓力亦不小。

5、 我國應持續爭取參與 TPP與 RCEP，並堅持 FTAAP採取開放性原則：

從經濟產業發展與連結的角度來說，FTAAP是所有 APEC經濟體最有

利的經濟整合方案。現階段「中」、美兩國分屬 RCEP與 TPP談判陣

營，在此二國是全球兩大經濟體與各國主要貿易夥伴的情況下，唯

有支持納入「中」、美兩國的 FTAAP，才是其他亞太經濟體的最佳選擇。

從國際政治與戰略的角度來看，亦是如此。對我國而言，在 FTAAP

未展開談判之前，仍須極力訴求參與 TPP與 RCEP的期待與強烈意

願。再者，依據中國大陸的提案，FTAAP將是在 APEC架構外進行

談判，以避免 APEC自願性、無拘束性的組織特性，對此，我國應

在適當場域訴求 FTAAP應保持對 APEC經濟體開放參與的原則，不

應對任何 APEC經濟體的參與有任何的保留或延遲。

（二） AIIB 的進展與我國應有策略

1、 「中」方積極倡導區域基礎建設發展：在本次大會中，中方安排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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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建設相關的議題討論，包括：城市化、能源永續發展、資本市場

發展等議題，也邀請中國大陸財政部亞太財經與發展中心副主任周

強武。周強武副主任的演講仍以政策訴求為主軸，並未透露任何關

於 AIIB更細節的內容，僅強調 AIIB將與 WB以及 ADB的功能互補。

2、 AIIB對亞太區域發展的政經意涵：從地緣角度來看，AIIB的成立將

與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政策相連結；而從政治經濟角度來看，

無論在功能、運作等層面，AIIB或將與金磚五國新開發銀行類似。

相較於 ADB計畫著重於救貧與救窮，AIIB將更重視跨境基礎建設的

專案投資與公私部門合作。從實際推動工作時程來看，今年中國大

陸或只能建立原則性的規範，實際運作可能需要更多時間。大陸學

者認為「中」方政府倡議金磚五國新開發銀行與 AIIB兩大金融機制，

其動機是因為「中」方等不及歐美國家在世界銀行與 IMF的緩慢改革，

而希望以開發中國家領導者之姿，創建一個屬於開發中國家的金融

合作組織。渠等亦認為，歐美國家不應反對「中」方的構想，中國

大陸不求美、日的支持與加入，但求不予以反對即可。

3、 中國大陸於 APEC發佈 AIIB成立的時間點與場域：雖然本屆 PECC

大會對於 AIIB的實質討論並不多，但鑑於中方政府的積極主導與

堅強執行意志，習近平當可於領袖會議的發言中闡述「中」方宣

布 AIIB的成立，但是否正式列入領袖宣言內容，或有待 2014年財

長會議（10月 21-22日舉行）的進一步討論與觀察。檢視今年度中

小企業部長會議宣言，中國大陸於宣言中提及「中國國家開發銀行」

將協助 APEC區域內中小企業發展所需之資金，部長們對此表示歡

迎（welcome）之意。對照於此，AIIB的議題或將以類似之形式出

現於 APEC領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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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我國的參與：依據初步資訊，AIIB的會員必須是主權國家，

因此現階段我國政府正式參與成為創始會員的可能性應不高。但由

於 AIIB是一個綜合區域金融與經濟發展的平台與機制，對我國政治

與經濟發展，以及公私部門參與國際合作均屬有利，因此應當儘早

探討參與的可能性。大陸學者曾表示，我國參與 AIIB 應不是問題，

代表著我國未來有某種機會與資格可以參加此機制，但也暗示我方

參與與否並非中方現階段關注的焦點。由於 AIIB也重視公私部門的

共同合作與投資，因此，我國或可爭取並鼓勵有興趣的金融機構或

企業參與此一區域基礎建設投資機制，也可以整合並引導我國壽險

資金投入此一區域型計畫，不僅創造兩岸合作雙贏的契機，也可營

造我國參與亞太區域共榮發展的環境。

（三）  我國於 APEC 探討全球價值鏈中可扮演之角色

1、 GVC對於 FTAAP的重要性：PECC決議提出關於 FTAAP的研究計畫，

以協助 APEC推動 FTAAP的進程工作，該研究計畫除了探討 FTAAP與

WTO、茂物目標、區域內既有 RTAs/FTAs外，也將納入 GVC的研究，

探討如何在 FTAAP談判過程中將 GVC的概念與意涵結合，以提升

FTAAP在亞太區域發展中的絕佳角色。

2、 以 GVC及產業合作為日後參與 FTAAP奠定基礎：在全球價值鏈中，

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個別角色將更加被突顯，服務業未來的發展趨勢

勢必是結合 IT產業而進行的新型態服務業模式，而製造業生產過

程中的接單、設計、發包、監管、包裝、物流、銷售、售後服務等，

也將透過 IT科技與雲端技術，進行 B2B與 B2C的雙向互動（非單向）。

現正積極推動的物聯網、機器人等物來科技產業，都是結合了創新

服務的製造業，我國許多廠商也參與這些產業的發展。我國雖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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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 ODM/OEM為主要產業發展模式，但近年許多企業已逐漸轉型、

成長，在全球供應鏈與價值鏈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國可在相關議題

中突顯我國的發展經驗，也可多分享中小企業如何建立其全球價值

鏈的經驗。

3、 綠色供應鏈合作亦是我國可以積極參與的項目：基於我國在中國

大陸及亞太區域的經貿緊密關係，我政府可在 APEC推動綠色產業

供應鏈的架構下，構思台灣綠色產業與中國大陸及亞太各國連結的

機會，藉以整合我國產業鏈與外國連結，以增加我國綠色產業在價

值鏈與供應鏈的重要角色，並拓展市場商機。如 LED光電產業、節

能技術與產品、再生能源產品與技術（如風力、太陽能）、環保產

品與技術等，均是我國具有部分優勢的產業，若能將我國綠色產業

鏈導入與全球與區域價值鏈之連結，必將突顯我國產業的優勢地

位與價值。因此，我國不僅可與中國大陸建構綠色產業合作關係，

也應該藉由 APEC平台與亞太各國建立綠色供應鏈的連結與合作夥

伴關係。在兩岸、區域與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完整連結下，台商始

能創造更大利潤與收益，不僅有利台灣產業的發展與提升，也有

利台灣民眾的經濟福祉之提升。

（作者為CTPECC秘書長暨台經院景氣預測中心副主任、ABAC暨台經
院國際處副研究員、CTPECC暨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CTASC暨

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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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
討會 —「改善供應鏈連結以邁向
無縫區域社群」會議紀實

蔡靜怡、黃暖婷

CTPECC於 2014年 10月 7日假台北晶華酒店舉辦第 29屆太平洋共

同體研討會「改善供應鏈連結以邁向無縫區域社群」，邀請來自澳洲、

智利、中國大陸、印尼、日本、韓國、紐西蘭、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

專家，與我國產官學界對話，共同探討區域經濟整合前景。

CTPECC主席洪德生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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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整合為促進貿易、

服務業及外國直接投資 (FDI) 的重要過程，尤其區域經濟整合對於亞

太地區供應鏈的影響日益加深。 APEC供應鏈架構則詮釋了此一目標

如何藉由加強實體連結、制度性連結與人與人的連結實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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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次一：區域經濟整合下的價值鏈

本場次由 CTPECC主席洪德生博士主持，首先由上海財經大學陳

波教授進行演講，以中國大陸製造業為例，渠表示中國大陸加入 WTO

前製造業方面表現並不突出，反而為了加入 WTO所進行的國有企業

改革、降低關稅與開放市場措施，提升中國大陸在製造業的國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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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國大陸 2000年入世後經濟實力全面提升，積極引進外資，加

快國際產業移轉，擴大產品出口，證明自由貿易對中國大陸無害反而

有大利，尤其能晉身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加入世貿是關鍵一步，

更堅定中國大陸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以及支持多邊貿易體系的決心。

接著由新加坡國立大學亞太物流學院產業研究 Mark Goh主任進行

演講，渠首先以美國汽車公司的全球供應鏈為例，比較電子時代來臨

前，跨國企業的供應鏈主要靠運輸，當時並不重視物流、新技術、創

新等要素，直到近期，大家的思維才改變，將科技技術創新是為產業

的發展命脈，而全球價值鏈更是驅動引擎。以 iPhone為例，iPhone的

供應鏈已成為當代最佳範例，若我們仔細觀察，與以往跨國企業供應

鏈布局最大的差異在於化繁為簡，沒有太多環節，其中研發與服務為

最重要的關鍵環結。因此，區域經濟整合應由價值鏈的角度來佈局，

才能更貼切企業的利益並且為消費者創造更大的福利。

場次二：區域供應鏈連結上的 TPP和 RCEP
本場次由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胡勝正院士主持，首先由日本經

濟產業研究所（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and Industry, RIETI）的

川崎研一（Kenichi Kawasaki）研究員，由比較 TPP和 RCEP著手，討論貿

易創造與貿易分歧（trade creations and diversion）議題。他認為從建立 FTAAP

的終極目標來看，TPP和 RCEP的互補性大於競爭性，而若從區域自由

貿易安排的整體角度來看，川崎研究員認為：（一）貿易分歧會使排

除在區域貿易夥伴關係協定之外的經濟體的經濟福祉受損；（二）除

了降低或取消關稅之外，非關稅措施的移除，也預期會帶來更大的經

濟福祉；（三）相較於由全球貿易自由化的角度直接施力，涵蓋範圍

更廣的區域自由貿易安排，會造成貿易結構實質上的改變，且使得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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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結構更加接近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狀態。

接著川崎研究員以 GTAP 9.0全球貿易自由化的資料庫下，完全競

爭、勞工與國際資本產量固定、關稅完全移除、50%非關稅貿易障礙

移除，並加上 50%的外溢效應，用 CGE模型推斷亞太區域自由貿易安

排對各國的影響：對於日本而言，TPP將會使日本解除許多的關稅與

非關稅限制，RCEP則會使日本由成長並擴大中的亞洲市場獲利豐厚，

而若日本同時參與 TPP和 RCEP，從兩者中所得到的好處，將會是互補

性的。

對於美國來說，美國將會從 TPP獲益，從 RCEP利益受損；相對

而言，中國大陸則將從 RCEP與 FTAAP中獲益，TPP恐使其經濟利益受損。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由關稅減免所獲得的利益，將大於美國。

川崎研究員認為如果我國無法加入 TPP和 RCEP，將會因貿易分歧

而導致所得損失，並且 RCEP所造成的傷害比 TPP更大，但若我國能

加入 FTAAP，將會有極大的好處。

有關出口的改變，川崎研究員認為在 TPP下，日本與美國的雙

邊貿易會增加，但是中國大陸對美國和日本的進出口，都會被分散；

在 RCEP之下，日中雙邊貿易會增加，但是日本和中國大陸各自對美

國出口貿易將會減少。而若 FTAAP能成立，美日中之間的貿易將會大

幅增加。川崎研究員並進一步分析日美中三國在不同貿易安排下的

轉向：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幅度日益廣大，但日本的出口將會因 TPP而

轉向，美國對日本的出口會因 TPP、FTAAP與全球貿易自由化而增長，

但美國對中國大陸貿易量的增加，需在 FTAAP與全球貿易自由化並存

的脈絡下達 成。中國大陸對日本的出口，可望因 RCEP、FTAAP與全球

自由化而增加，但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出口，則同樣需在 FTAAP與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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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自由化並存的脈絡下達成。

接著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邱奕宏助理教授指出：中間財貨勞

務的貿易，占全球貿易的 60%，而跨國公司控制的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 GVC），則占全球貿易的 80%。未來全球價值鏈的發展可能

會加速發展中國家跟上已開發國家的角度，使得各經濟體的發展程

度逐漸拉近。

就此，APEC供應鏈架構計畫設定了至 2015年，在時間、成本與

不確定性上改善 10%的目標，並針對海關程序、基礎建設與能力建構

上，設定了 8個必須有所改進的目標。針對 TPP與 RCEP，邱教授認為

若以定期船運供應鏈指標（Liner Shipping Connectivity Indicator）與物流績

效指數（Logistic Performance Index）衡量，兩者無甚不同，而若衡諸基

礎建設、海關與邊境行政作業、物流競爭力與市場進入等項目，大

體而言 TPP的表現比 RCEP要好。邱教授並再以電子業、機械業與汽

車業供應鏈因 TPP和 RCEP而移轉的可能影響進行評估，發現在電子

業和機械業方面，越南與印尼從 RCEP中可獲得的利益大於 TPP，然而

在汽車業方面，日本可從 TPP獲得正成長，但 RCEP帶來的則是負成長。

邱教授也提醒：儘管加入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可以為經濟體帶來

福祉，但整體經濟福祉的增加，未必代表各部門都能同樣獲益，而

不同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除了為各經濟體的不同產業部門帶來不同

的影響之外，也會影響各經濟體的部門競爭力，因此各經濟體必須

審慎思考參與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所帶來的政治與經濟影響，是否能

更加幫助自身優勢部門的發展，而負面效應又是否能夠承受。

總而言之，儘管全球價值鏈被視為刺激經濟成長的解藥，但是

目前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與全球價值鏈對各產業部門的影響仍難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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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對於個別產業部門來說，加入自由貿易協定必然有得有失。因此，

各經濟體的領袖必須前瞻區域供應鏈在自由貿易協定下可能的轉移，

審慎擬定相關策略，以增進全球供應鏈參與的最大效益，並避免負

面效應。

針對兩位發表人的研究，紐西蘭奧克蘭大學 Robert Scollay 副教授

表示客觀上而言，TPP會員在供應鏈連結上的表現略高於 RCEP會員。

值得注意的是從全球貿易分析（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之可

計算一般均衡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結果中，可看

出許多貿易所得來自於動態，而未來的模擬假設也應更貼切的反應

關稅減免實況，並考慮加入 OECD的貿易加值條件，以及其他相關研

究成果，使模型預測更加貼近現實貿易條件。CTPECC邱達生秘書長

則指出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的成員愈多，要協商談判就愈加困難，但

不同的區域經濟整合進程將在長期經濟利益上彼此互補。邱秘書長

並強調台灣加入 TPP與 RCEP的重要性，認為台灣必須善加處理政治

問題，努力加強簽訂 FTA的覆蓋率，以設法確保產業對外競爭力。

總結場次：達成無縫接軌的亞太社群

本場次由菲律賓 PECC主席暨駐台代表 Antonio I. Basilio大使主

持，參與討論者有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印尼 PECC主席 Djisman 

Simandjuntak博士、韓國 PECC副主席 Chul Chung博士與談。

胡院士指出：APEC經濟體中，香港、我國與俄羅斯在區域經濟

整合進程中缺席，然而我國貿易額占世界第 17位，並且擁有最完整

的 ICT產業供應鏈，不應該在區域經濟夥伴關係中缺席；目前我國

政府也已經採取設立自由貿易區及類似的單邊措施，對外開放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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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國加入 TPP和 RCEP的進程，還是受阻於政治因素。胡院士並

表示：現有 FTA的使用率，平均約 30%，而不同國家不同的 FTA規則，

也使得某些公司不願意使用 FTA。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國或許還是可

以在並非 TPP與 RCEP會員的狀況下，找出一條克服困難，持續製造

銷售中間財的路線，而中國大陸目前也面臨持續高成長後，經濟成

長率達到高峰並開始放緩的狀況，因此某些學者認為中國大陸若要

更深化經濟整合，必將進行結構改革，而這種趨勢也有助於我國政

府說服產業部門接受改革。

印尼 PECC主席 Djisman Simandjuntak博士則強調供應鏈的複雜性，

但科技的進步，可以讓供應鏈連結與時俱進。供應鏈連結的表現，

賴於其最弱連結的狀況，並與實體、制度、人與人、人與自然等四

方面有關。2014年世界銀行 LPI指出亞太地區的供應鏈差距仍大，舉

例來說，印尼的物流成本占 GDP的 28%，但對於美國來說，物流成本

只占 GDP的 9%。因此 Simandjuntak博士特別強調能力建構的重要性，

並認為 APEC會員體可透過自願性諮商基礎，推動最佳實踐，促使落

後經濟體的物流連結進步。

韓國 PECC副主席 Chul Chung博士指出：全球價值鏈是市場驅動

的現象，但似乎區域性大於全球性，而且大企業居中扮演關鍵角色。

全球製造的整合，提高了貿易政策的風險，而諸如原產地規則、電

子商務、智慧財產權、競爭、環境與勞工問題，也成為 TTIP、日歐自

由貿易協定、TPP、RCEP、中日韓 FTA等大型自由貿易協定崛起後的

新興貿易問題，尤以原產地規則影響貿易最大，需要調和簡化相關

規則，創立能涵蓋 APEC區域的原產地規則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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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區域經濟整合的必要、現況與前瞻

區域經濟整合是必要的：區域貿易協定並不只是降低關稅，且對

於會員國來說，會帶來比非會員國大的比較利益，然而若自由貿易協

定下的原產地規則無法簡化，區域經濟整合帶來的利益將受到限制。

區域經濟整合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而 TPP也應該設定 21世紀

貿易的高品質標準。但 APEC區域包括開發中與已開發經濟體，談判

者必須要思考這樣的差異，設定合理的目標。

對於東亞來說，區域經濟整合並非全球價值鏈的先驅，主要係

因東亞國家進行貿易的領域遍及全球，並非只限於亞太地區；全球價

值鏈除了帶來超過貿易創造與貿易分歧的效應之外，其自身也受許多

其他因素影響。

目前中國大陸是否加入 TPP與美國是否加入 RCEP均有待觀察，

而未來的區域整合前景也可能相當複雜。

（作者均為 CTPECC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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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政經總覽

全球暨亞太經濟整合                               
WTO 後峇里議程與國際貿易規則新局

APEC 主題回顧與前瞻

自由貿易在亞太：原則與進程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當前趨勢及未來展望前瞻 
回到坎培拉：建立 APEC 
第 24 屆東協高峰會的發展 

亞太區域整合之各國發展                      
搖擺的貿易政策：印尼對自由化與 TPP 的態度 
中國大陸經濟態勢以及其對 REI 的立場 
將中國大陸帶進 TPP 
前瞻莫迪經濟學與 FTA 政策 

亞太區域整合之我國對策                      
台灣走向全世界的困與解 
台灣與其對外貿易：優勢與劣勢 
我國對外經貿協議戰略與戰術之再評估 
前瞻 RCEP 對台灣的機會與挑戰 
日本、韓國經驗如何協助台灣加入 TPP/RCEP 
因應經貿自由化兼顧糧食安全之台灣農業發展策略考量 
台星 ASTEP 簽署之後：策略與準備 
台星 ASTEP 對我國製造業的影響 

APEC專業議題                                          
2014 年 APEC ECOTECH 議題發展 
區域連結性架構之發展 
APEC 與城鎮化和永續城市發展 
透過亞太夥伴關係形塑城鎮化與永續城市發展的未來 
綠色礦業、美麗中國 : 中國大陸礦業政策與 2014 年 APEC 礦業
議題相連結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優良公司治理措施指引」 
推動公共建設相關產業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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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暨亞太經濟整合

WTO後峇里議程與國際貿易規則
新局

蔡靜怡

2013年 12月 7日 WTO第 9屆部長會議 (MC9)終達成峇里小型套案

(Bali small package)，通過的峇里部長套案為杜哈回合談判鋪平前進的道

路，成為 WTO成立 18年以來最重要的成就。依據 WTO部長宣言指示，

後峇里議程 (post-Bali agenda) 將由 WTO貿易談判委員會（Trade Negotiation 

Committee, TNC）在 2014年提出，也為後峇里展開序幕，WTO會員國將

依據 MC9決議致力於「執行峇里小型套案決議」及 在 2014年底前「制

定後峇里工作計畫 (Post-Bali work program)」，以儘速完成杜哈回合。 WTO

秘書長 Azevedo亦表示，DDA的核心議題為農業、非農產品市場進入

(NAMA)及服務業，其中以農業議題特別重要。

所謂「Post-Bali議程」是指 MC9部長會議召開後，WTO該如何進

行後續的談判工作，以及是否要有具體的時程規劃。其可能涵蓋議題

包 括 MC9小型套案以外的杜哈發展回合（DDA）議題、21世紀議題（環

境、糧食安全、能源）、區域貿易協定（RTA）與多邊體制之調和、匯

率、資訊科技協定（ITA）、國際服務貿易協定（ISA）及政府採購協定

（GPA）等。而強化 WTO體制可能包括 WTO決策機制是否改變、貿易

政策檢討機制、改善入會程序、強化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合作、拉米之

前強調的全球價值鏈下之多邊體制運作、改善爭端解決、幫助開發中、

低度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議題等。

WTO 後峇里議程與國際貿易規則新局

全球暨亞太經濟整合

區域政經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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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總理事會主席巴基斯坦大使 Mr. Shahid Bashir依據 2013年 12月

第九屆部長會議有關貿易便捷化 (TF)協定之決議，於 2014年 1月 31

日邀請會員共同研商設立專責小組，俾加速推動 TF協定之生效事宜。

摘要引述該委員會之首要任務如下：

1、 針對貿易便捷化協定 (TFA)內容，進行法律用語潤飾 (legal scrubbing) 

並確保該協定儘快付諸實施； 

2、 受理會員國所提報之 A類（Category A，協定生效後立即實施）措

施清單；約有三分之二的 WTO會員國在提報 A類措施清單後，在

經過國內立法認可程序，最遲於 2015年 7月便可生效實施。 

3、  草擬設立 WTO協定之修正議定書 (Protocol of Amendment)，俾將 TF協

定納入 WTO協定附錄 1A清單項下。

未來倘 FTA開始施行，開發中會員國將繼續提出 B類與 C類的措

施清單，B類清單為開發中會員國自願提出在某段過渡期後，有能力

施行的貿易便捷化措施清單；C類清單則是開發中會員國認為渠無法

執行的貿易便捷化措施，需要相關的能力建構與技術協助。

後峇里議程為 WTO開創多邊貿易體系談判的新途徑，同時亦可

為 WTO帶來更加多元與符合當今經貿趨勢的相關議題，例如貿易便

捷化、環境商品與服務、全球價值鏈等。但若要真正挽救杜哈回合談

判必須有更多且漸進的成果來建立動能。目前正在進行談判的資訊

科技協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ITA） 及國際服務業貿易協定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TISA）便是創造動能的最好方法。

WTO重要會員國對後峇里工作計劃之期待，認為應繼續維持談

判動能 (momentum)，採取務實 (pragmatic) 及實際 (realism) 態度；工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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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必須具可行性 (doable) 及平衡性 (balance)；工作計劃內容除依部長會

議揭示涵蓋農、工及服務業外，不可能全面涵蓋所有九大議題，必須

有所選擇。尤其美、日等已開發會員國多次強調 DDA談判迄今世界

貿易體制已有大幅變化，後峇里談判應反映此種變化，且重要開發中

會員國應承擔更大的責任。而針對工作計劃所應涵蓋的談判議題，某

些會員國對於投資議題及部分的次議題別感到興趣，但大部分的開發

中會員國 (如印度、南非、烏干達等 )仍認為發展 (development)係最

重要議題，除了原有 DDA議題外，不宜再增加談判議題。
1

 

尤其面對後峇里時代，我們應正視美國積極佈局全球新型態的

貿易規則，美國藉由對 TPP、TTIP與 TISA的主導來鋪陳美國對全球貿

易規則的影響，並且推行高品質的貿易與投資規則。目前為止，已經

初步形成了以 TPP談判為代表的東線，以 TTIP為代表的西線和以 TISA

為代表的中樞。 
2

這三條路線的經貿談判皆稍有眉目，在全球經貿規

則的影響亦漸漸產生，下階段美國或將以此為輻射點，擴大影響力以

此作為全球貿易與投資規則的範本。一方面在 TPP、TTIP與 TISA談判

完成後展現開放態度歡迎其他成員加入；另一方面，美國需要藉由

WTO多邊貿易體系平台施行新貿易規則，為未來 WTO新貿易規則進

行鋪路。

（作者為 CTPECC 助理研究員）

  

1　Washington Trade Daily, “Now-To Complete Doha?” 2014/03/17
2　陽盼盼，王雅琦，WTO 成果反應國際貿易規則新變化，財經評論 13060，2013/12/17。

WTO 後峇里議程與國際貿易規則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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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主題回顧與前瞻
蔡靜怡

APEC自 1989年成立迄今，其獨特地位難以被其他區域合作組織

或機制所取代，而每年 APEC領袖會議與主題的規劃代表 APEC經濟體

對區域現況的看法、期待及爭議，也代表著亞太區域經貿發展的歷史

軌跡。遂將 APEC過去 20年的領袖會議主題與議題發展進行回顧分析，

藉以把握 APEC未來可能發展方向。

APEC主題回顧與特性
1993年第一次召開 APEC領袖會議以來，每年皆設定相關主題和

焦點議題，最後以領袖宣言的方式向外界公佈。領袖宣言的文本內容

主要將該年度亞太區域的現況、所面臨的挑戰以及 APEC如何因應等

為主軸，其附屬文件則是領袖們針對一些特別重要的議題或者事件的

獨立聲明。例如，為了表達 APEC對 WTO多邊貿易體系的支持，幾乎

每年皆針對支持 WTO多邊貿易體系發表獨立聲明。回顧歷屆領袖宣

言的主題與特性，可以歸納以下特點：

一、「經濟繁榮與成長」為主要的核心議題

1980年代後期冷戰結束後，北美洲 (NAFTA) 以及歐洲共同體的整

合，為世界局勢帶來新的區域整合風潮，開發中經濟體對國際事務

也有不同的態度，這一波區域主義的興起與以往的區域主義不同，亦

即「新區域主義」。新區域主義有別於傳統區域主義以歐洲為中心的

看法，謀求地區經濟穩定和繁榮成為亞太地區的核心訴求，新區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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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為一種多層次的整合形式，包括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層面。

尤其「經濟利益」相當重要，因為全球經貿互賴漸深，經濟體紛紛以

發展自由市場為因應之道，區域合作將會是達成全球市場的重要途

徑。APEC以非正式、刻意避免官僚化、機制化的區域經貿合作平台，

藉由經貿合作以促進亞太區域經濟繁榮。

二、「市場開放」與「能力建構」路徑之爭

究竟要以何種路徑來推動亞太區域榮景？以美國為首的已開發

經濟體強調，市場開放、投資與貿易的自由化與便捷化等，強調市場

開放應為 APEC的主要路徑；另一條路徑則是以開發中經濟體為主的

強調能力建構才能為經濟繁榮打下基礎，新興經濟體為帶動經濟成

長的驅動引擎，APEC應強調能力建構與經驗分享，使開發中經濟體

在已開發經濟體的發展經驗上更進一步。上述的路徑之爭可說是 WTO

杜哈發展回合的縮影，只不過 WTO為強制性有法律規範的經貿聯合

國，因此，當雙方立場無法取得共識時，影響層面較廣泛。而 APEC

較 WTO具備包容性與即時性，可將 APEC區域內不同的訴求在獲得共

識後納入。舉例來說，APEC 領袖宣言的路徑之爭，究竟側重開放市

場還是能力建構？或許與當時的經濟情況有關，倘若當時的經濟成長

率較高，通常較強調市場開放，反之，若經濟成長趨緩或者衰退，能

力建構路徑獲得高度支持，倘經濟成長穩定，則雙路徑並重。

三、由經濟領域擴及非經濟領域

「九一一事件」後，許多個別國家與國際組織紛紛加入由美國主

導的反恐陣營。APEC亦即刻將反恐列為重要的討論議題之一，並於

2001年領袖宣言中提出個別的反恐聲明，使得 APEC的議題出現重要

轉折。由經濟領域擴展到非經濟領域。例如，反貪腐、能源安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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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安全、氣候變遷、糧食安全等。同時也改變了 APEC的組織結構，

為處理非經濟領域議題的相關委員會與工作小組也紛紛成立。不過，

即便 APEC討論非經濟領域議題，但仍是以經濟成長為最終目標，因

為這些非經濟領域議題也有可能損害亞太經濟。因此，透過經濟體間

共同討論與解決非經濟因素所帶來的干擾，實有必要。

四、主辦經濟體藉 APEC 平台營造影響力

2014年 APEC主辦經濟體為中國大陸，其對 APEC的政策與倡議，

可由其高階官員與習近平主席的談話整理出軌跡。主要的方向為向世

界表達中國大陸對國際事務的立場與看法；利用主場優勢，主導 APEC

議題走向；展現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在上述背

景下中國大陸今年主辦 APEC遂提出「推進區域經濟整合」、「促進創

新發展、經濟改革及成長」、「加強全面連結及基礎建設發展」三大主

題。

在李克強「調結構、穩增長」策略下，不再以追求高成長率為

施政目標，而是追求經濟結構的適度調整及經濟的中度成長，再加上

中國大陸早已是製造業第一大國，又近年不斷地升級轉型，不僅誘發

經濟活力，也帶動服務業的成長，未來應持續擴大內需，並以提升人

民福利水準為施政依歸。在四中全會及本次 APEC 會議，不意外的中

國大陸將展現其 APEC政策與參與亞太事務的能力為實至名歸的，尤

其發語權與制定規則的影響力不斷提升，將自身推向參與區域整合的

新起點。

（作者為 CTPECC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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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在亞太：原則與進程 
3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CTPECC 秘書處譯

背景

在官員與部長 3年的內部研究與辯論之後，2010年 APEC領袖承

諾採取「具體的步驟以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進一步來說，

他們聲明「FTAAP應該藉由在現行的區域架構安排，例如 ASEAN+3、

ASEAN+6與 TPP上，發展為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
4

 

 2014年，APEC的目標之一是增進區域經濟整合。在寧波的年

度第一場資深官員會議中，中國大陸提出了一項含有四個可能目標的

工作計畫：

1、增進亞太地區 RTAs/FTAs的透明度。 

2、強化有關實現 FTAAP的能力建構活動。 

3、設立一促進 FTAAP實現的工作計畫。 

4、針對 FTAAP的可行性進行研究。

至今，TPP已在某些措施下，完成了 19回合的談判，而在東亞，

在東協和與東協有貿易協定的經濟體之間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CEP)，也已經開始談判，並設下 2015年完成的時限。

2014年 2月的 PECC研討會中，新加坡貿易部長林勛強提出現需

3　Prepared by Christopher Findlay on behalf  of  the PECC Task Force on Free Trade in the Asia Pacific
4　 The push for an FTAAP has a long history, in recent times primarily from the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 – see http://www.pecc.org/research/ft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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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引領 FTAAP發展的原則。這份報告即在於回應這些區域貿易討論

的發展，並奠基於一群近年來 PECC工作小組與會員體用以建議這套

原則涵蓋範圍的研究計畫上。前述發展，係基於第 22屆 PECC大會期間，

高階圓桌對話的討論， 以及 2014-2015 年《區域現勢》報告。本篇報告

以初步的原則草稿作結，未來將會在 PECC領銜的工作中，修正延伸。

區域經濟整合的觀點

PECC每年對區域現勢的政策社群調查， 將「亞太地區整體進一步

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列為亞太地區進一步成長，第二重要的因素，

僅次於中國大陸結構改革的成功。

這項調查也強調法規透明的重要性，而法規透明也被選為區域

貿易協定中，最重要的議題，投資與服務業則緊追在後。

然而，這項調查也透露了對於任一條途徑可以在未來 3年內完成

的高度懷疑。只有 35%的回覆者認為 TPP會在未來 3年內完成談判，

27%的回覆者則認為不可能；RCEP的結果也類似，只有 27%的回覆者

認為 RCEP會在未來 3年內完成談判，而有 24%的回覆者認為不可能。

這樣的結果鼓勵政策制定者提起信心來達成區域經濟整合的努

力，包括透過 FTAAP，並針對這些努力就達成 FTAAP結果做出的貢獻，

提供一些指引。

脈絡

討論脈絡的重要元素，是區域經濟整合努力的下一步，以及 FTAAP

至今在雙邊協定中的貢獻、在大型區域安排中的經濟影響預估、設計

上要採用價值鏈還是供應鏈的角度，以及對新貿易協定提案的國內政

治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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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對雙邊優惠貿易協定的貢獻

一些公司層級的研究指出 FTA在商業界的低使用率。最近的研

究
5

 發現，對於大約 1/4的公司來說，FTA真正的用處，在於公司的布

局前景。這樣的比率隨著不同的經濟體而改變，而某些研究（雖然不

是全部）發現較小的公司較不傾向使用自由貿易協定。有貢獻的部門

缺乏對自由貿易協定前景的意識，也不太清楚自由貿易協定的複雜

性，尤其是原產地規則的界定，而這會影響其使用成本。近來一項研

究回報其受試者正在要求包含大規模經濟體的貿易協定應當更具全

面性。 
6

此外，找到鼓勵亞太地區商業社群實際運用任何新貿易協定

及其前景也很重要，而具體內容則如前述，應考量貿易協定的覆蓋率

及複雜度。

b) 模擬結果

正在進行中的各種經貿協定談判，被許多人認為都會導向更廣泛

的區域經濟整合，其所帶來的利益則相當大。目前可得的研究顯示，TPP

可以為其會員帶來的經濟利益接近 2900億美金，而 RCEP可以為其會

員帶來的經濟利益則更大，超過 6200億美金；若亞太地區完全進行

自由貿易，對於 APEC會員體來說，則將帶 2.5兆左右的經濟利益。 
7

目

前還有其他的研究模擬各種 FTAAP結構帶來的變數，但是這些研究也

確認了跟 TPP和 RCEP相比，會員的擴大會帶來更大的經濟利益。當

區域經濟整合的貢獻邁入資本累積，且生產力的成長也包括在內時，

預估的經濟利益也會更大 
8

，經濟利益也會隨著自由貿易協定的覆蓋

5　  See for example, Masahiro Kawai and Ganeshan Wignaraja (2010), Asia’s Free Trade Agreements: How is Business 
Responding?, Edward Elgar, and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4), FTAs: fantastic, fine or futile?: Business 
Views on

6　See the EIU report in note 3
7　PECC, State of  the Region 2014 2015, PECC, Singapore, forthcoming
8　 Sangkyom Kim, Innwon Park and Soonchan Park (2013), ‘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 I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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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而變化，而非關稅措施的減少（與國內改革有關），也會使得

關稅改革能得到的利益大有不同。而在關稅與非關稅措施的簡化中，

貿易便捷化措施的進一步擴大，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研究結果顯

示，經濟體確實從與其他經濟體的共同行動中獲益，即便這樣的程

度，相較於各經濟體的個別行動之獲益，會因為群體的不同，而有

多有少。研究也顯示對於任何自由貿易協定的非會員來說，都有巨

大的貿易轉向作用，而此係基於一項自由貿易協定若有更多會員，

以及 FTAAP的全球影響受到矚目，及前述現象所可能引發世界其他

地方的反應等前提上。

c) 供應鏈的看法

目前最常讓人想到的亞太地區貿易政策架構，是價值鏈設定。隨

著 OECD所言，「一條價值鏈辨識出所有公司採行，將一項產品或服

務從概念到最終為顧客使用過程中，所有範疇的活動。」 
9

價值鏈看來

將圍繞著一些中心 (hubs) 而組織 （在亞洲是中國大陸與日本，在北美

是美國，而在歐洲是德國）。價值鏈是區域性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

接觸，在其管理上是重要的，而且接近會使運作較為容易。然而，亞

洲價值鏈的案例卻顯示其相當依賴亞洲市場以外市場的最終需求。

價值鏈文獻也建議了幾項經濟體政策改革的必要措施，以使經

濟體在價值鏈的一環中，具有競爭力。有些措施可以單邊執行，並有

其利益，但在其他領域，例如標準，則共同合作有其價值。如果協定

能包含一群在價值鏈地圖中連結的經濟體，則協定將會更有價值。目

前討論正轉向 RCEP、TPP與太平洋聯盟（Pacific Alliance）將如何對這樣

desirable?’ Journal of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17(1), March, 3 25 and Kenichi Kawasaki (2014), ‘ The 
relative significance of  EPAs in Asia Pacific’,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4 E 009.

9　 http://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download/5k3v1trgnbr4.pdf?expires=1402297110&id=id&accname=guest&
check sum=E86 D48F087FAB3CDAFD774AC7EFA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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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做出貢獻。這個焦點也對 FTAAP工作甚有價值。

d) 國內政治

全面性且締約國多的協定，可能比起較小和 /或較窄的協定來，

可以產生更多利益，但這只是因為比較利益可以比較大，而是否成事

則未可知。全面性且締約國多的協定，也可能在每個會員體境內，產

生更多的國內政治迴響。這般回應的密集程度，舉例來說，在 TPP是

相當驚人的。反對聲浪受到諸如採納改革傳統市場進入途徑的措施、

特定部門（如農業）的影響，以及如智慧財產權體系等新條款的後續

等一些議題的影響，而水漲船高。然而各經濟體內支持自由貿易協定

措施的信心能量與抓住整合利益的能力，將一直維持重要性。

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原則

從 FTAAP 提案脈絡的四個主要部份、近來由中國大陸北京對外經

貿大學籌辦的 PECC高階圓桌討論，以及 2014年 9月的 PECC大會工作

中，本會可以由參與者認為對亞太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發展重要的

因素中，辨識出原則的要素。這些原則也可以與下列標題中，正在 

APEC 場合討論的區域經濟整合目標進展原則連結。下一步是使這些

原則能夠被操作。

1、與茂物目標連結

貿易架構安排的理由和其希望達到的前景一定要清楚。對於所

有 APEC經濟體來說，茂物目標揭示貿易投資的自由與開放，是一個

重要的參考點，但是 1994年 APEC領袖宣言也提到 APEC的目標是「促

進亞太地區與全球加速、平衡與均衡的經濟成長前景」，而這仍然是

APEC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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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追求相對覆蓋率

一條國際商業價值鏈可幫助辨明對於以任何方式，可使亞太地

區貿易自由，需要涵蓋的重要項目。這些包含下列項目之價值：採取

包裹途徑，將現行運作中的商業模式所有方面，以及影響這些商業模

式的相關政策措施都包含在內；留心確保服務業、投資、貿易便捷化、

智慧財產權、競爭政策與運作在法規管制上的涵蓋；達到可預測性；

採納一套共同的承諾；使用開放加入的規則（a rule of open accession），

以及採納一套簡單且自由的原產地規則。根據模擬結果，涵蓋範圍應

該擴及非關稅與貿易便捷化措施，超越其他類似邊境限制。在價值鏈

的世界裡，簡化例如海關程序的邊境措施，將會比降低關稅更加有威

力。這樣的觀點有比傳統以部門別為基礎的自由化，更加具有包容性

的潛力，也將鼓勵商業界的參與。

3、與 WTO 連結

有關這些途徑如何共同邁向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並與更高層

的架構和協定，尤其是 WTO相互連結並被納入，是必須要有的理解。

採納這些原則可能會使部門別途徑被重新思考，轉化為承諾與政策改

革，或是由對於特定議題有類似想法的團體所執行的工作。結果轉化

成 WTO安排，有助於改善伴隨大規模優惠貿易協定的歧視性效應而

來的風險，並且提供建立有效價值鏈的最好機制。

4、在現存的 FTAs 和 RTAs 上加工

在此過程中做出的任何承諾或政策改革，必須在已經存在的協

定承諾上加工，無論這些協定是雙邊還是多邊。RCEP和 TPP對此一目

標做出貢獻的方式，是各自努力還是共同合作，也應受檢視：問題

起於無論 RCEP與 TPP達成什麼，對於達到區域自由貿易，都會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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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之事」；一旦如此，又應該如何管理。

5、支持經濟發展

無論是藉由哪一條途徑，成功的執行將得益於支持所有會員積

極參與的努力、如何安排以達成協議的過程、管理任何正式談判跟隨

的用心，以及執行承諾和調整其後續的作為。在上述領域中，能力建

構計畫相當珍貴。

6、認可 APEC 持續扮演關鍵性角色

亞太地區達到自由貿易與投資的途徑有很多可以設想，而這些途

徑有的來自現存的協定，有的則包括新協定。孕育並且發展新型態的

夥伴關係也有空間，而無論這些途徑的正式程度，他們都在 APEC之外。

APEC並不被期待介入達成具拘束力協定的過程。但是 APEC仍然維持

關鍵角色，包括更新並分享共同願景、討論原則以達成願景，並採取

包括能力建構在內的行動，以建立會員體間實踐目標的信心。如同領

袖們在 2010年所說，「APEC將以 FTAAP孕育者的角色，提供領導力並

挹注智慧於 FTAAP的創建過程，並藉由在界定、形塑與回應『下世代』

貿易與投資議題上，做出重要且有意義的貢獻⋯ APEC應該藉由持續

並進一步發展其部門別倡議工作，持續對追尋 FTAAP做出貢獻。」

7、要透明並且對大幅進展做出承諾

在回報每個經濟體的承諾與達到的進展上透明，將會對於辨識

參與區域和世界市場的機會，有所助益，並且也會針對控制改變，以

及提供各經濟體境內抗拒改變的勢力回應的能力上，建立信心。所有

參與者也都期待自由化有所進步並達到重大成就。因此參與分享改革

成果的經驗，以及採行國內措施以支持平衡與均衡成長的目標，將會

相當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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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當前趨勢及

未來展望前瞻

Gary Hawke教授作 
蔡欣芝編譯

日本國際經濟交流財團與澳洲國立大學 Crawford公共政策
學院坎培拉區域貿易策略國際研討會：「RCEP與 TPP」及太平
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第 28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
「TPP與 RCEP：通向 FTAAP的崛起中之雙軌途徑」研討會聯
合觀察

2013與 2014年日本國際經濟交流財團（Japan Economic Foundation）

與澳洲國立大學克勞福德公共政策學院區域貿易策略國際研討會於

坎培拉召開。該場研討會前後分別有澳洲日本研究中心（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與澳洲國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the ANU Japan Institute）

共同舉辦的「日本最新局勢 2013（Japan Update 2013）」以及克勞福德學

院籌組之東亞經濟研究局所主持的（East Asia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東亞論壇季刊「將中國大陸領往何方」專題發表。

JEF國際研討會自 2002年起即每年召開，與會成員包括大部分東

協（ASEAN）國家，以及澳大利亞、印度、日本、韓國、紐西蘭等國。

自創始人畠山先生退休之後，今年的會議第一次 由繼任主席日下先

生主持，並維持會議討論一貫深入探究、資訊充分揭露與合作的精神。

研討會歡迎晚宴與閉門圓桌論壇分別選在澳洲國立大學大學館

（University House）的 Scarth廳與 Chancery大樓的 Mills廳舉行，兩者在亞

140



太經濟合作的歷史上分別同為 PECC與 APEC成立的場地。主要的公共

論壇大多舉辦在較新的克勞福德大樓的莫倫谷廳。約翰克勞福德（John 

Crawford）是澳洲─日本關係研究的元老之一，也因此才有今天的澳

洲─日本關係研究中心。但議程討論範疇仍聚焦現下。本國際研討會

始於日本與新加坡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開啟其自由貿易協定先端之後

的隔年，自此便持續聚焦在 FTA為亞太地區所帶來的影響。在一場早

餐討論中，與會者達成強烈的共識，認為 JEF國際研討會應該維持其

作為一個具參考價值的機構，而在此共識之下，此研討會慣常有的豐

富卻又合作的討論，針對經濟整合各部份的相對重要性，顯現出對立

的觀點，而開放新成員加入的團體力量，也在許多次的會議當中展現

出彼此的互信在此我們幾乎能看見一幅亞洲整合的縮圖。

JEF研討會如以往包含公共論壇和後續不對外的圓桌會議，但是

後者今年反常地辦在論壇之前。筆者認為原因可能在於許多資訊不

再那麼具有機密性：JEF會議依循查塔姆宮原則（Chatham House rules），

有些時候秘密會議會被用來推進公共論壇中未解的議題。但是對那些

參與 TPP與 RCEP談判的澳洲官員來說，不公開討論或許才能使他們

心安。

JEF會議的兩場次皆涵蓋三個主題：(1) 區域貿易選擇；(2) 亞洲與

全球貿易體系亞洲是否可作為良好區域主義的模範？ (3) 亞洲經濟成

長前景與風險。在「亞洲世紀」白皮書撰寫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澳

洲財政部總體經濟局的大衛格魯恩博士（Dr. David Gruen）以「亞洲的

挑戰：亞洲經濟」為題，於公共論壇發表開幕引言。閉門圓桌會議邀

請學者引言，但是公共論壇只包含閉門會議小組成員以及與觀眾的討

論。兩場次均由主持人確保其聚焦與涵蓋程度，並使與會者充 分參與。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與台灣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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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TIER）聯合舉辦的研討會有更為慣行的流程。會議第一天是

除了國際講者之外，也有許多台灣與會者參加，並分為三場次的公

開研討會：第一場次為 「RCEP：亞洲路線的整合」，第二場次則為 「TPP 

vs RCEP：建立更大區域經濟整合的版塊？」，最終則以圓桌論壇總結。

隔天早上的閉門圓桌會議則由國際講者和數名與談人共同參與。

很明顯地，由議程可見，JEF國際研討會與閉門圓桌論壇所涉及

的範圍有許多共同處。CTPECC的台北研討會則有項不同的地方，即

將中華台北納入區域整合進程中的考量的後續影響，儘管中華台北既

非 TPP也非 RCEP的一員。 兩場國際研討會產生出許多重要的內容：

宏觀多邊貿易體系、優惠貿易協定、APEC與東協
1.   大家認知到當前的多邊貿易體系必須維持，以及 WTO除了紛爭解

決機制外，還需要更多條件以持續吸引政治支持，而這有時候導致

我們想望一個不曾存在的過去。貿易最惠國待遇與非歧視貿易在

GATT的早期歷史是可以接受的：「先前敵人」條款允許對德日採取

歧視性待遇多年；英國優惠關稅政策只要還有一天對她自己或前殖

民地有利可圖便不會停息（二戰後美國對關稅特惠主義的批評多在

帝國特惠制，而非他們在深思熟慮後所提倡的經濟自由）；直到 WTO

烏拉圭回合為止，「農業豁免」將農業特別排除在貿易體系之外；

複邊規約發展成關稅減免，使得人們的注意力移往其他的貿易障礙，

而且這些複邊規約並不具普世性；為了拉攏戰略目標，歐洲經濟共

同體（EEC）與其他優惠性貿易協議皆被允許，而 GATT從未發展出

有效監控自由貿易與關稅同盟規章的準則。當大家談到亞洲的經濟

成長得益於開放的多邊貿易體系安排時，它並非依賴於接受課本般

的完美處境──的確，可能亞洲使用其比較利益發展經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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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甚於其所面對的可觀歧視。這並不是說多邊貿易體系不重要，但

是也的確帶動了針對多邊貿易體系內容的嚴謹分析，以及多邊貿易

體系即便興起多時，但是優惠貿易協定大幅產生後的窮追猛打，卻

證明它並不完美。有人說，WTO正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對 WTO不

切實際的期待，可能正扮演著摧毀 WTO的力量。

2.  大眾討論優惠貿易協定的時候，經常將之連結到「競爭性自由化」

──把對 WTO遲緩或有限的進程不滿歸結於優惠貿易協定，並進一

步讓優惠貿易協定成為恐懼被排除在外的防禦性回應──以及使用

優惠貿易協定做為更廣泛戰略政策、回報盟友、以及對不支持其戰

略目標的國家政府施壓的功用。此兩者都是重要動機，但也不是唯

二的因素。紐西蘭與澳大利亞於 1983年締結「澳紐緊密經濟關係協

定（The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Agreement）」，目的是要改變紐西蘭彼

時經濟政策中，將扶植能夠促進國內就業的產業發展之導向，改為

朝向利用資源以服務國際市場需求的方向前進，而這協定一旦就位，

其作為手段的性質便昭然若揭。更好的例子是，中國大陸使用深圳

自由貿易區促進「門戶開放」政策，之後即加入 WTO，推動另一階

段的改革。優惠自由貿易協定也能如此運作。

3.  由 APEC倡議的「協調式單邊主義 （Concerted unilateralism）」， 尤其

在 APEC 早年，是一項頗具說服力的提議。「單邊自由化（unilateral 

liberalization）」 的經濟邏輯當時沒受到質疑，而協調式單邊主義的目

的，純粹是要讓政治領袖們感到心安。許多年前，菲律賓前外交部

長羅慕洛（Roberto Romulo）就精準的形容「協調式單邊主義」像是

匿名戒酒協會一樣：參與者完全清楚能解決問題的只有自己，但仍

須定期和自己有相同困難的人面談分享經驗與成果，才能夠增加信

心。但是這個說法只對經濟學家有效，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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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藉由分享別人的市場，同時保有自己的市場，來獲得好處。

因此，多年以來透過 GATT與 WTO進行的經濟外交，其背後的政治

經濟學，都是在協商交換，以進入彼此的市場。這對美國來說，尤

其是事實；儘管有許多後續修正案，但美國的國際貿易基本途徑，

不脫 1934年通過的互惠貿易協定法 （Reciprocal Trade Act 1934），而此一

法案也提供政府權力，只能簽訂「互惠」的貿易協定。APEC一開始

最好的概念，即是在亞洲的集體行動模式與美國的互惠要求之間取

得協調，這在全球經濟外交當中仍是要素之一。許多談判代表，包

括那些具有良好經濟知識背景的，知道他們的任務就是要在最小的

讓步程度下，盡可能擴張進入他國市場的途徑，以滿足國內的利

益。PTA就是一個達成這個過程好用的工具，儘管它針對透明度的

說詞總是冠冕堂皇。

4.  儘管說來不是如此令人滿意，但是近來的經濟研究仍顯示，ASEAN

獲利於自身內部改革，更勝於 RCEP或是 TPP。因此我們也能相信，

經濟體獲利於內部改革，更勝於 GATT/WTO──但問題是，在沒有

國際模式的情況下，內部改革是否可能。更令人不意外的是，類似

的研究也顯示 FTAAP比起 TPP或 RCEP 更能提供利益；我們能確定若

將印度含括入 FTAAP，好處將會更多，而這的確是 Peter A. Petri與 Michael 

G. Plummer「東協中心地位與美國經濟關係（ASEAN Centrality and the 

ASEAN-US Economic Relationship）」研究報告當中所指出的。（Advance Copy 

of Policy Studies 69, East-West Center, 22 November 2013）

5.  近來經濟外交的議程已從關稅到邊境內議題，再發展至國際貿易。

從GATT當初的議程到WTO，關稅議題推展至補貼、政府採購政策、SPS、

貿易標準與技術障礙，以及包含競爭政策、貿易便捷化、貿易與勞

動標準、貿易與環境等新加坡議題，是個漫長而緩慢的過程。這

144



起碼有三個理由。首先，一旦關稅障礙減少了，其他跨境貿易障礙

也就變得更顯著可見。因此，貿易技術上的障礙、政府採購規定

的影響、補貼政策的效果等等，也就更受注目。「貿易談判（Trade 

negotiations）」因此改變，但過程仍持續進行。其次，越來越多涉及

最佳資源配置的活動，忽略司法裁決的界線。海外投資能作為邊境

障礙影響最小化的方式，且能跨越司法管轄範圍提供服務，投資者

何樂不為。投資規範、有關跨境的服務提供、以及在他國管轄範圍

內建立提供服務的商業據點等，都成為了重要的經濟外交手段。第

三，貿易不再只是商品交換，而是「任務貿易」 
10

，國際生產網絡中

的生產者於是不再受限於國界，能結合各種服務推廣至世界各地。

面對商品貿易，這些經濟外交概念的更迭，逐漸走向跨國貿易多餘

障礙的移除—從關稅政策到非關稅政策如 SPS措施、歸檔檢視等行

政管理成本、政府採購要求等。當代的商業遊戲主要將焦點放在經

商條件。管制性政策當初被視為國內議題，如今卻已成為國際經濟

外交的核心。對國際生產網絡而言，服務業貿易並不是財貨貿易的

次級補充品，而是商業運作的必要因素，且由於服務業貿易無法與

國際投資的流動分離，貿易與投資必須一併考量。傳統上經濟整合

與金融整合分離的作法，因 WTO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

幣基金（IMF）的分別實踐，在國際經濟管理中根深柢固，然而遊戲

規則已經改變，這套方法已經無法適用於現世。

優惠貿易協定的發展與建議

6.  優惠貿易協定之所以得以散布發展，有時係導因於 WTO多邊貿易

自由化的停滯。WTO的締約國成長無助於此，但是更多締約國也增

10　 Trade pattern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East Asia: From trade in goods to trade in tasks (IDE-JETRO and WT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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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多邊貿易機制能得到的益處。GATT協定從來就不是一個達成

共識的簡單過程。這當中的基本動力來自於四邊之間的協商──美

國、歐盟、日本、加拿大─並且考量其他締約國的核心利益後修正

（例如冰島與漁業）。當代國際經濟有新的主要參與者，尤其是中國

大陸和其他新興市場，而 WTO一直無法創造出一個與前述四邊協商

等量齊觀的機制。來自巴西的新任 WTO秘書長阿茲維多（Azevedo），

在努力使 WTO程序更有效率的過程中，需要支持。（從他下屬國籍

的可能組合，是一個美國人、一個歐洲人和兩個「其他人」當中，

似乎可以看出他改變想法了。）

7.  需要改變的包含與其他國際組織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例如與世界

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世界海關聯盟

（World Customs Union）、IMF以及世界銀行。這些組織間的區隔，反映

出過往的世界， 而非當前的國際生產網絡。諸如試圖促使 WTO創立

針對「貨幣操縱（currency manipulation）」的規範，只是徒然挑起話題（特

別是當關於貨幣操縱的討論基礎仍停留在 1945年時，當匯率固定且

貿易與資本流動分離的前提之下）。許多當代的國際機構反映 1945

年時候的世界，而改變很困難。G20提議 IMF 將其 6%的股份移轉給

新興市場國家，但至今尚未實行，因為它與現存規則下的特別待遇

互相衝突。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否決權的爭議是一個對於成功不要言

之過早的警告，並且刺激我們想到，有時候當特權存在於一個俱樂

部當中，解散重組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但是要求完美所帶來的，往

往是挫敗而非促進進步；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對於改變的一致管

理。

8.  優惠貿易協定之所以蓬勃發展的基本原因，同樣在於在一個國際生

產網絡挑戰整個多邊貿易體系的背景下，焦點由「貿易障礙」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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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經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競爭自由化」、在優惠待

遇下可能相對於他人較為不利的恐懼，以及使用貿易優惠推動各種

外交政策目標等，在此皆功不可沒，但是當今協議所要求的，是締

約國之間對彼此法規體系的信賴。信任來自於知識與一再的互動。

這樣的狀態似乎總室發生在幾個經濟體所組成的小團體裡面，而在

WTO整體中比較少見。回到總是以一個單位運作，一個總是小心的

規範、監管任何脫離多邊主義秩序（雖然這從未存在過）的世界，

總是一個無望的要求。真正的挑戰在於管理優惠貿易協定。

優惠貿易協定下，法規改革的發展建議

9.  優惠貿易協定的關鍵在於，如何管理法規限制，進行資源的最佳利

用，提高生活水準，跨越國際間的障礙。目標是如何解除障礙，而

非「和諧（harmonization）」 無差別的消除差異，對於社群認同來講，

是不必要的挑戰。再者，對於「法規改革（regulatory reform）」的修

辭需要進一步的釐清，光說「好事就應該去追求（A good thing should 

be pursued.）」是不夠的。重點在於該如何管理這場改變，並且保證

潛在的利益，避免承受不必要的損失。所有的經濟體對於該改變的

課題議程都有它積極的想法，而最基本的考量是這些議程應該在了

解其區域與全球影響，而非孤立的狀況下被追求。

10.  雖然將法規議程（regulatory agenda）視為一個整體很有用，議程中

的各項目仍須分開來談。例如，「透明度（transparency）」就很被重

視。意思是，這些要求必須有相當的完成度並且發表出來，才能夠

為商業和個人決定提供清楚的指引。然而，從許多經濟體對於隱私

權立法的少許相似之處，以及對訴訟量的稍微體察，便能理解到就

算已經由律師經過透明的方式撰寫出詞句的定義，仍然不可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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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透明。再者，例如像消費者安全這種領域，對於汽車和食物

的適當要求，因產品而異。在美國允許個別企業建立適當的要求，

以符合第三方的適當利益（third-party interests）之外部監控標準，與

歐洲關於某些範圍內產業投入的外部規格說明（external specification）

可能會有相似之處，但仍然有許多地方因不同領域而異。法規議程

應該要在抽象與細節的持續互動中，不斷發展。

11.  很明顯地，法規議程無法由一小組官員藉由撰寫一套共識下的規

則而達成。個別經濟體的法規執行者必須培養信心，並且相信其他

經濟體中的對口，而且所有人必須摒棄過往保護國內利益的方式，

改為促進區域與全球的議程。需要的互動不僅是在抽象概念與細節

之間，也包括在共同目的下的系統建立與落實。

12.  這也立即為抽象的「能力建構」之重要性，提供些許實質內容，

同時建議為何這個過程需要是「共同學習」的過程，而不是讓各個

經濟體我行我素，雖然獨善其身可能是「最佳實踐」何以如此容

易達成的一致處方；目的則必須要是培養互信與信心，並且尊重

每個經濟體的獨特性。（這部份我們可以從一些範例中，看到 APEC

「法規謀合」 (Regulatory Coherence) 機制與雙邊經濟合作倡議的一些必

要條件。）

TPP 與 RCEP
13.  TPP與 RCEP可並存。同時參加 TPP與 RCEP的會員體，包括東協的

汶萊、馬來西亞、新加坡與越南，以及非東協成員的澳洲、日本與

紐西蘭，皆應確認 TPP與 RCEP兩者所納入的規則不相互違背。參

與 TPP的各國政府期望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涵蓋 APEC會員體的自

由貿易區。(雖然美國政府推廣自由貿易區，但自由貿易區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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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未被諸如部份美國國會議員以及對中國大陸採取 「圍堵政策」的

人們廣為接受。另外，各經濟體內的政黨也有與 FTAAP不相容的議

程。) RCEP 的指導原則與目標明顯的朝『RCEP做為一個整體，以及「其

他貿易夥伴」跟著完成 RCEP』的考量進行。「貿易集團」或是「回

到 1930年代」的說詞皆不恰當。然而，如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PECC) 這類由產、官、學三方所參與的組織，可以就討論中美兩

方最終是否得出不同協定的過程中，扮演支持討論的有用角色。

14.  TPP與 RCEP互相 103年 6月 16日，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產業全

球化推動方案 (政策白皮書 )」。支持的可能性極大。如果 TPP證明

對東協成員國而言，其吸引力超過目前參與的東協國家的範圍，其

他尚未參與 TPP的東協成員，將會因為自身的利益，因為認知到 TPP

朝 FTAAP演進的可能性，以及為了追求維持東協在區域事務中的中

心地位，而緊盯參與過程。要是證明 RCEP的進展比 TPP快速，美

國在與中國大陸相關的亞洲事務將可能調整立場。美國是否調整對

亞洲的立場至關重要，因為國會可以預期的，會在批准過程中加上

許多限制，而這些限制將成為 TPP進展的最大障礙。

15.  儘管印度參與亞洲整合的經驗並不具備深度與廣度，印度在雙邊

或是區域安排的進展更甚於在多邊事務上的表現。而 RCEP是個亞

洲過程，這兩個機制可能相當程度的反映了世界經濟治理機制可能

崛起的不同期盼：其中一個假設情境是，亞太地區將是全球事務的

重要一方，與歐盟、扣除掉 APEC會員體的拉丁美洲，以及最終的

非洲，分庭抗禮；在另一個假設情境中，領頭的國際社會參與者將

包括亞洲、北美、拉丁美洲、歐盟等。（TTIP的可能性，創造了一

套由美國居中，FTAAP與 TTIP分居兩邊的美好可能） 前述兩個假設

情境或許並沒有那麼重要，個別經濟體將維持一些自主性，同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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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為群體。但是在思考 FTAAP的兩條路徑時，這的確指出了一些

思考上值得注意的地方。

16.  儘管這些管理 TPP與 RCEP演進的人了解國際經濟轉變的深度無疑

各有差異，但國際經濟確實在他們每天處理的事情中逐漸轉變。TPP

包含一長串的章節與談判小組，而這些章節與談判小組包含了呈

現出國際製造網絡需要所認知到的各種議題──自然人的移動、

電子商務，以及其他。但是，據我們所了解的 TPP內容，與其重

新思考，大家接受的是修正過後的文本。RCEP的指導原則與目標

比較不明顯，目前指涉的事項包括貨品貿易、服務業、投資、競

爭、智慧財產權等等，並加上「其他」。但是，主張 TPP比 RCEP來

得周延的論述，也反映出東協一般而言，比任何有堅定基礎的組織，

顯得態度較為無所謂。

17.  當 RCEP聚焦在較低程度的整合時，沒有比 TPP含有的「高標準」

概念，來得更好的基礎了。TPP 被譽為「21 世紀」與「黃金標準」，

但事實並不是如此。隨著它的內容越來越明瞭，TPP越來越像一個

20世紀的貿易協定，缺乏令人耳目一新，激勵人心的聲明。尤其

令人失望的是，當 2013年 TPP締約國的貿易部長會議在 APEC經濟

領袖會議舉行的同時，明顯考慮了 TPP的單一關稅時間表的時候，

領袖宣言內並未提及此事，而且在嗣後美國政府與國會的後續互動

報告中，也沒有進一步的表示。

18.  另一方面，RCEP 被設定在東協經濟共同體的議程中，並且對於在

國際生產網絡所扮演的角色有較多了解。東協加一協定所涵蓋的範

圍一般而言並不劣於優惠貿易協定，對於商品貿易、跨境服務的前

景，以及貿易與投資的相互依賴也有所了解。促進技術勞工移動是

個明確的目標 (反之 TPP似乎在調整 APEC商務卡措施有所退縮，因

150



為美國並沒有加入 APEC商務卡機制。) RCEP可能會在促進連結創新

經濟體的前提下，觸及智慧財產權與各項標準，當作創新經濟連結

的必要項目，並特別追求縮減發展的落差。而 TPP最關心的項目則

似乎是推廣目前美國的專利與著作權持有者的利益。

19.  極為有趣的，是中國大陸經歷經濟改革，並將改革成果盡量在國

內延伸的途徑。自由貿易區的的理論支持不多，但是中國大陸相當

有效的在早年中國大陸的「門戶開放」政策中，利用深圳自由貿易

區。此一模式現今的提案與上海自由經濟區相關，尤其是金融整合

和可能在中國大陸投資的網絡企業，都會受到理論上的異議。很難

想像的是金融或網路機構可以在自貿區中順利採行與中國大陸其

他地區多麼不同的規則，但是對於自貿區的實行進度與效果，大家

都抱有極高的興趣，自貿區也可能替經濟整合開啟另一條道路。

20.  加入 TPP與 RCEP這類的複邊協定主要議題之一，是加入的條件。

入會需要所有既存會員的同意這項標準「俱樂部」規則，已經不再

成立。對任何接受現行規則開放會員資格的觀念，已經不再恰當。

標準規範只會對所有目前成員創造否決權，而且主要經濟體不會把

他們自己放在一個包括規避由政治力所鼓動的否決權的計畫之下。

PECC可在區域經濟整合中扮演的角色
21.  我們需要一套技術官僚過程的發展，來限制政治激進主義──中

央銀行在獨立運作與民主政治控制之間達成平衡的方式，提供了範

本；東協與東亞經濟研究院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 則針對東協經濟共同體中，各會員體已經執行的程度，提

供了「僅供內部參考」但卻獨立的評估。這兩者都指出了未來發

展的方向。此外，技術官僚過程可以由其他機制補其不足，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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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給新會員的調整途徑，必須要盡可能與經濟發展程度最類似

的既存會員體相似。就像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 的「開放性區域主義」大致上提供的概念，

自由貿易協定可能會使會員體有好處，但是不應該給非會員製造超

過現存程度的障礙。這樣的觀念提供創造了一個普遍的假設推定，

但是此一假設推定的實踐，還需要在細節上做出許多界定。這樣的

觀念提供由於其可提供給美國政府的特權，加上美國法律傳統上認

為美國法律不應從屬於國際過程與機制，所以很難被美國國會背

書，但是 RCEP可以在這個重要的領域，做為推動進程的先鋒，卻

是真實的前景。

對我國（中華台北）的建議

22.  可以理解的，中華台北方面的考量，則是她不能被排除在區域經

濟整合之外，儘管其產業在區域製造網絡中的地位，可能可以確

保她不被崛起中的協定所排除。成功的 RCEP將包含中國大陸，但

這不該成為中華台北加入 RCEP的阻礙，而且中華台北應可援引與

加入 WTO以及和紐西蘭、新加坡簽訂優惠貿易協定相同的政治條

件，但可能要完成兩岸服務業貿易協定，並持續尋求更廣泛的兩岸

協定。RCEP關於任何東協「貿易夥伴」的前景和東協中心論，可

能應該被詮釋為中華台北需要與東協達成如同與紐西蘭、新加坡

及任何 RCEP 締約國之間的協定。類似的，中華台北可以期待加入

FTAAP，並且在一旦中國大陸加入 TPP成為會員的前提下，加入擴

大後的 TPP。在中華台北所承受限制上的刺激是可以理解的，但這

是路徑依賴下的清楚後果；台北在 1949至 1972年間聲明自己代表

中國政府的記憶，多年來似乎看來難以消逝。西非的比亞法拉、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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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以及和平分手的捷克與斯洛伐克，也展現出來國際社會並

不傾向支持任何改變國際疆界現狀的努力，除非透過雙方協定解

決。

23.  為了這樣的功能，WTO 將會需要一個超越目前運作實踐的準則。

WTO需能在多邊主義裡可能的方式做出選擇，而不僅僅是保留多

邊主義。適當的準則是從類似 APEC成長議程之類的地方開始，因

為全球承諾應該推動「平衡、包容性、創新、永續、安全」的經

濟成長，而這也僅僅是發展案例法則的開端；這樣一組詞彙包含

了相當延宕的可能，但是既然這套想法已經由在 2010 APEC 日本年

被小心的協商過，那麼重起辯論就不太值得。這是個適當的起始

點。經濟理論總是知道區域經濟整合或自由貿易，總是被證明為

一條使用既有資源，盡力讓生活水準提高到最高的路；這點所有

有經濟常識的貿易談判者都知道。對於自由貿易的強烈熱情呼籲，

是它自身的答案。

TPP與 RCEP的領導模式及群眾支持問題
24.  有些顧問認為 TPP因擁有美國這個明確的領導者而佔有優勢。熟悉

蘇聯歷史的人都知道，集中領導是項高風險的策略，而且不總是會

成功。把 TPP的議程聚焦在美國所重視的項目，諸如智慧財產權規

則、紡織品與食品的原產地規則、補貼的使用，將貿易和移民問題

分離，或是其他當代經濟整合議程重視的項目，不必然是成功領導

必要的處方。領導理論普遍贊同分散領導，讓領導力根據在相關領

域知道最多，以及對於在該領域設計合適國際規範與過程有最多承

諾等兩個條件的參與者所共享。

25.  進一步來說，最近歐盟的經驗（類似的經驗也發生在 1993年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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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協定的執行）指出任何依賴白紙黑字的法律，以及外部單

位的監控與執行，所帶來的短處。需要的不是一份聲稱在法律上可

以執行，並經締約國簽署的協定，而是對於持續進程的承諾—所有

國際承諾更依賴可信度與持續參與的渴望，而不是法律執行。由東

協塑造並應用於 RCEP的過程，看來在領導上比由任何單邊主導的

機制，更加具有領導力。

26.  「東協中心論」是個模糊的概念，但是這可以反映出東協成員國全

體希望在任何有關東南亞的事務上取得主導地位，包含東南亞與全

球性機構或是更廣泛區域有所關聯的部分。讓東協取得主導地位也

適合東北亞，因為東北亞國家由於過去歷史以及文化因素，誰也不

願將領導地位讓給彼此，使得「東協中心」地位成為該區域架構可

以持久的特徵。東協成員國彼此間也有不同的利益：新加坡做為

一個城市國家，毫無選擇的變得靈活並且善於利用各種全球機會，

但印尼和泰國就比較自主，並且會選擇與他國之間維持何種關係。

無論如何，東協已經利用區域利益，開闢了一條自己的路。（以組

織間的貿易或投資程度評估東協是錯誤的；東協要的合作，是怎麼

以東協整體的姿態，使用其資源連結區域和全球夥伴。）

27.  如同在其他地方，由誰擔任領導位置，在東協內部是個話題，但

是東協各國的政府並未競逐東協中的領導位置，而是把它以管理上

改變的角度，當作是法規改革的部份過程。各個經濟體該如何確保

自己的政治體制與商業部門，能夠適於這個由國際生產網絡主導的

現代互賴區域經濟？這必然包括許多敏感議題，而似乎各經濟體的

討論也有所不同。領導人的角色，也根據政治體系，而散布於各國

的部長與相關官員。 (許多亞洲領導人在統合各部部長的時候，有

其個人角色，但是在像紐西蘭這樣的國家，其治理責任是由內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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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負責的主張所擔起。) 這是一系列應該由一個 PECC計畫，來推動

相關理解和知識的主題。(之所以選擇 PECC，而不是 ASEAN-ISIS，是

由於 PECC 的成員國範圍已超越東協。)

28.  同樣廣為傳播的，是一般人對於經濟整合支持程度的議題。的確，

我們可能會想我們是否需要領導，或是我們是否需要領導看重他們

的歷史定位甚於選舉人氣──而這就是藉由做一些局外人希望一

個領導者做的事，而把常見之隨著人氣上升而生的「展現領導力」

迷思放在一邊。聚集民氣最好的方式，是展現跨區域整體的平衡、

永續、包容性成長。但是這也需要有效的呼籲，而我要再一次強

調 PECC可以是有用的工具。兩場研討會都對日本安倍首相的「第

三支箭」有大致樂觀的評估，但是更進一步的關鍵問題是日本選民

是否在適當經濟成長的條件下，共享安倍首相的考量，或是自滿於

自己可以不必經過任何改變的痛苦，仍然舒服的存在著。在這方

面，日本並不是唯一的案例。

（作者為紐西蘭經濟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譯者為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畢業生，並為2013年我國APEC青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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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坎培拉：建立APEC
澳洲國立大學 Andrew Elek 教授作 

黃暖婷譯

適逢 APEC在北京慶祝創立 25週年，PECC謹將 2005年
出版之「PECC 25週年」紀念專輯中，由首任 APEC資深官員
會議主席 Andrew Elek 教授撰寫，回顧 APEC創建史之專章簡
要版重新刊出，以資紀念。

回到坎培拉：創立 APEC
1989年，太平洋貿易暨發展會議 (PAFTAD)與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

會 (PECC)確認亞太地區經濟體有許多合作機會，可增進渠共享之福祉。

這些機會中，至今仍然最為重要的，是在以規範為基礎的多邊

貿易體系下，壓倒性的利益。1980年代末期，此一奠基於關稅暨貿易

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的多邊貿易體系由於

缺乏領導、訴諸單邊貿易報復的情況日漸增加，以及 1986年開始的

烏拉圭回合談判陷入嚴重的停滯，面臨嚴重的壓力。

1980年代中期成立的東協部長會議，展現了已開發與開發中經濟

體部長階層代表常態性諮商的可行性與價值。

紐西蘭威靈頓大學教授 Gary Hawke提出舉辦「涵蓋全亞太地區的

部長會議」，尋找合作可能採行方式的想法。會議的參與和議程則經

由區域討論達成的共識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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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高度分歧且充滿歧視的貿易體系，使得

崛起中的經濟體──例如德國與日本──達到其成長潛能的極限。相

對而言，以 GATT為基礎的全球貿易體系，使得日本和其他西太平洋

經濟體得以有可能利用渠等崛起中的比較利益。

互惠互賴的關係，使得 PECC在 1980年代成立並快速茁壯，也

讓包含亞太地區各經濟體政府的認真提案愈來愈多。仔細的思考

使得 PECC成為可能，而此舉也展現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組織模式

──無論是歐盟還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and Development, OECD)──都不能單純直接套用在亞太地

區。

找出保護亞太地區在以規範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下，壓倒性

利益方式的需要，產生了好幾個倡議。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與前美

國國務卿 George Shultz 也倡議了一些可能的選擇。PECC透過其澳洲委

員會，於 1988年末建議區域諮商應該要提昇至區域層次。美國參議

員 Bill Bradley則呼籲成立跨太平洋聯盟，保衛多邊貿易體系。

成員包括幾個亞太國家在內的凱恩斯農業出口國集團 (The Cairns 

Group) 於 1986年成立，呼籲小經濟體可以採取實質集體行動，對多邊

貿易體系產生正面影響。更重要的是，東協持續展現在相當分歧的經

濟體中，有意義的合作是可能的。

PECC對貿易政策的投入，幫助開啟了西太平洋貿易部長一系列

的會議。自 1983年由澳洲霍克（Hawke）總理正式召開起，這些會議

協助鼓勵西太平洋經濟體，針對啟動 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進行定

義並追求共同利益。在這十年內，PECC諮商穩固了支持 GATT體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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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貿易談判的區域共識。這樣的支持也在 1988年 PECC第六屆大會

宣言中被正式表達。

除了塑造維護以 GATT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體系之強烈共識以

外，PECC也創造了「即便有比東協內部更大的歧異，仍然有空間進

行有效合作，並安置亞太地區所有國家利益」的信心。PECC也是開

拓政策導向經濟諮詢的先鋒，同時涵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台北即

為一例。

1987年 9月的東京 PECC大會中，時任澳洲 PECC主席的 Russell 

Madigan爵士提議召開一場討論太平洋合作的部長會議。

1988年初，澳洲外交經貿部開始思考霍克總理 1983年區域貿易

政策倡議的後續方式。基於對圍繞著 PECC建立敏感因素的充分認知，

澳洲官員以「慢慢趕路」的方式，謹慎的踏出每一步。

在日本，經濟產業省也在尋求部長會議的選項。如 Terada (1999: 

269ff) 所解釋的，Shigeo Muraoka於 1986年在經產省創立了貿易政策計畫

辦公室，負責在政府層次推動經濟合作，企圖將日本的利益與策略的

考量，注入全球經濟引力移往東亞，以及內向區域主義 (inward-looking 

regionalism) 在世界其他地方再起的討論中。

1988年 8月，日本經產省發表一份「朝向新亞太合作 (Towards a 

new Asia Pacific cooperation)」的報告，指出亞太地區需要新型態區域主義

的重要性，且新型態區域主義不應內向歧視，與歐洲和北美的模式相

反。日本經產省的報告也強調小心的開始「在資深官員與部長之間，

建立軟性溝通網絡」的重要性。

Muraoka也與澳洲貿易部長 Michael Duffy在失敗的烏拉圭回合蒙特

158



婁期中檢視後見面，雙方討論了區域經濟合作，並敦促澳洲應該發起

倡議。

後續在澳洲 PECC、外交經貿部與霍克總理辦公室間也有不少非

正式的溝通。Madigan 爵士與澳洲國立大學 Peter Drysdale教授曾與當時

的澳洲外長 Gareth Evans會面，提出 PECC可以在澳洲外交經貿部呈送

關於區域經濟合作選項的報告給澳洲政府時，協助關於太平洋合作的

部長級會談。

從首爾到坎培拉

根據 Terada(1999: 264–266) 書中的摘要， 澳洲霍克總理基於他自己

長期對澳洲參與太平洋事務利益的興趣，以及他的地位，能夠建立這

些基礎。

1989年 1月 30日，霍克總理與當時的南韓盧泰愚總統討論將亞

太經濟合作提昇至政府間層次的概念，而盧泰愚總統也有熱心的回

應。翌日，霍克總理創立了 APEC概念。

如同先前所述，霍克總理希望建立一套政府間分析與諮詢的過

程。這項工作期待能：

●  協助強化多邊貿易體系，並增進烏拉圭回合成功的遠景。 

●   提供機會衡量亞太地區增加的貿易與投資流之遠景與障礙，以

及

●  辨明可行的共同經濟利益範圍。

這場演講為大多數合作及參與方式的選項留下了空間。然而，霍

克總理強調他對更正式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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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不能被解讀為建議明文創立一個太平洋貿易
壁壘集團。

亞太地區一開始的反應正面而謹慎。在首爾演講之後，澳洲官

員在亞太地區展開一連串緊湊的諮商過程，以修正提案、目的與合作

過程的本質，使其能夠符合異常分歧的亞太地區之需要。澳洲外交經

貿部的主任秘書 Richard Woolcott 受命擔任霍克總理的特使，領導團隊

拜訪潛在的參與者，了解他們的想法並尋求他們同意在 1989年下半

年召開部長會議。

從印尼開始的東協經濟體，是第一批被詳細諮商的。與蘇哈托

總統、幾個部長和資深官員的討論，後來證明是無價的，其中與當時

的印尼 Alata外長的長談尤其重要。Alatas的觀點是霍克總理提案背後

的經濟分析非常穩固，但是在優化任何政府間合作的本質上，都有嚴

苛的速度限制。

在馬來西亞，印尼策略與國際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IS) 執行長 Noordin Soopie博士則把澳洲團隊介紹給

他時任主席的印尼 PECC委員會。在汶萊，Lim Jock Seng 博士則是澳洲

團的的主要對話對象。新加坡李光耀總理也熱心參與其事，他對議題

的簡要分析，似乎涵蓋了所有 Woolcott 特使的簡報，並且加上他自己

的見解。

在 Woolcott與東協的諮商結束時，達成了以下的穩固共識：任何

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必須向外開放，而不具防衛性。亞太地區的繁榮

依賴全世界，並不只是太平洋地區和貿易連結，所以 APEC不應該尋

求構成一個貿易區塊。

大家也同意亞太地區不僅分歧，而且區域經濟比重不斷持續快

160



速的改變也是一大特徵，尤其是當中國大陸完全融入全球經濟以後。

這些觀點之後也由其他當時的 APEC潛在參與者所測試，而這些

參與者也迅速的為之背書。各方共識也指出持續性的部長級會議必須

要在專業的分析工作背書下，才能成功，但當時卻沒有為此全新設立

一組行政人員的熱忱。那時的想法是，既然需要像 OECD這樣的分析，

為了可預見的將來，區域經濟合作必須在如 PECC這樣既存組織的工

作上，擘畫藍圖。

在日本，Woolcott見了 1980年參加過坎培拉研討會的大來佐武郎

（Saburo Okita）與佐藤誠三郎（Seizaburo Sato）。他們兩位很高興看到 APEC

這樣的提案產生，大來甚至說，「我們已經為此努力了 25年。」

日本會談之後，Woolcott團隊的其中一組人去了美國舊金山，在

當年度的 PECC大會上報告。他們稱許 APEC提案沿著 PECC先前努力

而成型，並且使得各國支持澳洲霍克總理的提案。當時的美國 PECC

主席 Richard Fairbanks 利用此一機會，引出老布希政府要人，前美國國

務卿 George Shultz的支持。

Woolcott團隊在 1989年 5月下旬拜訪香港和中國大陸。當時的香

港總督在確定 APEC提案並未鼓勵任何偏離 GATT非歧視性原則的措施

之後，祝福了 APEC，並希望 APEC可以找到方式，納入香港。在一場

漫長的會議中，當時的中共外長錢其琛表示中國大陸熱切的想參加任

何鼓勵與其最重要貿易夥伴進行建設性合作的論壇。

在拜訪中國大陸之後，Woolcott團隊到了加拿大和美國。當時

加拿大很想參加 APEC，而美國則正在進行前後任政府交接，所以無

法給予正式的回應。當時美國的主要對口是老布希政府國務卿 James 

Baker的特別顧問 Robert Zoellick，後來美國在澳洲霍克總理於 1989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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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訪美時，正式確定支持 APEC。若用 Woolcott 團隊簡報最重要的一句

話來敘述這段過程，就是「James Baker 國務卿表示，一套涵蓋環太

平洋，增進經濟合作的新機制想法，『是到了瓜熟蒂落的時候』。」

東協正式加入 APEC的聯合背書，則是在 1986年 6月初東協部長

會議後諮商發表。東協部長們表示希望相關部長會議可以在東協部長

會議後諮商的架構下進行，但也同意可以在針對是否要與如何持續政

府間合作的選項開放的前提下，受邀參加 1989年 11月在澳洲坎培拉

舉行的探討會議。

之後，澳洲霍克總理正式寫信給東協 6國、加拿大、韓國、日本、

紐西蘭與美國的領袖，請他們派遣部長級代表參加坎培拉會議，討論

潛在的政府間合作目標與本質。部長級代表則由各國政府自行決定指

派，以部份避免各國內部各部會 間的爭議（尤其是日本），以及避免

限制討論的範圍。

Jusuf Wanandi歸因於東協較能接受「漸進式社會化」(gradual process 

of socialisation) 的方式，並藉此進行更廣泛的合作，處理持續緊密的互

賴，以及亞太地區勞動力分佈的改變。在 1989年 8月《遠東經濟評

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的一篇文章中，Wanandi列出了一些東

協可能準備好加入正在發展中的合作機制的條件，而這些原則後來成

為坎培拉會議主席摘要的一部分。第一場 APEC資深官員會議於 1989

年 9月中在澳洲雪梨舉行，而這也是「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這個名詞第一次被使用。

APEC首次資深官員會議為期一天半，資深官員們進行了相當友

善且具有建設性的討論。東協毫無困難的確保由 Woolcott團隊諮商，

並由 Wanandi摘要出的共識，得以維繫並受尊重。後來日本外務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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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次保證可以建立一個政府間論壇。Terada注意到日本外務省在紀

錄這次資深官員會議的報告中，同意「這場會議最令人矚目的特質，

是東協的積極途徑。」泰國 Pracha Guna-Kasem博士尤其貢獻良多，因為

1989年泰國是東協經濟部長會議的主席，所以他是當時東協資深官員

們非正式的領袖。APEC首次資深官員會議同意 APEC將建立在東協與 

PECC的基礎之上，而東協秘書處、PECC與南太平洋論壇應是 APEC會

議的觀察員。

韓國的 Lee See Young大使那時表示，韓國願意承辦 1991年的 APEC

部長會議，受到當時所有資深官員的歡迎，也默許了 APEC進程的開

始。會中並起草了一份包含 5個要點的議程，並加上一份簡要說明，

做為「議程筆記 （Notes on the Agenda）」。

APEC一部曲：1989年 11月 5-7日
第一次 APEC部長級會議在澳洲國會大廈以晚宴方式舉行，由當

時的澳洲外長 Gareth Evans擔任會議主席，霍克總理並親臨致詞。所

有 PECC常務委員會成員均受邀參加，但由於通知時間離開會時間不

遠，並非所有受邀人士都來得及出席。

1989年 11月 6-7日的大會，確定了各方發起合作進程的意願，氣

氛也相當友好誠摯。可能在國際外交上前所未見的，這場部長會議的

簡要聲明確實是在會議中起草，而非事先協商準備好的稿件。在這份

APEC第一次部長會議聲明中，部長認可東協的重要貢獻，以及其在 APEC

發展中的對話關係。

資深官員們被問到針對未來會議的可能主題與參與，以及其他

與未來部長級合作相關的議題進行工作，並確定 1990年和 1991年在

新加坡與韓國再次舉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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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當時主席的摘要聲明，會議討論範圍相當廣泛。澳洲代表

團準備了一份摘要聲明草稿，並將這份草稿送給其他代表團，希望能

獲得一些潛在回應，但後續並未與其他代表團釐清。實際上 APEC第

一次部長級會議討論的範圍遠超過預期，而澳洲 Evans外長在其他部

長去看墨爾本盃球賽的時候，幾乎重寫了整份摘要聲明，之後他宣讀

了草稿並宣佈會議閉幕。這份摘要聲明經各方無異議通過，並同意馬

上派發給等候已久的媒體。聲明的部份要點如下：

「與會各方同意，亞太經濟體不僅應該支持烏拉圭回合成功達致

結論，也在促進世界貿易自由化上有長期利益。⋯藉由共同合作，亞

太地區可以為一系列重要的國際經濟論壇，注入積極的觀點，不僅是

GATT，也包括 OECD和專門組織（例如國際電信聯盟）。各方認知到，

如果我們能持續近來彼此間降低貿易障礙的努力，而不相互歧視，亞

太區域經濟體應該有更好的安排，來展現其領導力。」

聲明也涵蓋了人力資源發展、基礎建設、自然資源與能源等方

面的合作機會討論。而在這份第一次 APEC部長級聲明的第 16段中，

揭示了以下的 APEC原則共識：

●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的宗旨，是

維持亞太地區的成長與發展，也在這樣的合作中，對世界經濟

的成長與發展做出貢獻。

●   合作必須認可亞太地區內部的分歧，包含不同的社會與經濟體

系，以及目前的經濟發展程度在內。

●   合作應該納入對開放性對話和共識的承諾，並同等尊重所有與

會者的觀點。

●   合作應基於亞太地區經濟體非正式諮商性的意見交換。

●   合作應聚焦於經濟領域，而經濟領域是增進共同利益與達成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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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的場域。

●   與亞太地區經濟體的利益一致，合作應該被導向到強化開放性

多邊貿易體系，而不應該介入貿易壁壘的塑造。

●   合作應該聚焦於強化區域與世界經濟互賴之所得，包含鼓勵貨

品、服務、資本與科技的流動。 

●   合作應該滿全並導向，而非偏離亞太地區既有的組織，包括如

東協這樣的政府間組織，以及如PECC般較不正式的諮商性主體。 

●   亞太經濟體的參與，應該在強化區域內經濟連結的方向上被衡

量，並且可能在參與者共識的基礎上，在未來繼續擴張。

這些共識的精髓，在 1990年東協古晉經濟部長會議上被重申，

也建立了東協同意參與 APEC的基礎。而坎培拉與古晉原則也提供了

1991年首爾 APEC部長會議聲明的基礎。

APEC發展的第一階段，有鑑於 APEC是個亞太地區重要經濟體高

層代表的非正式諮商性論壇，各方同意可以也應該盡速納入中國大

陸、香港與中華台北，並同意資深官員應該持續聚會，為後續會議做

準備，並思考支持合作的可能架構與模式。

另鑑於東協在 APEC進程中的貢獻與預期中的核心角色，各方同

意若 APEC持續發展，每兩年應在任一東協國家，舉辦年度 APEC會

議。PECC的貢獻也受到許多部長的肯定，並納入主席摘要報告中。

在第一次 APEC會議舉行後不久，PECC也舉行了第七次大會，而當時

的主席 Talboys在大會中朗讀了澳洲 Evans外長的信，明確認可若沒有

先前 PECC 的十年努力，APEC是無法成立的。

（原文出處：http://www.pecc.org/blog/entry/back-to-canberra-founding-
apec，譯者為 CTPECC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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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屆東協高峰會的發展
許峻賓

2014年東協主辦國為緬甸。緬甸的東協高峰會主辦權在前幾年曾

受到不少的質疑與壓力，尤其是來自於西方國家；但由於緬甸政府力

行民主化以及人權與政治改革，終稍撫平外界反對的聲浪，再加上這

兩年推行的經濟開放政策，讓緬甸經濟發展有明顯進步，因此終能在

今年順利接任主辦國。

第 24屆東協高峰會於 2014年 5月 8-11日在緬甸首都奈比多（Nay 

Pyi Taw）舉行，本屆會議主題為：「團結共同邁向和平與繁榮的共同

體（Moving Forward in Unity to a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Community）」會中通

過「奈比多宣言」。一如往常，奈比多宣言依循東協共同體願景的三

大支柱：政治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與社會文化共同體，闡述東協

整合的進展與未來工作。其中，本屆會議最受關注的議題包括：南海

問題、東協經濟共同體進程，以及印尼所倡議的涵蓋印度─太平洋區

域的「友誼與合作條約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南海爭議發展

在本屆高峰會召開前，越南與中國大陸便因為南海鑽探油氣平

台的設置而發生衝突，這件衝突至今尚未解決，前陣子甚至引發越南

的反中情緒，甚至損及台商在越南的工廠。

中國大陸與越南的南海爭議，從國際海洋法的角度來說，各自

都有充分的理由與法律依據。在此情況下，海洋法的規範是盼事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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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採取「和平解決爭端」的途徑來解決爭議，但中、越兩國卻未適時

採取適當行為而終究引發衝突。

在本屆東協高峰會期間，越南試圖在會議中提議東協各國共同

行動以反擊中國大陸。而有多位東協領袖在會中發言，盼中、越兩國

能夠遵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以及「南海各方行為準則」 的原則來

處理衝突事件。最終，在奈比多宣言中並未依照越南的要求，由東協

發出譴責聲明，而只是請中、越雙方依據各相關規範理性處理，以維

持區域和平。

筆者有以下三點觀察：1. 東協多數國家仍堅持不選邊站的原則，

以維護本身最大利益；2. 緬甸以主席身分請中越雙方自行和平解決，

其實也符合中國大陸處理南海爭議的外交原則：以雙邊方式協商解

決，而不願意透過多邊或者國際組織的仲裁來解決爭議。3. 由於中國

大陸自始即支持緬甸主辦東協高峰會，由此亦可看出中緬間的關係仍

非常緊密。

東協經濟共同體的進展

依據東協整體的規劃，原預計在 2015年底完成「東協經濟共同

體」的所有準備工作，並於 2016年 1月 1日即宣布東協經濟共同體

正式成立。但早於 2014年年初開始，便有許多新聞與研究文件表示，

東協經濟共同體恐難依照時程成立。在本屆東協高峰會中，雖然宣

言也提到持續依照 2009-2015年東協共同體路徑圖（Roadmap for an ASEAN 

Community）、東協整合倡議 （Initiative for ASEAN Integration, IAI）、2001年縮

小發展落差之更緊密東協整合河內宣言（Ha Noi Declaration for Narrowing 

the Development Gap for Closer ASEAN Integration）、2004年柬、寮、緬、越整

合與促進經濟合作之永珍宣言（Vientiane Declaration on Enhancing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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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Cambodia, Lao PDR, Myanmar and Vietnam），以

及 2010年東協連結旗艦計畫（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等文件，

積極推動經濟共同體的各項工作，但由於擔心部分國家無法達成目

標，因此，有幾個領導國家便表示，東協經濟共同體的達成必須有各

國的「政治意志」（political will）來共同努力。

然而，依據研究顯示，由於東協各國的經濟產業發展差異不大，

所以許多產業是相互競爭的狀態，而且東協整體對外出口過於集中在

某些國家，造成東協經濟整合上的困難度增加。例如馬來西亞與泰國

的汽車與相關零組件產業便是處於相互競爭的產業，而這兩個產業對

此二國而言，都是重要產業之一。

從東協建立以來，東協區域內部的相互貿易往來便未見提升，

1995-2012年間平均未達 25%，相較之下，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內

部貿易達 67.3%，歐盟為 48.7%，整合度較高。東協內部貿易無法提升

的原因，與其各國產業間並非互補性有極大之關係。 
11

因此，東協若

要加速整合，必須在產業發展上建立彼此間的差異性，藉以提高產品

的連結與互補，加速經濟產業整合。

印度─太平洋區域友誼與合作條約

此一倡議是由印尼提出。印尼是東協的創始會員國之一，而且

始終堅持東協整合優先，因此較少與區域外國家洽簽 FTA。

印尼外長 Marty Natalegawa在 2013年 5月訪美時，便提出了「印度

—太平洋」的概念。印尼認為，在日本、澳洲、印度連結起來的印度

洋與太平洋區域中，印尼位居三角戰略地位的核心，此一區域刻正面

11　 Eduardo Climaco Tadem, 2014, “ASEAN’s elusive integration.” Inquirer Opinion, May 4th, 2014. http://
opinion.inquirer.net/74164/aseans-elusive-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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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三項大挑戰：信任負債（trust deficit）、領土爭議，以及戰略改變的課題。

印尼身為東協區域的領導國之一，以位居印度─太平洋區域核心的戰

略角色，且基於「東協優先」的思維，認為此區域內的國家應該建立

起一個合作交往的規範（norm），而此一規範可以東協的規範為依據，

包括：信心建構、爭端和平解決與安全，推動一個「動態均衡（dynamic 

equilibrium）」的無優勢權力的區域架構，由區域內各國共同承擔區域

的安全與穩定發展。 
12

在東協於經濟合作層面積極推動「區域廣泛的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外，印尼於戰略合作上，推動「印度—太平洋友誼與合

作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in Indo-Pacific）」在本屆東協高

峰會中獲得通過，或將成為日後該區域探討的焦點。

（作者為CTPECC副研究員）

 

  

12　 Marty M. Natalegawa, 2013, “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 on Indo-Pacific.” Keynote address at the Conference on 
Indonesia, Washington D.C., 16 Ma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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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整合之各國發展

搖擺的貿易政策：印尼對自由化

與TPP的態度
Yose Rizal Damuri 作

黃暖婷譯

當印尼官員被問及 TPP以及印尼是否加入的問題時，他們通常回

答：印尼正在注意 TPP過程，以及談判可能的結果，但是此刻 
13

沒有

興趣加入 TPP。此種態度的主要理由 
14

，係基於印尼能實踐 TPP承諾的

能力，以及印尼加入 TPP的可能利益並不確定。

相較於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印尼在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上並不是

非常積極。舉例來說，當泰國已與 8個貿易夥伴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

定，並在近期內將完成第 9個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 印尼目前只有 2

個雙邊協定，而且只有 1個生效。許多提案中的貿易夥伴雙邊會談停

滯中，其中有一些，例如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已顯示多年來的

進展相當有限。大部分印尼的自由貿易協定，屬於東協倡議的一環，

例如近來東協與 6個東亞區域貿易夥伴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

在這樣的脈絡下，由此可見印尼對於 TPP愛恨交織的情緒，來自

於近來對開放與整合的普遍態度。歷史上，印尼並不總是偏好貿易自

13　http://www.bloomberg.com/video/indonesian-trade-minister-on-apec-tpp-s82qdFiPTUi3ko0KuiYTMw.html
14　 http://www.wall-street.com/2013/01/31/indonesia-not-keen-on-joining-trans-pacific-partnership-due-to-trad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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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而比較傾向單邊或雙邊倡議。

透過從 1980年代開始的單邊努力，印尼已經維持了一套相對開

放的貿易體制，但是印尼朝向自由化方向的態度，卻因本身的經濟狀

況，而在不同期間有相當大的變化。

近來對於自由化與開放的負面感受，看來相當普遍，而許多限

制進口的措施也被引進 
15

，大多數是關於農產品和食品，但也有部份

具體管制影響製造業成品。關於增加附加價值與促進工業化決心的妄

想，使得干預性政策再度被引入，包括投資限制與出口未加工的大宗

物資。

在印尼政策制定者與政府官員間，有種普遍的看法是此刻印尼

最需要的，是增加競爭力，而非開放經濟或拓展市場進入途徑。根據

這條論述途徑，印尼應該在試圖維持一套更開放的貿易典則與簽訂自

由貿易協定之前，先處理其自身的 挑戰與問題，例如基礎建設不足

且成本太高。否則印尼將無法進行國際競爭，並在其貿易夥伴眼中單

純成為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市場。 
16

這樣的論述係在「印尼的國內市場

大到足夠支撐其國內製造業，而且國內製造業者有足夠的保護與協助

措施，幫助渠等擴張」的前提下運作。

現有的自由貿易協定，也被認為無法成功的兌現承諾。例如東協

與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協定就被譴責只是增進印尼的進口，同時服務中

國對於原物料及能源的龐大需求。同時東協與日本的自由貿易協定，

也因為印尼產品無法符合日本產業與消費者的標準需求，而無法打開

市場通路。

15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06/18/indonesia-s-new-protectionist-trade-policies-a-blast-from-the-past/
16　http://www.thejakartaglobe.com/news/indonesia-must-undertake-major-changes-and-take-risks-gita-wirjawan-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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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怪乎印尼對於自由貿易協定興趣缺缺，包括 TPP在內。TPP

做為一個全面且高水準的自由貿易協定，涵蓋許多不在印尼利益範圍

內的議題。參加自由貿易協定被認為對經濟體來說所費不貲，並且可

能進一步降低競爭力。尤有甚者，鑑於目前只有越南這個通常被認

為是印尼主要競爭者的國家加入 TPP，繼續不加入 TPP談判所可能造

成的出口降低為協看來有限。如果中國大陸、泰國或菲律賓加入 TPP，

潛在的貿易轉移效應可能會變得嚴重，但以目前的 TPP會員大多為高

所得或中高所得國家來說，該等國家的加入顯得不太可能。

然而，如果把視野放遠，印尼必須改變自己認為自己並未準備

好成為更開放經濟體的態度。增進競爭力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概念，事

實上並不互斥，而是相輔相成。一個更加開放的經濟體，尤其是源於

互惠貿易協定，將會拓展本地製造商 的市場基礎和機會。儘管印尼

有著 2400萬人的潛在市場規模，其總體消費者購買力卻不像大多數

的已開發市場那麼大。一個向外看的貿易體制將能夠幫助印尼更積極

的參與全球與區域製造網絡，然而印尼目前的參與卻非常低。
17

 

自由貿易協定也將增進印尼做為接受投資國的吸引力。藉由允

許投資人更有效的聚集資本與中間財，低邊境門檻會降低製造成本。

更好的互惠市場進入途徑也意味著同一批投資人可以更容易的在夥

伴的市場中銷售商品，而不是只為了國內消費。即便最近外來直接投

資 (FDI) 有所增長，在 FDI少於 GDP的 3%的前提下，印尼需要吸引更

多外資。

最後，自由貿易協定可以增進透明度並改善印尼經濟政策方向

的可預測性，這對於吸引更多 FDI，是個必要的條件。隨著許多的措

17　http://graduateinstitute.ch/files/live/sites/iheid/files/sites/ctei/shared/CTEI/working_papers/CTEI-2012-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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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聚焦邊境內問題，如 TPP 這種高品質自由貿易協定支持印尼為使經

濟發展更進一步，所需的法規改革。加入這種高品質自由貿易協定的

談判，將使印尼能夠從最佳實踐中，學習如何有效管理其自身的經濟

環境。

增進競爭力通常與競爭密切相關。競爭給予製造商壓力，使其

工作更有效率、更創新並減少尋租活動。引入競爭最有效的方式，是

藉由開放經濟，進口財貨與勞務。舉例來說，印尼的服務業供應商，

例如那些物流與交通部門的廠商，如果必須面對外來競爭者，將會提

供更高品質、更有效率的服務。藉由確保經濟活動獲得更好的支持，

此舉將引發正面的下游效應。

自由貿易協定不應以重商主義的情緒被看待。以重商主義的觀

點看待自由貿易協定，結論會是「除非自由貿易協定增進出口，否則

就不算成功」。自由化的好處以許多方式呈現，從增加外來投資到改

革機會與增進競爭力，遑論消費者的福祉與益處。印尼可能在近期

內的未來對加入 TPP不感興趣，但是這個決定不能源於對更開放的政

策與貿易協定的恐慌。印尼必須更積極的追求 RCEP，並且致力使 RCEP

成為高品質的自由貿易協定，這將維持東協的核心重要性，幫助東協

拿回區域經濟整合的領導地位。

（作者為印尼策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經濟部門首席專家，全文並曾登載於
《East Asia Forum Quarterly》。譯者為 CTPECC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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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經濟態勢以及其對REI
的立場

邱達生

身為 2014年 APEC會議主辦國，中國大陸在 2月的 APEC貿易暨投

資委員會（CTI）會議期間提出「APEC強化區域經濟整合架構」 （APEC 

Framework of Strengthe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四項目標如下：

一、 提升 APEC RTAs/FTAs的透明度── APEC應該扮演協調區域內 RTAs/

FTAs的資訊分享；

二、 強化能力建構以追求 FTAAP目標──諸如協助提升 RTAs/FTAs談判

技巧與減少境內障礙；

三、 規劃實現 FTAAP的工作計畫──建立 FTAAP路徑圖，確認未來實現 

FTAAP 的步驟以及相關原則；以及

四、 展開 FTAAP可行性研究──分析 FTAAP的經濟影響並檢視 FTAAP

可能的涵蓋面與內容。為未來的相關談判能夠順利鋪路，實現 FTAAP

的目標時程有必要進一步確定 並訂定，例如 2025年。

此外中國大陸提議成立 CTI區域經濟整合主席之友來協調強化 REI

工作，該提議獲 APEC會員體廣泛支持， 中國大陸及美國後續將共同

擔任主席之友主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及紐西蘭表示反對 APEC

設定 FTAAP達成時程為 2025年，理由是為了避免模糊了 2020年的茂物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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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藉由檢視 APEC主辦國─中國大陸的總體經濟態勢，以瞭

解中國大陸在 REI議題上的動機以及背後的意涵。

1997-1998年東亞金融風暴以及 2001年網路經濟泡沫危機之後，中

國大陸經濟在 2003年首次達到 10%，兩位數的高額成長。隨後在 2003-

2007年期間，出口成長與固定投資扮演拉抬中國經濟成長的兩個重要

引擎。2007年第二季美國發生次級房貸金融風暴，而後演變為 2008-

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危機期間，歐美市場需求萎縮，導致中國大陸

的出口出現 1993年以來首次的負成長（-3.8%），然而中國大陸為了持

續 9%以上的經濟成長，以「供過於求」式的固定投資成長（22.8%）

來彌補出口的衰退。

2009年中國大陸的高額固定投資成長中，其在 2008年祭出高達 4

兆人民幣的刺激政策至為關鍵，因為固定投資包括民間與政府部門的

投資。在全球經濟危機期間，巨幅財政擴張雖然讓中國大陸在世界經

濟舞台一枝獨秀，但後續效應則是信貸浮濫、呆帳暴增、產能過剩、

資產泡沫、通貨膨脹等問題陸續浮現。諸如中國大陸出現地方政府

大量貸款、主導公共投資後無力償還的地方債問題，衍生至 2013年

爆發地方銀行隔拆利率大幅上揚的錢荒事件，而錢荒問題已經延續至 

2014年第二季，至今尚未解決。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2013年提出經濟改革路線，巴克萊資

本證券稱之為「李克強經濟學」（Likonomics），渠提出解決中國經濟問

題三大支柱：不刺激、去槓桿、調結構，目的乃在根本解決過度投資

的問題。然而李克強又在 2014年 3月設定中國大陸今年經濟成長率目

標為 7.5%。李克強經濟學強調的不刺激、去槓桿、調結構三大支柱意

味必須壓低固定投資佔 GDP的比重；中國大陸十二五計畫則重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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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內需，以減輕中國經濟成長對外需的倚賴。比較兩者，可以了解

中國大陸的剩餘選項是設法提升民間消費佔 GDP的比重。

然而橫跨中國大陸兩個五年計畫（十一五：2006-2010以及

十二五：2011-2015）的經濟結構數據顯示：十二五計畫截至目前為止

並無法有效的拉抬民間消費，2013年中國大陸民間消費佔 GDP比重為 

36.8%，幾乎沒有顯著成長，甚至些微地低於 2006年 37.08%的民間消

費佔 GDP比重。

李克強設定中國大陸 2014年經濟成長率目標為 7.5%，即表示將盡

全力避免經濟發生硬著陸的可能，雖然國際市場普遍認為中國大陸即

將出現成長趨緩。然而在民間消費欲振乏力、固定 投資有計畫的壓

低兩大前提限制下，欲達成長目標，因此推動 REI來提振外需市場仍

然是可以著力的選項。

除了以上分析之外，人民幣匯率貶值可視為近期中國大陸再一

次關注外需表現的證據。 2014 年以來人民幣兌換美元匯率下滑趨勢

顯著。中國人民銀行於 2014年 3月中旬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每日的波

動幅度從 1%擴大至 2%，爾後人民幣一度跌至 1美元兌換 6.23元左右，

為 13個月來的最低值。美國財政部雖然表示歡迎人民幣擴大匯率變

動區間，但也質疑人民銀行拋售人民幣、買進美元的干預措施是企圖

誘導人民幣貶值。為此，美國財政部已經在 4月 7日對中國大陸提出

警告。

其實一般習慣以兌美元匯率作為幣值升貶基準，但是中國大陸並

不是只跟美國有貿易往來，因此對照多國的實質有效匯率指數是一個

衡量匯率波動比較客觀的指標。根據實質有效匯率指數走勢，近期人

民幣的先升後貶以及美元因資金回流的走強態勢有相當清楚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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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李克強成長目標的宣布與中國人民銀行的匯率介入時間點，

筆者研判中國大陸政府在受到美國警告前的匯率措施是以貶值來拉

抬出口動能，以於內需迫於主客觀條件限制下，順利達成 7.5%的成

長目標。而除了匯率手段之外，加速推動 REI也有利於促進貿易活動，

因此中國大陸希望藉由擔任 2014年 APEC主辦 國來提升貿易的動機可

能性遂相當顯著。

2014年中國大陸擔任 APEC主辦會員體，並因為自身經濟成長的

主客觀條件限制以及因應成長目標的需要，而希望全力推動 REI並積

極制訂 FTAAP的具體時程。主辦國有清楚的動機，因此初步來看 2014

年 APEC會議對亞太 REI進程的正面意義頗大。探討亞太 REI的進展，

可以從障礙面著手，而關稅水準是一個客觀的指標。

首先回顧 2010年，當時總共有 13個 APEC經濟體參與第一階段茂

物目標檢視，除了美國、加拿大、日本、澳洲、紐西蘭係以工業化經

濟體的角色接受檢視，另外還有南韓、秘魯、墨西哥、智利、新加坡、

馬來西亞、香港以及我國是以開發中經濟體接受檢視。APEC茂物目

標的理想願景是「自由開放的貿易與投資」，雖然 2010年的資深官員

會議（SOM）檢視報告引用了國際組織的數據與資料，並對工業化經

濟體與自願接受檢視的發展中經濟進行質化的進展成果分析，結論也

認為仍有進步空間，但是茂物目標並沒有設定一套具體的成果達成量

化指標；惟渠所強調的經貿自由與開放跟 FTAAP 精神具有較高的相關

性。這也極可能是為何中國大陸在 CTI會議期間提出「APEC強化區域

經濟整合架構」提案中的第三要點──「規劃實現 FTAAP的工作計畫」

提及 FTAAP如何補強茂物目標達成的背後原因。

如果逕以 WTO關稅資料來檢視，接受第一階段茂物目標檢視經

區域政經總覽

177

亞太區域整合之各國發展

中國大陸經濟態勢以及其對 REI的立場



濟體的平均關稅目前為 4.8%，農產品平均關稅為 11.8%，而非農產品

的平均關稅為 3.7%。其中南韓的平均關稅高達 13.3%，此外南韓、馬

來西亞、墨西哥、加拿大與我國的農產品關稅皆在兩位數以上，顯示

即便經過第一階段茂物目標檢視的經濟體，仍有很顯著的關稅障礙。

APEC經濟體即將迎接 2020年茂物目標的 最後期限，目前所有 APEC

成員的平均關稅為 7.0%，農產品平均關稅為 13.5%，而非農產品的平

均關稅為 6.2%，顯然與美國、紐西蘭等工業化國家的關稅水準與開放

程度有一段明顯的差距，這恐怕是美國及紐西蘭表示反對 APEC設定

FTAAP達成時程以免模糊了 2020年茂物目標的原因之一。

綜合以上，如果希望補強茂物目標的模糊地帶，將 FTAAP目標與

內容具體化應該也是一個可行的選項。主席之友的推動在提升 REI進

展方面屬較正面的發展，惟協調美、中兩強分歧意見，進一步釐清、

規劃 FTAAP的時程將有更大的實質意義。

（作者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長暨台經院景

氣預測中心副主任）

 

  

178



將中國大陸帶進TPP
Bernard K. Gordon 作

黃暖婷譯

2014年二月底，本打算總結 TPP的新加坡回合談判仍未獲致結論，

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其所謂「聖域」農產品上完全不願意讓步，

同時華府也在數個產品部門上，堅持維持進口限額。然而，在 TPP新

加坡回合結束幾天後，美國副總統拜登強烈重申他自己與歐巴馬總統

總結 TPP談判的承諾，而談判代表們希望能在五月重新召開新一輪的

談判。

TPP談判的中斷，使得「中國大陸與 TPP關係」這個存在已久，

而且未來也不會消失的議題，出現了處理的機會。北京長期抱怨華盛

頓反對其加入，而現在正是使這樣的抱怨中立化的時刻，理由有三：

一、中國大陸領導人對於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的定位想法有所改變；

二、美國明確表示 TPP大門會對北京開放；三、將中國大陸納入 TPP，

對美國與亞太區域整體都會有好處。

首先要處理的，是中國大陸對自己已然被 TPP排除在外的抱怨。

這樣的抱怨源自於在北京的觀點中，TPP是歐巴馬亞洲政策經濟面的

樞紐，而美中雙方都認為 TPP是美國「圍堵」中國大陸政策的一部分。

雙方的認知都不是真的，而且 TPP本身是由新加坡、紐西蘭、智利在

2002至 2003年間所發起，與中國大陸無關。 這三個小規模開放經濟

體的目標是「更緊密的經濟夥伴關係」。

後來 TPP開始延伸至其他國家，從汶萊開始，到秘魯、澳洲與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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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經涵蓋了 12個國家。美國在 2008年小布希總統任期的末期宣

布加入，原因是當時的貿易談判代表 Susan Schwab慮及美國對太平洋

地區的影響力下滑，認為 TPP 是能確保美國對太平洋地區出口的方式，

因此議題的核心是貿易，而不是中國大陸。之後繼任的歐巴馬總統在

2009年年初正式宣佈美國加入 TPP談判。

以上解釋了為什麼儘管美國的亞洲「樞紐」政策 2年後才發表，

中國大陸卻開始抱怨起自己被 TPP排拒在外。然而，有些智庫和亞洲

專家，尤其是有些優秀的澳洲學者的觀點被帶著走，持續堅持 TPP 是

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策略的一部分。這樣的觀點，始於他們認為美

國在太平洋地區的目標是維持「首要地位（primacy），但 這也不是事實。

真相是美國的長期目標已然是反對任何單一國家主導亞太地區，而這

條原則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紀初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此一政策並延續

至今。

然而，相信美國在亞洲追求首要地位的說法卻在中國大陸生根，

而訪問者也發現中國大陸專家精準的引用那些西方觀點，來支持他們

的看法。因此，中國大陸相信 TPP是反中的，導致中國大陸對 TPP態

度冷淡，而中國大陸所支持的 RCEP（區域廣泛經濟夥伴協定）這個

亞洲貿易集團，也獨獨排除了美國。

中國大陸不會馬上退出 RCEP，但更重要的是它已經開始邁向 TPP

的大轉變。日本加入 TPP可能對覺醒有所貢獻，但是無論如何，去年

五月當中國大陸商務部宣佈「將對 TPP進行審慎研究」，已經釋出了

風向球；之後 2013年六月習近平主席在與歐巴馬的「陽光莊園」歐

習會時，也再次提起了這個議題。然而，在 2013年十一月中共第 18

屆三中全會上，這個大轉變明顯可見。中共領導人呼籲進行基礎改革，

180



以使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接軌，並且強力宣告「市場會變得具有決定

性」。習主席也藉由繼續任用改革派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展

現他對 TPP態度轉變的嚴肅宣示，即便周小川已屆強制退休年齡。周

本人以他對開放中國大陸經濟的強烈承諾，著稱於美國官員群之中，

而習主席的行動，也確保了想法相似的有力改革者，會繼續掌舵中國

人民銀行。

中國大陸對 TPP態度的轉向，有三個特點： (1) 中國大陸不再對 TPP

不屑一顧，反而在探求怎麼樣加入最好；(2) 中國大陸領導人認可 TPP

會設定全球經濟下一步發展的規則，並且相信北京無法負擔被此進程

排拒於外的代價；(3) 如同在美國，中國大陸官員已對 WTO失去耐性。

當最近一輪 WTO談判於去年十二月結束，進展卻仍有限，中國大陸

商務部部長概略性的暗示「我們也對其他談判保持開放態度。」中國

WTO研究中心的一位貿易專家說得更白：回應鄧小平有名的「黑貓白

貓」說，他表示「只要有用，我們會嘗試任何我們能試的事情，無論

是多邊、雙邊，還是 WTO。」

最近中國大陸的輿論界對於加入 TPP甚至更急。2014年一月，一

位非常有名的北京大學經濟學家報告「愈來愈多的政策建議者現在促

請政府盡早表示加入 TPP談判的意願。」而且彷彿要把這點說得更明

確似的，前世界銀行副總裁林毅夫在 2014年二月底 TPP新加坡談判無

法達成結論的幾天前發表談話，公開呼籲北京加入 TPP談判，並表示

美國應該歡迎這個想法。

近來美國的發展也朝向這個方向，此可見諸於中美雙邊投資協

定的進展。2013年七月，在中國大陸同意納入數個先前未納入的投資

部門之後，未幾談判速度加快。2014年初中美雙方談判進入第十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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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也 敦促談判能在今年年底獲致結論。

另一個徵兆來自美國對美中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愈來愈感興趣，而

這也不是個如同表面上看來那麼激進的想法。當日本參與 TPP談判之

後，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報告表示實際上這項作為的影響，是意味著

美日自由貿易協定。同樣的邏輯也可以套用在中國大陸。的確，美中

自由貿易協定的想法，在幾十年前就由幾個有第一手中國經驗的美方

重要人士提出，其中最知名的是前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AIG）主席 Maurice Greenberg。2012年年初他投書 
18

表示美中雙方

應該展開 FTA談判；2013年五月中美交流基金會（the 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常務委員會也有相似的提議。此一基金會常務委

員會的成員包含許多美方知名人士，而且他們之所以知名，並不是因

為不切實際的期待。

更貼切的，是白宮方面表示出接受的態度。緊接著 2013年中共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美國歐巴馬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 Susan Rice在

11月 20日於「美國在亞洲的未來（America’s Future in Asia）」這篇深具

重要性的演講中，回應 TPP議題。根據總統的許可，Rice顧問無疑仔

細地處理亞太地區經濟、政治與安全等各個層面，而她對 TPP的談話

值得一再重複：

我們對亞太地區最終的經濟目標就是使 TPP談判獲致結論⋯我們

歡迎任何願意實踐 TPP高標準的國家加入 TPP談判並共享其益處，當

然也包括中國大陸在內。

再沒有任何訊息比這更清楚，第一是因為其權威性的釋出 TPP企

圖「包含」中國大陸的概念；第二是因為其精確的認知到，如果北京

18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97020347100457714312157763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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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改革朝更與全球經濟整合的方向邁進，中國大陸的改革計畫就

與美國 TPP的目標緊密相連。

中國大陸成為 TPP一員，將是很大的進展。如同十幾年前加入 WTO

一般，TPP會員資格將幫助中國大陸邁向成為更開放的經濟體，而這

個理由超越了中國大陸內部改革者敦促早日加入 TPP的所有理由。去

年，當世界銀行總裁 Robert Zoellick 觀察到隨著日本加入 TPP，TPP成員

GDP的總計達到接近全球 GDP 40%的程度，遂做出「日本加入 TPP是

件大事」的結論。中國大陸若加入 TPP是更大的事，至於影響程度如

何，尤其是對美國而言，很快將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即將推出的中美經濟夥伴關係研究報告，做出建議。根據彼

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報告的評估，中美經濟夥伴關係將使美國的出口

成長 13%，尤其是對美國的服務、農業與先進製造部門有幫助。十年

內美國的年增收亦將達到 1700億美金，幾乎是 GDP的 1%。

TPP的意義當然超越貿易。除了市場進入途徑和關稅之外，協定

中超過 24個章節處理國營企業、政府採購議題、中小企業、勞工與

環境、智慧財產權⋯等議題。如此寬廣的議題範圍，展現出兩個故事：

第一，關於 TPP所需知道最重要的是，是 TPP將在未來數年內，設定

全球經濟主要部門的規範。對於在後冷戰時代扮演設定全球貿易規則

主要角色的美國來說，沒有任何事比未來的規則制定角色更加重要。

其次是如果美國希望中國大陸加入 TPP，眼前將有大障礙。有些

障礙是因為中國大陸（最直接讓人能想到的，是國營企業）可能以超

過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尋找逐步跨越的途徑。美國貿易談判代表

署辦公室認為 TPP應該「一步到位」，但是實際上則比較可能採用逐

步到位的途徑，例如日本的某些農業部門，而無疑一些其他國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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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極力保護的產業部門。更正面的來說，美中雙邊投資協定可能談

出的成就，建議某些 TPP的期待可以更快達成。總體來說，難以不做

出的結論是：因為中國大陸和美國是世界上的頭兩大經濟體，而且雙

方都在太平洋區域涉入甚深，TPP若無法同時包括美中雙方，將代表

著機會的重大損失。

（本文原載於美國National Interest雜誌： http://nationalinterest.org/
commentary/bringchina-tpp-10227，作者為美國新罕布夏大學政治學系

榮譽教授，譯者為 CTPECC 助理研究員）

相關參考連結： 

[1] http://www.addthis.com/bookmark.php?v=250&us ername=nationalinterest

[2] http://nationalinterest.org/profile/bernard-k-gordon 

[3]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97 0203471004577143121577631562 

[4] https://www.flickr.com/photos/ollil/3999131900/sizes/o/ 

[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topic/economics 

[6] http://nationalinterest.org/topic/economics/trade 

[7] http://nationalinterest.org/region/asia/northeast-asi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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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莫迪經濟學與FTA政策
余慕薌

全球最大民主國家印度的全國大選，於 2014年 5月 16日揭曉，

由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所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贏得下議院 (聯邦議會 ) 逾二分之一以上的席次，亦

即印度人民黨成為 30年來首度超越國大黨在下議院中取得多數議席

的政黨，而人民黨總理候選人 莫迪（Narendra Modi）則成為 2014年印

度新總理，並組織新的聯邦政府。今後如何藉由「莫迪經濟模式」重

振印度經濟，預期是未來幾年國際間持續關切的焦點。

莫迪經濟學的未來

莫迪以其貧民出身在古吉拉特省 (Gujirat State) 擔任省長 11年期間，

其政績表現讓眾多失去盼望的印度百姓對印度未來前景充滿信心，希

望未來亦可將「莫迪經濟模式」複製到全國各地。莫迪實施的經濟政

策，締造出高經濟成長的環境，形成所謂的「莫迪經濟模式」：包括

有效率地開放外資、提升國營企業民營化比率、以私人企業投資帶動

建設，並減少以往一貫由中央主導經濟的形式。古吉拉特省在莫迪政

府領導期間，個人平均所得不但成長逾兩倍，經濟規模更增長 50%，

當地多達兩億的人民之識字率和受教育率均有所提升。

印度大多數商界領袖也是莫迪的擁護者。重大投資案包括有：

2008年 Ratan Tata在西孟加拉省建廠生產 Nano小型汽車的計畫，因為

與地方政界發生糾紛而泡湯，Tata因此找到莫迪，希望轉到古吉拉特

省建汽車廠。在莫迪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即如 Ratan Tata所願；我國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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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印度公司」也選在古吉拉特省的 Dahej設立 CSCI電磁鋼廠，作為開

拓印度、西亞和歐洲的灘頭堡，主要也是拜所謂的「莫迪經濟學」所助。

經濟榮景仰賴國際與國內因素

至於印度未來在莫迪總理的領導下，是否可以走出近年

來經濟成長始終無法突破 5%的臨界點？甚至於達到如印度財

長 PalaniappanChidambaram所言：「對於擁有廣大貧窮人口的印度而言，

必要之經濟成長率為 8%。」國際經濟復甦的腳步以及印度更加開放的

外資政策與內需消費，同時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腳色。

在國際經濟環境方面，目前國際油價和印度盧比都趨於穩定、美

國聯邦準備理事會 (Fed)的貨幣寬鬆政策亦將面臨尾聲，這對於印度

的通貨膨脹和經常帳問題至關重要，更重要的是：全球需求正微幅

復甦。特別是印度重要出口市場之一的歐洲和美國經濟也逐步好轉，

因此，印度自今年年初以來，對外出口持續復甦，單就 4月份的出口

成長率而言增幅達 4.3%，而匯豐銀行的印度採購經理人指數也顯示：

企業界正獲得更多的出口訂單，意謂著未來會有更多的製造業出口。

這對於印度整體經濟而言，是個正面的好消息，因為，根據 J.P.Morgan

的估計，出口每增加 10%，經濟成長率會因此增加 2.25個百分點。

然而，印度實質的經濟復甦仍需要更多的國內投資與消費才有

可能，畢竟後兩項占印度 GDP的組成比重相當高。2013年印度經濟成

長觸及 10年新低，道路和工廠投資貧乏，是被指責的兩個重要項目。

根據 the Center for Monitoring Indian Economy資料中心統計資料，2014 年第

一季印度企業界宣佈新的投資較去年同期下挫 35%，顯示前述兩個重

要項目似乎尚未出現重大轉機，值得警愓。

2014年第一季的印度 GDP尚未公佈，不過，幾個重要數字卻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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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失望。例如，第一季水泥生產僅微幅揚升 1.2%，過去 16個月間

其中有 15個月的汽車銷售也是萎縮，印度野心勃勃宣稱要成為下一

個全球矚目的汽車市場，似乎在短期內難以實現。

國內官僚體系亦賴莫迪努力克服

對於莫迪上台後，若要真如其願達成其競爭其間的各種承諾，重

振印度經濟，另一必須克服的阻力還是國內錯綜複雜的官僚體系。

為了推動新的法案，總理固然需要國會下議院的大力支持，由

本次大選結果顯示，由於莫迪的人民黨與同盟已取得下院過半數的

席次，爭取支持不是難事；但是，人民黨在 250個席次 的上議院中卻

只有 61席，少於國大黨的 72席，莫迪希望積極推動的稅法和外資法，

仍有可能在上議院中受阻。

除了政黨利害關係，還有一個改革重大障 礙：官僚制度。印度

不管推行好或不好的政策，都有官僚干涉。同時，印度的官僚體系盤

根錯節、在野的反對黨勢力依舊不可漠視，如何圓融地減少反對勢力

的權力掌控或是將其融入執政團 隊陣容，仍是莫迪必須面臨的重要

課題。

因為，部份國際政治觀察家指出：莫迪雖然是個擁有敏銳智慧

的溝通家，但其幽默常是以挖苦方式來打擊競選對手 (國大黨總理候

選人 )， 例如形容後者是個頹廢落魄的王子，不免讓人覺得莫迪像是

個仙人掌般的政客，這也正是莫迪未 來必須亟思改進之處。

對外 FTA政策面臨之挑戰
印度在對外政策方面，由於 60年來印度的外交政策都是一貫的，

即使是政黨輪替，在對外關係的大方向方面並不會有太大的差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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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若就對外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FTA)而言，除維持目前的多邊主義

外，在中國大陸和美國等重要經 濟體不斷壯大且差異益增的情況下，

印度必須得更積極地追求雙邊主義以推動出口，但亦無法忽視以中國

大陸為首的區域整合，才有可能帶動印度經濟進一步的成長。

嘗試更多雙邊主義、也無法漠視區域經濟整合之腳
步

為何要如此呢？觀察以印度為首等重要新興國家，長久以來在

世界貿易組織 (WTO)中常因為保護本身農業或是產業發展利益，而與

美國等先進國家倡導的開放自由貿易意見相左，如今已促使美國試圖

繞過 WTO，逕行兩項跨區域的貿易協定：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 (TPP) 

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 (TTIP)，兩項協議總計占全球 GDP的

30%與全球進口量的 3分之 1，一旦達成必然影響甚鉅，畢竟印度約

有 30%的出口是輸往美國和歐洲。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 (ADB) 2012 年的統計數字顯示：印度經由優惠

性雙邊 FTA進行的貿易僅占整體貿易額的 5~25%，主要是因此種貿易

必須恪遵嚴格又複雜的原產地規則 (Rules of Origin)，徒然增加交易成本，

也因此實際採取此一形式的交易比例不高。然而，多邊主義的貿易自

由化進展速度相當緩慢，畢竟要 159 個 WTO成員們達成協議，非常不

容易。

此外，WTO成員也常為了扶植國內各個產業的發展和保護國內

市場，不得不展開對外特定的優惠性或自由貿易協定 (FTA)相關談判，

甚至於與先進國家站在相互抗衡的立場協議。以印度為例，部份已簽

署的 FTA(印度與東協貨物貿易 FTA、印度與韓國 FTA) 並未替當地企業

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對本土企業相當不利；而在 WTO架構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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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簽署的資訊科技協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ITA)， 移除

終商品的進口稅，但零組件卻未包括在內，結果不利於印度當地扶植

電子和電腦硬體產業，當地製造業亦受到來自中國大陸低價出口產品

的壓制；這也促使在美國大力推動 ITA 2階段，印度至今仍堅決反對

之故。

印度經濟學家並認為，印度與日、韓、東南亞國家國協 (ASEAN) 

間的協定，對於印度出口的實質幫助也相當有限，尤其是印度與日、

韓和東協三方的貿易逆差，已自 2010會計年度 (截至 4月底 ) 的 160

億美元增加至 2013會計年度的 680 億美元，增幅逾 4倍；主要是因協

定內容主要是針對貨品貿易，而非印度具有優勢的服務產業。

另一方面，儘管印度對大陸仍存有很大的疑慮，但因印度和巴

基斯坦之間的恩怨已使得南亞區域合作聯盟 (SAARC) 等談判阻礙重重；

因此，還是得採取東望政策以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的談

判。由此看來，印度欲積極推動雙邊路線來帶動出口的同時，亦無法

漠視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腳步。畢竟，印度目前現有的各項雙邊貿易

協定，內容還待深入，涵蓋範圍也待擴展，這些有待多邊的 FTA以補強。

易言之，印度未來會採取的模式應是思考如何融合雙邊和多邊

主義，其競爭優勢在於服務，對於資金需求也日益升高，因此印度需

要的是全面性的貿易協定，包括貨物、服務，投資等。此外，美國正

希望藉由 TPP來改寫全球貿易規則，印度必須加強監管體系以免緩不

濟急，同時 還得兼顧智財權保護、勞動和環保條件等，以維護全球

長期性的商業利益。

而在印度的「東望政策」下，台灣如何建構與印度更密切的商業、

貿易甚至於產業發展等關係，值得深思。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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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整合之我國對策

台灣走向全世界的困與解

周子欽

過去一年，全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有兩個重大的事件，對

台灣別具意義。首先，亞太地區進度最快的複邊區域整合倡議—「跨

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原先預定於 2013年 APEC領袖會議期間，達

成階段性的談判成果，但實際上不得不進入延長談判。而由於美國參

院民主黨主要成員反對授予行政部門「貿易促進授權」（TPA），一般

預料在 2014年底之前，TPP都不可能端出成績單。其次，延宕多年的

WTO杜哈回合談判，在 2013年十二月的第九次部長級會議 (MC9)中，

通過標誌性的峇里套案 (Bali Package)。這兩個事件，對於亟需加入全球

與區域經濟整合浪潮的台灣，帶來喜憂參半的訊息，值得國人思考台

灣走向全世界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必要的對策。

回望近年來亞太區域整合的發展，由於 WTO杜哈回合的長期停

滯，加上全球金融危機與歐債問題所帶來的歐、美經濟引擎「熄火」

問題，亞太各國無不急於另闢蹊徑，為各自的經濟發展重新尋找動

力。於是各色雙邊或複邊的自由貿易協定（FTAs/RTAs）乃應運而生，

蔚為大潮。當前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

協議」(TPP)，以及由東協擔任協調者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CEP)。亞太經合會 (APEC)也將這些協定，納為實現「亞太自由貿易

區」(FTAAP)遠景的路徑，藉以吸納它們所引發的關注。由於 FTAs/RTAs

將在成員與非成員之間形成差別待遇，加上各個 FTAs/RTAs之間的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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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強權間的戰略考量，遂使得不得其門而入的台灣，陷入遭邊緣化

的焦慮當中。

以 TPP和 RCEP兩者相比，前者進度較快、雄心萬丈，廣泛涵蓋

各項關稅與非關稅領域的新、舊貿易相關議題，誓言打造二十一世紀

新的貿易規則。而由於美國在背後提供強大領導與推進力，一般認

為 TPP的影響力將超越亞太地區，成為未來全球貿易體制的鵠的。然

而，在 2013年 APEC峇里島峰會期間，TPP談判各國領袖只發表了含糊

的聲明，宣示繼續談判以獲致結論的決心。各國部長們的聯合聲明，

措辭與一年前的內容多所重複。這顯示過去一年，談判的實質進展有

限。當前 TPP談判各主要章節的情況，如下表 1所示：

表 1  TPP 的 21 個談判領域進展狀況

◎為2013年年底能達成共識、○為已接近實質上的共識
△為朝獲得共識進行中、X為尚無法達成共識

談判領域 主要內容 進展狀況

商品市場准入 降低工業產品及農產品之關稅 X

原產地規定 建立降低關稅的產品之基準 △

貿易便捷化 簡化貿易相關手續 ◎

衛 生 植 物 檢 疫

(SPS)
制訂食品安全之規定 ◎

貿易之技術性障

礙(TBT)
制訂去除產品規格障礙之規定 ◎

貿易救濟措施 進口突然增加的情況之緊急措施 ○

政府採購 制訂外資參與公共建設之規定 △

智慧財產權 延長著作權或新藥品的保護期間 X

區域政經總覽

191台灣走向全世界的困與解

亞太區域整合之我國對策



競爭政策 修正國營企業的優惠待遇措施 X

跨境服務業 制訂跨境服務之規定 △

商務人士的移動 簡化海外出差的入關及停留之手續 △

金融服務業 銀行、保險等金融自由化 △

通訊服務業 通訊基礎建設的開放 ◎

電子交易 制訂網路上的消費者保護基準 ○

投資 投資人與國家之間糾紛的解決手續 ○

環境保護 禁止為促進貿易而放寬環境保護基準 X

勞動 禁止為促進貿易而放寬勞動基準 ○

制度相關事項

(法律相關事項) 設置TPP協定使用的協調委員會 ○

爭議的解決 建立解決協定解釋爭議的機制 ○

技術或人才的合

作
支援國內制度無法達到協定要求的會員國 ◎

跨領域事項 跨多個領域的規定之調整 ○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新聞，2013/11/26。

針對 TPP，馬總統早已宣示「盡快加入」的立場，並透過與美國

間的 TIFA平台進行溝通。而近幾個月來，我國相繼完成與紐西蘭、

新加坡的 ECA簽署，基於紐、新兩國同為 TPP成員國，加上兩者加疊

可能引發的示範效應，我們可以期待這些努力對於將來台灣參與 TPP

所能帶來的助力。如今 TPP進度不如預期，顯示談判的阻力大，但斷

不至於無法成局。我國相對而言獲得更多時間進行準備工作。因此，

此一進度延宕並非全然是一項負面消息。

至於多邊貿易體制的部分，WTO於 2013年 12月在峇里島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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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部長級會議 (MC9)，經過多方折衝妥協之下，終於通過峇里套案 

(Bali Package)。峇里套案包括了貿易便捷化、農業議題，以及低度發展

國家關切的發展議程等，係 WTO成立以來首次通過的協議。在長時

間的延宕之後，峇里套案的通過，稍稍恢復了人們對 WTO所代表的

多邊貿易體系自由化的信心。對台灣來說，WTO的任何進展，都意味

著全球主義的貿易自由化進程依然有其動力，台灣作為 WTO的成員

之一，自然得以享受其協議所帶來的效果，而免於被排除在自由化與

經濟整合的浪潮中。

但我們不能由於 WTO此項成果，而對其前景過於樂觀。實際上，

本次通過的峇里套案，只是 WTO杜哈回合的一小部分，距離全球貿

易全面自由化的理想，依然前路迢迢。例如：峇里套案當中的農業補

貼問題，實際上只獲致了暫時性的妥協，未來勢需在適當時機再啟談

判，已弭平美國與印度等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歧異。更不用提攸關台灣

利益的資訊科技協定擴大案（ITA2），在 MC9 之前便已失去動力。服

務業貿易的部分，我國目前參與一項 WTO架構下的複邊國際服務貿

易協議（TISA）之談判。該協議目前只有二十餘國參與，且面臨印度、

中國等新興市場大國的質疑與挑戰（蔡靜怡，2013）。

綜合上述，在 WTO 多邊貿易體系談判前景充滿變數的情況下，

考量到我國在地緣空間上的位置，以及亞太地區勃發中的經濟動能，

我們仍然需要思考如何融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倡議當中。TPP進度

延後，為我們獲取稍多一點的準備時間，而台紐、台新之間的 ECA

簽署，也為台灣開啟了機會之窗。然而，若說台灣自此在加入區域

整合大潮的道路上，將一路順暢，則顯然過於樂觀。不論就內、外部

情況而論，台灣在加入區域整合的路途上，都還有重大的課題，等待

進一步的嚴肅思考並戮力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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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外部環境而言，台灣必須正視兩大課題：1. 持續推進與中國大

陸間的經貿關係。2. 發展對重點國家的實質經貿關係。

台灣拓展對外關係，中國大陸因素向來是關鍵，參與區域整合

一事自不例外。就 TPP與 RCEP兩大區域整合倡議而言，我國都有重

大的經濟與戰略利益，蘊於其中。以下圖 1顯示，根據台經院國家戰

略中心「FTA與區域整合」小組的量化估計，我國若加入 TPP與 RCEP，

分別都能獲得可觀的經濟利益，反之，若是被摒除在外，則將受到

相當的衝擊。而 RCEP不論是就台灣加入的效益，或者遭摒除所帶來

的衝擊，都會比 TPP來得大。易言之，純從經濟角度而言，RCEP對

台灣比 TPP重要。然而考慮到 RCEP與 TPP背後所隱含的戰略角力，TPP

不能不受到我國重視。因此，面對此兩大倡議間的競合，台灣需要的

是一種戰略平衡。

圖 1  TPP 與 RCEP 對台灣總體經濟的影響

 

資料來源：許博翔，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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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入 TPP而言，馬總統已於去年發下「八年內加入 TPP」的豪語，

並積極透過 TIFA等機制，爭取美國支持台灣加入談判。雖然美國對

於 TPP談判，擁有較其餘各方強大的影響力，但是新成員的加入仍須

以既有成員的一致認可為條件。而在 TPP成員國當中，不乏與中國大

陸關係密切者。一旦中國大陸立意動員其盟友阻撓台灣加入 TPP，則

我國的「入門票」恐不易輕易到手。至於 RCEP，中國大陸已有學者

提及：在兩岸經貿關係持續拓展之下，可循擴大「東協—中國 FTA」

的模式，使台灣融入東協的經濟整合進程，繼而將台灣納入 RCEP談判。

台灣也有論者建議：藉由當前持續進展中的中、日、韓三國 FTA談判，

台灣或可尋得加入 RCEP的捷徑。當然，這必須以中、日間的政治緊張，

不危及雙方處理雙邊關係時「政經分離」的原則為前提。不論何種路

徑，中國大陸的態度依然是關鍵變數。台灣如何持續改善兩岸間的經

貿關係，特別是推進 ECFA的後續談判與落實，係無法迴避的課題。

另外，台灣需要思考如何加深與這些複邊協定談判成員間的實

質經貿關係。雖然當前面臨出口萎縮，以台灣的幅員而於 2012年位

列全球第 17大出口貿易國 ,我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關係，不可謂不

深廣。然而當前由於美、歐經濟前景不明，新興市場（尤其是亞洲）

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上升，意味著生產力重心的位移與全球產業分工

的洗牌。不論先進國家或新興市場，產業鏈與分工關係都正隨著資本

跨國移動而進入關鍵性的調整期。我國面對此一情勢，自應考慮拓展

產業的全球佈局，將台灣的資本與技術優勢，滲透到此一全球性的產

業洗牌過程中，同時著力於國內的產業升級，結合再次進口替代與創

造技術流入的政策誘因，藉以尋找自身在全球經濟中的新位置。將此

一考量置於融入區域整合潮流的脈絡中，則需要形塑更積極的對外

投資戰略，藉此加深我國與個別 TPP或 RCEP談判國之間的經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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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爭取渠等對我國未來加入談判的支持。以我國對東協的投資為例，

不僅集中於少數國家，且投資總量與鄰近的韓國等相去甚遠，顯示我

國仍有相當的努力空間。

至於在台灣內部，尚須在研究調查、內部溝通、政策工具與財

政準備等方面，加強改善。從兩岸服貿協議的爭議當中，我們應該深

刻地認識到：我國在談判前的研究調查與內部溝通方面，嚴重地投資

不足。自貿協定談判廣泛涉及籌碼交換，故需「知己知彼」，對自身

與對手的產業優劣勢、市場現況與趨勢，都必須於談判前有深刻的掌

握，方能穩操勝券。這就需要在研究調查上進行足夠的投資。其次，

談判前充分的內部溝通，不僅可以作為調查研究的有利補充，同時也

是凝聚共識、一致對外所不可或缺。我國在兩岸服貿談判前研究不足、

溝通無效，致事後無法獲得國會與民眾的支持，實其來有自。

最後，為了積極掌握融入區域整合大潮所帶來的利益，並對受

衝擊的產業部門或個人提供補償或協助，國家需善用其產業升級政策

與重分配工具，以擴大戰果或減緩衝擊。至少在短期間，這意味著財

政負擔的增加。再以兩岸服貿談判為例，政府宣稱到民國 108年為止，

編列了 982億台幣經費，將用於受衝擊產業的輔導、調整與救濟。然

迄今相關實施辦法闕如，致國人對其未來執行成果，無法評估，遑論

建立信心。而隨著台灣洽簽 FTA的行動趨於積極，相關政策需求與財

政負擔勢必加重。我國明年的中央財政預算已有捉襟見肘的窘境，未

來如何在財政永續與參與區域整合之間，善謀平衡，是考驗國家能力

的大課題。

面對全球經濟權力與動力版圖的重整，多邊貿易體制的不確定

因素仍高，以及風起雲湧的區域整合倡議，身為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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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必須正面迎向挑戰。改造自身經濟體質，善謀區域戰略平衡，台

灣才能走向區域、走向世界。區域整合倡議若對台灣有益，前提端視

我國政府有多大決心推動經濟結構調整措施，以及民間部分如何利用

區域整合所帶來的廣大商機，與競爭對手爭勝。公、私部門同心為台

灣參與區域整合，做好準備，則台灣將迎來前所未有的經濟榮景。

（本文轉載自《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37卷第1期（2014年1月出
版），作者為中華台北APEC研究中心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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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其對外貿易：優勢與劣勢

Kharla Caniupán 作
黃暖婷譯

筆者在 2014年 7月協同各國記者團訪問台灣，對台灣經濟發展

情勢有進一步的了解。

台灣在 2013年對外貿易金額達 5兆 7千億美金，成長率 1.1% 並非

偶然；她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地位、經濟活力與市場開放，使其在 2014

年的經濟自由指數中達到第 17位。到 2013年底為止，台灣的出口總

金額達 3040億美金，進口額則達 2700億美金。

然而，這樣的特質也顯示出劣勢。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

民國委員會邱達生秘書長即指出，「台灣經貿的對外開放，也是最大

的弱點。長期聚焦在外貿，出口甚多的結果，使得台灣一旦遇到全球

性的危機，將比其他鄰近國家更為脆弱。」

台灣長期推動產業科技發展的結果，使得資通訊產品出口，占

台灣出口相當大的比例。單單服務業部門就貢獻了 2/3的 GDP，同時

製造業占台灣 GDP的比率則略小於 30%。

為了持續促進經濟成長，並回應國內外各種情勢與難題，台灣

發展了「Power-up」計畫，以推動創新產業、拓展新興出口市場，以

及增進投資誘因，並具體落實於自由貿易區與八大策略產業，尋求永

續發展。

在這樣的脈絡下，智利不僅是台灣的第八大出口貿易夥伴，也

因同時具有 APEC與 OECD會員資格，而對於台灣來說，是國際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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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一員。所以邱秘書長特別強調，「台灣政府相當重視與智利的經

濟與商業關係。」

然而，兩國之間卻沒有任何的商業協定，也因此，出名的跨太

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便能增進台智雙方的經濟關係。

TPP 的一部分
TPP始於 2005年，智利、汶萊、紐西蘭與新加坡之間的跨太平洋

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亦稱 P4）。P4 條文經修訂並生效之後，如今 TPP

有超過 12個國家──並以美國為首──談判能夠納入其他參與者的

新協定，包括台灣在內。

邱秘書長解釋，台灣加入 TPP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得到美國的支

持：「自從美國加入之後，TPP談判的步調與進展已經有所改變。華

盛頓的想法約束著亞太地區的商業活動及其規範，因此美國希望能運

用 TPP作為媒介，處理跨太平洋經貿往來不平衡的問題。因此，所有

亞太地區與美國有不平衡經貿往來問題的國家，包括中國大陸、日本、

韓國與台灣在內，都會被納入 TPP的談判進程中。」

邱秘書長並表示，對於台灣來說，TPP有著能夠與美國和日本連

結，擴大自由貿易協定覆蓋範圍的正面效應，也同時能幫助台灣增

進與其他 TPP談判國的經貿關係。

然而，邱秘書長也警告 TPP進程也有其負面影響，例如台灣加

入 TPP，可能會使得與中國大陸談判 ECFA，兩岸尋求雙邊關係改善的

進程陷入危險之中。「如果台灣在中國大陸之前加入 TPP，可能會影

響兩岸交流的管道⋯因此，若台灣在加入 TPP之前，無法取得中國大

陸方面妥善的理解，將會使兩岸關係陷入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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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台灣與 TPP締約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例如紐西蘭和新加坡，

就是在中國大陸給了綠燈之後簽訂的，而台灣與智利之間目前並未達

到這一步。然而同時，台灣也在尋找增進海外投資利益的方法。

台灣可以供給什麼？

雖然台灣與智利的雙邊貿易未見增長—2013年，根據台灣的統計

數字，台灣出口智利下跌 11%，進口下跌 12%—但台灣政府仍正在努

力尋求吸引外來投資。

在這些台灣政府吸引外資的措施中，其中一項是自 2010年起，

公司營利所得稅由 20%下降至 17%，在亞洲國家中相對較低，一如香

港。為了鼓勵研發，台灣政府也施行相關稅務減免，一家公司申報

的成本可抵扣 15-30%的所得稅， 但以 30% 為上限。

此外，移除人流、物流、資金、資訊與知識流動障礙，使市場

更加開放的自由貿易區也在建立中。這項計畫聚焦於高成長潛力的產

業活動，尤其是服務業與高附加價值產業，例如物流、金 融、附加

價值農業、國際醫療衛生照護等；相較於其他產業，上述產業經自由

貿易區進行的進出口，可享零關稅的待遇。

科學園區的建立也是同樣的道理。目前台灣共有 3個科學園區，

分佈於北、中、南，每年吸引 130億美金的外來投資，其中又以新竹

科學園區最為重要，其所創造的每人年產值，是台灣其他製造業的

2.5倍。

（原文為西班牙文，出自智利《金融日報（Diario Financiero）》：
https:// www.df.cl/noticias/tendencias/negocios-ymundo/taiwan-y-el-

comercio-exterior-sufortaleza-y-debilidad/2014-08-21/223214. html，譯者
為 CTPECC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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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外經貿協議戰略與戰術之

再評估

台經社論

歷經多年的努力，我國於 2002年成為 WTO的正式會員，希冀透

過國際經貿的多邊架構在各個主要市場與其他競爭對手享有公平的

競爭條件。然而，攸關農業及服務業進一步開放，以及智慧財產權與

爭端解決等議題的杜哈回合談判因各國立場不一而陷入中止，為能掌

握經貿自由化之效益，各國轉而透過簽訂跨國 FTA及區域經濟整合協

定。在此風潮下，不僅我國的主要競爭對手韓國已與美國及歐盟完成

FTA的洽簽，東協加六演化成為 RCEP，美國亦透過 TPP加速整合其亞

太盟友。在這過程中台灣似乎是被遺忘的一方，因而多年來持續在產

官學研間瀰漫著我國遭受邊緣化的憂慮氛圍，少數簽成的 FTA，如台

星 ASTEP、台紐 ANZTEC，以及兩岸 ECFA 成為備受各界期待的經貿自由

化成就。

由於台灣與星紐之間的 FTA僅初步生效，尚難以完整評估其成效，

各界之焦點遂以已實現早收清單達三年，並即將完成服貿與貨貿協

議的兩岸 ECFA為重心。依 ECFA早收清單中開放給台灣的項目，在 HS 

code的十位碼分類下約有 1,125項。由台經院近期的研究可看出，實

際存在貿易的項目在 2009年有 781項、2013 年有 843項。同時期同清

單項目中，台灣在 2009年對外出口有 860項、2013年有 979項。因此

就關稅調降的貿易創造效果而言，雖然同時期這些項目對其他國家

的貿易條件並未得到進一步開放，其新增貿易項目仍大於對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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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之新增 項目。另一方面，就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金額成長而言，

這些新增項目的成長占清單內項目成長僅 1%，於 2013年約有新台幣

六億元。由此可看出，對外洽簽經貿協議固然存在效益，但關稅調降

所促成的效益有其限度。雙邊產業的競爭力、價值鏈、法制規範等，

亦應作為對外洽簽 FTA時同步考量的因素。

簡而言之，推動經貿自由化以產生貿易與投資之創造效果與轉

向效果，乃是對外洽簽 FTA的戰略目標，為使其實現則應有更進一步

的戰術布局，在此一層次應同步考量跨產業的競合關係及雙邊的法

制規範，這些因素將會影響到國貿理 論上的「核心邊陲效應」及「母

國市場效應」是否發揮作用。當雙邊不存在關稅時，具有規模報酬生

產技術的廠商會移往貿易成本較低、市場較大的區位進行生產，以使

其可以在收益不變之下極小化生產成本，延伸而影響至何一國家才是

經 貿自由化的受益方。

舉例而言，服務貿易之中的印刷業，台灣已發展至具有名畫藝

品的全真複製與雲端平台的數位輸出技術能力，但其所需的高端用紙

產地多數位於中國大陸。在法規上，台灣享有出版自由，中國大陸存

在嚴格的出版審查制度，造成在中國大陸印刷再出口台灣的便利性高

過於在台印刷再出口至中國大陸，台灣業者雖能 有效的服務本地需

求但卻難以切入中國大陸市場。因此在材料成本、營業效能、法規限

制的考量下，核心邊陲效應反而使得業者在中國大陸設點較具有競爭

力，開放雙邊的服務貿易使得台灣印刷業者面臨更多的競爭。

同樣的情況亦可見於貨品貿易上，以醫材產業為例，我國不但

在醫材上游的電子零組件、塑化材料等項目具有開發能力，亦在中高

階醫材的研發設計製造上於國際間具有競爭力。然而在產品端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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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國的藥品醫材皆存在監理制度，台灣市場的法規已趨於與歐美

同步，但中國大陸市場的監理制度則自成一格，新開發之醫材產品欲

銷往中國大陸經其 SFDA及醫材技術審評中心之審批程序可能長達兩

年，但中國大陸醫材出口來台灣之審核流程僅需三個月即可完成。再

者，需求端的醫療院所由於健保給付價格的壓縮，亦趨於使用成本較

為低廉的中國大陸醫材，使得台灣業者難以競爭，關稅調降後的醫材

產業在未來亦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因此，單純的藉由市場開放及關稅移除來實現雙邊經貿自由化，

是在經貿自由化戰略下推行缺乏跨產業競合配套的戰術，有時反而可

能使得我國產業面臨更大的競爭威脅，原本所期待的效益亦未能完全

發揮。欲扭轉此一局面，未來在擬訂經貿開放策略上，應納入更多需

求端母國市場效應之思維。

舉例而言，同為兩兆雙星產業中的半導體及面板產業，相較於

中國大陸在面板業上對於台灣的步步進逼，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則是日

益穩固，兩者之間的關鍵差異在於面板的需求端，不論是平板、NB、

螢幕或是電視，其主要的生產據點皆為中國大陸，產業鏈與終端消費

者的距離較近，市場規模亦受人口規模影響，因而發展上趨於以中國

大陸為母國市場。相較之下，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則是在封裝測試上存

在製造端的需求、在晶圓代工製造上存在設計端的需求、在 IC設計

上存在智慧終端產品 ODM大廠的需求，因而使得其在台灣的產業群

聚更加穩固。整體而言，產業鏈與其上中下游企業供需較接近，不致

於因本地人口規模較小而需要外移至人口規模較大的國家，亦得以吸

引本國及國際業者持續以台灣為半導體產業的母國市場。

綜合以上分析可看出，未來我國在洽簽對外經貿協議上，雖然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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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上必須與洽簽國在各個產業上有給有得 (give and take)，但在戰術上

則應活用各產業間的競合關係，並周詳的考量各國法制規範之歧異，

以使得台灣成為產業需求母國市場效應的受益者，進而使得台灣成為

核心邊陲效應之中的核心。例如：進一步分析半導體產業產品的關鍵

材料，乃是以石化產業為主要的供應端，未來對外洽簽經貿協定亦應

為相關的高端石化產品項目爭取有利貿易條件，台灣亦可藉此吸 引

研發導向的國際龍頭企業來台發展高端石化產業，使其由代理進口改

為以台灣為主要母國市場，使得經貿自由化的效益得以進一步發揮。

再者，未來我國可能參與的 TPP或與其他歐美國家的經貿協議，

對於我國較高管制的服務業別可能要求進一步開放，包含醫療保健、

教 育、電信、媒體、能源服務等業別，我國亦應對於各相關業別之

先進國的產業鏈、商業模式、法制規範等資訊先行充分調查研究，以

有助產業競爭力提升之經貿開放戰術得以在配套周全之下進行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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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RCEP對台灣的機會與挑戰
吳福成

前言：為何要關注 RCEP ？
在當今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已出現兩條路線之爭，一是

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二是由東協主導、中國大

陸力挺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在本質上，這是「泛亞洲

經貿版圖」和「亞太經貿版圖」之爭的格局。RCEP包括東協的印尼、

泰國、馬來 西亞、新加坡、越南、菲律賓、汶萊、緬甸、寮國、柬

埔寨等 10國，加上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印度、澳洲、紐西蘭共

有 16國，經貿版圖橫跨 東北亞、東南亞、南亞和大洋洲，堪稱 WTO

之外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近幾年 RCEP、TPP與跨大西洋貿易暨投資夥伴協定（TTIP），並稱

為世界三大巨型自由貿易協定（Mega FTA），台灣迄今仍未能參與其中

一個，隱約已成為「Everyone but Taiwan」 的「EBT」經濟體，並籠罩著

在區域經濟整合遭邊緣化之陰影。儘管有台灣參與的亞太經濟合作

（APEC）組織，已把 RCEP和 TPP列為邁向建立更大範圍的「亞太自由

貿易區」（FTAAP）的兩大路徑，但在寄望將來才可加入的 FTAAP之際，

當前仍應務實地爭取加入 RCEP和 TPP此二重要區域經濟整合。

目前政府推動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戰略是同步爭取加入 TPP

和 RCEP，但有鑒於台灣與 RCEP成員國的貿易投資和產業分工關係遠

比與 TPP成員國更為緊密，將來台灣若遲遲未能參與 RCEP，勢必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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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本身的對外貿易活動和國內經濟產業發展。特別是 TPP強調高品

質和高水準，對邊境議題和邊境內議題都要求自由化和透明化，本

質上屬於「雙開放模式」，短期內台灣很難適應。也因此，台灣在準

備加入 TPP之前，爭取加入較具包容性、兼顧成員國不同發展條件

的 RCEP，顯然較符合現實。

RCEP的內容架構與特徵
RCEP的內容架構與特徵，可從東協與自由貿易夥伴國經貿部長

會議所通過的「RCEP談判指導原則和目標」看出端倪：

一、建構在五個東協的 10+1 基礎上

2012年 8月在柬埔寨舉行的首屆東協與自由貿易夥伴國經貿部長

會議上發表聯合聲明，就啟動 RCEP談判達成原則共識，並通過了「RCEP 

談判指導原則和目標」。將在現有五個東協的 10+1基礎上，進一步統

合提升為更大範圍的 FTA 大架構。同年 11月的東亞高峰會，16國領

導人發布「啟動 RCEP談判的聯合聲明」，從 2013年展開談判，在 2015

年底結束。協定內容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經濟技術合作

等廣泛領域。還設有開放准入條款，結束談判後外部經濟夥伴可申請

加入協定。

RCEP標誌著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新機制，其 16個成員國總人口

總數幾占全球的一半（約 35億人），國內生產總值（GDP）約占全球

的三分之一，是全球最大規模的經貿版圖。今年 4月舉行的博鰲亞洲

論壇所發布的研究報告預期，RCEP 將可帶來超過 5000億美元的經濟

效益。RCEP的目標是要消除內部貿易障礙，創造和完善自由投資環

境擴大服務貿易，同時還涉及智慧財產權保護和競爭政策等多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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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自由化程度 將高於現有五個 10+1的 FTA。但考慮各成員國的發

展條件不同，RCEP將容許關稅撤除存在過渡期的彈性安排。

二、 強調靈活性、漸進性、開放性，並賦予成員國有較

大自主性

值得注意的是，RCEP雖也像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一樣，強

調要達致現代、全面、高品質、互惠的經濟夥伴關係，但其談判運

作方式卻承繼亞太經濟合作（APEC）協商一致原則所強調的靈活性、

漸進性、開放性的優點，並賦予成員國有較大自主性。基本上，RCEP

將不會取代現有的 APEC，反而更能相互發揮互補、促進發展的效果。

中共總理李克強在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也特別指出， RCEP具有較強

的包容性，符合亞洲產業結構、經濟模式，以及社會傳統，它採取循

序漸進方式，兼顧成員國不同發展水平，不排斥其他區域貿易安排，

應可與 TPP並行不悖，成為多邊貿易體制的重要補充。

另根據 2014年博鰲亞洲論壇的報告，相對歐美與泛亞洲間的經

貿關係，泛亞洲內部經貿關係的突出特點是：以中間品生產貿易網

絡為基礎，亦即價值鏈（value-added chain）模式的經貿關係，RCEP則

是最符合此一價值鏈模式的一種 經濟區域經濟整合。Dezan Shira & 

Associates諮詢公司非常看好 RCEP的作用和影響力，並指稱 RCEP的建

成將為泛亞洲貿易提供新動力，對全球供應鏈、區域內企業投資決策

產生影響。另外，日本經濟界更關注 RCEP的實現，認為這等同於中

國大陸和印度達成實質的雙邊 FTA。

第四輪談判已獲得不錯的進展

最近在中國大陸包括在市場准入自由化模式和各領域文本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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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實質性階段，各方在關稅減讓模式、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序與貿

易便捷化，以及建立規則領域機制等方面，都已達成初步共識。RCEP

第四輪談判還成立了貨物貿易、服務、投資、經濟與技術合作、智慧

財產權、競爭政策、爭端調解等 7個工作組，並在貨物貿易領域下成

立原產地規則和海關程序與貿易便捷化兩個工作組，並展開標準、技

術法規及符合性評估程序和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等專家組討論。2014

年 6月在新加坡舉行第五輪談判。

隨著 RCEP的談判進展，各成員國的期待也更高。由於 RCEP主要

是對現有五個 10+1進行整合，進一步促進關稅削減和貿易投資便捷

化，應可減弱泛亞洲地區各種經濟整合模式導致的「義大利麵碗效

應」（Spaghetti-bowl effect），並增加對企業的吸引力。尤其 RCEP要努力

做到只規範成員國間單一原產地規則，以有效降低企業因應相關規則

的成本，同時 RCEP僅規範成員國間共同優惠措施，企業無須費心查

證其他成員國的優惠項目清單，因此企業可方便利用 RCEP的優惠措

施，相當有利活躍區域內貿易。

目前 RCEP談判仍存在爭議，日本呼籲各國能在 10年內將自由化

率提高到 90%以上，不僅在貿易品目中所占比重，還可能是在近 3年

進口額中的占比，但中韓兩國對此有異議。自由化率目標是談判的基

礎，應會在今年 8月的 16國經貿部長會議前確定適用水準。儘管 RCEP

談判指導原則與目標，已指明服務業談判項目係包括：WTO杜哈回合

列出的項目，以及各個 10+1已承諾的項目。但服務業自由化在 RCEP

各成員國都是非常敏感的問題，迄今進展仍有限。不過，服務貿易自

由化已被視為 RCEP最具潛在利益的領域。

至於 RCEP談判所覆蓋範圍，除傳統議題外，尚未對核心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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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和競爭政策進行認真談判，還遠不如 TPP談判來得積極，

當這兩項重要議題仍無法被納入，RCEP也就不足以能完全吸引重視

全球價值鏈的企業前往投資，其效果必然就被打了折扣。總之，RCEP

能否順利於 2015年底前談判結束，恐須再加把勁。特別是中國與日

本、菲律賓、越南的海洋島嶼主權爭議，還有印度的貿易自由化程

度低，日本的農業保護等問題，以及各國經濟制度和發展階段差異，

在在都可能阻礙 RCEP談判進度。

對台灣總體經濟和產業之影響

根據台經院的量化模型分析結果，RCEP對台灣總體的經濟影響

極為負面，包括實質 GDP成長率負成長 0.76%，經濟福利效益變動減

少 55億 4800萬美元，出口值變動減少 34億 6700萬美元，進口值變動

減少 52億 3900萬美 元。（參 2014年 3月號「產業雜誌」）在同一量化

模型分析也發現，RCEP對台灣的出口產 業影響最大的前 10大部門，

分別是：1. 化學、橡膠及塑膠製品；2. 紡織；3. 機械設備；4. 石油及

煤製品；5. 鋼鐵；6. 皮革製品；7. 其他食品；8. 汽車及零件；9. 非鐵金屬；

10. 礦物製品等。

另根據台經院許博翔博士藉由 GTAP和 IO表的量化分析，在考慮

投資效果的情境下，沒有加入 RCEP台灣受害產業的前 10大部門包括：

1. 鋼鐵初級製品；2. 石油煉製品；3. 石油化工原料；4.其他金屬製品；

5.塑膠（合成塑膠）；6.金屬手工具及模具；7. 教育訓練服務；8. 生鐵

及粗鋼；9. 塑膠製品；10. 其他金屬。但沒有加入 RCEP台灣也有受益

產業，其前 10大部門包括：1. 通用機械；2. 汽車；3. 零售；4. 住宅工程；

5. 其他專用機械設備；6. 保險；7. 其他房屋工程 ；8. 金屬加工機械；9. 

半導體；10. 批發 。只不過，在討論面對 RCEP的衝擊，較少人會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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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產業。

台經院的 GTAP量化分析還顯示，台灣若加入 RCEP，GDP成長率

將增加 4.36%，經濟福利效益將增加 116億 3900萬美元，出口值變動

將增加 134億 2200萬美元，進口變動率將增加 163億 400萬美元。由

此可見，台灣加入 RCEP對總體經濟有相當大正面效益。（請參 APEC

通訊第 159期）同一量化分析結果也發現，台灣若加入 RCEP，在考慮

投資效果的情境下，國內受益產業分別有：1.塑膠（合成樹脂）;2.石

油化工原料；3.批發；4石油煉製品 ;5.零售； 6.半導體；7.公共工 

;8.合成纖維； 9.電力及烝氣；10.光電材料及元件。

對台灣產業的其他影響

有關 RCEP在貿易和投資領域對台灣的影響，可從幾個面向分析：

一、 RCEP 成員國對台灣出口產品的 附加價值持續上

升

根據台經院從 OECD-WTO TiVA的附加價值資料庫來計算，從 1995

到 2009年台灣出口產品的附加價值變化，每單位出口產品在台灣境

內所創造的附加價值已逐漸在下降，相對地，RCEP成員國對台灣出

口產品的附加價值反而持續上升。RCEP成員國對台灣出口產品的附

加價值變化，從 1995年的 16.8%上升至 2009年的 21.3%，其背後原因與

台灣的產業價值鏈與中國大陸、日本、東協國家市場關係非常緊密有

關，才使得 RCEP能顯著地貢獻台灣產業所生產的產品之出口附加價

值。

二、RCEP 將導致台灣出口當地市場 逐漸遭替代

RCEP市場占台灣對外貿易總額的 57%，台灣若不能加入此一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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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整合，其成員國之間降低關稅、甚至零關稅，台灣出口當地市場

的份額恐將逐漸被替代。而與台灣出口市場重疊性高的韓國，因已參

與 RCEP，將更加對台灣出口造成競爭威脅。另外，台灣在中國大陸

市場的傳統優勢，也可能被其他 RCEP國家因關稅效益而被排擠。

三、台灣製造業出口受創可能被迫再西進和南向

原本台灣在 RCEP市場的製造業出口占製造業總出口的七成以上，

也將因 RCEP區域內的自由化進展，以及東協和中國大陸對台灣的關

稅障礙仍持續維持較高水準，勢必對台灣出口上述市場帶來衝擊，甚

至迫使台灣製造業轉赴 RCEP國家投資設廠，再度掀起新一波的「中

國大陸熱」（西進）和「東南亞熱」（南向）。

四、台灣出口消費財到東協優勢恐被韓國所替代

有人認為東協國家對台灣中間財的進口依存度甚高，約占其進口

中間財八成左右，主要是用以生產或加工出口，即使 RCEP實現，因

產業分工格局關係，台灣中間財出口東協市場是否立即遭受衝擊仍有

待觀察。然而，台灣出口東協的消費財，卻隨著東協市場逐漸由出口

導向往內需導向移轉，因關稅待遇差異，恐被韓國、中國大陸等所替

代。

五、RCEP 將弱化外資企業到台灣投資的意願

RCEP將致力加強對外來投資的保護，包括匯款、公平待遇、因

政府回收和徵用財產的補償，雖然開放投資自由尚未具體化，但若加

上 RCEP的關稅撤除，將有助各成員國間貿易結合度，尤其產業內貿

易也會獲得進一步深化，並帶動外人直接投資成長，其結果勢必弱化

外資企業到台灣投資的意願，並嚴重衝擊台灣的經濟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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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RCEP 從產業間貿易深化為產業內分工對台灣有

危機

隨著 RCEP的談判進展，區域內產業分工格局已有所變動，中國

大陸和東協國家的貿易分工型態，已逐漸從過去的「你做前端，我做

後端」的產業間貿易，深化為「你我都做前端，但彼此都各做一部分」

的產業內分工。在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後續談判受阻之際，台

灣在泛亞洲區域內產業分工格局有被邊緣化的危機。

七、RCEP 服務貿易自由化對台灣服務出口殘酷挑戰

RCEP把服務貿易領域自由化議題列為談判重點，將在服務貿易

多邊體制 GATS、五個 10+1，以及各種雙邊 FTA的服務貿易承諾的水準

基礎上，制定更高水準的服務貿易標準，並採取漸進方式，大量削減

各成員國的服務貿易限制和障礙。可以預期的，此一趨勢對遲遲無法

實現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台灣，在服務業出口恐將遭遇殘酷挑戰。

結語與建議

展望 RCEP將促使泛亞洲區域內的國際生產網絡更為緊密化，國

際產業分工也將更為有效，加上因關稅減免，通關便捷化，必將帶動

區域內貿易比重大幅提高。面對此一新形勢，台灣必須善用兩岸經濟

合作協議、台新和台紐兩個經濟合作協議（ECA）所提供的機遇，創

造台灣 加入 RCEP的有利條件，才能因應區域經濟整合的新挑戰。

一、在全球貿易價值鏈中取得優勢確保不遭邊緣化

多國參與的 RCEP，本質上就是巨型 FTA，其在全球貿易價值鏈所

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台灣在短期內若無法加入 RCEP，就必須先

強化研究與發展，自主創新，促進產業升級，以及自創品牌，進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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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貿易價值鏈中取得優勢，才能進一步提升台灣的國家經濟價值和

競爭力，並確保台灣不會因為沒有加入 RCEP而遭邊緣化。

二、可赴 RCEP 和 TPP「兩棲國家」 設立營運基地

從台灣的對外貿易統計看，RCEP的成員國中國、東協國家和日

本是台灣的前三大貿易夥伴地區，彼此之間又形成綿密的區域生產供

應鏈網絡。台灣若無法加入 RCEP，為確保產業的永續發展，萬一不

得已必須出走，則建議可考慮赴 RCEP 和 TPP的「兩棲國家」設立新

營運基地，包括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以冀收雙重效益。

三、提前擬定產業調適策略以因應 RCEP 新規範

有鑒於 RCEP正在進行制定共同承諾（common concession）的優

惠措施和單一原產地規則，將來如果產品種類相同，任何成員國的

進口產品均適用相同的關稅稅率，同時也允許各成員國以同等原

則（coequal rule）替代現存複雜的原產地規則。而為因應台灣將來加

入 RCEP，經貿部門和企業界都必須提前擬定一套產業調適策略。

四、已在 RCEP 投資的台商應掌握新原產地規則

在 RCEP成員國間的中間產品貿易，其特徵是：必須跨過若干個

國家邊境，為避免原產地規則（ROO）複雜，導致「義大利麵碗效

應」，RCEP將採取累積計算附加值的方法，希望力求簡化靈活，讓企

業容易達到標準。面對 RCEP將採行此一累積計算附加值的原產地規

則，已在 RCEP成員國投資生產的台灣企業更應掌握內容，以未雨綢繆。

五、先行在 RCEP 市場佈樁以確保全球價值鏈機遇

RCEP很重視運輸、物流、分銷、金融、電信、生產者服務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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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貿易自由化，此舉對於 RCEP成員國的全球價值鏈之發展甚為重要，

將來 RCEP若實現，必將改變泛亞洲區域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

現狀，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受挫之際，台灣企業應可藉由台新 ECA和

台紐 ECA途徑，先行在 RCEP市場佈樁，以確保全球價值鏈機遇。

（作者為現任臺灣經濟研究院中國產經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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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韓國經驗如何協助台灣加

入TPP/RCEP
黃韻如

在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浪潮下，強化我國與他國的雙邊經貿關

係之外，能否成為區域經濟集團的一員，已為我國對內或對外經貿政

策的重要抉擇。

2014年 8月 28日，由中華經濟研究院與台北市美國商會所主辦

的「前進 TPP/RCEP：亞太各國參與經濟整合經驗之借鏡國際研討會」，

為我國在面臨亞洲鄰國群雄崛起的新經濟秩序時代，以他國的經驗分

享，為我國未來加入 TPP/RCEP 提供實質的建議。其中，尤以目前同為 TPP

及 RECP一員的日本和身為 RCEP一 員，且非常積極擴張海外市場的韓

國為例。

日本參與 TPP談判經驗
日本經歷失落的二十年以及面臨中國大陸在 2010年超越日本成

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以提振國內經濟、強化產業競爭力、擴大

出口市場等，一直為日本政府的首要政策方向。因此，前日本首相

菅直人（Naoto Kan）力推貿易自由化，希望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簡稱 FTA）能為日本帶來經濟增長。

日本美國商會代表兼美國嬌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派駐日本

資深主任 Bruce J. Ellsworth首先表示，自由貿易帶來就業機會及提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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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但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Yoshihiko Noda）在 2012年表明加入跨太

平洋夥伴關係（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 TPP）的動機後，因資訊不

夠透明、外界錯誤訊息的報導和專業人士不了解的情況下，引發國內

各界出現正反兩面聲音，尤其是農民，擔憂若廢除關稅，將會導致廉

價農產品傾銷，對國內農業造成重大損失。醫生和藥劑師等專業團體

亦擔心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由競爭會瓦解日本的醫療體系。與此同時，

主導 TPP的美國對於日本加入 TPP亦持正反兩面意見，美國產業界多

表達支持意願，然而美國國會則質疑日本降低部分產品關稅的決心，

如農產品和進口汽車等。

直到 2012年自民黨的安倍晉三（Shinzo Abe）當選日本首相後，在

其大膽金融政策、機 動財政政策和結構性經濟改革的「三支箭」經濟 

戰略基本方針下，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成功引領日本於 2013年 7

月 23日首次加入 TPP談判，更在以全面廢除關稅為原則的 TPP談判上，

試圖爭取小麥、米、牛肉、豬肉、乳製品等農作物列入關稅廢除例外

項目。

在強調嚴格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標準下的 TPP，將確

保以下專利：專利連結（patent linkage）制度將確保完整的專利保護；

8年的新藥資料專屬權（data exclusivity）、疾病總人數低於 20萬人的罕

見疾病用藥──孤兒藥── 10年的期限；以及生技藥品 12年的資料

保護期。此外，在強調透明度及正常程序下，醫療設備和藥品補貼規

則及程序的透明及公平將獲得保證。因此，日本美國商會代表 Bruce J. 

Ellsworth表示，日本和美國的醫藥科技產業領導著全球市場，醫療研

發過程的透明度及公平性將有助於未來新藥品及生技研發投資，開啟

新藥及醫療技術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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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日本的協助

隨著美國在 2008年加入 TPP，並於隔年宣布其重返亞洲政策，如

何拉攏盟友，以對抗以中國大陸為首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 RCEP），中美間出現了

一場經貿競爭的角力戰。然而，以高品質和高標準著稱的 TPP，美國

多方面的協助日本達成黃金標準式（gold standard）的 FTA，包含消除

製造業、農業和服務貿易壁壘。

日本美國商會及美日商業理事會（U.S.- Japan Business Council）皆表

達支持日本加入 TPP。除了皆對外發表文章或新聞稿表達對日本的支

持外，日本美國商會亦透過與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Keidanren）、日

本企業家協會與日本工商會合作，協助當地產業界推動日本加入 TPP。

同時也強化與日本議會與媒體的接觸、 展開與日本議員和華府國會議

員及美國資深官員的年度「叩門之旅」（doorknock）。美日商業理事會

則與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 (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等智庫共同舉辦活動推廣 TPP以及每年

拜訪美國官員及國會議員。

Bruce J. Ellsworth以日本加入 TPP的經驗，建議台灣應將所有產品

納入談判議程之中，台灣企業及政治領導者必須在國內宣導加入 TPP

所能帶來的益處以獲得國內更多的支持。同時，台北美國商會能透過

與台灣企業界合作以獲得美國國會的支持，使台灣能順利加入 TPP。

韓國領導者推動自由化的決心

談及南韓政府推動自由化的決心，以及不同黨派間一致的態度，

南韓美國商會代表 Amy Jackson對於南韓加入 TPP的前景，持正面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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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目前韓國已簽署 9個 FTA，涵蓋 47個國 家。對比韓國貿易夥伴貿

易額佔全世界貿易總額的 56%，中國大陸的貿易夥伴貿易額只有 16%，

日本也只有 17%。至今能夠成為亞洲唯一與歐盟及美國簽訂 FTA，以

及自詡成為亞洲 FTA中心（FTA hub）的韓國，需歸功於韓國前總統金

大中。在貿易化自由浪潮下，因國內天然資源匱乏、亞洲金融風暴衝

擊及內需市場薄弱的韓國，認為已落後國際一大截，金大中乃致力於

改革韓國經濟體制以及調整對外經濟政策。但面對廣大國際市場，在

FTA仍屬初階者的韓國，便以農產季節與韓國相反的智利為洽談對象，

以降低敏感農產品的影響程度。繼任的盧武鉉仍以推動 FTA為目標，

更於 2003年發表全面性的 FTA藍圖（FTA Roadmap），確認韓國簽署 FTA

的行動計畫。同時，採取多軌洽簽，先後與新加坡、歐洲自由貿易聯

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簽訂 FTA，後而轉向東協、歐盟、

美國等韓國最重要貿易夥伴和大型經濟體。即使目前協商中的韓中

FTA在 2014年底前可能無法完成，但預計 2015年會完成，並盼成為中

美兩國間之橋樑。

雖然韓國目前尚未加入 TPP，但已與 TPP成員有非正式討論，且

2013年在國內已舉辦公聽會，Amy Jackson表示，韓國未來一定會加入 TPP。

曾經因擔憂落後國際市場而奮力追起的過程中，屢次因人民嚴重

的反彈，以及韓國國會的反對，產生衝突，但在歷任韓國總統推動 FTA

的決心、目標清楚、配套完整 FTA戰略、不斷修正的對外經貿政策及

國內經濟體制，和專業談判團體分工組織下，從過去追求快速洽簽、

積極擴張海外市場、及政府主導的情形來看，現階段則是強調穩健、

國內經濟受惠及全民共同參與等，開創了南韓在全球經濟地位的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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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然而，何以南韓快速擴張與各國貿易關係，韓美商會報告指出

有三個關鍵：第一，任何國際經貿協議都爭取公眾支持；第二，即使

政黨輪替，皆以「簽訂 FTA」為總目標；第三，韓國政府積極解決受

衝擊族群與產業的疑慮。因此，韓國政府在這三個關鍵點上的落實，

使其在與各國談判協定，皆能贏得國內外的信任與讚美，並且朝向成

為亞洲 FTA中心、增進國內經濟成長及與重要貿易夥伴和盟友建立更

密切關係的主要目標發展。

美韓 FTA(KORUS FTA)
美韓 FTA是繼韓歐 FTA後，韓國簽署第二個大的 FTA。不同於日本，

韓國領導者的決心以及願意將所有產品納入談判議程中，這正符合美

國追求高品質 FTA 的需求，進而接受與韓國簽訂 FTA的關鍵因素。而

在彼此你來我往的談判過程中，稻米後期才排除在項目之外。另一個

重要的原因是信心建立的措施，也就是在談判前積極處理雙方間最難

處理的項目，以避免延誤 FTA的談判。而美國國會強力支持以及美國

企業的遊說，為美國與其他貿易夥伴簽訂雙邊 FTA或多邊 FTA具有相

當重要的影響力。

因此，美國希望借降低關稅以處理長期未決之非關稅貿易障礙

（Non-Tariff Barriers，NTBs）來增進與其第七大貿易夥伴的經貿關係；而

韓國則是希望透過經濟改革來刺激創新產業、改善國內市場和吸引外

資。

美韓 FTA談判可分三面向，談判前協商增加美國在韓國電影的配

額、汽車、醫藥產品及美牛議題；核心談判議題則包含農業部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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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和稻米、反傾銷、開城境外加工區；而在歐巴馬政府上台後與韓

國再次協商汽車議題。

針對於美韓 FTA的談判簽訂，韓國因應的重大改革有：透明度

改革、農業部門開放、服務業市場漸開放、19名委員會 /工作小組

的建立，以及投資爭議單一申訴窗口的設定。Amy Jackson表示，南韓

在國際經貿談判上，有許多地方值得台灣借鏡，並建議台灣在推動

相關政策 上，應建立單一窗口，以化解各界疑慮。

日本美國商會及韓國美國商會皆認為，台北美國商會可協助台

灣加入 TPP。同時，台灣智庫可與美國智庫或大學合作，針對 FTA發

表研究分析或提供替代方案政策，以協助台灣加入 TPP或 RCEP。

結論

從日韓對外經貿關係的擴展經驗來看，台灣欲走向貿易自由化，

必須作好以下七點工夫： 一、領導者的施政方向、執行力與決心，對

於國家的政策方向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二、在面臨政黨更替的情況

下，政府仍能保有一貫的政策目 標；三、政府順應國際現勢及國內

政經發展，作適當調整及改革；四、對於人才的薦選及工作組織的分

配，亦是影響台灣在談判桌上取得勝算的因素之一；五、政府宣傳清

楚的傳達給民眾；六、政府提供給受影響產業的補貼及措施；七、法

規透明度。

面對全球自由貿易競賽，台灣仍屬孤立，尤其是當政府及國民

尚未準備好時，達成目標的期限將無限期拉長。從近日華爾街日報發

表「台灣自甘落後」（Taiwan Leaves Itself Behind）評論中，可見台灣目前

走向貿易自由化的瓶頸。但回頭看看日本和韓國政府為了拓展海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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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促進國內經濟成長，多年下來的準備，方有目前地位。台灣仍可

在兩位鄰友的借鏡下，輔導國內產業轉型、加強產業競爭力、培養優

秀人才等， 以順應在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下，仍能保有台灣自我價值，

並期盼台灣在不久的將來，能順利成為區域經濟整合下的一員。

（作者為台北論壇基金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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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經貿自由化兼顧糧食安全之

台灣農業發展策略考量

台經社論

確保農地農用與強化糧食自主能力

面對自由化趨勢，為確保台灣糧食安全，政府應積極保護我國

優良農地，並鼓勵休耕地復耕，以擴大糧食生產。除了避免農地流失

並確保農地農用外，建議可進一步推動農地儲備制度。未來政府相關

農業補貼或給付政策，應設定維護農地生產機能為給付要件之一，以

鼓勵農民維持農地農用與農業生產能力。

為因應可能的全球性糧食危機，建議在現有公糧稻穀儲備體制

外，強化國際穀物供需情形及價格的監控，及時提供國際糧食供需資

訊，並研擬推動建構糧食安全體系之海外農業開發及投資策略，在配

合相關部會之開發援助計畫下，與海外投資目標國家建立糧食安全策

略夥伴關係，以強化我國糧食自主能力。

提升國產農產品品質

政府應繼續強化各種農產品認證及標示制度之管理，提供消費

者高品質、安全、環境友善的農產品，以提升國人對國產農產品的信

賴與支持度，包括：推廣環境友善或有機耕作、加強推動良好農業規範 

(GAP) 與 HACCP生產制度、建立食品安全有害物質的事前管理與預防

制度，以及鼓勵農產品正確標示名稱、產地、重量、生產時期、生產

或銷售者及農產品營養成分等，以利消費者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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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農業六級產業化競爭力

在「六級產業化」的概念之下，農業是「六級」的基礎，倘若

只著眼於產業化利益，而排除、漠視農業生產者，則六級產業化算

式將無法產生效益，正所謂 0乘以 2乘以 3，結果仍舊等於 0。六級

產業化措施之目的，在於引進產品加工（二級產業）及行銷服務（三

級產業）層面的經營思維，激發多元創意，將地方的卓越農業資源予

以整合活用。如此一來，傳統農村所能觸及的市場規模就會擴大，經

由生產、加工、販售一體化提升附加價值、增加就業，從而促進地區

活化與再生。政府應積極培育六級產業化經營人才，投入農產品加工

與行銷服務等二、三級產業，協助各地區發展具地方特色之農食產品，

以強化初級產業的主體性，提高農業附加價值並增加就業，全面提振

農業經濟活力。

穩定農民所得

建議政府帶頭提倡糧食生產者的基本保障與職業化觀念，保障

糧食生產者的基本所得。為了降低農民所得風險，建議將現有價格支

持之稻米保價收購補貼政策轉為所得支持之農業給付政策，給予稻農

基本所得保障。另為鼓勵農民進行結構調整、種植進口替代策略作物

或從事環境友善的耕作行為，建議政府考慮進一步發放獎勵性質農業

給付，透過政策誘因落實政策效果，甚至吸引優秀人才投入農業生產。

面對加入 TPP或 RCEP後，國產農產品可能因此面對較嚴峻的市

場競爭壓力，政府除需加強編列「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之預

算經費，以確實穩定農民所得並降低農民在自由化歷程中的經營風險

外，建議研議推動農業所得保險，針對弱勢農業生產所面對的價格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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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及生產風險，設計相應的風險管理工具，改善農民風險管理能力，

以達到穩定農民所得之功效。

推動飲食與營養教育及地產地消觀念

為促進國產農產品消費，建議政府重視健康與營養教育，針對

各種年齡層與生活型態民眾制定與推動符合其需求之飲食生活教育

和營養政策，進而鼓勵國產農產品消費。另為促進農業生產者與消費

者的交流，除了推廣地產地消外，亦可推動由地區生產者供應地方政

府機關或學校飲食，透過契作供應農產品，強化消費者與農業生產者

間的連結，促進我國消費者對國產農產品之認同與支持。另針對弱勢

民眾，建議農政單位與社福部門協商，研擬提供國產農產品相關飲食

協助方案，解決弱勢民眾所面臨的飲食與營養問題，增進弱勢民眾健

康。

加強台灣農產品之流通與行銷宣傳，推行農食產品
產地標示

建議政府應增加行銷台灣農產品經費預算，包括：設置海外農

特產品生產與行銷據點、參加各項大型國際展覽會、舉辦大型國際農

特產品及食品展覽會等。未來開放農產品市場後，為方便消費者清楚

區分農產品或食品的產地來源，建議政府研擬推動農食產品產地標示

政策，除特定農產品與加工食品需標示產地來源外，並推廣餐廳使用

食材產地標示，包括農漁畜產品等多種食材。

提振國產米食消費

 近年由於國人飲食逐漸西化加上醫學與健康因素，人均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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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量持續減少，不僅對我國糧食自給率有負面影響，也導致稻米

有供過於求之現象，政府應帶頭積極推動提振米食消費，降低國人

對於進口黃豆、硬質玉米、小麥之依賴。具體做法如：將飲食與營養

教育相結合，強調米食的營養與保健訴求；跳脫傳統宣傳推廣方式，

推出能傳達米食健康、營養且流行形象米食的消費廣告；舉辦米食烹

飪的網路互動大賽或是針對學生族群推出米食教育小遊戲、漫畫與電

子書等；藉由各種米食研討會、博覽會或比賽，交流最新米食烹調技

術；在使用米為原料的食品上標 示「米」字，做出產品區隔與差異化，

吸引國人消費米食等。

推動台灣傳統美食國際化政策

建議農政單位應與文化及觀光單位合作，積極思考推動「台灣

傳統美食國際化」政策，政府參考韓國與泰國做法，研擬策略推廣台

灣農產品及傳統美食，結合觀光及流行文化產業，落實台灣傳統美食

國際化的目標，提升農業、旅遊業、餐飲業與文化產業之商機。包含：

建立台灣飲食地標、發展台灣飲食相關產業、台灣飲食產業品牌化、

強化相關產業連結與合作、建構基礎 環境、培育飲食產業相關專業

人才等。

全面檢討農業部門之經費預算

面對加入各種 FTA、TPP、RCEP的衝擊，台灣農業部門的經費預算

應做全盤規劃與調整，未來農業部成立後若因各部會預算排擠問題無

法取得共識，建議思考以「農業基本法」的立法來解套。配合政府進

行中的各項退休年金改革計畫，建議思考與研究是否讓老農津貼能回

歸到真正的國民年金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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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星ASTEP簽署之後：策略與準備
台經社論

繼與紐西蘭之間的「台紐經濟合作協議」(ANZTEC) 之後，2012年

11月上旬我國又完成與新加坡之間「台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的

簽署。這是我國除了與中國大陸之外，在亞太地區第二次與重要的經

貿夥伴簽署類似 FTA的協議，意義非凡。在兩岸服貿協議於國內激起

重重爭議之時，ASTEP的簽署，無疑對渴望加入區域整合大潮的台灣，

帶來新的期待與鼓舞。

回望近年來亞太區域整合的發展，由於WTO杜哈回合的長期停滯，

加上全球金融危機與歐債問題所帶來的歐、美經濟引擎「熄火」困境，

亞太各國無不急於另闢蹊徑，為各自的經濟發展重新尋找動力。於是

各色雙邊或複邊的自由貿易協定 (FTAs/RTAs)乃應運而生，蔚為大潮。

當前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

以及由東協擔任協調者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亞太經合會 

(APEC)也將這些協定，納為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 遠景的路徑，

藉以吸納它們所引發的關注。由於 FTAs/RTAs將在成員與非成員之間

形成差別待遇，加上各個 FTAs/RTAs之間的競合，涉及強權間的戰略

考量，遂使得不得其門而入的台灣，陷入遭邊緣化的焦慮。

新加坡係東協國家中政經角色活躍的國家。地緣上位麻六甲海峽

要衝，開放的經貿政策，使其成為眾多已開發國家密集投資的地點，

並得以建構遍及整個東協與鄰近地區的貿易集散網絡。此外，新加坡

同時兼具 TPP與 RCEP談判成員的角色，值此兩大複邊協定關係詭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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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測之際，新加坡倚其在東協中的活躍性，自然在美國與「東亞主義

者」兩大陣營間，洞見觀瞻。據此我國可以推斷，ASTEP的簽署對於

未來台灣尋求加入 TPP或 RCEP談判，當有所助益。最後，與台紐經

濟合作協議的簽署疊加，ASTEP可望在本區域其他經濟夥伴間引發示

範效應，提升各國與台灣簽署類似協議的意願。

然而，若說台灣自此將在加入區域整合大潮的道路上一路順暢，

則顯然過於樂觀。實際上台灣的前路迢迢，內、外部情況都還有重大

的課題，等待進一步的嚴肅思考並戮力克服。

就外部環境而言，台灣必須正視兩大課題：(1) 持續推進與中國

間的經貿關係；(2) 發展對重點國家的實質經貿關係。

台灣拓展對外關係，中國大陸向來是關鍵因素，參與區域整合

一事自不例外。以 TPP而言，馬總統在 2012年發下「八年內加入 TPP」 

的豪語，並積極透過 TIFA 等機制，爭取美國支持。然美國雖對於 TPP

談判擁有較其他各方強大的影響力，但是新成員的加入仍須以既有成

員的一致認可為條件。而在 TPP成員國當中，不 乏與中國大陸關係密

切者，一旦中國大陸立意動員其盟友阻撓台灣加入 TPP，則我國的「入

門票」恐不易到手。至於 RCEP，中國大陸已有學者提及：在兩岸經

貿關係持續拓展之下，可循擴大「東協—中國 FTA」的模式，使台灣

融入東協的經濟整合進程，繼而將台灣納入 RCEP 談判。台灣也有論

者建議：藉由當前持續進展的中、日、 韓三國 FTA 談判，台灣或可尋

得加入 RCEP的捷徑。當然，這必須以中、日間的政治緊張，不危及

雙方處理雙邊關係之「政經分離」原則為前 提。不論何種路徑，中

國大陸的態度依然是關鍵變數。台灣如何持續改善兩岸間的經貿關

係，特別是推進 ECFA的後續談判與落實，係無法迴避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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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台灣需要思考如何加深與這些複邊協定談判成員間的實

質經貿關係。雖然當前面臨出口萎縮，以台灣的幅員而於 2012年位

列全球第 17大出口貿易國，我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關係，不可謂不

深廣。然而當前由於美、歐經濟前景不明，新興市場（尤其是亞洲）

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上升，意味著生產力重心的位移與全球產業分

工的洗牌。不論先進國家或新興市場，產業鏈與分工關係都正隨著

資本跨國移動而進入關鍵性的調整期。我國面對此一情勢，自應考

慮拓展產業的全球布局，將台灣的資本與技術優勢，滲透到此一全

球性的產業洗牌過程中，同時著力於國內產業升級，藉此尋找自身

在全球經濟中的新位置。將此一考量置於融入區域整合潮流的脈絡

中，則需要形塑更積極的對外投資戰略，藉此加深我國與個別 TPP

或 RCEP談判國之間的經濟關係，以爭取渠等對台灣未來加入談判的

支持。以我國對東協的投資為例，不僅集中少數國家，且投資總量

與鄰近的韓國等相去甚遠，顯示仍有相當的努力空間。

至於內部環境，尚須在研究調查、溝通交流、政策工具與財政

準備等方面加強改善。從兩岸服貿協議的爭議當中，我們應該深刻

地認識到：台灣在談判前的研究調查與內部溝通，嚴重投資不足。

服貿協議談判廣泛涉及籌碼交換，故需「知己知彼」，對自身與對手

的產業優劣勢、市場現況與趨勢，都必須於談判前有深刻的掌握，

方能搶得先機，這就需要在研究調查上進行足夠的投資。其次，談

判前充分的內部溝通，不僅可以作為調查研究的有利補充，同時也

是凝聚共識、一致對外所不可或缺。我國在兩岸服貿談判前研究不足、

溝通無效，致事後無法獲得國會與民眾的支持，實其來有自。

最後，為了積極掌握融入區域整合大潮所帶來的利益，並對受

衝擊的產業部門或個人提供補償或協助，國家需善用產業升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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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重分配工具，以擴大戰果或減緩衝擊。至少在短期間，這意味著財

政負擔的增加。再以兩岸服貿談判為例，政府宣稱到 2019年為止，編

列了新台幣 982億元經費，將用於受衝擊產業的輔導、調整與救濟。

然迄今相關實施辦法闕如，致國人對其未來執行成果，無法評估，遑

論建立信心。而隨著台灣洽簽 FTA的行動趨於積極，相關政策需求與

財政負擔勢必加重。我國 2014年中央財政預算已有捉襟見肘的窘境，

未來如何在財政永續與參與區域整合之間，善謀平衡，則是考驗國家

能力的大課題。

台灣係小型開放經濟，參與區域整合攸關生存發展，無可迴避。

為了正面迎向區域整合，我國需要針對上述內、外課題，進行嚴肅的

思考，裨及時採取正確的行動。各界宜捐棄成見，客觀面對相關課題，

群策群力，共謀台灣面向國際之長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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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星ASTEP對我國製造業的影響
簡淑綺

本文從新加坡產業結構出發，深入分析其製造業，以及台星雙

邊當前商品貿易往來情況，並檢視台星 ASTEP簽署之內容，發現我國

石化業中上游產業，恐將是最直接受影響的部分。另一方面，因優惠

關稅與新加坡自由貿易港身分，轉口業務暢旺的情況下，我方同時需

要慎防中國大陸等國規避進口關稅，借道台星 ASTEP 進入我國，應以

落實及強化進口貨物原產地檢查作業，作為台星 ASTEP守門員。

新加坡地小人稠，經濟規模、人口都小於我國，2012年新加坡名

目 GDP規模 2,768億美元，是我國 4,741億美元的 58%，人口約 546萬人，

亦僅有我國人口 2,330 萬人的 23%。且新加坡已是一個高度開放、自由

港國家，除了菸酒之外，多數進口產品都已是零關稅，在此情況下，

台星簽署 ASTEP（台星經濟夥伴協定）對我國製造業有何影響？ 以下

分述之。

新加坡製造業產值以石化業、電子業為主

新加坡沒有農業，一切食材都依賴進口，產業只有工業與服務業，

而隨著近年來新加坡政府致力於推動服務業發展，服務業產業占 GDP

比重持續攀升，反之工業比重，尤其製造業比重明顯下降，自 2000

年的 25.74%降至 19.44%。

在製造業中，從就業人數觀之，以運輸工程（包括海洋與境外

工程、航太工程、陸上工程）規模最大，吸納最多就業人數，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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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10.9萬人，占製造業就業人口的 26%，其次依序為一般製造業（包

括食品、飲料、菸草製造業、印刷等類）、精密工程（機械與系統製

造、精密組件與零件）、電子業（包括半導體、電腦周邊產品、數據

儲存、資訊通信與消費電子、其他電子組件及零件）、化學業（包括

石油、石油化學產品、特種化學品、其他）、生技製造業（製藥、醫

療技術）。但若以產值觀之，新加坡第一大製造業為化學業，即石化

產業，2011年產值占整體製造業 34%，其次為電子業 (29%)、精密工程 

(11%)、生技製造 (9%)、運輸工程、一般製造業。

台星 ASTEP簽署後，恐加劇我國石化業中上游業者競爭壓力，但

下游業者將受惠，而對電子業影響則相當有限。

石化業為新加坡第一大製造業，且因地理位置優勢，鄰近中國、

印度兩大金磚與東南亞新興市場，近年來經濟成長速度相對較快的國

家，商機龐大，加上新加坡發展石化產業法規明確，同時積極填海造

地，裕廊島成為世界級的化學工業 基地，吸引全球各大石化業者群

聚，目前全球超過 95 家的大型石油、石化及特種化工公司在此設廠，

包括：荷蘭皇家殼牌 (Shell)、美國埃克森美孚 (ExxonMobil)、美國雪弗龍 

(Chevron)、 美國杜邦 (DuPont)、德國巴斯夫 (BASF)、日本住友化學、日

本三井化學，以及我國長春集團都已進駐裕廊島。然新加坡政府並不

滿足於此，已研擬計畫欲繼續擴大裕廊島，發展液化天然氣、太陽能

等多元能源，確保新加坡石化業的國際領先地位。

新加坡積極發展石化業，尤其以中上游為主，沒有下游的塑膠製

品產業，且已是進口零關稅的國家；而我國石化業則上、中、下游產

業完整，但進口仍有 0~6.5%的進口稅率。在台星簽署 ASTEP後，我國

對新加坡原產的塑膠及其製品多數品項將在協定生效時立即免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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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加劇我國石化業中、上游業者對國內市場的競爭壓力，但下游的塑

膠製品業者，則將因中上游原料採購選擇增加與進口關稅下降而受

惠。

電子業為新加坡第二大產值之製造業，亦是我國重要產業，為

台星兩國最重要的貿易品項，2012年積體電路及微組件 (HS 8542) 為

我國對新加坡進、出口第一大品項，占自新加坡進口 50.1%，與占對

新加坡出口 57.4%。由於電子業分工細密，上述數據僅看國際商品統

一分類代碼 (HS Code) 四位碼，雙邊都以積體電路為主，如細看六位

碼，雙邊主要貿易往來仍集中在 HS 854239積體電路及微組件的其他

類為主，若再細看十位碼則可發現，我國 2012年與新加坡積體電路

及微組件主要競爭產品，集中在 HS 8542390012（其他單石數位積體電

路晶圓）， 占我國 HS 8542對新加坡出口的 18%，占進口的 46%，其他則

呈現互補的情況，在出口中以 HS 8542390022（其他混合積體電路）、HS 

8542390013（其他單石數位積體電路）為兩大宗，分別占我國 HS 8542

對新加坡出口的 50%及 20%；在進口方面除了 HS 8542390012之外，以 HS 

8542390011（其他單石數位積體電路晶 粒）、HS 8542390021（其他混合積

體電路晶粒及晶圓）為主，分別占我國 HS 8542自新加坡進口的 21%

及 15%。

台星雙邊產業雖都以電子業為主，雙邊貿易也以積體電路與微

組件為主，但實際上雙邊電子業發展略有不同，我國電子產業鏈較為

完整，新加坡以封裝為主，因此雙邊電子產品除了少部分呈現競爭態

勢之外，更多呈現互補的關係，加上雙邊早已簽署「資訊科技協定」

(ITA)，相關資訊科技產品進口都已是零關稅，因此台星 ASTEP關稅的

調降，對我國電子業影響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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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為我國重要貿易夥伴， 產品進出口有互補、
競爭或轉口的因素

台星彼此為重要的貿易夥伴，2012年新加坡為我國第四大出口國，

占總出口 6.7%，且近年來該比重呈現持續攀高的態勢，亦為我國第八

大進口國，占總進口 3%，但該比重近年來呈現停滯情況。2012年我

國為新加坡第五大進口國，占總進口 6.66%，我國亦為新加坡第十大

出口國，占總出口 3.54%。

在台星雙邊貿易中，以 HS Code二位碼觀之，近年來雙邊主要進

出口重疊性很高，顯示台星雙邊貿易、產業互動密切與高度的競合或

轉口關係。在前十大（HS Code二位碼）進出口商品中，有七項重疊，

這七大類即是我國對新加坡出口前十大項目，亦是進口前十大項目。

七大項目分別為 HS 85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HS 27礦物燃料、礦物及

其蒸餾產品、HS 84核子反應器、機器及機械用具與其零件、HS 29有

機化學產品、HS 39塑膠及其製品、HS 71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貴

金屬、HS 38雜項化學產品，這七大項目占 2012年我國自新加坡總進口的 

89.7%，占對新加坡總出口的 93.2%。在 HS 85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中，

以積體電路與微組件為主要進出口產品，此適用資訊科技協定，因此

台星 ASTEP 對其影響較為有限。HS 27 礦物燃料、礦物及其蒸餾產品以

原油之外的煉油產品為主，主要因新加坡為亞洲原油等能源最主要的

轉運樞紐，我國自他國購油將從新加坡進口，煉油之後也將出口存放

在新加坡，因此新加坡為我國煉油產品重要進出口市場。

HS 84核子反應器、機器及機械用具與其零件進口方面，2012年

我國自新加坡進口以半導體、電腦之機器設備為主，集中 HS 8486（專

供或主要供製造半導體晶柱或晶圓、半導體裝置、積體電路及平面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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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器之機器及器具；零件） 與 HS 8471（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

之機器），但需要特別留意近年來我國自新加坡進口機械設備最終產

品大幅增加之情況—自 2009年以來我國自新加坡 HS 84進口金額明顯

增加，且根據日本經濟、貿易、產業研究院 (RIETI)依聯合國產品製程

分類，以通用機械、精密機械之最終產品進口最明顯，但新加坡自身

於機械設備製造生產能力有限，意味有相當高比重之機械產品透過新

加坡轉出口至我國。在出口方面，我國對新加坡的機械類出口產品較

為分散，這可能與最終消費國分散，我國對新加坡機械類出口以轉出

口至東南亞、歐洲等國家為主有關。

HS 29有機化學產品、HS 39塑膠及其製品、HS 38雜項化學產品等

三項產品為石化相關產品，隨著全球各大石化廠相繼進駐新加坡，擁

有一些領先、特殊、獨有生產技術與產品，因此 HS 29有機化學產品、

HS 38雜項化學產品兩大項目多年來都呈現我國自新加坡進口金額高

於出口的走勢，但須留意 HS 39塑膠及其製品，在 1997年之前我國對

新加坡出口金額高於進口金額，但之後則是進口金額高於出口金額，

且呈現逐年擴大態勢，其中我國自新加坡進口以中上游的塑膠原料為

主，但出口以下游的塑膠製品為主，反映出新加坡石化業缺乏下游產

業，且中上游原料的進口日益增加，加劇我國石化中上游業者的競爭

壓力。

台星 ASTEP中，我國對新加坡給予大幅的關稅減讓，多項目前關

稅為 10%甚至更高的產品，在協定生效起即享零關稅優惠。

根據台星 ASTEP的關稅減讓，新加坡給予我國較 WTO更優惠的關

稅優惠，除了啤酒、Samsu酒（類似我國小米酒）等六項酒類產品仍

有關稅之外，其他產品一旦協定生效即享零關稅；而我國對於新加坡

234



生產的產品也給予遠優於 WTO 的優惠關稅，其中 99.48%的產品在協

定生效即享零關稅，僅有少部分敏感產品有五年、十年或 15年的調

適期。這些敏感產品以農、漁、牧產品為主 (HS 01~22)，至於工業產

品由於目前的基礎稅率已較低，因此有相當多的產品都採 EIF（協定

生效時即免稅），即使部分產品目前 基礎稅率為 30%、25%、10%（如 HS 

87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HS 55人造纖維棉；

HS 56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種紗；撚線、繩、索、纜及其

製品；HS 59浸 漬、塗布、被覆或黏合之紡織物、工業用紡織物； HS 

73 鋼鐵製品等多項產品）都不乏採 EIF 降稅期程，顯示我國對新加坡

原產產品進口的大幅開放。但其中以我國內需為主或產業競爭力較弱

的產品，如洗衣機、冰箱、微波爐、電視機等家電產品，以及車輛用

引擎、車輛組件、機車、毛巾 和棉製服飾等，我方爭取到五年、十

年或 15 年較長的調適期，讓產業得以因應可能的衝擊。

對於可能會影響我國石化業的關稅減讓，其中 HS 39塑膠及其製

品中目前基礎稅率在 0~6.5%，多數採 EIF，僅少部分下游的塑膠製品

類採五年期的適應期，意味台星 ASTEP簽署將立即加劇我國石化中上

游產業於國內市場的競爭壓力。

慎防非新加坡製造的產品借道台星 ASTEP享關稅
優惠，以加強進口貨品原產地檢查作為保護我國製
造業之守門員

至於其他非新加坡主力生產的產品，在台星 ASTEP中，我國也給

予與新加坡原產地產品相當的進口關稅優惠，對此則需要特別注意轉

口貿易與原產地認證問題。由於新加坡的製造業相當集中與有限，正

常而言，新加坡生產而能真正享受低關稅優惠的產品也將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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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國製造業影響不大，但由於新加坡為一個自由貿易港，許多產

品的進出口都採零關稅，加上地理位置適當，因此許多產品都會經

由新加坡轉出口，在台星 ASTEP中規定，並非所有自新加坡出口的產

品都可以享受關稅優惠，而是僅有新加坡生產的產品方可。但隨著

全球產業分工日趨綿密，一台機械設備 A零件可能是甲國生產，B零

件為乙國生產，這台機械設備究竟歸屬哪一國生產？因此在自由貿

易協定中，原產地如何界定及相關規則成為一重要議題。

對於台星 ASTEP而言，因新加坡為一個自由港，許多產品都會經

由新加坡轉出口，因此原產地如何界定，以及後續我國海關能否確

實執行原產地認證作業尤其重要，作為降低、限縮台星 ASTEP對我國

製造業影響的守門員。我國海關若能確實把關，ASTEP對我國製造業

的影響與範圍將有限，否則將成為各國商品規避我國進口關稅的另

一管道。

在台星 ASTEP中的原產地規則，除了完全取得或生產之外，對於

部分原料、零件進口之產品，主要採稅則分類變更或區域產值含量

兩種方式認證。稅則分類變更是指每項產品都有其對照的 HS Code，

雖然原料、產品非在新加坡生產製造，但若在新加坡加工、生產造

成 HS Code前二位碼、四位碼或六位碼的變動，則該產品即可認證為

新加坡製造的商品。區域產值含量則是看在新加坡生產製造的價值

是否有達 35%、40%或 45%以上，若有達到，則可認證屬於新加坡製

造的產品。

比較台星 ASTEP與我國及中國大陸的 ECFA（兩岸經濟架構協議）

中之原產地規則可發現，台星 ASTEP的原產地規則相對 ECFA較為寬

鬆。ECFA原產地規則共有六種類型—HS Code四位碼改變、HS Code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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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碼改變、HS Code四位碼改變「或」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HS 

Code四位碼改變「且」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HS Code六位碼改

變「且」區域產值不少於 50%、HS Code四位碼改變「且」區域產值不

少於 50%。其中部分產品如 HS 84（核子反應器等機器設備）、HS 85（電

器、電機、音像及其零件設備）、HS 87（車輛零件）等原產地規則不

僅需要符合稅則分類變更之規定，並且要符合區域產值含量的規定，

是規定相對嚴格的產品。反之在台星 ASTEP中，對於原產地規則都只

需要符合一項規定，即稅則分類變更或是區域產值含量規定即可。

因台星 ASTEP的原產地規則較 ECFA寬鬆，同時
對中國大陸產品進口尚未完全開放，須格外留意中
國大陸製品借道台星 ASTEP

原產地規則寬鬆與否、關稅高低，加上產品進口容易與否，都

是商人借道台星 ASTEP進口的誘因，也是我方務必落實及加強原產地

檢查作業的原因。其中，尤其需要嚴防中國商品借道台星 ASTEP進入

我國。因我國目前對中國大陸產品並未完全開放，部分產品有條件

限制進口或是完全禁止進口，加上 ECFA相對較嚴格的原產地規則，

增加中國大陸產品借道台星 ASTEP進入我國的可能性。在我國對中國

大陸有條件進口的產品項目中，HS 14（編結用植物性材料）、HS 25（鹽、

硫磺、土及石材）、HS 44（木及木製製品、木炭）、HS 84（核子反應

器等機器設備），是目前我國對中國大陸進口依賴較深的產品，2012

年自中國大陸進口占該項目總進口比重逾 50%；以及在禁止類進口的

項目中，HS 05（未列名動物產品）、HS 08（食用果實及堅果、柑橘類）、

HS 38（雜項化學品）、HS 69（陶瓷產品）、HS 72（鋼鐵）、HS 84（核子

反應器等機器設備），這幾類是中國大陸較具出口能力，且是我國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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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依賴進口的產品，需要慎防其借道台星 ASTEP 進入我國。

借道台星 ASTEP進入我國。除了防弊，台星 ASTEP的簽署也有興

利的部分，包括有利於加速我國與其他區域或雙邊 FTA（自由貿易協

定）的連結。截至 2013 年年底，新加坡已與 31個國家簽署至少 20個

區域或雙邊 FTA，尤其積極與亞洲各國簽署，因此藉由台星 ASTEP，

將有利於業者布局、進入東南亞市場。新加坡於東協國家中為商業

發展相對便利、繁榮的城市，加上東協零關稅的關係，東南亞各國

各大企業集團多於新加坡設有採購部門，我國業者若於新加坡設立

事業單位，將具有櫥窗效果，且方便業者收集回教國家、印度等國

的消費喜好、習性，有助於我國業者開發東南亞新興國家的消費市場。

而且台星 ASTEP對新加坡關稅的大幅減讓，象徵我國在雙邊 FTA上，

是一高度開放國家，將有利於推進我國與其他國家 FTA的簽署。

總而言之，台星 ASTEP簽署有利有弊，對國內製造業較有直接影

響為石化業中上游，因其為新加坡當地第一大產值的製造業，且近

年來因國際大廠持續進駐，規模不斷擴大，加劇對我國業者的競爭

壓力。新加坡產業較為集中，但在台星 ASTEP協定中，對於即使非新

加坡生產產品或非主力產品，我方也提供大幅的關稅減讓，且在新

加坡為一全球重要轉口城市的背景下，格外需要注意原產地規則問

題，有賴我國海關以進口產品原產地檢查作為守門員，慎防他國借

道台星 ASTEP的優惠關稅，進口至我國，損及我國製造業於本地市場

的競爭。另一方面，台星 ASTEP的簽署，高度的開放，將有助於作為

我國與他國簽署 FTA的敲磚石，以及有利於我國業者善用新加坡作為

拓展其他東南亞市場之門戶，進行全球布局。

（本文轉載自《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37卷第2期，作者為台灣經
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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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專業議題

2014年APEC ECOTECH議題發展
鍾佳容

APEC在經濟暨技術合作委員會 (SCE) 之發展，除了建立海洋主流

相關議題倡議指導委員會與討論礦業任務小組之任務延展外，主要有

四個面向，包括：工作小組的策略規劃、經濟暨技術合作的中程優先

工作項目檢視、跨議題領域之推展、以及能力建構，以下說明。

一、工作小組的策略規劃 (Strategic Plans)
2014年 SCE1會議針對 APEC工作小組的策略規劃內容進行深度討

論，聚焦應著重在各工作小組的優先議題之成果 (outcome) 以及 KPI的

研擬。SCE主席菲律賓資深官員 Ms. Laura Del Rosario特別表示在擬定策

略規劃的時候，應區別產出 (outputs) 與結果 (outcomes)，若僅為過程

的一部分無法視為具體成果。會中經協調，SCE主席最後總結將在

計 SCE2之前舉辦 FotC，針對各工作小組策略計劃進行討論與修改建

議，然後於 SCE3定稿。在 SCE2時，資深官員持續要求秘書處計畫主

任 (Program Director, PD) 協助次級論壇制定其策略計畫，並希望建立審

查小組 (Review Group)，協助各工作小組高度發展策略計畫。不過有關

該審查小組的建立並未有相關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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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強化經濟暨技術合作：ECOTECH中程優先工
作項目檢視 (ECOTECH Medium-Term Priorities 
Review)
2010年 SCE通過 APEC在經濟暨技術合作的中程優先工作項目 

(2011-2015) 以及實踐方式。自 2011年起，每年 SCE提交部長們的報告

中會涵括該中程優先工作項目進展，在 SCE1會議，主席表示，根據

2014年 SCE工作之規畫，預計將在 2014年內完成修正中期優先項目。

因此，目前規劃依據 2010年產出 APEC中長期優先工作之模式，

透過調查發展中經濟體的考量最為基礎，在會期間由 11個開發中經

濟體排序，並由秘書處協調彙整，爾後，在 SCE2時進行討論。問卷

選項包括 REI在內的 11項優先主題 : (1)發展人力資本； (2)透過結構

改革發展穩定、有效的市場；(3)強化經濟基礎建設 ；(4)科技便捷化

與運用未來科技；(5)透過永續成長，確保生活品質；(6)發展與強化

中小企業的動能；(7)與全球經濟的整合；(8)人類安全與反恐的能力

建構；(9)推進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發展；(10)強調全球化的社會面向；

(11)區域經濟整合。

在 2014年 SCE 2所公佈的更新 ECOTECH中程優先工作項目檢視版

本中，提出修改中程優先工作項目，包括，強調人力資源能力建構應

為最優先項目 (the highest priority)；重視 SMEs的發展；保留現存的五大

優先領域 
19

，並訂定各個優先領域的優先項目，引導相關次級論壇的

工作目標與各優先領域的優先項目一致。

19　 五大優先領域包括，(1) 區域經濟整合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2) 強調全球化的社會面向──
包容性成長 (Addressing Social Dimension of  Globalization. Inclusive Growth)；(3) 透過永續成長確保生活
品質 (Safeguarding the Quality Life through Sustainable Growth)；(4) 結構改革 (Structural Reform)；(5) 人類
安全 (Huma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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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級論壇方面，SCE要求次級論壇修改工作計畫的優先目標，

並在年度論壇報告 (The Annual Fora Report) 回報相關活動是否對應所屬

優先領域的優先目標。

2014年出爐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新增項目健康與性別這兩個議

題並未受到經濟體的青睞，而人類安全與反恐議題反而成為最低優先

項目。此外，SCE也表示問卷調查結果與實際計劃執行的工作項目存

在明顯落差。如果問卷調查結果與實際執行的優先項目不一致，將會

衝擊能力建構的優先工作項目之未來規劃。若欲縮減此一落差，一項

有效的途徑是將中程優先工作項目檢視的最終結果，與 APEC秘書處

的計畫補助審定標準，適度予以結合。

三、跨領域議題之推展 :
近年來，APEC跨領域議題之討論越趨繁雜，SCE的協調之角色也

越來越重要，SCE1會議中，主席表示，若議題非責屬於 SCE督導之工

作小組，SCE將難以扮演監督與協調之角色。尤其現在議題常常以跨

委員會的方式呈現，特別是 2013年通過的基礎建設發展與投資多年

期計畫 (MYPIDI)，更是橫跨 SOM與 FMP，若由 SCE來協調恐有不足之處。

以 MYPIDI為例，SOM1 決定：SOM層級的 FotC將會監督此多年期計劃

的執行，並向 SOM回報。

此外，考量許多倡議多元跨領域性，目前無適合承擔這些倡議

的次級論壇存在。三項倡議分別為：城鎮化、綠色發展以及森林覆蓋

議題。 經 SOM討論後，將由 SOM來協調該三項倡議的執行工作。

在該三項倡議中，城鎮化議題希望透過主席之友進行更深入的

討論，表示該議題逐漸受到資深官員的重視。不過這種由 SOM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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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的「指導（協調）委員會」或「主席之友」已達 6個之多。數量

大幅成長的這些 SOM層級組織，將會影響到資深官員們的工作負擔

與 SOM相關會議的時間管理。因此未來若有機會，希望仍能由 SCE下

的工作小組執行城鎮化的相關議題討論。

四、強化 ECOTECH能力建構 (Capacity Building):
為了加強各論壇的能力建構效率，2013年 SCE1 APEC秘書處執行

長提出「重新調整各論壇的工作計畫，使其符合 APEC整體願景與目

標」之報告，供會員體參考以及有效討論強化經濟暨技術能力建構的

焦點。今年 SCE會議討論各論壇工作計畫時，決議在工作小組的年度

工作計畫範本內，納入「能力建構」一欄，以 茲強調能力建構之重要

性，並具體呈現工作小組之工作。

為強化 APEC經濟體在能力建構的規劃，秘書處也提供「能力建

構指導方針」的更新草案，預計在 SOM批准該方針後，發佈至各委

員會與工作小組，更新草案重點包括，要求 BMC持續確保該方針與 APEC

計畫間的一致性；鼓勵發展長期或多年期的能力建構計畫；定義更廣

義的 APEC能力建構優先項目，並在 ECOTECH 中程進行優先工作項目

檢視、CTI能力建構的策略計劃、能力建構需求倡議、連結性架構藍

圖所定義的能力建構需求四者間建立連結 (linkages)；發展評估能力建

構有效性的系統；考慮計畫補助評估標準是否應隨著能力建構優先項

目有所調整。

為使能力建構能達到預期效果，SCE應考慮建立意見回饋機制，

盤點過去經濟體對能力建構的相關建議，俾利未來計畫制定者與參與

者能夠參照過去經驗從中學習，改善能力建構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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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SCE指導 APEC工作小組規劃策略規劃的內容。考量

各工作小組掌管議題多元，SCE邀請 APEC秘書處的 PD協助整理次級

論壇在跨領域議題合作。2014年開始檢視中程優先議題，適時調整次

級論壇優先工作目標。而該檢視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優先項目與次

級論壇計畫的工作目標不完全一致。舉例來說， 人類安全非最優先項

目，卻占論壇計畫活動的 28%。結構改革為重要優先項目，只占次級

論壇計畫活動的 3%。此外，部分跨議題領域的倡議並沒有專門工作

小組負責執行，如城鎮化、綠色發展、以及森林覆蓋議題，目前執

行工作交由 SOM來協調。因此，未來 APEC秘書處的 PD需密切與 SCE

主席進行協調溝通，因為兩者間的合作有助 SCE發揮跨領域議題的協

調功能，提升 SCE在 APEC的授權。對於中程優先議題檢視的問卷調

查結果，須確保次級論壇工作計畫目標與問卷調查結果一致，解決

方式之一為 BMC與秘書處提供一份執行計畫彙整統計報告。對於部

分跨議題倡議無專門工作小組問題，可由 SCE持續關注這些議題，期

盼相關工作小組協助這些議題的能力建構。

（本篇作者為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參考資料： 

1.  APEC SCE, “Report on Synergies in ECOTECH For a Work.” < http:// mddb.apec.org/Pages/

default.aspx > 

2. APEC SCE, “APEC Capacity Building Guidelines” < http://mddb.apec. org/Pages/default.aspx > 

3.  APEC SCE, “ECOTECH Medium Term Priorities Review” < http:// mddb.apec.org/Pages/

default.aspx > 

4. APEC SCE, “Strategic plans” < http://mddb.apec.org/Pages/default. aspx >

244



區域連結性架構之發展

鍾佳容

一、區域連結性架構之起源：

連結性架構緣起於東南亞國家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東協希望藉由議題發展，打造東協成為回應連結性議

題之平台。2010年，東協提出「東協連結性整體計畫」，該計畫強調

東協連結性的意涵 
20

。該意涵希望將東協建構為「行動共同體」、「連

結共同體」、以及「人民共同體」。 雖然日本欲協助東協推動連結性

議題之發展，但後逢資金短缺與能力建構不足，使得東協推動計畫面

臨挫折。其後，G20議提出與連結性架構相關之概念。2010年 APEC CTI

提出相關討論。

2013年印尼將連結性設為重點工作，希望未來能持續推動 APEC

連結性架構與基礎建設投資發展之後續工作，項目包括：

1、促進全方位、多層次的亞太連結性； 

2、發展「APEC連結性架構」藍圖；

3、設立 APEC公私部門夥伴專家諮詢小組以及設於雅加達的 PPP中心；

4、擴展亞太地區基礎建設投資發展與促進連結性的融資投資； 

5、強化亞太基礎建設發展夥伴； 

6、促進連結性與基礎建設發展的區域金融合作； 

7、發展軟性基建合作，包括強化制度連結與法規合作； 

20　 「專題探索：從「東協連結性總體計畫」到「APEC 基礎建設發展與投資」倡議：台灣應掌握的機會」，
《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4:7, pp.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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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促進人與人的交流與旅遊便捷； 

9、促進跨境教育； 

10、發展 APEC區域內學生交流的目標進展檢視。

由於連結性架構所涉及之層面，涉及實體、制度與人與人連結三

個面向，各層面所需進行的活動有待推動，需要更細節的協調工作，

才有利後續發展。

二、2014年 APEC在連結性架構之進展：
2014年 APEC SOM議程強化基建與全面連結性架構做為年度三大優

先目標之一。今年在連結性架構所著重之主題包括：強化 RECP；確定

區域連結性架構藍圖之時間表、目標、以及參考點；MYPIDI的分工架

構浮現，包括 SOM與 FMP 的合作分工；連結性議程將呼應基礎建設投

資與融資議題等。其中在實體連結、制度連結、以及人與人連結方面

的進展如下。

( 一 )、實體連結方面：

2013年印尼提出多年期「基礎建設發展與投資多年期計畫」(APEC 

Multi-Year Plan 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MYPIDI)。該計畫希

望建立有利基建發展的企業友善投資環境、有效整合現有計劃、發展

政府能力以促成具可融資性的基建計畫之誕生、提升財務環境已達長

期投資發展。

而今年議題性連結的主要計畫之一為啟動 「APEC基建發展與投資

多年期計畫」。該計畫目前由 SCE擔任協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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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制度連結方面：

 制度連結強調 APEC會員體間透過制度謀合、邊境管制、金融、

電子商務等方面的合作，促進 APEC地區貿易投資便利度，以降低交

易成本。

我國在關港貿單一窗口的建立有相當進展。透過現有資源，結

合資訊系統，將可加速貨物通關、強化貿易安全。以我國 E化的「關

港貿單一窗口」發展經驗為基礎的能力建構計畫為例，將能協助其他

會員體建構其單一窗口，協助 APEC邁向「2020 年之前在所有會員體

建立各自的單一窗口系統」之目標。

( 三 )、人與人連結：

2013年 APEC領袖們針對「人與人的連結」建議 APEC各論壇在跨

境教育、科技創新、服務、觀光、以及商務移動等方面，加強合作。

在教育方面，APEC在「促進跨進教育合作工作計畫」希望提升學生、

研究人員、以及教育人員的移動能力，並加強現有雙邊協議網絡。在

加強學生移動能力方面，我國推動 APEC 技職教育認證資料庫、APEC

技職教育及訓練合作聯盟、APEC地區永續發展與可行的跨境學生專

業實習模組等計畫；在強化研究人員的移動能力方面，我國透過科技

部補助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赴國外研究，教育部亦補助推動人文

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計畫；在加強教育人員的移動能力方面，我國

推動拓展境外台灣教育中心據點，並透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

員赴國外學校任教；在加強現有之雙邊協議網絡方面，我國已陸續與

14國簽署相關雙邊教育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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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PEC在連結性架構之挑戰：
（一） APEC連結性架構是否會邁向茂物目標的後塵，有待觀察。不同

於茂物目標缺乏衡量指標，連結性架構設有時間表。以「區域連

結性架構藍圖」為例，它設有時間表，使得草案推行可照表執行。

此外，部分連結性架構與 APEC結構改革、貿易便捷化、人與人

連結方面的旅遊、教育合作等工作重疊，因此，連結性架構可藉

由 APEC相關工作的發展持續進行。

（二） APEC連結性架構可否與茂物目標合作，仍有待討論。如果 APEC

連結性架構與茂物目標合作，會有時間上的壓力，不過連結性架

構有助成為實現茂物目標的輔助力量。

（三） 在 APEC推動連結性架構會將非 APEC成員排除在外。以緬甸為例，

雖然緬甸是東協成員，但卻非 APEC成員。在 APEC發展連結性會

忽略部份東亞國家。

（四） 2014年連結性架構的主要計畫之一為啟動 「APEC基建發展與投

資多年期計畫」，然而是否能如期推動該計畫仍有待觀察。因為

除了相關的指導委員會尚未成立外，FMP與 SOM也尚未成立對口

單位。另外，發展基礎建設必須尋求公部門投入外，也須有足夠

的資金投入，並透過區域金融合作來增加基建資金來源。而 APEC

連結性架構必須建立相關機制應付上述問題。

（五） 連結性架構希望建立共同體意識，但受到文化背景、政治體制、

以及地緣戰略關係等影響，各經濟體對共同體意識的定義有所不

同。舉例來說，中國大陸的共同體意識跟東南亞國家的共同體意

識是不同的。對於中國大陸而言，連結性架構若可涉及歐亞非多

國，將可或多或少地平衡美國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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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連結性架構所希望促進的貿易便捷性，將會限制貿易自由主義

之發展。美國與加拿大擔心連結性會限制貿易自由主義發展，因

此，在部分連結性架構上並未表達支持。

（七） 連結性架構之相關規劃並不明確。它是將既有活動進行整合或

提出新的完整藍圖，其規劃尚未明確。而針對各部門別計畫所進

行的區域連結性架構，是否能達到促進跨太平洋聯結效果，也有

待觀察。

（八） 我國在連結性架構議題的跨部會協調仍待加強。如何整合國內

各部會參與連結性架構有待規劃。舉例來說，財金部會內部尚未

建立連結性架構的對口單位。

（九） 在公部門參與方面，政府應適度鼓勵私部門參與國際基建標案，

因為考量台灣經濟結構，台灣難以再打造更多的高速公路，國內

私部門投資國內基建的空間有所限制。然而私部門卻可以透過境

外投資，促進投資發展，因此，政府應鼓勵私部門發展海外基建

投資。

（十） 在私部門參與方面，隨著社會公民意識覺醒，民眾對於私部門

投資基礎建設存在多元聲音。許多特殊建設、公益服務性質高者，

常面臨難以落實使用者付費、土地徵收過程受質疑等問題，例如

污水下水道建設、台灣高鐵、台灣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等，皆

曾引發爭議討論，迫使延遲辦理計畫時程，難以如期落實政策目

標，導致國內企業對於政策性的投資意願低落。

（十一）  在基礎建設投資方面，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雖然國際資金

來源多元化，但考量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力道逐漸下降、發展

中國家資金市場發展不夠活躍、各國金管體制不一、各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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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不一定有利國際基礎建設投資發展、基礎建設所需的資金

並非當地單一銀行能負擔等，使得資金多元化的實現面臨相

當的挑戰。

因此，綜合以上，若要如期實踐連結性架構之目標與時程，仍

須克服上述困難。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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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與城鎮化和永續城市發展
CTPECC 秘書處

2014年 2月，APEC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 (SOMI) 中提出一份有關

「城鎮化與永續城市發展之倡議」的概念文件，該倡議揭露 2030年都

市人口將達世界總人口數的 60%，2050年達 70%，將消耗世界能源的

60~70%。有鑑於此，該文件也強調：能源、環境、運輸、教育、健康 

和文化等議題，都是城鎮化和永續城市發展未來必須面臨的重大挑

戰。而城鎮化的永續發展過程有助於改善經濟效能，提升區域投資

與公共服務的便利性。

城鎮化為亞太經濟成長新領域

另根據 2013年峇里宣言，APEC定位城鎮化為亞太未來經濟成長

的新領域，亞太地區的合作為提升與深化區域經濟整合；而城鎮化

與永續城市的發展可以促進全面性的議題連結與基礎建設發展。至

於 SOMI提出前述倡議的目標主要有三：(1) 透過 2014年 APEC優先議

題進行合作發展城鎮化永續發展；(2) 以亞太地區城鎮化過程為工具，

進行深化 APEC地區合作；(3) 爭取支持與建立各種自由貿易協定。

此外，該倡議並預期達成以下五個成果：(1) 經由城鎮化提升經

濟成長、投資與貿易；(2) 建立城鎮化的永續發展途徑；(3) 收集資訊，

提供多元文化並促使 APEC會員經濟體間對相關議題的覺醒；(4) 以現

有低碳城市發展計劃為基礎， 延伸並升級城鎮化的永續合作；(5) 促進

城鎮化的經驗交流、最佳範例與經驗學習，作為未來高度城鎮化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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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治理參考。

至於希望達成之工作主要有以下三項： (1) 在 2014年 APEC SOM1

中發布「透過對城鎮化和永續城市發展的亞太夥伴關係形塑未來 」

(Shaping the Future through Asia-Pacific Partnership for Urba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City Development) 概念書；(2) 透過 APEC政策研究單位 (PSU) 進行城鎮

化永續發展之研究；(3) 以 PSU的報告作為基礎，將在 SOM 2與 SOM 3

持續進行城鎮化議題政策對話。並建議將成果提交 APEC部長會議與

2014年 11月 APEC經濟領袖會議。

中國大陸城鎮化的「三維坐標」

APEC SOMI本次提出「城鎮化與城市永續發展之倡議」，其實與擔

任 2014年 APEC會議主辦經濟體的中國大陸內部之城鎮計畫具有密切

關係。

根據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中國新型城鎮化未來發展的「三維

坐標」分別為一、拆除隱形「籬笆牆」，落實以人為本；二、降低

圓夢「高門檻」，實現共用文明；三、抹平東西部經濟鴻溝，力求區

域發展均衡。這三項正是中國大陸進行城鎮化想要達成的重要目標。

分述如下：

( 一 )、拆除隱形籬笆牆，落實以人為本

主要是在促進約一億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並包括四大重

點：1. 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2. 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實行不

同規模城市差別化落戶政策，3. 使更多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納入城

鎮教育，實現異地升學，4. 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對常住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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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覆蓋。

不過，在推動前述目標的過程中，必然也面臨挑戰。例如，眾

多早已離井背鄉的農民工，儘管在城裏已工作多年，但因戶籍等原

因仍難融入城市，也無法公平享受城市的公共教育和醫療衛生保障，

尤其是健保無法跨區移動的問題，需要優先解決。

( 二 )、降低圓夢高門檻，實現共用文明

主要在改造約一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包括兩項重

點：1. 更大規模加快棚戶區的改造，不能一邊是高樓林立，而一邊

卻是基礎設施不足的棚戶連片；2. 優先發展公共交通：探索農業轉

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擔以及設立多 元化城鎮建設投資和融資等機

制。

但問題在於：住房是擋在農民工城市夢想前的「最高門檻」，「城

中村」也影響城鎮基礎設施的佈置與功能劃分。尤其棚戶區普遍存

在的現象是：城市建成區範圍內平房密度大、使用年限久、房屋品

質差、人均建築面積小、基礎設施配套不齊全、交通不便利、治安

和消防隱患大且環境衛生也差，短期內要大刀闊斧地改善不易。

( 三 )、抹平東西部鴻溝，力求區域發展均衡

主要在引導約一億人口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主要包括四

項工作：1. 持續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2. 加大對中西部地區新型城鎮

化的支援；3. 提高產業發展和集聚人口能力，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就

近從業；4. 加快推進交通、水利、能源、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增強

中西部地區城市群和城鎮發展後勁。

然而，中國大陸城鎮化的不協調—大城市很大，而小城市、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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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及周邊農村很小；大城市人滿為患，壓得人喘不過氣來，每逢過年

期間返回西部家鄉的情況，令人怵目驚心。而小城市、郊區及周邊農

村由於缺乏優質的公共資源，又無法分解大城市的人口壓力。地域上，

呈現明顯的「東密西疏」階梯狀分佈，大中城市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

省份，中西部地區城市相對稀少大城市人多，小城市無公共資源，特

別是中西部城市相對稀少，因此要均衡發展。

小結

「綠色、低碳和以人為本」正是中國大陸進行城鎮化過程中，最

終希望達成之目標，並同時解決前述三大問題。至於進一步促進外來

投資和區域經貿整合應是永續城鎮化的「外溢效應」，也就是說：藉

由解決中國大陸城市發展的問題而展開的商業活動，以期達成貿易效

果，因為城鎮化最後也會帶動投資貿易的轉向。至於城鎮化過程中，

必然面臨的境內 (Behind-the-border barriers) 結構改革問題，以中國大陸

目前的制度改革進度而言，是否能夠真正跟上並確實協助城鎮化的進

展，仍待觀察。特別是其中最難克服的問題，例如，戶籍和健保的遷

移問題，並非一朝一日而期；倘若改革腳步緩慢，可能會延宕城鎮化

的進展腳步嗎？也待密切關注。

（本文由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余慕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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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亞太夥伴關係形塑城鎮化與

永續城市發展的未來

鍾佳容

2014年年初中國大陸提出「透過亞太夥伴關係形塑城鎮化與永續

城市發展的未來」倡議 (Shaping the Future Through an Asia-Pacific Partnership 

for Urba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City Development)，目標希望透過 2014年 APEC

優先議題進行合作發展城鎮化永續發展，進行深化 APEC區域間之合

作，爭取支持與建立與城鎮化相關之協定。

2014年 8月，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PSU)最新出爐「透過亞太夥伴

關係形塑城鎮化與永續城市發展的未來」的研究報告指出，若要克服

城鎮化所帶來的挑戰需要創新與合作的解決方案。

同時，PSU的報告陳述目前城鎮化的現狀。在過去兩百年來，全

球城鎮化人口從 10%提升至 53%，預期將在 2030年城鎮化程度達到

60%，2050年達 70%。此外，雖然城市面積只占全球領土約 2%，居住

在城市的市民卻消耗世界能源 60% 至 80%，產生 80%二氧化碳。而城

鎮化過程卻加速成長，每天約有 18萬人口移居都市。

APEC共有 21個會員體，約占全球人口的 40%。依據 2013年的統

計結果顯示 APEC地區城鎮化程度約達 60%，約 18億人口。預計 2050

年時，APEC地區城鎮化程度將達 77%，約 24億人。在 APEC地區，約

有 14個世界級大型城市 (world’s mega city)，占全球所有世界級大型城

市總數的一半；約有 22個世界城市 (world’s city) 人口超過五百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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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萬；約有 185個城市 (city) 人口約在一百萬至五百萬間；284 個城市 

(city) 人口約在五十萬至一百萬間。

一、永續城鎮化之挑戰

PSU「透過亞太夥伴關係形塑城鎮化與永續城市發展的未來」的

研究報告指出，在 APEC地區，發展中經濟體的城市發展受到快速工

業化與聚合經濟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影響，而已開發經濟體的城市

發展從製造加工層級逐 步過渡到與服務、專業知識、高階製造相關

之面向。然而對於不同經濟發展程度之經濟體，它們面臨之都市發展

皆與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相關，因此，它們所共同面臨之挑戰，包括計

劃能力 (planning capacity)、物質基礎建設 (physical infrastructure)、投資資金、

環境管理、住宅供給、有效政府治理等。

此外，城鎮化所帶來改變帶來的是另一種衝擊。在科技轉變方

面，科技進步衝擊傳統勞動市場，威脅廉價勞力與出口導向成長市場。

在人口統計方面，先進經濟體開始出現灰色城市 (the graying of cities)。

人口老化所帶來的衝擊不僅為消費型態的改變，也改變了人們的儲蓄

方式。因此，未來在探討城鎮化議題時，應考量上述衝擊，以期邁向

永續城鎮經濟成長。

二、個案研究

PSU針對數個城市進行研究，包括馬尼拉、西雅圖─溫哥華附近

一帶、珠江三角洲、利馬 (Lima)、墨西哥市、智利聖地亞哥等，並針

對五個面向，包括投資環境、創新商業支持、策略性基礎建設、社會

環境永續性、以及政府有效治理，進行分析。PSU 提出下列未來發展

方向：

256



1. 透過提升勞力生產力、提供物超所值的基建服務、減緩官僚風

氣等方式，強化投資環境。 

2.支持都市工業區的研發創新。 

3. 建立商業支持服務網絡，鼓勵建立全面性的金融服務，提供居

住於都市的商業人士取得相關資源的機會。 

4. 發展友善健康環境、培養素質良好市民、建立有利商業發展的

知識網絡。 

5. 打造策略性基礎建設，提供都市工業區居民良善的交通品質；

建立制度有效管理基礎建設。

6. 提供創新者與投資者取得發展環境基建、 醫療、教育、水及能

源管理系統之投資與創新機會。 

7.建立透明的、可信任的、以及互動式的都市治理系統。

三、APEC經濟體在城鎮化政策 之未來重點
PSU提出幾點建議如下：

建議一：都市發展應朝向永續經濟成長，發展商業與貿易機會，

創造就業機會。並透過 APEC夥伴關係發展相關研究、政策、專業人士 

交流、以及合作機制，說明如下：

（1） 研究與比較城市間的經濟連結，分析經濟、環境、以及社會

因素對城市發展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2） 先透過國內政策促進永續城市發展，在取得共識後，透過 APEC

場域制訂 APEC城鎮化政策。 

（3） 透過相關專業人士間的連結，包括，國內制定城市政策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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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決策者、以及私部門，針對策略性基礎建設的規劃、財政、

以及執行分享最佳範例。 

（4） 建立城市與城市間的合作機制，並由專門機構提供技術協助、

能力建構、以及財務管道。

建議二：建立城鎮化永續發展之亞太夥伴關係

（1）透過行動議程建立城鎮化永續發展之亞太夥伴關係； 

（2） 建立夥伴關係的起步為發展相關活動，包括城鎮化政策對話、

召開高階官員會議等。 

（3） 展開相關研究、召集參與者、發展研究網絡、以及建立永續

創新中心 (Sustainable Innovation Hubs)。 

（4） 為促進永續城鎮化之發展，應建立策略性基礎建設相關之最

佳範例網絡。 

（5） 為促進永續發展，鼓勵發展城市與城市間的倡議，俾利進行

相關合作計畫。

建議三：建立永續城市發展夥伴關係的優先工作項目

（1）整合地方的創新發展、經濟改革、以及都市治理成長。 

（2）針對創新、貿易、以及投資面向，發展姊妹市關係。 

（3）促進二級城市與中小型城市的投資。 

（4）建立永續城市發展的合作網絡。 

（5）執行城鎮化相關之研究與能力建構之活動。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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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APEC PSU and APEC Secretariat, Executive Summary- Shaping the Future Through 

an Asia-Pacific Partnership for Urba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City Development. 

http://mddb.apec.org/Pages/ searchmeetin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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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礦業、美麗中國：

中國大陸礦業政策與 2 0 1 4年
APEC礦業議題相連結

吳福成、陳子穎

中國大陸係 2014年亞太經濟（APEC）主辦經濟體，主導 2014年 APEC

的議題走向，並已定於 2014年 6月召開 APEC礦業部長會議，足見其

對於礦業發展之重視。而要掌握中國大陸今年對於 APEC礦業議題所

設定之走向，則需要從其國內之礦業政策發展脈絡做系統性的彙整，

以進一步瞭解中國大陸如何在礦業議題上從其國內政策延伸到 APEC

場域中。

一、中國大陸礦產資源概述

中國大陸是世界上疆域遼闊、成礦地質條件優越、礦種齊全、

資源總量豐富的國家，並且是具有其自身特色的一個礦產資源大國。

中國大陸從 60多年前開始展開大規模礦產地質勘查工作，其目前已

發現的礦產有 168種，探明有一定數量的礦產有 153種，其中能源礦

產有 8種、金屬礦產有 54種、非金屬礦產有 88種、水氣礦產有 3種，

探明儲量潛在價值僅次於美國及俄羅斯，位居全球第三位，是世界上

礦產資源最豐富、礦種最為齊全的少數國家之一。以下，再詳述中國

大陸所擁有的四種不同類別礦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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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能源礦產：

中國大陸的能源礦產是其礦產資源中極為重要的部分，包括煤礦、

石油及天然氣，係全球及中國大陸本身消費能源的主要來源。此外，

頁岩氣、油頁岩、鈾、釷、地熱等亦為中國大陸境內已探明儲量的能

源礦產種類。

( 二 ) 金屬礦產：

 中國大陸的金屬礦產資源種類齊全、儲量豐富且分佈廣，目

前已探明儲量的礦產有 54種，包括鐵礦、錳礦、鉻礦、銅礦、鉛礦等。

( 三 ) 非金屬礦產：

 中國大陸非金屬礦產種類豐富，目前已探明儲量的非金屬礦

產有 88種，包括金剛石、石墨、硫鐵礦、水晶等。

( 四 ) 新技術礦產：

係伴隨著科技創新的浪潮而來，這類礦產包括稀土、稀有金屬、

稀散元素、鉑族、輕金屬和重金屬等 7大類、共 39種礦產，廣泛地

應用在資通訊科技、新能源及新材料產業中。

儘管中國大陸的礦產資源有以上優勢，然而卻也面臨下列多項挑

戰，包括：第一，礦產資源總量固然豐富，但由於人口眾多，因此平

均一人可分配到的資源仍相對不足；第二：礦產質量不均，貧礦多、

富礦少；第三：超大型礦床少、中 小型礦床多；第四：共生伴生礦多、

單礦種礦床少。

二、中國大陸礦業政策脈絡與發展

 回顧中國大陸礦業政策脈絡與發展，似可分為幾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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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08 年「全球礦產資源規劃（2008-2015 年）」

中國大陸早在 2008年就訂定「全國礦產資源規劃（2008-2015年）」，

其中提出了發展綠色礦產的明確要求，並確定了 2020年基本建立綠

色礦山格局的戰略目標，並為落實其目標，在「全國礦產資源規劃

（2008-2015年）」就發展綠色礦業及建設綠色礦山提出指導意見，包括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方法方式之轉變、發展加快轉變礦業

發展方式之途徑、落實企業責任並加強企業自律。

( 二 )200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

為發展礦業，加強礦產資源探勘、開發利用和保護工作、保障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當前及長遠之需要，中國大陸人大常委會根據其

憲法，於 2009年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 規範礦產資源

探勘與開採之評估、及集體礦山企業和個體採礦。該法案係為中國大

陸礦產相關措施所依據之法源。

( 三 )2012 年「中國礦產資源報告」

隨著中國大陸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加快推進，礦產

資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國際礦產資源市場競爭激烈，要循著國際市

場獲取資源越發困難，因此，儘速找尋礦藏、增強礦產資源保障能力

等，已成為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性問題。因此，2012年，

中國大陸國土資源部編制「中國礦產資源報告」，將中國大陸地質礦

產調查、地質探勘、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礦產品市場及礦山地質環境

保護等主要進展進行彙整與盤點，以利下一步的礦產開發與運用。

( 四 ) 「十二五計畫」針對能源礦產及金屬礦產規劃之

措施

「中國礦產資源報告」中提及「十二五計畫」對於中國大陸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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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出未來戰略與方向，明確地規劃了礦產資源管理的政策方針，並

要求落實節約優先戰略，以全面實行資源利用總量控制、供需雙向調

節、差別化管理，大幅度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提升礦產資源保障

程度。特別是，「十二五計畫」針對前述中國大陸所豐富蘊藏的能源

礦產及金屬礦產規劃相關措施，本文將特別強調中國大陸對於煤礦及

非常規油氣資源（如頁岩氣）之戰略與措施，分別詳述如下：

1.  建構多個特大型煤炭企業：中國大陸擬於未來 3年內經過合併重組，

淘汰 3,000個小煤礦，以促進先進的大礦管理，提高安全生產能力，

並利用「十二五計畫」提升煤炭工業發展的科學化水準，以完成以

下八項工作包括建設大基地、培育大集團，加快煤炭結構調整；推

進煤炭科技進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大型現代化煤礦、提高

單井規模；推行綠色開採，建設生態礦山；發展循環經濟產業，提

高資源綜合利用水平；強化安全生產，提高媒礦安全保障能力；推

進煤炭市場化改革；建設和諧礦區。

2.  推動頁岩氣等非常規油氣資源之開發利用：由於頁岩氣的探勘開

發已在中國大陸能源戰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且根據「十二五

計畫」明確提出要推進頁岩氣的開發利用，中國大陸於 2011年訂定

「頁岩氣發展規劃 （2011-2015年）」，目標在於到 2015年，頁岩氣將初

步實現規模化生產，產量將達到每年 65億立方公尺，並預計到 2020

年到達到 1,000億立方公尺。中國大陸並將透過市場開放、加強關鍵

技術，以及吸引外資以促進競爭等模式，促進其頁岩氣之開發利用。

3.  積極開發有色金屬新材料：由於中國大陸體認到其有色金屬科技發

展水準與建設有色金屬強國的目標仍有落差，目前面臨創新能力不

足、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他國、技術標準研究薄弱、科研領導人才

與投入不足、科研體制存在弊端等問題與挑戰。因此，中國大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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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十二五計畫」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 以支持有色金屬材料的基

礎研究、應用開發、生產技術改造和科研生產裝備的提升，並進行

六項重點工作，包括突破重點領域科技創新、開發有色金屬新材料、

培育新經濟領域重點、強化企業地位以緊密結合產學研、加 強科技

成果轉化與推廣以促進產業整體技術與裝備升級，以及培養創新科

技人才。

（五）中國大陸的稀土政策

全球主要的已開發國家為促進新能源和資通訊科技產業之發展，

以提升其國家競爭力，均紛紛針對新技術礦產制定戰略規則。其中，

稀土問題更是中國大陸當局所關切，並與國際礦業市場息息相關的議

題。由於中國大陸是全球稀土資源儲量最大的國家，其稀土產量占全

球 97%，也是全球最大的稀土消費國、生產國和出口國。為了因應稀

土問題，中國大陸政府擴大了對稀土的監管，於 2011年頒布「關於

促進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並促進產業合併。

2012年中國大陸發佈「稀土政策白皮書」，目的在於針對中國大

陸對稀土的出口限制進行說明，以因應美國、歐盟和日本聯手向 WTO

的控告，強調中國對稀土實施保護性開採，係為避免過去過量的開採

與競爭、提高稀土資源的有效保護及合理使用、並進一步促進環境保

護與資源永續利用。儘管中國大陸強調進行出口管制係出於環保之

考量，但 WTO專家小組報告確認為，中國大陸僅限制出口，而不採

取措施限制本國工業使用這些原物料，無論是短期或長期都無法證明 

出口配額限制和關稅措施能減少環境汙染，因此，WTO於 2013年 10

月裁定中國大陸敗訴，因稀土為發展尖端產業的要素，中國大陸卻限

制稀土出口並課徵出口稅，係違反加入 WTO時所承諾的公平貿易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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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但中國大陸官方仍宣布降低 2014年首批稀土出口配額達 2.5%，約

15,110公噸。

針對稀土出口限制所引發之後果，中國大陸已開始擬定相關措

施因應，例如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便將深入研究稀土價格形成機制，

以促進稀土交易平台之建構；此外，中國大陸政府也承諾將持續整頓

稀土企業之秩序，並將重點打擊非法開採、生產、黑市交易、出口走

私等違法行為。

三、「習李體制」時代的中國大陸礦業政策

2012年中國大陸前總理溫家寶曾明確指示要發展綠色礦山，隔

年，時任副總理的李克強亦指出加強國土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是加快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一項重要任務，進一步引用

「十二五計畫」強調「發展綠色礦業、 強化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

之重要性，並承諾將發展綠色礦業和建設綠色礦山提升到國家戰略高

度。預計今後 10年，中國大陸政府將會加強落實「中共十八大報告」

揭櫫的生態文明建設之強化，而發展綠色礦業更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 

的面向。

中國大陸政府認為發展綠色礦業是一個契機，並規劃透過以下

途徑，包括促進綠色礦山與和諧礦區建設、促進資源節約與循環經濟

建設、推進找礦突破戰略行動、實現找礦重大突破、推動產業結構調

整、實現礦業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推動以人為本，改善並提高

礦業職工生產與生活條件等，達成「綠色礦業、美麗中國」之遠程目標。

特別是，邁入「習李體制」的中國大陸礦業政策，還強調以和諧礦區、

調整產業結構，以型塑與環境及社區親善的綠色礦業，而這也同時與

今年 APEC礦業部長會議的主題「綠色、科技、合作、雙贏」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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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中國大陸將 APEC場域作為延伸其內政之國際平台。

結語：

礦業議題隨著從 2012年起至今的APEC主辦經濟體—俄羅斯、印尼、

中國大陸皆為礦產大國，以及近年來亞太區域內各經濟體紛紛針對礦

業活動進行相關規範，而在 APEC逐漸受到重視。根據上揭內容，預

計今年的 APEC礦業議題在中國大陸的主導之下，將朝永續發展、綠

色礦業邁進，而這也與我國正在推展的「黃金十年國家願景」中『永

續環境』的方向謀合，我國並在相關技術與經驗上有所掌握，此將有

助於我國今年在礦業議題上的參與及分享。

我國雖然不是礦產國家，但是我國在亞太區域內所進行的礦業相

關經貿活動的規模也都是各礦產國主要的出口對象之一，因此，我們

自不可忽視亞太區域內各國礦業政策動向對我國所帶來之衝擊。APEC

礦業相關論壇與會議是我們參與國際礦業議題之良好平台，多年來已

透過我國代表的積極參與，使得我國在 APEC礦業任務小組（MTF）中

的角色愈顯重要，除了已與其他重要經濟體代表培養良好默契以外，

並有機會引導 APEC礦業議題方向。

承上述，我國應重視我方在 APEC礦業議題上的參與，並進一步

支持我國在 APEC架構下進行礦業相關活動，一方面增進 MTF未來展

延或升格的利基，對 APEC做出貢獻，一方面則有助於改善我國及區

域內的礦業相關經貿活動，促進區域內的經濟成長與繁榮。

（作者吳福成現任臺灣經濟研究院中國產經研究中心副主任、陳子

穎現任臺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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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優良公司治理措施指引」

PECC 同儕審查協助網絡公司治理研究核心團隊張仁良主席
信惟中譯

近年來，公司治理是 APEC結構改革的重要議題，而 PECC
早在 2001年即針對公司治理進行深入研究，並將相關建言提
交給 APEC參考。

2001年 11月 28日至 30日在香港舉行的第 14屆太平洋經濟合作

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大會，不但是該組織

兩年一度最重要的會議，也是發表「優良公司治理措施指引（The 

Guidelines for 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的好時機。此指引是 PECC

當年交付給 APEC的主要成果之一。APEC於 2001年 10月 17日至 18日

在上海舉行的部長會議中採納了本指引， 並鼓勵各成員自發性地實施

各項建議。本指引的背書也強調了該指引對於亞太地區的重要性。

東亞自 1997年金融危機後的發展，講求公司治理上結構改革的

重要性。PECC指出，這些改革對加強該地區個體經濟的基礎實有必

要。公司治理的倡議是由 PECC同儕審查協助網絡（PECC Peer Assistance 

and Review Network, PARNet）負責召集，並由菲律賓企業董事協會總裁暨

執行長 Jesus R. Estanislao博士領導。依據此研究倡議形成的核心小組表

示，透明度、問責性、和公正性應是公司治理的主導原則。

APEC部長們於 2000年的部長級會議中，一致認為 APEC應邀請 PECC

共同研發概念，以改善並深化該區的經濟和公司治理。部長們還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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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提案應將財政部長進行中的工作一併納入考量。2000年的會議

標示了 PECC與 APEC部長、資深官員、和財政官員就此準則長達一年

的的協商合作。

PECC同儕審查協助網絡曾舉行過數次協商會議，並與市場參與

者、監理機構、和學術界專家共同製作此方針。以此合作關係，我

想代表 PARNet感謝中國大陸 PECC於 2001年 5月 9-11日主辦這場總結

協商會議，並匯聚了該地區的專家們製作這份方針。我還要感謝 PECC

香港委員會對此方針的支持、貢獻、以及贊助會議和發表本報告。

我們希望此方針將提供自發與無約束性的全球最佳典範，並有

助於確保區域金融市場的永續發展。

引言

1.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後的發展，強調了公司治理上的結構改革至關

重要。這些改革對於強化該區域個體經濟的基礎，與確保日漸自由、

開放、和互賴市場的永續發展實為必要。 

2.  然而，改革需要時間並尊重經濟體的個別性，也需要充分考量經濟

體之間的差異，特別是在東亞地區。然而，這些經濟體在持續遵守

市場競爭原則與約束的同時也逐漸趨同，如果他們持續具有競爭力。

這些改革機制建立於非約束性、靈活、和漸進性的過程，以使其實

踐與全球公司治理最佳典範連結，並保持與 OECD一致的核心原則。 

3.  尤其在東亞，各經濟體需要一套能夠涵蓋廣泛，又具有啟發性，並

能領導公司治理改革趨同的原則。鑑於此需求，各經濟體得以在恰

當的時間、速度、和順序採取適當和具體的步驟，並且一併面對國

際市場競爭的挑戰。 

4.  APEC財政部長都強調公司治理為區域性金融狀況的關鍵措施。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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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發生後不久，APEC財政部長們即成立核心小組，以改善該

區的公司治理方法和提供相關建議。 

5.  APEC的公司治理核心小組強調了政府改善治理的三個關鍵角色。首

先，確保有適當的司法和監察制度。其次，以身作則並加強國營企

業的治理規範。最後，政府應積極推動公司治理的培訓倡議。 

6.  APEC財政部長們鼓勵成員評估自身處境並及早實施這些政策建議。 

7.  這些方針提供自發性與無約束的執行架構，並與 OECD的核心原則

一致。APEC財政部長們制定的方針注重企業董事會在治理公司上的

良好常規。

公司治理改革的系統性特色

8.  認清經濟體之間的差異固然重要，但是更需要了解公司治理常規的

改革決不能孤立而行。事實上，制定改革方案必須在廣闊的環境背

景下做出考量。改革方案受法律、機構、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完全

不亞於過去任何決策架構和權利所造就的經濟策略與商業慣例。 

9.  公司治理改革若欲創造有效且永續的效果，則需以務實和系統性的

方式進行，並策略性地執行其他的配套措施。機構能力需改善或加

強，新的支援機制也需要設立而現有的則必須更有效率。各成員應

觀察及採取更高標準的專業辦法，並確實的執行和落實。在許多東

亞經濟體的情況下，這些配套改革需要 與公司治理改革同時或比其

更早展開。事實上，各經濟體需要制定治理策略以關照更廣泛的全

面改革，並在任何時候專注於治理改革上少數但極為巧妙與有效的

措施。 

10.  改革的核心應是以基本原則為前提的新方向。以公司治理改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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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自由、開放、和日益互存的競爭原則是企業保持競爭力的新趨

勢。事實上，任何地區都需了解競爭原則和公司治理間自然和必

要的連接，特別是在亞太及東亞地區。APEC尊重該競爭原則之後，

則會自然考慮實施國際通用的企業改革方針標準。

公司治理與企業自主權

11.  公司治理原則表明企業尋求在自由和開放市場裡保持競爭力的同

時也應確保權力、權益、和投資於企業的資源能使其受益、賺取利

潤、和維持企業的競爭力。此外，企業在法律當前的自治地位和獨

立的個性應與業主、董事長、和經理有所區分。企業本身與業主、

董事長和經理之間也需要保持一段受職業道德保護的距離。業主、

董事長、經理、和公司之間的關係應該以促進公司最佳利益為施展

權責的出發點。 

12.  擁有獨立法人資格與多重利益的企業權利和義務應受司法保護。

企業有持有其股份的股東，也有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更有與其業務

和業績有重要利害關係的部門。企業本身的運作結果超越自身的

利益，它們的影響力涉及到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和社會。因此，

治理企業必須在股東價值最大化與保護推廣其他相關者的利益之

間尋找一個平衡，這些包括了客戶、員工、債權人、供應商等，以

及負責共同與公眾利益的監理部門。

公司治理與董事會的角色

13.  法律授權的合議體通常稱為董事會，其擁有管理公司的義務與責

任。董事會首先應忠於企業本身，並需以其最佳利益作為所有決定

的方針。董事會有責任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與市場競爭力，以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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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作業於共同利益和普遍福利。因此董事會在掌管運作時必須公平

地考量股東與及其股份價值和不同利益相關者在企業中的利害關

係。 

14.  董事會有責任確保將公司相關方面的狀況及時、準確、和完整地

透過監理部門報告給全體股東和民眾。在這方面，董事會必須創立

適當的申報制度並確保報告的標準與國際慣例一致。為了公平對待

股東和利益相關者，公司也必須謹守透明度與適當的公開揭露。 

15.  透明度和公開揭露是責任文化的關鍵，也是興旺市場競爭的前提。

股份持有者必須能夠獲得有所有企業相關的資訊。唯有如此他們才

能夠給予企業管理者適當的獎懲，並在必要時採取法律範圍內的補

救措施。 

16.  為了使責任系統運作無虞，任何關係必須保持公正以確保關係符

合專業和企業道德。事實上，業主、董事、管理人員、監理機構、

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專業關係必須符合全球最佳的規範。 

17.  市場體系的根本是對於股東權利的尊重。這尊重要求企業公平公

正地對待所有股東。適當的照應能夠確保他們在股東大會上適當地

行使投票權，包括出席、選擇董事長、並批准權內事項。董事會必

須充分保護少數股東法律範圍之內的權利和地位。 

18.  適當的管理權力委託是公正的企業內部職業關係不可或缺的一環。

管理特權一旦發出就應嚴謹尊重。行政總裁及管理團隊受任命之後

即有責任和權力管理該企業的事務。依據自由裁量權的制度，董事

會賦予管理團隊各人員、行政總裁及其他高階管理人員均有權決定

企業各方面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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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個公司之內的代表權力，在公司治理中，是保留給董事會的責任。

此責任包括：判斷企業的策略方向、批准重大政策、以追求企業策

略、建立有效的機制、監督和監測總裁與其團隊的的執行效率。

20.  若被提名為董事會中的一員，則必須遵守「審慎商業判斷」的

義務，其呼籲董事在提出判斷時必須以企業最有利的觀點，並仔

細考慮法律和公共利益範圍內的事實和情況。董事們也必須評估

企業業務和策略上面臨的風險，然後建立風險管理機制以為維護

該企業的資產增長。 

21.  董事會還必須建立一個有效的制度以推廣謹守監理和司法規範的

文化。該會必須了解監理部門對於促進和保護廣泛利益的特殊責

任。承擔此責任的同時，監理當局也會期望董事會制定適當的監察

和平衡機制。此平衡機制應運作於企業各階層，從董事會治理的職

責到行政總裁及高級管理人員的管理職責。 

22.  董事會行使有效的治理職責必須仰賴於能夠自主和獨立運作的企

業結構。董事會成員必須要擁有公認的資歷，並在其領域專業和廉

正的成績。他們需要致力於市場競爭的原則，並響應在開放市場內

的效率挑戰以及開放的經濟與社會內的公共利益。他們也應該意識

到服務企業眾多利益的職責都必須以自主和責任、獨立性和公正

性、與高標準的職業道德和能力面對。

東亞公司治理改革的挑戰

23.  在東亞地區，實際公司治理的常規與全球最佳規範之間的距離造

成了一些挑戰。在許多經濟體的股權仍集中於家庭、相關的利益，

以及政府。外部融資嚴重仰賴於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資本市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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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發展的過程仍處於過渡期。揭露標準必須提升至與已開發經濟

體相同的程度。金融與資本市場的協助服務也必須有效提升。非常

務董事的概念在許多企業董事會中仍未生根。主管培訓課程有待傳

播。東亞經濟體必須正視系統性的公司治理改革。 

24.  由於改革是系統性的任務，政府與公家監理機關對於推進改革有

決定性的影響。政府可以提出改革的政策承諾，也可能適度地修改

司法體制使其更加有利於現代化的公司治理常規。國營企業的董事

會應以身作則以示範良好的治理規程，並確保這些企業所有權的多

樣化，包括所有治理權力的制度化。政府也需要強化其監理機構的

規範能力，以推動現代化公司治理的條款，而後，這些監理機構才

能夠發佈具體的規範並朝 OECD的核心原則發展。 

25.  銀行監理機構在改革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治理規範中格外的重要。

它們應凸顯當局的管理權利和義務並鼓勵成立非常務董事職位以

建議管理階層與制定權力平衡、內部管制、風險管理、揭露制度、

績效評估、問責制度等。監理機構也可要求銀行設置風險管理系統

與資本充足率的國際規範。在此過程中，銀行本身則能夠有系統的

推廣良好公司治理常規，並對重要貸款人負責。

26.  證券監理機構對於推動資本市場發展也有重要的作用。證券監理

機構可以為其交易所提供治理典範的指示，其監理的功能可以交易

所嚴格遵守其制定的的規範。它必須設立高標準的揭露制度以及確

保實際行為均達到高標的要求，未遵守標準的單位也應受適當的制

裁。證券機關也應該與有名望的會計師、審計師、與事務官等專業

團體合作，以共同確保嚴謹遵循專業守則。 

27.  東亞區域性的治理改革合作與互助網絡應受鼓勵和支持。企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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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這些網絡交流治理上的系統性挑戰，也可以共享培訓資源，

包括遠距學習以擴大和延伸各方的專業領域。這些網絡可依照共同

的興趣建立聯合架構，如公司治理統計報告，並了解金融市場已視

東亞為一整體區域。 

28.  商業界的支持與關注也是改革必不可少的一員。有改革思想的總

裁應被邀請成立公司治理改革顧問小組，以把握此契機從國際資本

市場吸引資源。這個顧問小組可以幫助制定該國經濟的改革議程與

協助監督改革進度。而後，此小組應該專注於加快改革的步伐，並

與其他東亞經濟體的對應顧問小組合作，以擴大和深化改革內容。 

29.  企業董事需要負責發動公司治理改革，並將觀察到的典範規章實

踐於該企業中。為此，多數的東亞董事需要接受指導和培訓，才有

機會深入思考法律與管理原則給予他們的責任與角色。董事們必須

接觸現有的治理典範、案例研究、與治理成敗得失帶給企業的影響。

在這方面，已在東亞建立的董事研究所，值得繼續增進並予以高度

重視。 

30.  企業董事在制定治理守則時應受到該企業的鼓勵。當越來越多的

企業董事會採納了公司治理守則，它們可能需要參考更多董事作業

方面的治理方針。遵循這些方針便能夠精益求精並逐步貼近國際的

最佳典範。這份方針作為一項配套文件，旨在協助企業董事於更有

效的將公司治理規程貼近 OECD的核心原則。 

（譯者為香港大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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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公共建設相關產業的國際化

鍾佳容

一、推動公共產業國際化：APEC層面
2013年印尼提出「APEC基礎建設發展與投資」倡議，希望透過公

私部門夥伴關係建立促進基礎建設投資與發展的機制，藉由公私部門

合作與資金投入，促進經貿利益成長。近期 APEC推動連結性架構與

基礎建設投資發展議題，該議題對 APEC經濟體在區域經濟整合發展

有一定的影響力，有助於我國持續參與 APEC連結性架構與基礎建設

投資發展之後續工作。

因此，我國可以在 APEC基礎建設投資發展之基礎下，逐步推動

國內公共產業國際化工作，包括：促進建立 APEC工程師資料庫、設

立公共建設投資平台、以及推動能力建構機制等。透過工程師資料庫

的建立，可加強區域內人才流動性與區域整合，加速亞太地區之區域

整合。若設立公共建設投資平台，可提供跨部會或民間跟政府部門間

的資訊交流管道，有助提供政府施政效率。此外，能力建構受惠單

位不應只於中央，也要擴散至地方單位。以往實際情況常常是中央政

府制定相關政策，希望地方執行，地方卻因為沒有參與政策制定過

程，或者缺乏相關資訊 (如融資參數 )，難理解中央原本的立意。因

此，為強化中央與地方間的能力建構，我國財政部推動促參司透過

客製化教育訓練，包括法令介紹、分類別訓練、標竿學習、作業指導 

（operational guidelines）等，強化公私部門促參人員專業能力。今年度

教育訓練課程，分為「專題式」、「主題式」、「特定對象」及「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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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 (構 ) 辦理」等 4類。受訓對象包括不但包括各機關刻正或未

來可能辦理促參業務承辦人員、主計、會計、審計、政風及檢調人員等，

也包含私部門的保險業者、以及民間機構實際辦理促參案件之人員。

截至本年 9月 30日止，已安排 30場次課程、訓練總人數達 1,680人次，

並已協助各機關辦理促參教育訓練 14場。

在協助國內廠商取得國際工程標案資訊方面，可透過運用資訊

系統方式串連國際的公私部門夥伴合作關係。國內廠商在資訊收集方

面，最少需有半年時間做為標案準備。而實際情況常常是廠商透過國

內管道取得招標資訊多為即將截止 招標之標案。由於資訊取得時效

落後，導致廠商難以完善準備。因此，若能透過建立資訊分享平台或

既有機制，可以有效改善投標資訊不足問題。舉例來說，可透過 WTO

的公告系統，建立資訊分享途徑。

在推動公共產業國際化的過程，另一個問題為不是每個國家都

有促參法制。即便對於已經著手推動建立促參法制的亞洲國家，其法

制推動尚在發展階段。此外，亞太地區其它國家的基礎建設尚未發展

成熟，所以觀察各國近 3~5年有關促參法的發展，時間仍過短。此外，

部分亞洲國家的基礎建設程序並不完善，問題包括：(1) 有權取得土

地之所有權人歸屬尚不明確；(2) 選商程序不夠明確，資訊也不夠透

明；(3) 爭端解決機制是否能透過設立協調委員會進行協調，尚未明朗。

因此，相關專家諮詢小組之設立顯得重要。若能透過國際間相關專家

的知識交流與經驗分享，即能點出推動公共產業國際化的過程所可能

會面臨的挑戰。而在 APEC PPP專家諮詢小組恰好為適當平台。我國目

前已為該專家小組的正式成員，未來希望能以我國在技術顧問輸出的

經驗進行分享，也期望藉由技術顧問搭配私部門，參與亞太地區基礎

建設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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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公共產業國際化：國內層面

在發展實體建設過程中，需多面向合作，包括產業、法律、財務

等議題。因此，需要專門 機構協助相關事務發展。今年初公共工程

委員會邀請相關單位與業者籌備成立「工程產業海外發展策略聯盟」，

並由委辦專案辦公室協助工程產 業業務推廣。

在今年工程會所公佈的政策白皮書，表示已成立專案辦公室 
21

，

其工作包括：收集國際工程市場資訊、洽邀國外來台辦理分包商機洽

談會、促進國內工程產業國際化等事務。此外，該報告也以我國台灣

高鐵、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的 BOT 模式作為我國推動促參之範例。

未來希望能以我國 BOT模式作為推動基礎建設之經驗，促使技術顧

問輸出。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 BOT模式不同於它國，為採取廠商自行吸

收營收的財務獨立型模式。廠商可自行招募資金進行投資，投資獲利

可透過使用者付費、商業活動等方式進行。在許多開發中國家，則多

以政府補助基建投資的方式進行，使得此類型的國際標轉變成政府採

購型的標案。此外，因為許多發展中國家為鼓勵市民多使用基礎設

施，所以多不採用使用者付費，使得營建成本回收時間更漫長。因此，

若要以我國基建經驗作為範例分享，進而促成技術顧問輸出，也需

考量各國政策與經濟條件的差異。

在資金籌備部分，因為受到銀行法第 33條之 3，銀行對同一公營

事業之授信總餘額之限制，國內廠商不易取得財務擔保、履約保證等

融資擔保。但在銀行法同條第 6項表示，配合政府政策、經主管機關

21　 「專題探索：從「東協連結性總體計畫」到「APEC 基礎建設發展與投資」倡議：台灣應掌握的機會」，
《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4:7, pp.17-27。

區域政經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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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核准之專案授信或經中央銀行專案轉融通之授信，不計入本辦法

所稱授信總餘額 
22

。易言之，非經政府專案授信者，即便取得國外標

案履約保證後，國內貸款額度會因授信總額度之限制受到壓縮，進而

因資金額度不足，喪失對外國廠商的競爭力。為能有效解決此問題，

若能協調國內外銀行，提供較低利率保證金、低利海外工程貸款融資、

低利海外工程建設或開發投資貸款融資等，將有助國內廠商取得資金

發展海外工程投資。因此，為鼓勵廠商赴海外發展，l02年 8月 15日

工程會修正押保辦法，新增第 33條之 6規定，增訂全球化廠商應繳

納之押標金、履約保證金或保固保證金金額得另予減收，協助國內產

業開拓國外市場 
23

。

因此，綜合上述，考量我國市場小，競爭激烈，有必要協助國

內工程廠商向海外尋求商機。除了透過已加入的國際組織，瞭解並收

集各國基建需求外，也需國內各部會協調合作，強化國內廠商與相關

單位的能力建構訓練，以期透過公私部門合作關係，推動我國公共建

設相關產業國際化。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22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銀行法第 33條之 3授權規定事項辦法」。http://law.banking.gov.tw/Chi/
FLAW/ FLAWDAT0202.asp?lsid=FL052067

23　103年 6月 16日，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產業全球化推動方案 (政策白皮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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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ECC
年度活動

太平洋企業論壇                                   
2014 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亞太總體經濟現勢下，

我國面對區域經濟整合的機會與挑戰

2014 年第二場太平洋企業論壇：區域經濟整合現況與展

望—我國之因應策略

2014 年第三場太平洋企業論壇：國際經濟現勢與區域整

合浪潮

2014 年第四場太平洋企業論壇：全球政經結構與亞太區

域發展

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                                   
2014 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Model APEC (SOM)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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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企業論壇

2014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亞太總體經濟現勢下，我國面對

區域經濟整合的機會與挑戰

黃一展、蔡宜庭、黃暖婷

2014年起，全球景氣在蕭條中出現一些樂觀的訊號，各方皆預估

經濟成長動能將較前增強，除了主要經濟體表現均呈現穩定或復甦的

態勢之外，亞太地區也將持續扮演帶動全球經濟回溫的引擎角色。

在這波浪潮中，亞太地區的兩大多邊經濟整合體系—TPP和 RCEP

—無疑牽動各國未來的政經發展走向，為此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

華民國委員會（CTPECC）特別舉辦 2014 年第 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亞

太總體經濟現勢下，我國面對區域經濟整合的機會與挑戰」研討會，

由宏觀亞太總體經濟情勢出發，進一步探討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發

展，期能針對我國未來如何因應區域政經脈動，提出有效對策與建議。

第一場次：亞太總體經濟情勢現況與展望 
新光金控儲蓉風控長：綜觀亞太地區各國經濟，我國必

須同時重視 TPP 與 CEP
亞太地區泛指由日本、朝鮮半島而下南至澳洲、紐西蘭，西起

印度向東橫跨孟加拉、中南半島，菲律賓、印尼以及南太平洋諸島國，

區域內國家眾多，包含中國大陸及蒙古，共有 36個國家，各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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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宗教及社會之發展互異，經濟上多半屬新興市場，政治上則民

主、獨裁體制交雜，並不穩定。

區域經濟整合一直是亞太地區的重要議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當屬「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與「東協區域廣泛經濟夥伴（RCEP）」，

此兩者係 2012年以來的重點。我國對外貿易與投資 75%以上均在亞

太地區，因此儲風控長以經濟規模及地緣關係為考量，選擇中國、東

北亞、東南亞及澳紐做為討論主軸，討論對我國影響甚為重大的亞太

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區域整合議題。 

儲風控長認為整體而言，預期 2014年亞洲經濟將穩定成長，但

各國成長前景將受到結構性因素與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出現分歧走

勢。回顧 2013年，全球 GDP以亞洲區表現最佳，普遍有 3%以上。過

去歷史數據顯示，亞洲區 GDP一向優於全球平均，但亞太區 GDP成

長率與復甦狀態有又各有差異。以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觀察，亞

太地區除了中國大陸及澳洲呈現衰退，在印度、東北亞及東南亞等

區大致上呈現較強的擴張狀態。有關中國大陸 PMI連續兩個月低於 50

擴張點的狀況無須太擔心，因為中共結構調整和改革有利於增強經濟

長期基本面，但短期內可能會有負面影響，而政府鼓勵企業兼顧環境

保護，也會導致生產成本增加。 

關於中國大陸經濟，儲風控長以房價、地方政府債務、影子銀行、

人民幣貶值和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等幾項指標進行觀察。中國大陸的

房價先前已上漲得相當高，然而這段時間以來房地產價格有走弱趨

勢，70大中城市新建住宅房價年增率與月增率趨緩；2014春節過後，

交通銀行、興業銀行、平安銀行以及廣發銀行暫停房貸業務，而繼上

海、重慶在 2011年 1月成為第一批房產稅試點城市後，未來中國大陸

將持續增加房產稅試點城市，李克強主席也在兩會中宣示打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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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在金融方面的不穩定，是今年可能會面臨的挑戰：地

方政府債務伴隨著中國經濟快速擴張而迅速增長，2013年底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首次將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列為首要工作任務之一；若地

方政府債務發生違約，將引發大規模的資本外流，中國大陸資產將

失去對境外投資者的吸引力，在影子銀行方面，中誠信託違約事件，

當時被中共政府壓下，而最近吉林信託也爆發違約。有關人民幣，儲

風控長認為長期仍然看升，但 2014年應當會有些波動，也有人認為，

為了促進出口，今年要升值也不會升太多。關於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

會，也有幾大主軸提到改革方向，例如改善政治上奢糜之風、加速城

鎮化、國企的改革、人口的改革等。 

東北亞國家則觀察日本和南韓。日本的安倍政策包括「大膽的

金融政策」、「迅速的財政政策」與「鼓勵民間投資的成長策略」等

三項，儘管日圓貶值促進日本出口，股市呈現上漲趨勢；然 2014年

1月日本經常帳赤字創歷史新高，凸顯日圓貶值使進口原物料成本提

高的負面效應。此外，2014年 4月日本的消費稅提高，可能會影響經

濟表現，而調高消費稅後，日本央行將會在 5月面臨判斷是否需要貨

幣政策加碼寬鬆的「關鍵時刻」。儲風控長認為安倍三支箭短期內不

會停止，而儘管日本雖然在亞太地區域表現並不是很亮眼，但跟自己

比至少有進步。南韓朴槿惠經濟革新三年規劃的內容則是「夯實經濟

基礎」、「推進創造經濟」，以及「均衡發展出口與內需」， 希望在 2017

年達成「經濟成長率 4%、就業率 70%，人均年收入 4萬美元」的「474

藍圖」。 值得注意的是南韓與其他國家簽署的 FTA已是全世界最多，

只剩與中國大陸簽署後，南韓就完成整個亞太區域的 FTA布局。 

東南亞首先觀察的對象是印尼，2013年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退場消息加上印尼國內經濟動盪，國際熱錢紛紛撤離印尼股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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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隨著 2013年第 4季印尼消費及出口表現獲得改善，國際資金回流，

截至 2月 19日統計，印尼股市今年已上漲 7.45%。泰國的泰銖在美國

可能縮減 QE消息後也大幅貶值，股市從 5月高點至最低點大跌 25%；

目前股市匯市皆仍在一年以來較低水準。泰國在基本面上有勞工工資

相對低廉且服從性高的優勢，近年官方更提出各項優惠措施，例如放

寬外資持股比例，對投資人均屬利多，但是近日泰國動亂不斷，對於

該區經濟衝擊仍然持續。菲律賓同樣在美國可能縮減 QE消息後，股

匯市大跌，目前股市匯市皆仍在一年以來較低水準，儘管去年最後 3

個月菲律賓遭遇強烈颱風和地震，但去年的經濟成長率仍達 6.8%。IMF

對菲律賓 2014年 GDP預測較為 6%，雖然稍有減緩，但仍是區域內高

成長者。 

其他國家方面，印度具有高通膨、低成長、經常帳高額赤字、易

受中國景氣擴張放緩波及與過度依賴債券型資金流入等問題，而且選

舉對印度經濟影響甚大。紐澳方面，澳洲受制於失業率過高、過度降

息導致通膨升溫、澳幣匯率波動，以及因為中國大陸需求下降導致的

礦業衰退，而紐西蘭則受惠於亞洲國家對於乳製品的高度需求所帶來

的經濟成長。 

最後，儲風控長做出以下結論： 

●   2014 年中國大陸改革為基調，雖然強調仍然會顧經濟，但經濟增長

的動力增幅有限；長期的改革紅利需付出短期陣痛代價，特別是在

金融業及國企有相當的衝擊。 

●   日本經濟呈現增速放緩之勢。目前，消費稅調高前集中消費逐步減

弱，而日元貶值讓進口成本不斷增加，安倍經濟學未來可發揮的空

間在縮小，其前景存疑。韓國經濟則呈現緩慢復蘇的跡象，民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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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經濟增長謹慎樂觀，約在 3.1%，消費者物價水平也會保持

在 2%的較低水平。 

●   東南亞國家中印尼、泰國、菲律賓從 2013年末皆屬向下的趨勢；但

相對而言，菲律賓經濟成長仍保持強勁。泰國受政治干擾，2014年

前景混沌；印尼 2014年經濟成長預測係反應該國短期經濟前景，惟

中長期而論印尼國內龐大之消費力道將為經濟成長帶來支撐。 此外，

倘印尼能夠吸引充沛之外人直接投資， 亦可抵消經常帳赤字擴大而

導致經濟成長趨緩之影響。 

●   2013年對於印度經濟可謂是糟糕的一年，經濟增長放緩和通脹上升

正在困擾這個新興經濟體，印度盧比兌美元匯價則一路走低至歷史

低點，而經常帳赤字則飆升至歷史高點。不過，印度財長及央行行

長承諾會採取更多新的措施，印度經濟增速有望回到 5%之上。 

●   紐西蘭的經濟成長展望樂觀，但會受到澳洲及中國的影響，因澳洲

及中國是新西蘭兩個最大的出口國，這兩國經濟增長預計在 2014年

放緩。 

●   相對於全球經濟加速前進的預期，澳洲 2014年卻是讓人不樂觀，恐

將出現開倒車情況。原因在於蓬勃發展的礦業部門走下坡，商品主

要貿易夥伴中國需求現正下滑，其他非礦業部門 恐無法挑起經濟大

樑。除了礦業景況不樂觀外，財政景況持續拖累、勞工薪資低迷和

貿易活動減緩，在在皆是衝擊非礦業部門的要素。 

●    TPP由美國主導，目前已經完成擴大整合規模的 19回合談判，成員

已達 12個，未來仍可能繼續擴大，是亞太地區目前涵蓋規模最大的

整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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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TPP 對照的是涵蓋亞洲 16國的東協區域廣泛經濟夥伴（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關係，也於 2013年起展開

談判，兩個整合體所涵蓋的成員略有不同，相同的是，兩者均有

助於亞太經濟體加強整合、但係分由美國與東協領導的兩個不同

的經濟整合體。 

●   我國對外貿易與投資 75%以上均在 APEC地區，TPP與 RCEP的發展與

我國經貿利益有密切關係。為了加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我國雖然

已於 2011 年 APEC年會中表明我國將積極參與 TPP，然而 TPP為高度

自由化的區域組織，我國若欲 與必須加速開放市場。此外，由於 RCEP

涵蓋的國家與我國經貿關係更為密切，若不與對我國形成的排擠將

更為嚴重，因此兩者均是我國必須重視的對象。

經濟部國際合作處童益民處長：目前台灣所簽署的

FTA 具有基礎和範例的功能，未來一定要加入 TPP
或 RCEP，加快加入 FTA

童處長以 ASEAN+6為基礎，進行宏觀的分析：ASEAN+6國家總人

口數約 33億，佔全球總人口的 45%，國民生產毛額約佔世界的 3成；

此外亞太地區國家的經濟成長率超過世界平均成長率。比較 2011與

2000年全球區域出口結構發現，亞洲區域內出口佔總出口比重提高

3%，北美區域內出口比重下滑 8%，歐盟略降 2%，顯示亞洲區域內經

貿整合加速，與北美、歐洲三足鼎立態勢明顯。由於 WTO 多邊貿易

談判進展延宕，各國轉而推展制度化經貿結盟，不僅「區域 /自由貿

易協定」(RTA/FTA) 簽署數快速增加，規模亦不斷擴大，其中尤以亞太

地區的區域整合最為活絡。

若以貿易額來看，RCEP佔全球貿易總額大約 30%左右，若去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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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約 20%左右，相較於 RCEP的人口，還應該要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童處長認為亞太地區國家之間彼此貿易增加是重要的趨勢，然而在這

波潮流下，台灣的成長卻有所不足，我國的經濟成長的態勢趨近於人

均所得 4萬美金的狀況，但實際上我國人均所得才剛超過 2萬美金而

已。

此外，童處長也論及韓國與新加坡的 FTA策略：1960年代開始，

韓國政府扶植以輸出為導向的企業來推展韓國的工業化，主要以皮

包，服飾，纖維類的輕工業產品為大宗；1970年代則被鋼鐵、機器、

造船、化學工業製品等機械類物品所取代；1980年代以後，科技類的

電子產品、半導體、汽車，重化學工業製品等相續問世，成為輸出的

主流。產業架構提升為資本集中與技術集中的形式。

韓國希望透過廣泛簽署 FTA，強化其在區域經濟合作的核心軸地

位：「2015年產業發展願景與策略」，韓國期許自己扮演「全球產業分

工結構的整合者 (Global Industry Integrator)」 角色，將從全球產業結構中，

找出各國經濟不足的部分，再藉由韓國產業的力量加以補強，以促進

世界經濟發展，並裨益韓國經濟成長，使韓國成為國際最具魅力的經

濟合作伙伴。

新加坡則是亞洲國家中最早且最積極進行洽簽 FTA的國家，由於

該國並無農業且大部份製造業也已外移，因此洽簽 FTA過程中，所須

面對的國內阻力極小，過去新加坡也幾乎是一個自由港，惟鑒於東南

亞各國經濟的相繼崛起，藉由 FTA 的簽訂，打造一個更自由的營商環

境，確立該國在亞太營運中心的地位，應該是其最主要之經濟戰略目

標。

李光耀曾言：「新加坡的生存只有一個：新加坡必須比本區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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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家更加剛強勇猛，更加有組織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條件再好，

若沒有辦法超越鄰國，外國商家還是沒有理由以新加坡為基地的。換

句話說，儘管我們缺乏國內市場和天然資源，我們一定要提供條件讓

投資者在新加坡成功營業，有利可圖。」李光耀又說：「既然鄰近國家 

(馬來西亞、印尼 )一心要削弱跟新加坡的聯繫，我們就必須跟發達

地區，如美國、歐洲和日本掛勾，吸引他們的製造商到新加坡生產，

然後把產品輸往發達國家，增加本身的腹地。」

童處長認為 TPP明顯是美國重返亞洲的經濟策略。過去美國最大

的動作是 APEC，並協助台灣成為 APEC會員體，但因 APEC自由化進展

一再受阻，RCEP和 TPP遂應運而生。台灣必須加快加入 FTA的腳步；

目前所簽署的 FTA雖然不足，但具有基礎和範例的功能。未來我國若

要脫離邊緣化的命運，一定要加入 TPP或 RCEP。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吳秀玲副教授：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

的互動、中國大陸改革、中日東協競合關係、氣候因素，

影響亞太經濟未來發展

吳教授認為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的互動，影響亞太經濟未來發

展，而中國大陸改革、中日東協競合關係，以及氣候因素也有所影響。

2014年一月的經濟預測資料，大部分預期 2014年的經濟為正向成長。

例如美國經濟成長率預測上調至 2.8%，而歐盟 18國也預估為正成長。

然而亞太開發中國家中，中國大陸與東協的經濟成長率預估皆為下

修，由此可以看出，近年來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相差是減

少的（11年來首度低於 3%）。

吳教授認為經濟成長終究必須回歸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過去

新興國家利用的多半是短期的優勢，但長期來看是否還能持續下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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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深究；若新興國家無法利用短期優勢創造長期優勢，則該優勢很容

易被取代。例如金磚四國被越南更新興國家取代，即為一例。

在歐美經濟都變好的狀況下，美國量化寬鬆勢必會慢慢退場，其

對金融方面的影響，也會及於到其他國家，例如歐美內需增加，會使

以出口為主的亞洲國家受惠，然而新興國家的政治動盪，對短期經濟

發展的影響，也需要注意。

吳教授也提到：中國大陸持續的經濟改革不只影響亞太，更是

影響全球。中國大陸整體已經有很大改變，推動經濟成長的驅力由過

去以出口，轉成近年以內需為主，而且中國大陸的內需如果暢旺，將

足以支持全世界經濟的成長。以影響 GDP和投資的角度來看，中國

大陸的地方債問題，以及修正房地產政策、希望減少高污染的投資等

政策，都確實對經濟成長造成短期上的壓力，也確實使經濟成長放緩。

然而，中國大陸也同時推出生育改革、自由貿易區、減少對外匯的干

預等政策，儘管有些人會擔心中國大陸發展過熱而失控，但我個人認

為中國大陸的官方人為操作因素仍然很強大，應可強而有力的控制局

面，並且逐步走向自由化。

吳教授也進一步由此延伸至亞太地區中國大陸、日本、東協三方

的競合關係，她認為安倍經濟政策具有促進出口、恢復民間信心的作

用，但是政策能持續多久，以及後續的影響，也備受關注，例如提升

消費稅同時降低企業稅，以解決財政問題，以及日幣貶值帶來輸入性

的通貨膨脹等。然而整體而言，吳教授認為經濟的長期發展 終究要

回歸創新力和發明力，因此對於日本未來的前景仍然保持樂觀態度。

有關東協，吳教授則認為需要注意各國的消長，以及更新興國家的崛

起：東協由於人口普遍年輕，所以有替代中國大陸成為「世界工廠」

的能力；若是有錢起來，可以進一步變成世界市場。此外，日本在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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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長期挹注資金耕耘，也值得持續觀察。

最後，吳教授提到「氣候經濟」的概念：全球 80%的經濟活動與

氣候有關，例如今年美東暴雪，就影響了美國的經濟成長，而坊間也

有報導曾經提到紐西蘭最不易受氣候變遷波動影響，會是經濟成長的

一大優勢。未來氣候的題如何影響經濟發展，值得持續關注。

第二場次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前瞻—TPP和 RCEP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與 RTA 中心杜巧霞研究員：我

國已宣布將加入 TPP 及 RCEP，未來必須加速開放市

場，同時產業調整政策必須更加積極

杜研究員首先提出：我國的出口比例佔 GDP約 60%，而出口品必

須與他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如果他國產品取得優惠待遇，台灣的

出口品很可能喪失競爭優勢；如果他國採取積極的貿易政策與產業政

策，台灣的競爭優勢可能相對滑落。

亞太經濟整合的最終願景是 FTAAP，而 TPP與 RCEP則分為 FTAAP

之下的兩大主軸：TPP由美國主導，而東協強調東亞國家應有東亞區

域組織，故由東協主導推動 RCEP；RCEP與 TPP相互角力，爭取 FTAAP

之主導權。目前 TPP與 RCEP在去年都已經達成 19場會議；TPP預計在

今年會完成談判，但目前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後續值得觀察，而有

鑑於 TPP的發展越來越具體，東亞方面也隨之推動 RCEP，目前期望在

2015年前取得進展。

杜研究員也提出中日韓 FTA為東亞經濟整合程度之關鍵，其對三

者均具有正面經濟效益，但對我國有負面影響。中日釣魚台、日韓獨

島／竹島爭議、南海島礁與海域主權、日本修憲、北韓核武與六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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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等政治因素，影響了中日韓加強整合的進展。然而，如果中日韓加

強整合，在較未考慮投資的前提下，對韓國與日本較好，但如果把投

資考慮進去，則對中國大陸最有優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韓 FTA

可能加速中日韓 FTA及 RCEP之推動。

有關中日韓三國的 FTA戰略，杜研究員認為中國大陸的 FTA戰略

具有以下特點：1.要求對方承認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地位；2.允許簽

署架構協議；3.協議內容允許彈性，可援引「授權條款」簽署；4.可

以主動讓利（在東協 10+1中單方面對東協開放早期收穫項目）；5.藉

由 FTA持續開放市場、加速改革、加強政治互信，同時達到經貿與外

交目的；6. 吸引 FDI，強化中國大陸在東亞垂直分工與供應鏈中之地位。

相較於中韓，日本雖已簽署 13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但目前是屬於

比較被動的立場，大部分是因為日商吃虧後才決定簽署，然而安倍政

府已推動與歐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與 TPP的談判。韓國方面則

著眼於面對全球化與中國大陸的崛起、東協與區域主義之興起與亞洲

金融危機之因應，積極進行對外經貿政策改革，建置全球的 FTA網絡，

目前已簽署 10個 FTA；預估未來韓國 FTA對象國家佔韓國總出口比重，

將會達到 85%。

相對於中日韓三國，杜研究員認為：台灣 FDI數量少，貿易額

也小，而未來 RCEP與 TPP的發展，對於台灣會有負面影響；如果我

國不加入，不自由化，將對我國對外貿易及吸引 FDI不利。RCEP國家

占我國出口比重 56%，關稅障礙較高，對我國影響較大，而 TPP國家

占我國出口比重 35%，關稅障礙較低，對我國 影響較小，但 TPP自由

化程度較高，涵蓋層面廣泛，且美、日為我國 FDI、技術升級主要來源，

長期影響較大。

展望未來，杜研究員認為區域經濟整合潮流促使各國加速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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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給予彼此互惠待遇、深化專業化分工，而此一熱潮是受到新興國

家興起與國際經貿競爭之刺激。鑑於我國已宣布將加入 TPP及 RCEP，

未來必須加速開放市場，同時產業調整政策必須更加積極：產業界必

須重視人才的培養與技術的提升，強化功能性產品之開發與運用，加

強設計，以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並加強資訊科技之運用，強化管理

以降低生產成本，促進異業結合與跨領域運用，以開創新產品與商機，

此外也必須強化知識經濟與運籌管理，充分利用本身優勢、擴大規模

經濟以累積資本、重視研發以加速產業技術升級。

政大國關中心亞太研究所楊昊副研究員：臺灣需要一套

具有清晰的戰略目標、藍圖或路徑圖，以及具體政策方

案的完整亞洲戰略

楊副研究員認為貿易是種交換的政治，關乎人民福祉、商業利益、

政治考量與國際佈局，交換的是人民、金錢買賣與商品交易，也因此

牽涉廠商、企業以及產業的利益，更影響政府間競合關係的合縱連橫，

以及國家對外空間與國際參與的網絡。

有關當前亞太區域經貿整合的進程，楊副研究員以「一整片太

平洋、兩大集體軌道、三個關鍵勢力、多組雙邊協定整體」來解釋：

從亞洲到亞太的擴張與裂解，可以看到東亞路徑與亞太路徑的競合，

牽扯美國、中國大陸與東協三方政治經濟勢力的再平衡，並可見諸於

各種雙邊與多邊貿易協定的快速興起。

楊副研究員並進一步詮釋 TPP和 RCEP對亞洲的意義：TPP對亞洲

而言，意味著「高標準的貿易規則」、「打造自由的市場」，以及「美

國的滲透與介入」，因為 TPP是個高標準與嚴格的自由貿易協定，涵

蓋議題廣泛，包括勞工、環境、金融服務、電子商務、原產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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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等二十項議題，在此之下超過 11,000 商品項目的關稅完全移除，

排除降稅的商品可能極少。此外，TPP由美國（華府、美商）主導，

形成重返亞太戰略的經貿支柱，而這也被中國視為是域外勢力裂解亞

洲整合與國家團結的戰略工具。 RCEP則強調源自於 ASEAN架構下所

自然形成 的區域經貿整合板塊，是亞洲內部自發性的經貿合作協定，

且其發展進程延續並配搭東協共同體建構計畫，由內而外擴大區域共

同體的深度與強度，加速東協共同體的發展。目前 RCEP傾向先以五

個東協加一為基礎，並擴大到東協六個對話夥伴，未來將逐步考量納

入其他經濟體，具有排除非亞洲東沿勢力的態勢。然而，綜觀全亞洲，

無論是 RCEP或者是 TPP，都無法擺脫強權政治的主導與影響。

面對亞太地區經貿整合現勢，楊副研究員認為 TPP對臺灣而言，

具有貿易、政治與台美夥伴關係三方面的意義：在貿易上，面對農業、

工業與服務業等全面市場開放的壓力，TPP的高標準規則勢必促進國

內改革，政府必須提前研擬各項改革措施與準備。在政治上，TPP緊

扣亞太路徑，若能加入，可協助臺灣實質參與亞太經貿整合進程，打

破受制於區域整合邊緣化的困境，擴展國際經貿空間。在台美關係的

鞏固方面，台灣則期望藉著展示對 TPP的高度興趣與企圖，期待能加

強台美政經關係的升級。相對而言，RCEP本身亦將朝向高標準規則

逐步推進， 若因其現今彈性與低標準而輕忽改革力道，將面臨嚴峻挑

戰。就外部因素而言，臺灣能否被納入區域整合的關鍵外力，與北京

是否表態支持（或不反對）密切相關，然而無論如何，參與經貿整合

必然要有十足的國內能量與各項準備計畫，藉 此強化市場與產業體

質。

然而，楊副研究員也提醒：過去由政府所主導的實際規劃，多

半以回應式的政策倡議（如區域經貿協定）或者是特定議題性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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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如教育、能源）為主。在定位上充其量僅是區域戰略的片段環

節，而非戰略主軸。當政府沒有正式、具體地擘劃「經略亞洲、佈局

亞洲」的核心主軸，現有的各項政策倡議因為沒有戰略高度，而顯得

鬆散且片面，而這也造成國內在推動各種亞洲、東亞或東南亞政策時，

彼此間看似具有延續性，但事實上卻呈現毫不相干的窘境。因此，臺

灣需要一套具有清晰的戰略目標、藍圖或路徑圖，以及具體政策方案

的完整亞洲戰略。

台經院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中心許博翔副研究員：台灣參

加 TPP 或 RCEP 的最大障礙是自己，應盡快完成產業

結構調整與財經法規調適，妥善處理兩岸經貿深化

為了於 2020年達成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目標，目前亞太

地區有三條途徑：TPP、RCEP，以及由哥倫比亞、秘魯、智利、墨西哥、

哥斯大黎加等拉丁美洲國家發起的太平洋聯盟（Pacific Alliance, PA）。

根據 GTAP模型情境模擬，許副研究員發現：由於兩岸產業分工

密切，一旦某個複邊 FTA 納入中國大陸而未納入台灣，台灣將明顯受

創，而台灣未能加入 TPP、RCEP、PA 將明顯受害，尤以 RCEP為最，TPP

次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韓國加入 TPP將大幅擴增台灣未能加入 TPP

的負面影響，而目前急速擴增的 PA，對台灣的負面影響也值得執政

當局留意。此外，中日韓 FTA的形成對台灣的負面影響更超過 TPP（無

論韓國是否加入），但不大於 RCEP。

許副研究員也檢視了台灣出口產品之附加價值在亞太巨型 FTA的

狀況，發現台灣出口品自本土創造的附加價值逐漸下滑，自 1995的

64.2%降至 2009年的 58.5%，而台灣出口品自外國創造的附加價值卻逐

漸上升，尤其來自中國大陸、東協、韓國更為明顯，這顯示台灣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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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在近 15年來與中國大陸、韓國、東協市場的分工密切，其重要性

逐漸取代歐美日市場。此外，台灣與 TPP、RCEP成員的產業分工關係

密切，但自 2005年後與 RCEP成員的分工關係較 TPP成員緊密，而從

全球價值鏈（GVC）創造的觀點來看，TPP及 RCEP都是台灣必須爭取

加入的對象，中日韓 FTA的形成，則對台灣的產業分工佈局產生不利

影響。

由戰略思維考量，許副研究員認為台灣加入 TPP和 RCEP不能不

考慮中國大陸因素：台灣加入 TPP後的總體效益顯著，但不利於中、

韓及某些 TPP成員國，而兩岸一起加入 TPP將有益於雙方總體效益，

避免一方加入對另一方造成的零和賽局結果。此外，兩岸加入 TPP後，

韓國受損將擴大。韓國可能以跟進加入 TPP、 以及佈局中韓 FTA因應。

若純粹就台灣加入 TPP對兩岸經貿的影響觀察，許副研究員發現台灣

加入 TPP而中國大陸未加入時，將不利於環渤海經濟圈、大長三角經

濟圈，而台商在投資最多的江蘇、上海市、廣東可能被迫轉移至有加

入 TPP的東南亞國家或者台灣。值得注意的是，許副研究員認為台灣

加入 TPP對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的負面影響，將使解放軍的鷹派找到可

說服商務部鴿派堅決反對台灣加入 TPP的理由。

不論是加入 TPP或是 RCEP甚至是 PA，台灣都需要全體會員體的

共識決才能加入，而中國大陸當前的經貿實力對此三個巨型 FTA成

員的影響力，是台灣難以排除的障礙，因此台灣如何妥善處理兩岸

ECFA後續深化的工作，將是台灣爭取加入亞太巨型 FTA必須重視的課

題。此外，台灣可由 TPP和 RCEP的「兩棲」成員國、參與 PA的 APEC

經濟體、與中國大陸已簽署或正在簽署 FTA的國家，以及美國和日本

方面，分析這些國家的利害考量之後，爭取加入 TPP和 RCEP，內部則

需加強宣導、凝聚向心力，並且建立資源重分配機制及通商條約 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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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則是做好產業調整的工作，重新恢復本土附加價值創造的能

力。

簡而言之，許副研究員認為：未來亞太區域終究會走向一體化，

逐步邁向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而 TPP、RCEP、PA是三條主要的

道路，台灣若未能儘快加入將提高經濟被邊緣化的風險。若要創造

加入亞太巨型 FTA的條件，台灣在心態上必須以開放代替保護，實

際作為上則需快速建立產業資源重分配機制與通商條約 SOP機制，

並盡快完成產業結構調整與財經法規調適。若由外部因素觀察，目

前台美關係、兩岸關係尚佳，對台灣參與 TPP或 RCEP尚稱有利，台

灣參加 TPP或 RCEP的最大障礙反而是自己，最大的助力應分別來自

美國及中國大陸， 因此台灣應妥善處理兩岸經貿深化的工作，以降

低中國大陸對我方的疑慮，同時也降低台灣參與各個亞太巨型 FTA

的外部不確定風險。

（作者為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畢業生、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畢業生

與CTPECC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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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二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區域經濟整合現況與展望—我國

之因應策略

黃暖婷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成立於 1980 年，長年來藉由亞

太區域內產、官、學互動，致力於區域整合工作。我國在 1986年加

入 PECC，並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 PECC國際論壇、研究與各項活

動。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於 1991年正

式成立，持續參加國際活動之外，也積極在國內推動太平洋經濟合

作相關計畫。1995 年，CTPECC開始在全國各地舉辦太平洋企業論壇，

目的在扮演國內產、官、學界的橋樑，希望藉由對時下重大議題的

討論，除了推廣知識的傳播之外，進而研擬具有可行性的對策。

開幕致詞

南台科大校長戴謙首先歡迎來自各界與會者的參與，感謝並說

明多年來南台科大與台南業界產學合作的成果和未來發展方向，並表

示時下年輕人對台灣政經狀況的關懷，為台灣社會帶來新思維的衝

擊，使得今天這場涵納南部商業界對區 域經濟整合與自由貿易發展

看法的論壇特別有意義，而未來台灣如何融入自由貿易的潮流，增加

自身的國際競爭力，也必定要找到策略與方向。 CTPECC洪德生董事

長除了簡介 PECC與 CTPECC的宗旨、使命與歷史之外，也表示由於產

業經營的模式日趨全球化、區域化，經濟生產的各個環節散佈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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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因此供應鏈連結和隨之而來的基礎建設與融資問題，以及加入

區域經濟整合，具有關鍵必要性，並且也隨之衍生出相關基礎建設及

其融資問題，都是 APEC與 PECC不斷討論的問題。此外，網際網路的

方便，對生活與生產方式產生了許多影響，隨之也帶來舊的法令規章

未必能適用於新的環境，需要修改以重新界定政府與私部門分工的問

題。洪董事長並期待能藉由這場論壇，使大家的觀察與意見能夠充

分的分享、交流。 斌視企業王錦和董事長則代表台南市的業界致詞，

表示同學們若希望能在畢業後找到更好的工作，在校期間即需要注意

培養自己待人處事的態度、敬業精神和所學專業，而南台科大治學嚴

謹，時時注意業界的意見，並落實於教學策略之中，令人印象深刻，

也很感謝 CTPECC願意持續在南台科大辦理太平洋企業論壇，持續進

行產官學界的交流。

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專題演講：國際經濟情勢與
我國的因應策略

胡院士首先帶來全球經濟持續復甦的好消息：2008金融海嘯之後，

全球經濟已呈持續復甦態勢，美國失業率在 2014年 4月已降至 6.3%，

為 2008年 10月以來新低；聯準會量化寬鬆政策 (QE)每月購買資產已

由 850億美元逐步調降為 450億美元，一般預期年底前 QE將結束。歐

元區經濟成長率則預計將於 2014年由負轉正 (1.2%)。跡象顯示，歐豬

各國（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已擺脫紓困陰霾，尤其希

臘近日標售公債，需求活絡；與專家預期相反， 歐元區不但沒有崩潰，

反而因為銀行業聯盟與財政紀律升級版而更加緊密。中國大陸則已

躍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購買力平價 PPP基礎 )，最大貿易國與最大出

口國，但隨著沿海各省缺工、薪資快速上揚，再加上新興國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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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戰，其作為世界製造工廠的優勢正在消失，經濟發展速度也已

趨緩。目前中國大陸正在進行結構調整，除發展新興產業之外，並

預期將經濟從世界工廠轉為世界市場；結構調整成功與否，將是決

定中國大陸能否從經濟大國躍升為經濟強國的關鍵。 

回顧台灣經濟，台灣因為資通訊產業 (ICT)占製造業 GDP比率高

達 52%，ICT 出口值占出口總值比率也高達 40%，而 ICT又是資本密集、

高度循環產業，因此經濟成長率受全球景氣波動幅度大。因此胡院士

指出，台灣未來經濟成長的影響因素包括：

一、 台灣出口競爭力：目前台灣仍具有中長期出口競爭力，例如擁有

最完整的 ICT供給鏈，得以成為 Tesla電動車的重要代工對象，並

且有許多「小蝦米對大鯨魚」的成功案例，諸如台積電、聯發科、

宏達電、鴻海對三星，以及 1990年後期自行車產業模式，都是成

功的案例。整體而言，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對市場變動敏感

度高、回應快速、是創新、創業能量的來源，但是最大罩門在於

創業資金籌措不易，而學校所學與業界應用的接軌，也需要繼續

加強；如果創新、 創業的能量，能變成就業的能量，將會對經濟

有莫大幫助。 

二、 中國大陸經濟轉型的挑戰與契機：中國大陸是台灣最大貿易夥伴，

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佔出口總額 40%，而「台灣接單，國外生產」

的比率也高達 51%，其中大部分 (90%) 前往中國大陸，使得台商在

中國大陸投資金額累計達 1245億美金。 兩岸經濟往來密切的另一

發展，則可見諸人民幣業務的快速成長：自人民幣存款開辦後一

年內，交易金額即達 2,684億人民幣。然而中國大陸經濟結構調整，

也影響了台灣以中國大陸作為製造基地的布局，如何因應中國大

陸由世界工廠轉型為世界市場的風險，以及其所帶來的契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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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大挑戰。 

三、 區域經濟整合的參與：目前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以跨太平洋夥伴

關係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 與東協區域廣泛經濟夥伴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為兩條最重要的軌道。在美

國宣示重返亞洲，推 動「再平衡策略 (Rebalancing)」，中國大陸經

濟崛起，成為以 PPP為計算基礎的全球最大經濟體，以及按總額

計算的全球最大貿易國及最大出口國的背景下，非常明顯的，中

美都在爭取亞太區域整合主導權。

胡院士並簡介 TPP與 RCEP：TPP成員原由新加坡、汶萊、智利、

紐西蘭等四國發起；2009年 11月，美國總統宣布加入 TPP談判， 之後

澳洲、秘魯、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與加拿大也陸續加入；日本則

於 2013年正式加入 TPP談判。RCEP則以東協加六 (中、日、韓、印、紐、

澳 ) 為藍本發展。目前兩者重疊的狀況，可參見下圖：

TPP目前的人口規模占全球人口 29.38%， 經濟規模則占全球

GDP38.96%，是 21世紀高品質、高水準 (WTO+) 的多邊 (Plurilateral) 亞太

貿易協議，強調競爭中立，內容包括貨物貿易、原產地規則、貿易

救濟措施、衛生和植物衛生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服務貿易、知

識財產權、政府採購、國營企業、競爭政策、中小企業、供應鏈等，

並期望更進一步達成管制規範謀合 (regulatory convergence)，但同時也因

為 TPP是個開放式自由貿易協定，所以歡迎其他區域成員加入必須獲

得所有現有成員同意。在最近的進程方面，2013年 12月 7-10 日，TPP

在新加坡舉行部長會議，達成初步總結，繼而 2014年 4月 18日，美

國與日本舉行 TPP 雙邊談判。目前 TPP主要的爭議性問題，則包括國

有企業是否需要因為「競爭中性 (Competitive neutrality)」 而導向民營化、

醫療是否可以營利、專利權問題的「資料專屬權」年限是否可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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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 是否需要由出版後或作者死後 50 年延至出版後 95 年或死

後 70 年、原產地證明、美國與紐西蘭之間的糖業與乳酪業問題，以

及釣魚台與日本農業市場開放的政經交換問題。

對於美國來說，TPP具有相當的重要性。2012年，美國對亞太地

區貨品出口總額高達 9420億美金，占其出口總額的 61%；其中農產品

出口為 1060億美金，占其農產品出口總額的 75%，服務出口根據 2011

年數據為 2260億美金，占其服務出口總額的 38%，中小企業出口根據

2011年數字，則為 2470億美金。就經貿層面而言，美國期以美國市場

准入為策略，誘導各國接受高品質規範目標，而根據 SolisBrookings的

分析，美國希望藉由 TPP，達成以下三項目標：

（一）建立貿易與投資的高品質規範：強化「再平衡」政策； 

（二）避免在中國大陸主導的區域整合過程中被邊緣化； 

（三） 在快速發展的亞太地區尋找其出口擴張政策的出路：「五年出口

加倍」(歐巴馬 -2010)。

而在政治方面，儘管美國商務部副部長桑切斯於 2013年 5月 16

日談話中，表示歡迎中國加入 TPP，強調沒有排斥中國大陸之意，而

2013年 6月的歐習會當中，歐巴馬也邀請中國大陸參與 TPP，習近平

表示願意考慮，但是中國大陸則礙於 TPP中對於原產地規則、國有企

業的競爭中立等規範、後加入者不得改變已完成之協商，以及美歐之

間 TTIP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的談判，而陷於進退兩

難之境。

目前中國大陸對 TPP的官方立場是要研究，而主張加入 TPP的商

務部研究人員，認為中國經濟因為改革開放而快速成長，現在需要深

化改革擴大開放來完成中國夢；若參與 TPP，可提供深化改革擴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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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動力，而上海自由貿易示範區的論述，也與 TPP相呼應，但同

時「加入 TPP可打亂美國時程與計畫」的陰謀論也浮出檯面。胡院

士認為未來中國大陸是否加入 TPP的觀察重點，應在於負面表列清

單的縮減速度，而針對台灣加入 TPP，非官方的反應是在一中框架之

下，一切好談；台灣最好由中國大陸提攜加入。

台灣經濟高度依賴貿易，兩個集中導致景氣過分波動、金融不穩：

（一）市場集中：對大陸與東協出口占比 52.8%； 

（二） 產品集中：資通訊產品出口占比 40.%，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率

高 (51%; 中國大陸 47%) 。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我國最大的貿易競爭對手—韓國已

簽署之 FTA數目，遠超過台灣，並包括美韓、歐韓 FTA等。因此在國

際佈署上，若要與韓國競爭，洽簽 FTA、參與區域整合，爭取國際發

展空間，無疑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重要途徑，而加入 TPP與 RCEP，更

可避免台灣在區域整合被邊緣化。

展望未來，胡院士認為 RCEP與 TPP不至於發生衝突，而且日本

及其他兩邊都加入的國家，也不會願意在中美衝突之中，當中國大陸

的墊背。若由台灣本身的利益論之，胡院士認為相較於 TPP，RCEP內

部存在非關稅障礙，本身亦非開放式，而若台灣能加入 TPP，有鑑於 TPP

成員國曾是台灣的重要市場，一可達成經濟再平衡，分散出口市場風

險的效果，二可提供下一階段改革的動力。胡院士認 為，過去 50年

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是由於推動改革與市場開放，產業發展也集中

於製造業；下一階段的改革與開放目標則在服務業，但服務業的開

放，需要大規模的改革。胡院士也順勢分析了 TPP 對台灣各產業的影

響，認為傳統製造業是主要受益者，ICT產業則受益於 ITA(Inform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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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Agreement)、 ITA2、EG (Environmental goods)，並無顯著影響；國

內服務業則因競爭力較弱，轉型調整較為困難。參與 TPP，將迫使台

灣進入改革與開放的深水區；儘管 TPP所引發的經濟轉型將為脆弱的

缺乏競爭力產業 (以服務業為主 ) 帶來短期的痛苦，但應能協助提升

長期競爭力。

論壇一：產業在自由貿易趨勢 下所面對的機會與挑
戰

首先 CTPECC洪德生董事長回顧了台灣產業發展的歷史，並表示

全球化、自由化與區域經濟整合是當前政經發展的大勢。面對當前的

經貿環境，斌視企業王錦和董事長認為在自己從事的業界賦予創新思

維，並注意國際與兩岸情勢，並且有計畫的拜訪潛在市場客戶，逐步

提昇與客戶的關係，方能建立長期可信的商業往來，學校則應加強專

業與品格教育，建立正面的人生價值觀。台經院中國產經中心吳福成

副主任則表示未來的全球區域整合可能是 TPP、RCEP、TTIP等巨型 FTA

三分天下的局面，三者均將創造新的全球貿易與投資規則，例如 TPP

的諸多討論議題與相關專章，均納入新的標準與要求，不僅可能改變

各國內部的法規機制，背後也隱藏著創造美國的出口倍增與就業機會

的全球戰略。RCEP雖然看似比較有彈性，但是其原產地規則也會對

台灣的商業模式與經濟策略造成極大的影響。面對 TPP和 RCEP，台灣

應該以「全球價值鏈」的概念出發，生產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苑太公

司吳孟融董事長回顧國際經濟情勢與國內中小企業的發展，表示這五

年來，國內中小企業受全球景氣影響，唯有持續創新才能生存，然而

中小企業資金有限，加上人才也面臨經驗、創新與薪資三者無法相合

的窘境，所以吳董事長認為政府的創新研發補助應該要從雨露均霑，

轉向為重點補助；唯有補助真正有能力創新的中小企業，才能讓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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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用在刀口上，真正帶動產業的新發展。

論壇二：區域經濟整合發展— 國家與青年的機會與
挑戰

南台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曾雅真副教授以「全球經貿規則重構

—台灣參與亞太區域多邊 FTA的制度性挑戰」為題，由客觀環境的整

合趨勢、台灣主觀意識面臨的制度性挑戰兩方面出發，提出以下問題：

一、如果全球經貿整合是一股不可逆的潮流， 台灣能否關門做生意？ 

二、進入區域市場將面臨何等制度上的挑戰？ 

三、台灣能否走向沒有中國市場的區域整合？

依此，曾教授檢視了全球 FTA洽簽的風潮，並表示台灣加入 FTA，

面臨著入會資格、入會規則與入會門檻等三項挑戰，無論是由資格還

是制度來看，台灣都面臨著需要經過協商談判的關卡，而在全世界各

地（包括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依賴度都日漸增加的前提下，保護

主義是否利於台灣面對全球市場規模化競爭的挑戰、台灣能否繞過中

國大陸並克服加入區域整合的制度性障礙，歷史都將見證最終的結

果。

CTPECC 邱達生秘書長則以「區域經濟整合浪潮—我國的策略建

議」為題，由歐盟與亞太的經驗分析國際區域經濟整合浪潮，並從總

體經濟情勢、經濟發展瓶頸、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盤點及兩岸 ECFA等

方面，描繪台灣的現況與處境，並針對台灣如何突破困境，做出策略

建議。邱秘書長認為：區域經濟整合程度深不保證經濟成長，競爭力

仍是重點；目前我國的海外市佔率逐漸喪失，南韓藉由 FTA 戰略優勢，

在我國主要亞太市場的市佔率皆超越我國，而中國大陸目前進行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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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在地化（進口替代）政策，也衝擊了我國對中國大陸的中間財輸出。

因此，我 國若要突破僵局，應透過研發鞏固關鍵中間財的出口地位，

重新瞄準歐美市場消費復甦供應高階消費財，並開發中階消費產品以

鎖定逐漸起色的新興市場中產階級消費能力，同時擴大自由貿易協定

覆蓋率；儘管自由貿易本質上是一場「雙方去除保護，比較利益的

競賽」，提高自由貿易協定覆蓋率也不一定保證提升經濟成長或社會

福利，但至少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為 此，我國應先完成 ECFA，

再透過 FTA的擴大 (enlargement)、聯結 (docking) 與合併 (merging) 特性，以 

ECFA加入由五組東協加一組合而成的 RCEP；最後，由於美國主導的 TPP

乃是針對 Trans-Pacific Imbalances (TPI)而來，台灣與中國大陸都是對 TPI

有「貢獻」的國家，因此應比照 PECC、APEC、WTO的入會模式，兩岸

一起加入 TPP。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廖舜右副教授以「走向開放之機會與

挑戰—台灣青年因應對策」為題，給予青年面對全球與區域經濟大

勢，實在的應對建議。廖教授表示：全球化浪潮之下，貨品、資金、

人員、技術，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數量，以及運輸價格，在全球範疇

架構下移動或交換。目前全球貿易額每年為 24兆美金；每日全球外

匯市場交易額為美金 4兆；全球每年有 11億觀光客，每日消耗石油 1

億桶，簽署的 FTA有 583個，林林總總的現象，對於貿易依賴度高達

120% 的台灣來說，就等於「更開放的國內外市場」。市場開放既是挑

戰也是機會，挑戰來自於陌生領域與門檻提高，青年們面對一個「無

速成捷徑、無可複製經驗、跨領域需求高、新型人資挑戰」的情勢，

然而機會則來自於新興行業與新思維，舉凡中華郵政正常化、農產品

安全規範、前店後廠的管理、專業證照海外化、50% 職業尚未出現等

情勢，都使得「改變舊有供應鏈」與「打破年功序列」成為迫切之必

要，因此「唯才是問能力主義」與「要求資訊處理能力」兩大未來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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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也利於彈性高反應快的青年族群。因此，青年應該掌握「妙實力、

軟實力、巧實力」 等三個「4321 原則」，儲備自己未來的能量：

一、4 321 妙實力：認識四位老師，擁有三項興趣，第二外語證照，一

定要準時； 

二、 4321 軟實力：四種工讀經驗，三個非日常團體成員，兩個異性朋

友，去過一個台灣以外的國家； 

三、 4321 巧實力：40% 面試成功關鍵為有效溝通，三方面觀察國際事件、

累積二個無可比擬的經驗，凸顯「熱忱」一個特質。

友誠公司張宏誠董事長則認為大學生若要培養競爭力，首先必須

培養健康的身心，時時與自己情緒對話，認清自己並整合自己的陰暗

面，訓練自己採取新的態度，學習與自己的內心和平相處，方能掌握

自己的內心主導權，了解自己、活出真我，進而引導自己、勇敢追隨

自己的心靈和直覺，進而將心比心，使自己擁有「同理心 (Empathy)」

這種分享的能力，正確了解對方，敏銳察覺其內在感受，並以正確的

語言或行動回應對方。另外在經營自己上，張董事長則期待同學出社

會前學會至少一種外語，並在校努力學習專業與知識，出社會後才能

創造自我品牌，建立無法被取代的地位，也要隨時抱持「人無我有、

人有我廉、人廉我走」的產品價值思維，以及「人無我有、人有我優、

人優我特」的能力思維，時時精進，並廣結善緣、注意世界、中國大

陸與產品的製程、管理、市場等時勢發展。最後，張董事長也建議同

學至少擅長一項運動及樂器、養成閱讀習慣，以及時時問「為什麼」

並做長期打算， 培養勇於創新、冒險的精神，並在務實中隨時準備好

自己。

（作者為 CTPECC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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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三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國際經濟現勢與區域整合浪潮

陳子穎、王聖閔

第一場次：當前國際總體經濟形勢對我國經濟的影
響

CTPECC 邱達生秘書長：國際經濟形勢對我國經濟的

影響

邱秘書長認為：景氣循環一如波浪，金融海嘯是較大的浪。2005

年信貸過度寬鬆，於是造成 2007年的次級房貸風暴，爾後引發 2008-

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因此造成有些已開發國家資金流到以金磚五

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近年來， 已開發國家經濟情勢好轉之後，開始

出現資金回流趨勢，新興市場因此被打回原形，直到 2013年起，世

界成長的動能才又轉回到已開發國家。

已開發國家以美國為首，其經濟成長與消費亦步亦趨，2010年起

美國經濟開始復甦，從 2008年開始進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 QE1，平

均每月投入逾 1,000 億美元，實施 16個月的資金規模達 1兆 7,250億美元，

並使得美國實質經濟成長率於 2010年轉為正成長；為促進就業與穩

定物價，美國於 2010年進行 QE2，購入 6,000 億美元的美國政府公債，

實質 GDP年增率逐季下滑，但 CPI通膨率逐季提高；QE3政策從 2011

年執行至 2013年，QE並於今年退場，顯示美國經濟顯著復甦。

歐盟由於經濟不景氣、部分成員國出現經濟負增長的情況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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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出現更大的經濟衰退，因此採取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2009年

發生歐債危機後，歐盟的因應措施，包括以維護歐洲金融穩定為職責

的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以維 護國際金融穩定為職責的 IMF形成

之「三駕馬車」，進行相關研究和分析解決希臘債務問題的方案、組

織和發放相應貸款、嚴格監控和評估救援方案的落實情況等；歐盟並

從 2010年起提供紓困計畫，最主要的轉捩點跟歐洲央行（ECB）總裁

德拉吉（Mario Draghi）有關，德拉吉調整 ECB原先固執的貨幣政策

期限，以寬鬆政策因應，並使歐元恢復到正成長的狀況。

中國大陸的金融政策相當保守，所以跟歐美的連結有限，但 2009

年受到金融海嘯之衝擊，中國在同年用超額投資的方式，挽救其經濟

成長。習李體制所提出的李克強經濟學，即不採取刺激措施、去槓桿

化及結構性改革，以解決中國債務問題，李克強並提出中國經濟成長

目標為 7.5%，不過目前確定的是中國的經濟成長已趨緩。

日本過去除了遭受金融海嘯衝擊以外，2011年還發生 311大地震，

扭轉日本原以貿易出口導向的經濟結構，再加上 2012年上台的安倍

晉三所提出的安倍經濟學，指通過實施全面的財政和貨幣擴張政策，

用日圓貶值挽救出口，來解決困擾日本多年的通縮問題，並試圖重振

該國經濟。安倍的策略也側面影響到台灣的工業成長率，從此可看出

我國對日本的依賴程度高。

東南亞是新興市場的成員，外資以 FDI及 FPI進入東南亞，也就

是所謂的冷錢與熱錢，但目前已逐漸退潮。

以上五大經濟體為我國主要的出口對象。我國在 2009年向已開

發經濟體一樣出現負成長，以前我們鮮少低於世界平均，近兩年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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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世界平均。全球主要預測機構在今年五月份剛發表的最新預測，指

出目前全球呈現歐美強、亞洲弱的趨勢。而我國的瓶頸在於，出口有

70%是中間財，中國大陸、東南亞兩大出口市場與台灣經貿互補關係

轉變為競爭關係，以及海外市占率逐漸縮小。

因此，邱秘書長建議透過研發以鞏固中間財出口地位、重新瞄

準歐美消費復甦的消費財並包括其第二大銀行大眾銀行解體、10萬

歐元以下存款轉存至體質健全的第一大賽普勒斯銀行等措施。

美洲的量化寬鬆政策，量化係指會創造指定金額的貨幣，寬鬆

係指降低銀行的資金壓力，每個月採購四百萬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持

證券，在一片質疑當中，QE政策開始退場，美國賣出較短期限國債，

買入較長期限的國債，及美國房地產與 30年期公債連動，以減低房

貸成本。但 QE政策有其後遺症，包括量化寬鬆政策長期會埋下通貨

膨脹的隱患，在經濟增長停滯的情況下引起滯漲。

美國經濟驅動消費，帶動全世界經濟復甦，未來觀察重點在於

財政懸崖的衝擊及兩黨協商的解決之道、失業率改善、美國家庭在去

槓桿化後的消費模式、房市在去泡沫化後的銷售行情改善、金融行業

在下降過程中的業務擴張、高科技行業是否能帶領風潮。

日本安倍首相的三箭計畫，包括量化貨幣寬鬆、擴大財政支出、

結構性改革，過去日本貨幣被要求升值，導致經濟倒退，直至安倍上

台後才貶值；近期日本更實施消費稅來改變生活費用。韓國近期不斷

轉型升級，但大財閥主宰社會，導致社會貧富不均嚴重，巨大的家庭

和企業負債規模、物價高漲，另外，北韓也是隱憂，未來將透過韓中

日三方 FTA談判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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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吳中峻系主任：世界主要國家貨

幣政策對台灣的影響

吳主任根據他的研究觀察，表示過去美國貨幣寬鬆，造成貨幣

貶值，聯準會主席上台，美國貨幣緊縮，聯準會可能在 2014年秋天讓QE

全面退場，但低利率會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自

從 2008年 12月以來，始終維持在零到 0.25%的超低水準，以促進經

濟成長。隨著聯準會逐漸推動貨幣政策常態化，資金將持續回流美國，

巴西、印度和印尼等國可能再度面臨資金外流的風險，加劇新興市

場的貨幣動盪。

亞洲貨幣政策寬鬆，所以造成美金升值。隨著歐債危機重燃和

中美等大型經濟體增速放緩，亞洲不少經濟體的中央銀行近期都選擇

了維持利率不變，一些亞洲新興經濟體則通過下調利率、存款準備金

率等方式放鬆貨幣政策，以應對全球 經濟重新出現的不確定性。

由於中國大陸正讓人民幣貶值，財政回穩的新興國家也可能跟

進，以提高本國產品的競爭力，尤其是貨幣匯價居高不下的國家，包

括南韓、墨西哥和波蘭，一切都指向貨幣競貶循環，這也將促成全球

貨幣震盪。

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傳導機制，從貨幣供給的變

動影響物價上漲、利率的下跌，對獲利產生影響，都會使得本國貨幣

貶值，匯率會影響到出口。

聯準會若升息，表示美國景氣復甦，我國出口將隨美國景氣回溫，

國內景氣亦將好轉，屆時央行當然就會升息。但隨 QE退潮，當初因 QE

受益的新興市場股匯市，將首當其衝；不過我經濟基本面佳、擁有逾

4200億美元充沛外匯存底， QE退場對台灣股匯市衝擊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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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當前區域整合浪潮 與我國的因應策略

台灣經濟研究院龔明鑫副院長：PECC 簡介

龔副院長表示：PECC為一個國際上促進經濟合作、交流及研究

的組織，同時也是 APEC的幕僚及智庫，為 APEC提供相關的意見，而

我國也是會員體之一。外交部相當重視我國年青學子在國際經貿相關

事務的接觸、參與及能力之培養，因此這次能到宜蘭大學跟各位同學

介紹目前區域整合的現況，希望能增加各位對於區域經濟整合浪潮的

了解。

中 華 台 北 APEC 研 究 中 心 周 子 欽 副 執 行 長：TPP
與 RCEP 目前的談判進度緩慢，但仍存在著競合關係

周子欽副執行長首先介紹目前兩大巨型的 FTA，即 TPP與 RCEP現

況。由於 WTO在談判進度上陷於膠著狀態，進度上相當緩慢，使得

許多經濟體產生出從區域間合作，以相近的經濟體之間先簽署 FTA，

因此形成目前區域經濟整合的風潮。目前正在進行的主要區域經濟整

合組織為 TPP與 RCEP，這兩大集團都有相當的人口數及 GDP的規模，

幾乎包含亞太地區主要的經濟體，且有部份的經濟體是相互重疊的。

日本在 2013年加入 TPP，而目前韓國與 TPP會員體的第一輪雙邊會談

也已經結束，我國也一直積極地想加入 TPP。

FTA主要有三個效果，一個是貿易創造效果，一個是貿易移轉效

果，還有一個是投資移轉效果。貿易創造效果是 FTA簽署雙方降低產

品的關稅後，使得商品價格變便宜，增加消費者的購買量。貿易移轉

效果則是因為 FTA簽署後，進口商會從關稅較低的國家進口，使得貿

易量轉向有簽署 FTA的國家。投資移轉效果則是由於 FTA簽署國直接

到對方國家投資生產，以降低生產成本，又能同時享受免稅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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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生產鏈也同時會跟著移動。這也是為何我國必需積極加入區域

經濟整合組織，以維持經濟成長的優勢。

TPP標榜著高品質的 FTA，但是由於「高品質」出現妥協與雙重

標準，加上美國面臨內外阻力，如國會授權（TPA）問題與各國不願

妥協，使得目前 TPP的談判陷於膠著，剛剛在新加坡結束的最新一輪

談判，仍然沒有明顯的進展，今年提出階段性成果希望渺茫。

RCEP則是以東協國家為基礎，加上其他亞太地區國家加入之 FTA，

日前剛剛完成在中國大陸南寧的第四回合談判。其中商品貿易自由化

比率未達共識。在服務貿易與投資方面，則進入文本內容的審議。上

一回合成立的四個工作小組，分別為智慧財產權、競爭、經濟及技術

合作，以及爭端解決。爭端解決小組延至下一回合成立。不過談判進

度仍然有限，主要是因為 5個「東協加一」(如東協加中國大陸、東

協加日本等 ) 的整合困難。雖然 TPP及 RCEP目前談判進度有限，但是

在美中兩方競爭的態勢下，未來談判加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接下來從全球價值鏈 (Global Value Chain) 的觀點來看 TPP及 RCEP的

問題， 這是由 OECD先提出，2014年在 APEC中非常重要的觀念，中國

大陸為 2014年 APEC主辦國，也將此當作重要的題目。在全球化的趨

勢下，跨國企業在各地尋找最有利的地點，進行生產及銷售，因此

構成許多價值鏈，在每個環節都要提供附加價值，使 得貿易問題要

回歸到這些價值鏈上面來談，因此我們在貿易之中，所產生的附加價

值是多少，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而美國及中國大陸分別想藉由 TPP

及 RCEP來鞏固其目前存在的價值鏈。由於東亞的區域內貿易興盛、

網絡綿密，尤其中間財貿易的角色突出。近年來，東亞生產網絡逐漸

以中國大陸為核心，並依賴東亞以外的最終市場。RCEP將使東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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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網絡結合得更緊密，結合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發展，RCEP將使中

國的中心地位更明顯。TPP則是嘗試介入、重組既有的東亞生產網絡，

提升太平洋東岸各經濟體，特別是美國所扮演的角色，目前以追求「再

平衡亞洲」以及「再工業化」為目標。

台經院國際處何振生副研究員：APEC 仍需循序漸進，

先達成茂物目標，再進行 FTAAP 建立

何副研究員從 APEC的角度來看 Free Trade Area的議題：APEC主要

是一個 Open regional的概念，不只有在區域內對經濟成長的益處，對

區域外有同樣有好處。此外，APEC有「茂物目標」(Bogor Goals)，此為 

APEC 領袖於 1994 年年會就亞太地區未來經濟遠景所規劃的目標，設

定工業化經濟體於 2010年完成貿易暨投資自由化與開放目標，開發

中經濟體則於 2020 年完成。目前 APEC正在討論 FTAAP的議題，但是

必須要循序漸進，先達成茂物目標，再進行 FTAAP的建立。FTAAP可

以從 informal arrangement 的方式來看，並不需要一定是大家談判後同意

的協定，而是一個概念。我們必需將 APEC連結到 FTAAP，然後將 FTAAP

連結到 TPP或是 RCEP，才能幫助我國加入區域經濟整合。

台經院國際處陳威仲副研究員：跳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問

題，必須建立起自己的知識經濟

陳副研究員介紹「APEC 創新成長」這個今年重要議題，其中包

含全球價值鏈的興起，以及國家發展必須脫離中等收入陷阱等兩項

議題。我們可以從 iPhone 的生產來看全球價值鏈，中國大陸負責組裝

iPhone且出口及各國銷售，但是我們要看在 iPhone生產組裝的過程中，

誰賺到比較多的錢。一般我們會認為美國跟中國是主要賺錢的國家，

但是例如日本擁有許多 iPhone的關鍵技術，因此 iPhone的銷售，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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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到很多錢，可以看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性，目標是能做比較少的工

作，但是能產生很大的附加價值，這是我國產業未來可以發展的方向，

因此創新才是真正價值的來源。在中等收入陷阱議題方面，經濟成長

一定會經過一些陣痛，由過去勞力密集的產業，轉化成技術密集的產

業，應避免用資源來換取經濟成長的模式，必需建立起自己的知識經

濟，並注意國際間有關綠色議題的興起。同時要有人力資源培養的搭

配，並找到適合自己的生產模式。

(本文作者均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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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四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全球政經結構與亞太區域發展

王聖閔

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發生後，各經濟體積極推出刺激經濟的政

策，美國實施了三次的貨幣量化寬鬆政策，用以安定貨幣的供給與

流通。美國宣佈在 2014年年底結束量化寬鬆。雖然全球經濟已有緩

步復甦，但是成長力道不足。未來將 由新興亞洲市場引領新興市場

的成長，因此仍需持續觀注亞太區域發展。

CTPECC邱達生秘書長：未來可以持續注意四大經
濟體央行貨幣政策的緊縮或寬鬆動作，及區域經濟
整合的發展。

邱達生秘書長首先介紹美、歐、中、日等四大經濟體的經濟現況，

全世界還沒有從全球金融危機中完全復甦，美國剛剛已經結束的 QE、

歐洲剛剛開始 QE、日本的安倍三箭及 QE、還有中國大陸的宏觀調控，

都是針對之前的危機所造成的遺留傷害而來的，而這些危機包含債務

飆升與結構性失業，其中較嚴重的問題為結構性失業，若要解決，需

要較長的時間。在美國的部份，雖然聯準會已經結束 QE，但是未來

升息的時間點仍然有爭議。在歐洲的部份，已經有通貨緊縮的陰影慢

慢浮現。在中國大陸的部份，2014年是無法達到預定的經濟成長率目

標，目前則是有產能過剩、地方債過高與影子銀行等問題存在而箝制

了中國成長的動能。日本則是連續兩季的經濟衰退，使得安倍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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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飽受質疑。

2005~2006年由於信貸過於寬鬆，造成全球經濟的過度榮景，

2008~2009年則是在全球金融風暴發生後，出現急速經濟衰退的現象。

因此大型的經濟體都推出經濟刺激政策及貨幣寬鬆政策，企圖來挽救

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傷害，但這些資金流入新興市場，由於新興市場

的基期本就較低，使得這些經濟體都動則有 7~8% 以上的經濟成長率。

新興市場包含中歐、東歐、中東、北非及拉丁美洲等地區，2010 年的

時候為新興市場主導的黃金時期，全球經濟成長動能都集中在這些地

區。不過在 2014~2015年的經濟成長動能將轉向已開發國家，目前則

是由新興亞洲引領新興市場的成長，新興亞洲也就是中國大陸，因為

其廣大的人口是一個很有潛力的市場。

最後邱秘書長總結近期未來國際經濟情勢，美國復甦相對顯著，

其他三大經濟體成長趨緩。美國未來升息時點已經較明朗，加上歐

洲、日本 寬鬆，資金回流導致美元走強，其他貨幣走貶。但人民幣

升值機會較高，中國人民銀行會刻意結束貶值走勢，以配合政經因素，

但會呈現雙向波動，以營造匯率自由化景象。未來可以持續注意四大

經濟體央行貨幣政策的緊縮或寬鬆動作，及區域經濟整合（TPP、RCEP、

雙邊 FTAs）的發展。另外東歐、中東亞洲地緣政治局勢，如俄羅斯與

烏克蘭的糾紛、及中國大陸與鄰國主權爭議，也會影響整個區域的經

濟狀況。

台中科大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研究所李嗣堯教授： 
日本為了解決經濟成長的問題，因此未來將朝基幹
建設產業的海外發展方向發展

安倍在第二次就任日本首相後，即由內閣提出成長戰略的經濟

316



政策，主要是由於在 2002年時任首相的小泉純一郎內閣提出「經濟

財政營運及結構改革基本方針」之政策後，自此內閣改組或內閣總理

交替之際，向國民提示「中長期之成長戰略」成為一般化，特別是在

經濟停滯之背景下，企業界和一般國民也期待政府提出有效的成長戰

略來改善經濟現狀。日本政府產業政策制定背景及目前面臨之挑戰，

經濟地位，從「質」 或「量」方面來看均下降。2000 年的人均 GDP 為

全球排名第 3，到了 2013年的人均 GDP已下降至全球排名第 24。而日

本 1990年的 GDP佔全球 14.4%，2013年 GDP佔全球的比重降至 6.56%。

而在日本政府的債務方面，2000年政府債務淨額佔 GDP比為全球第

27，到了 2013年政府債務淨額佔 GDP比已經升到全球第 2。安倍提出

的經濟政策，包含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其中第三支箭為喚起民眾投

資的成長戰略，日本內閣府在 2014年 6月 24日公佈「日本再興戰略

─ JAPAN is BACK」。

不過日本的經濟仍然存在過度依存特定產業的成長模式之問題，

從 2001年至 2007年間，日本全產業的經常性利益為 25.2兆日圓，其

中跨國製造業，包含運輸機械、電機、鋼鐵及一般 機械等 4個產業

就已經包含了 36%的比重。另外，從 2000年至 2007年間的名目 GDP

成長了約 13兆日圓，汽車業則貢獻了約 6兆日圓。日本企業也存在

著低收益率的體質及市場過度競爭情況，日本同產業中的企業數量過

多，造成競爭也相對激烈，如液晶電視品牌業者，有 Sony、Sharp、東

芝、Panasonic等；鐵道運輸設備製造業者則有日本車輛、日立製作所、

川崎重工、東急車輛等，國外同產業業者則呈現較於集中的情況。

最後，李教授總結日本為了解決經濟成長的問題，因此未來將

朝基幹建設產業的海外發展方向發展，同時推動智慧財產權、國際標

準化戰略並透過傳遞「酷日本 (Cool Japan)」擴大出口及推展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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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具體的做法包括 (1) 支援整批型基礎建設的海外拓展、(2) 開拓

新興國中間層等全球成長中的市場、推動酷日本等、(3) 促進農林水

產物等之出口，推動包含日本酒等日本食品海外市場的開拓基礎建設

市場等。

APEC研究中心周子欽副執行長：我國仍需要有一
個明確的政策選項，未來才能在國際區域經貿整合
中獲益

周子欽副執行長首先介紹目前兩大巨型的 FTA，即 TPP與 RCEP現

況。由於 WTO在談判進度上陷於膠著狀態，進度上相當緩慢，使得

許多經濟體產生出從區域間合作，以相近的經濟體之間先簽署 FTA，

因此形成目前區域經濟整合的風潮。目前正在進行的主要區域經濟整

合組織為 TPP與 RCEP，這兩大集團都有相當的人口數及 GDP的規模，

幾乎包含亞太地區主要的經濟體，且有部份的經濟體是相互重疊的。

日本在 2013年加入 TPP，而目前韓國與 TPP會員體的第一輪雙邊會談

也已經結束，可能很快就會加入。

FTA主要有三個效果，一個是貿易創造效果，一個是貿易移轉效

果，還有一個是投資移轉效果。貿易創造效果是 FTA簽署雙方降低產

品的關稅後，使得商品價格變便宜，增加消費者的購買量。貿易移轉

效果則是因為 FTA簽署後，進口商會從關稅較低的國家進口，使得貿

易量轉向有簽署 FTA的國家。投資移轉效果則 是由於 FTA簽署國直接

到對方國家投資生產，以降低生產成本，又能同時享受免稅的優惠，

既有的生產鏈也同時會跟著移動。這也是為何我國必需積極加入區域

經濟整合組織，以維持經濟成長的優勢。

TPP標榜著高品質的 FTA，但是由於「高品質」出現妥協與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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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加上美國面臨內外阻力，如國會授權（TPA）問題與各國不願

妥協，使得目前 TPP的談判陷於膠著，剛剛在新加坡結束的最新一

輪談判，仍然沒有明顯的進展，2014年提出階段性成果希望渺茫。RCEP

則是以東協國家為基礎，加上其他亞太地區國家加入之 FTA，日前剛

剛完成在中國大陸南寧的第四回合談判。其中商品貿易自由化比率

未達共識。在服務貿易與投資方面，則進入文本內容的審議。上一

回合成立的四個工作小組，分別為智慧財產權、競爭、經濟及技術

合作，以及爭端解決。爭端解決小組延至下一回合成立。不過談判

進度仍然有限，主要是因為 5個「東協加一」(如東協加中國大陸、

東協加日本等 ) 的整合困難。雖然 TPP及 RCEP目前談判進度有限，

但是在美中兩方競爭的態勢下，未來談判加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2014年 APEC年會上的 REI議題上，中國大陸利用重新啟動 FTAAP

的議題來干擾美國 TPP的進展，同時中國大陸想透過成立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 來進行基礎建設外交，可以看出中國的

戰略佈局。中國大陸想透過海上的絲綢之路，建立一個歐亞大陸的貿

易網絡，並用基礎建設外交來支撐。TPP將先進行 12 國的談判，在談

判結束後，再讓其他的經濟體加入。現在這些國際組織的進展變化，

對於各位同學未來的生活、就業等，都會息息相關。不過，我國仍需

要有一個明確的政策選項，未來才能在國際區域經貿整合中獲益。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宋興洲教授：台、中、美之間重
新思考為包容性的三角關係，就會牽連到相互尊重
和彼此承認的複雜性融合

教授從南海爭議來討論區域的現況，為了增進國內能源用於快

速的經濟發展，1990年代中期起中國大陸實施「策略暫停」（strategic 

太平洋企業論壇

CTPECC 年度活動

3192014 年第四場太平洋企業論壇：全球政經結構與亞太區域發展



pause），儘量讓南沙群島的爭議與衝突降溫。為了助長政治方面的區

域整合，中國大陸採取不同的手段與方式。最成功的方式就是加強雙

邊的經濟、商業和基礎建設發展。例如，雙邊貿易 1991年不到 80億

美元，2004年已增為 1060億美元，到了 2008年則增至 2310億美元。其次，

確保控制南海所蘊藏的生物和礦物以增進長期以來所追求的資源。基

本上，南海的近海和深海石油、天然氣開鑿對補充中國大陸和世界的

石油資源具有重大的意義。魚產亦為重大資源，漁業部門每年產值

3300億美元，占中國大陸境內 GDP的 3.5%。自 1961年起，中國大陸魚

類生產占世界比例從原來的 7%增加到 34%，而且中國大陸平均每人

每年魚類消費為 31.9 公斤，比世界人口平均消費量 15.4公斤要多上一

倍。因此，中國大陸海軍把掌握海權視為提供資源安全的最佳保障。

中國大陸南海策略中最後一個目標是強化安全，也就是增進對

南海的控制權，以便建立起海上安全緩衝區，保護中國大陸東海岸地

區的主要人口中心、產業、和豐富的文化遺址。中國大陸之所以需要

控制沿海地區是基於地緣政治的思 考，即土地及海域均關係到國家

安全。地緣政治的安全策略就是平衡陸上及海上的實力以便控制、影

響和掌握國家的核心區域。所以，南海、東海、和黃海均需要中國大

陸海軍控制自如，才能排除外在威脅，進而提升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

安全水準。

就台灣而言，太平島是南沙群島中最大的島，且為台灣所佔有。

雖然島上設施較為齊全，包括戰地醫院，但距離遙遠，太平島與台灣

之間的距離為 1600 公里。無論水上或空中增援都緩不濟急。2000年時，

台灣海軍撤出太平島，改由海巡署接掌。即使 2007年，1500公尺的飛

機跑道蓋好，但距離仍是最大的致命傷。由於中、越南海鑽油平台

紛爭波及越南台商，馬總統於 2014年 8月 5日在「2014東海和平論壇」

320



致詞時呼籲，各國應思考如何將東海和平倡議的精神，擴及南海與其

他地區，建立制度性對話機制，締造和平與多贏局勢。

最後宋教授指出在南海爭議上，兩岸合作的可能性。雖然目前

南海多邊合作組織的倡議沒有任何蛛絲馬跡，但中越北部灣的合作協

議可作為兩岸合作的借鏡。兩岸所簽訂的 16項協議裡，其中「兩岸

海運協議」及「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都與海洋有關。如果兩

岸進一步協商有關南海漁船作業安全問題或是聯合太平島及永興島

之間的合作與支援，則兩岸海事合作將進一步提升。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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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

2 0 1 4 亞 太 事 務 青 年 培 訓 營
—Model APEC (SOM)紀實

蔡靜怡、簡德浩、邱睦樵、黃鈺婷、陳粟昱

2014年 7月 15至 18日（週二至週五），CTPECC假救國團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 16號）舉辦「CTPECC 2014第七屆亞

太事務青年培訓營─Model APEC (SOM)」。今年 CTPECC以 APEC年度主題

“Shaping future through Asia-Pacific partnership”為題，按照年度 APEC優先項

目規劃課程，敦請國內主管官員、業界賢達與學者專家授課，並舉行

模擬國際記者會、與加拿大和美國駐台官員對談、Culture Show以及模

擬 APEC資深官員會議等活動。

開幕致詞：CTPECC 洪德生董事長與外交部國際組
織司周台竹司長

CTPECC洪德生董事長表示，全球化和

國際化趨勢下，物流、金流、人流皆大幅加

速，大環境也日漸開放、自由，加上網際

網路改變全球生活型態，種種因素促使區

域多邊整合越來越密切。董事長認為，培

訓營本身就是民間整合產官學的活動，鼓

勵年輕人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更熟悉我們

身為會員體的 APEC，也期許學員在四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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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中更加深入認識亞太事務。洪董事長介紹 PECC，稱為 APEC的

智庫，並接著提到本次議程設計會涵括 APEC的不同面向，相當豐富，

期望同學會更加認識 APEC組織運作。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周台竹司長的致

詞中，則特別向同學們介紹外交部在參與 

APEC的業務與經驗，以及 APEC對於我國

外交的重要性。周司長表示，接任國際組

織司司長至今，共參加五次資深官員會議。

APEC是我國當前最重要的國際組織，中

央各部會除國防部和僑委會皆有所參與，

議題包羅萬象，多邊會議和雙邊會議兼有，

亦是我國培養國際會議人才的主要所在。

周司長以實際參與 APEC會議的角度說明三項與會要點：一、清

楚主辦經濟體之議題主軸。二、我國強項是否有所倡議。三、了解各

國立場。例如，今年主辦國主軸為區域經濟整合、創新、經濟改革以

及基礎建設。與會即是思考如何切入各項議題，爭取國家利益。我國

今年也提出數項倡議，例如縮短數位落差和中小企業災防應變等，而

在研擬議題內容和會議發言時，如何凸顯我國強項和重要性，提出貢

獻，增加其他經濟體對我重視，皆需納入考量。此外，現場的資訊收

集亦相當重要，需在短時間內收集消化最新資訊，評估是否影響我利

益，考量我立場為何。開會時常像打仗，回到下榻住所尚需撰寫當日

報告，在在考驗著與會人員對國際議題的了解和體力負荷，而現場仔

細聆聽有關發言，與他國資深官員意見交換等，亦有益將來出席各會

議工作。會議之外，認識當地人情風俗文化或者研究各國政治、經濟

議題，也多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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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周司長亦強調國際會議人才之重要：資訊收集需完整、發

言言之有物，才能有效維護國家利益，讓我有所發揮。我國外交處境

困難，困境中訓練出的人才將更顯卓越。最後，司長表示非常樂見眾

多學員參與此營隊，彰顯年輕人對國際事務的關心，期許同學們積極

投入，並與營隊邀請的學者、長官、企業家多多交流，順利豐收。

第一場次：區域經濟整合與 APEC介紹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廖舜右副教授：亞太地區的區

域經濟整合

廖教授首先分析，東亞政經結構正以超乎想像的速度朝兩極化

演變，區域整合也越趨密切，眾多區域貿易協定 (RTA)洽簽形成。廖

教授接著說明 RTA興起的三大趨勢：多邊貿易談判陷入瓶頸的全球性

經貿結構因素、美中經貿場域在亞太對峙的特定經貿強權因素、以及

巴西籍新任 WTO 祕書長 Azevedo 相較於經貿自由化，更重視便捷化等，

三方面的因素造成區域整合的崛起。

廖教授列舉現階段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五大整合方案，並介紹

其最新概況，分別是：（一）東協十國自由貿易區（AEC）期在 2016

年前建立東協經濟共同體；（二）追求高品質貿易談判的太平洋聯盟

（PA）宣佈將於 2015年完成自貿區，預期在 2020年前廢除所有關稅；

（三）全球最大籌組中之共同體TPP將在 2014年 7月舉行第 21回合談判；

（四）預計 2020年完成中日韓合作展望的 CJK自由貿易協定將於 2014

年 8月舉行第五輪談判；（五）預計 2015年底完成的東協 +6區域貿

易協定 RCEP則已完成第五輪談判。

針對亞太地區多重的區域整合方案，廖教授解釋可從「廣度」與

「高度」來進行區域整合現狀的分析：廣度分析整合方案的自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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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則是分析整合動能及功能 (區域主義 /區域化 )。此外，各方案

的推動速度及經濟規模也是列入分析的角度。

廖教授最後針對 TPP 與 RCEP 兩種整合方案，對台灣 2013年的影

響以及台韓兩國的自由貿易政策進行對照與比較。我國和韓國相比，

兩者出口相似度極高，經貿上是天敵，顯示我國需更快速簽訂自由貿

易協定。廖教授也指出，台灣參與區域整合，須先在國內提高產業競

爭力，做好自由化與補償措施，準備降低關稅，大氣為受害或弱勢產

業訂定補償措施，再選擇加入 TPP或 RCEP。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亞太經濟合作科蕭光偉科長：APEC
介紹與年度重要議題

蕭科長首先表示：外交部重點工作是提昇全民的國際參與和青

年的參與；今年學員背景多元，來自不同地區和學科領域，難能可貴。

希望多聆聽同學意見。也許 APEC對同學的影響並不直接，但台灣參

與其中，獲得許多寶貴經驗和實質國際交流，期盼學員認識 APEC各

面向，尤其了解 APEC如何讓供應鏈更順暢、便捷。

由左至右：外交部國組司亞太經濟合作科蕭光偉科長、CTPECC洪德生董事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
所廖舜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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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科長將 APEC比擬為建築物，要有地基，而參與成員都是以經

濟體身份奠基參與，形成組織。APEC特別的共識決和自願性，顯示

所有會員尋求一致共識，不依靠拘束力執行；此制度雖招致一些批評，

但蕭科長認為彈性機制有其優勢，決議能反應多數會員體立場，慢慢

凝聚區域內會員共識，朝特定方向前進，因此也使 APEC建立了「趨

勢領導者」的地位：以環境商品清單為例，若在 WTO，可能因各國利

益糾葛，需談很多年，但放在 APEC中談，即可先凝聚共識，達到引

領示範其他國際組織之效。

蕭科長並簡介 APEC的組織、成員、運作方式與在全球的重要性，

以及 APEC各層次會議、委員會、工作小組及領域別次級論壇的工作

內容與分工關係。關於 APEC三大支柱「貿易與投資自由化 TILF」、「商

業便捷化 Business Facilitation」與「經濟暨技術合作 ECOTECH」，蕭科長

也解釋這三大支柱如何涵蓋 APEC不同開發程度經濟體的關切議題。

今年的年度議題由領袖會議主辦會員體中國大陸提出，重點在

「攜手亞太共創未來」，積極希望凝聚共識，做出更具體貢獻，以積

極推動 FTAAP具體計畫推進區域經濟整合，除推動創新發展經濟改

革與成長之外，，綠色經濟和網路也列入議題，並延續印尼提出的加

強基礎建設與連結性。蕭科長分析指出，今年中國大陸提出的許多

議題呼應亞太地區的需要，同時緊密呼應中國十八大的具體經濟政

策。因此，蕭科長特別叮囑同學們，要多多了解各會員體在 APEC的

立場與關注的議題。

蕭科長最後分享中華台北的工作重點，表示經濟組織可避開敏

感複雜的政治議題，幫助我國融入區域整合，而政府各部門也以 APEC

平台積極參與會議和活動，更藉此平台發揮臺灣擅長的領域，對全

APEC和我自身皆有助益，利己利人，也加強和各會員體的互動，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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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學員認識 APEC予我的發揮空間。

第二場次 促進創新發展、經濟改革與成長
國家發展委員會曾雪如主任秘書：APEC 結構改革

曾主秘首先向與會青年說明 APEC結構改革議題，該議題受到重

視源自於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各國為提升長期經濟成長潛力，

積極進行結構改革。從 2004年至 2010年，結構改革主要由 EC負責，

2004年智利聖地牙哥宣言通過 LAISR議程 (Leader’s Agenda to Implement 

Structural Reform, LAISR)，正式啟動結構改革議程，2008年召開首屆 APEC

結構改革部長會議。2010年日本橫濱宣言採認 ANSSR議程 (APEC New 

Strategy for Structural Reform, ANSSR)，開始探討結構改革與新成長策略的

關聯性，將該議題提升至 SOM層級，並且納入不同的工作小組與論壇，

期望能獲得更大的成效。ANSSR議程內容包含：（一）提升市場效率、

（二）促進金融市場發展、（三）提升勞動市場機會、（四）促進優質

教育、（五）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六）提升婦女及弱勢族群機會與

（七）提倡有效的社會安全網絡，EC則主要負責提升市場效率議題，

並藉由「法治革新」(regulatory reform)、「公司治理及法制」(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law)、「競爭政策」(competition policy)、「經商容易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及「公部門治理」(public sector governance)等五大主軸進

行。

CTPECC 陳威仲副研究員：創新成長、包容性成長與

綠色成長

陳博士首先介紹 APEC討論成長策略的發展，從 2007年雪梨宣言、

2010年成長策略（確保未來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以及轉型為低碳經

濟的全球性活動得以協調一致）、2011年訴求綠色成長與法規謀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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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APEC強調創新發展、經濟改革與成長、新經濟、包容性成長

與城鎮化等概念。APEC成長策略主要內涵有五大面向，包含：平衡

性成長 (balanced growth)意旨透過總體經濟政策與結構改革在經濟體內

部與經濟體之間逐步解決不均衡問題，並提升潛在產能；包容性成長

(inclusive growth)意即確保人民在全球市場經濟中，擁有公平的機會以

追求更加迅速與穩定的成長；永續性成長 (sustainable growth)意即確保

未來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以及轉型為低碳經濟的全球性活動得以協

調一致；創新性成長 (innovative growth)意即創造創新經濟環境，並且

促進新興經濟部門的發展與安全性成長 (secure growth)意即保護區域的

人民、社會與經濟以免於天然及人為災難。

第三場次：APEC議事規則與慣例說明
擁有豐富參與 APEC 會議經驗，並曾協助我國官員擔任 APEC中小

（由左至右）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曾雪如主任秘書、台灣經濟研究院龔明鑫副院長、CTPECC陳威仲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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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工作小組主席的 CTPECC陳威仲博士，介紹 APEC議事規則與慣例。

陳博士首先介紹 APEC內部的不同工作層級，以及工作小組如何與高

階官員、部長及領袖會議互動，並訂定政策方向。

陳博士接著解釋 APEC與 UN會議的差別，譬如說 APEC主要為主

席控場。接下來，陳博士依據自身經驗向同學們講解主辦 APEC會議

時的各工作與注意事項，從會前的行程安排、與盟友溝通等等，與會

時如座位安排等注意事項、周邊活動的重要性，到會議結束後，諸如

規畫工作細節及計劃追蹤等後續工作，都一一向同學們介紹。另外，

陳博士亦介紹了會議期間也會舉辦的雙邊會談、研討會。

學員們對 APEC的實際工作環境與議事方式頗多好奇，包括兩岸

在 APEC的互動，周邊活動之於議事進展的重要性，APEC代表的權限

等等，透過講者的經驗談，學員們得到回答，並且更深入了解 APEC，

為日後的模擬資深官員會議建立基礎。

第四場次：青年參與國際事務經驗分享

現服務於英國文化協會的李冠楨小姐，以入選美國福爾摩沙基

金會親善大使計畫的經驗分享 (Formosa Foundation Ambassador Program)，

為本場次揭開了精彩的序幕。透過參加工作坊、認識美國智庫、媒體

及親赴華府與參眾兩院議員、助理會談等經驗累積，該計畫不只為青

年提供參與國際事務的管道，更提供台美學生直接參與美國政治的機

會。李小姐對台美經貿、民主等議題侃侃而談，令人完整感受到她對

台灣及國際事務的熱情。

身為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2013中華台北青年代表的林易徵同學，

在峇里島運用培訓營習得之團隊合作經驗及外交手腕，與其他經濟體

青年代表們進行深度交流。林同學表示，未來之聲最令他印象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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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和各地菁英代表們腦力激盪的有趣經驗，更難得的是與各經濟

體領袖近距離接觸的機會。林同學除了把握 VOF的交流機會推廣台灣

之美，親赴 APEC會議後，更加確定我國在亞太經貿體系中的重要。

同為 2013 APEC VOF中華台北代表的蔡欣芝同學，亦於該年度代表

政治大學赴美參加 NMUN，故與學員分享 MUN及 VOF心得及兩者的異

同。有別於 MUN長期的準備及特定的議題，VOF發表青年宣言且於

議題選擇上較具彈性，而相較 MUN結盟係基於各自代表國家的利益

做考量，VOF保留更多空間讓各國代表們互動，而代表們亦各自準備

Culture Show進行交流。蔡同學表示，不論哪種會議均須具備良好的資

料統整能力，並鼓勵學員多接觸各地代表、多了解鄰近國家歷史。

就讀師大翻譯所的簡德浩同學，分享其豐富的國際交流經驗：

美國迪士尼的工作機會，使他以旅遊之外的角度，更深刻的認識美國；

為期一年的德國交換生活，則讓他體會與各地同學共事的各種有趣經

驗，加上代表中華台北出席 2012 APEC Youth Summit之後，簡同學體認

學好英文是參與國際非常重要的工具，遂在外交部服替代役期間，服

務於外交部國際英語演講會 (Toastmaster)，凡此都使他具備更加全面

的國際觀。

畢業於中正大學經濟系的胡桓瑋同學首先鼓勵學員應更加重視

各經濟體的團體表現，並舉自身參加培訓營及 APEC Youth Summit 2012

的經驗為例，強調團隊合作精神的重要。胡同學表示：APEC提供青

年民意發聲的平台，在這充滿創新觀點及未來人才的地方，擴充自我

的決心及培養發揮自我的能力，顯得格外重要。

同為 2012年中華台北的青年代表，現就讀陽明大學醫學系的周

子揚同學主要與學員分享其於 APEC Youth Summit後，觀摩 CEO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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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得。除了簡述會議議程及內容外，透過各領袖發表國際經濟觀

點，周同學更親身感受到領袖們的發言魅力。青年營一連數日的腦

力激盪，加上收穫良多的會議觀摩，對周同學而言，實為不可多得的

寶貴經驗。

現就讀台大國發所的楊政華同學，則與學員分享她多次進出中

國大陸的經驗。楊同學體驗中國大陸，始於一次浙江寧波的企業暑期

實習。從了解該企業工作生態、員工政治理念、體驗當地生活，進而

到認識並喜愛地區獨特人文風情，楊同學鼓勵學員以一顆開放的心去

了解中國大陸。

擁有豐富國際交流背景的劉人豪先生與學員分享自身求學階段

的交換經驗，並簡述旅遊服務業的工作內容供學員參考。赴港參加研

討會的經驗，使他了解到除了語言能力，統整及表達能力更為重要；

而荷蘭奈梅根大學的交換經驗也使他更加獨立，並透過遊歷歐洲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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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工作方向。

組輔經驗豐富且深受學員喜愛的邱睦樵同學，在本場次尾聲與

學員分享如何撰寫申請表。青年參與國際事務乃當今趨勢，而與世界

接軌前應做好充足的準備，其中亦包括完整且精彩的表達自己。邱同

學以自身故事舉例，為同學示範如何撰寫一份出色的申請表，以期學

員日後參與國際事務前，能有更加完善的準備及優秀的表現。

第五場次：全球價值鏈與亞太地區基礎建設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多邊貿易組 APEC 小組陳郁淇執行

秘書：APEC 架構下的全球價值鏈

陳執秘首先表示：分享的迷思，並非分享所知道的一切，因此

她從與學員們互動開始，了解同學們對價值鏈的了解。接著，陳執

秘援引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UNIDO)、APEC政策支援小組 (PSU)與美國

Duke大學 GVC網站的定義，闡釋「價值鏈」為產品從概念，通過設

計、原料採購、中間財投入、生產、行銷、分配及對最終消費者支援

的全部加值活動；相對於此，「供應鏈」則是從這一步到下一步的討

論，而過程可能會有附加價值。因此，供應鏈與價值鏈是非常相似的，

簡言之，「移動」的過程是供應鏈，而「價值增加」的過程是價值鏈。

接著，陳執秘進一步闡述，全球價值鏈的形成，乃基於國際分

工的深化與關稅削減及多邊協定簽署，使得各國比較利益不再依據最

終產品，轉而將生產過程切割為階段，並依階段之比較利益分工，而

中間財流動性也因此增加；資通訊科技及物流發展則更進一步增強與

全球價值鏈相關服務業的重要性。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陳執秘由國際、

政策、企業管理、統計等四個面向，說明價值鏈的發展：在國際層面，

世界銀行 (WB)、世界貿易組織 (WTO)、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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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均對價值鏈有所關注，而關注的焦點大致上由全球金融危機後

GVC的變化（例如由需求端主導之消費財生產集中度上升、由供給端

主導之中間財下降）出發，建議應衡量貿易附加價值，以解決重複計

算貿易額問題，並提升發展中國家於 GVC之重要性及中小企業對 GVC

的參與，強調 GVC相關服務業之外，也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服務業

進一步融入 GVC，並就 GVC韌性（亦即企業應對天災、政策、外部經

濟因素等 GVC風險之復原力）問題進行探討。

陳執秘亦以 iPhone製造過程為例，帶領大家更實際了解 GVC，並

回顧 APEC與 GVC相關的提案和進展。最後，陳執秘認為：全球依生

產階段比較利益朝向專業分工，形成中間品貿易比重上升，服務業重

要性俱增，為融入 GVC、提高附加價值、減少斷鏈風險等，使得國際

間逐漸重視 GVC議題，而傳統貿易統計也已無法反映貿易現況，各

方目前正推動附加價值貿易統計研究，而研究結果將影響貿易政策之

制定，如原產品規則、境內措施等。就此，未來 FTA/RTA將追求消除

更多非關稅措施並互相調和， 減低貿易成本，使 GVC更便捷，兩者相

輔相成。

財政部推動促參司徐櫻君簡任技正：亞太地區的基礎建

設

徐簡技首先闡明基礎建設的內涵：所謂「基礎建設」，是指為社

會生產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物質工程設施，也是社會賴以生存

發展的一般物質條件，包括道路、鐵路、水電、電訊等軟、硬體設施。

目前世界各國推動基礎建設的方式，主要以透過政府編列預算，透過

政府採購辦理。另則透過引進私部門參與的方式，透過公私合作（較

常見之名稱如 BOT【build-operate-transfer】或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等，向政府機關或人民收取基礎建設之使用費，反饋興建成本。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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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建設，有以下之目的及效益：(一 )經濟成長的動力：以我國為例，

台經院估計，每投入 1000億元興建公共建設，可使 GDP增加 0.8%；(

二 )吸引外資投資之誘因：基礎設施完善與否，直接影響外資投資成

本；(三 )增加就業機會：透過基礎建設之推動，可帶動就業機會及

週邊產業之發展；(四 )改善生活水準：完善之水、電、交通、通訊

可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及水準。

徐簡技表示，近年來 APEC區域 (尤其是東南亞國協成員 )經濟迅

速成長，惟部分經濟體基礎建設相對不足與落後，已嚴重影響外商投

資意願與未來區域經濟之發展。據亞洲開發銀行 (Asia Development Bank, 

ADB)估計，東協地區近十年來經濟高速成長，但基礎設施明顯不足，

主要欠缺項目及需求人口數如：自來水供水及污水處理（9億人）、

基礎供電設施（9億人）、道路連接系統（12億人），預估上述基礎建

設資金需求達 7,500億美元 /年，而實際可獲得補助金額為 600億美元

/年，僅約為 8%，亦即資金缺口高達 9成。（ADB,2013）

（由左至右）財政部推動促參司徐櫻君簡任技正、CTPECC邱達生秘書長、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多邊貿易
組 APEC小組陳郁淇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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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建設計畫經費龐大，自償性低，資金籌措管道不易，是目

前最大的困難；為達成區域內基礎建設，2013年 APEC主辦會員體印

尼提出促進連結性倡議，希冀透過基礎建設投資與發展議題，並於當

年度 APEC財政部長會議達成：（一）高品質基礎建設投資為促進區域

經濟成長與發展的重要手段；（二）在政府財政限制之下，增加私部

門投資可加速及改善基礎建設之發展；（三）決議成立 APEC 公私部門

夥伴 (PPP)專家諮詢小組，並協助印尼在其財政部下設立「PPP中心」。

目前 APEC PPP專家諮詢小組成員身分具彈性且採自願制，成員有澳洲、

加拿大、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紐西蘭、俄羅斯、新加坡等 8個經

濟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APIP和 ABAC等自願擔任成員，我

國為觀察員。諮詢小組並設定短期與長期目標：在短期方面，提供相

關指導及援助予印尼 PPP中心，包括顧問指導關鍵人員及提供策略性

建議；在長期方面，則協助其他 APEC經濟體成立 PPP中心，提供相

關指導及援助及將 APEC區域內之基礎建設投資市場連結成一區域網

絡，彼此分享推動作法、建設能力及相關標準作業。

第六場次：跨文化溝通與國際禮儀

曾任中華民國駐阿根廷代表的外交部禮

賓處代表回部辦事謝俊得代表，向學員們講

解國際禮儀。謝代表首先提醒一些小原則如

尊右、關手機，亦提醒同學們到國外去都是

台灣的代表，要好好珍惜我們在國際上的評

價地位。接著，謝代表介紹跨文化溝通的概

念，其涵蓋的不同分類以及理想溝通的主要

因素。謝代表特別強調，跨文化溝通是全方

位的，其中非語言溝通，如手勢等肢體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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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的表現，都是跨文化溝通中需要注意的部分。

謝代表接著向同學們一一舉例講解食衣住行，基本儀態舉止、或是送

禮等各方面應注意的原則與禁忌，同時也分享了一些國際元首相互訪

問時的實例。最後，謝代表勉勵同學們，雖然國際禮節與跨文化溝通

內容廣泛與繁複，只要擁有正確的心態，足夠的國際觀與對異文化的

關懷，便可如孔子所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第七場次：模擬國際記者會

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

胡院士首先測試學員對今年 APEC主辦會員體的基本了解，再邀

請學員以外交人員和政府單位的角度思考我國能夠如何在 APEC中有

所發揮。接著介紹 APEC促進亞太地區自由貿易與區域合作，達到經

濟體共享經濟成長與發展的創始目標，並針對 APEC 的成員經濟體進

行分析。

胡院士接著分別談起 TPP和 RCEP，表示 TPP適時回應下世代議題，

貿易投資方面標準則較高；RCEP以東協為主，和高規格的 TPP相比，

較容易參與。我應考量自身經濟狀況，評估是否該加入兩者。胡院士

指出，南韓近年積極洽簽自由貿易協定，逐漸在國際市場上嶄露頭角，

成為我強勁對手。我參與 TPP、RCEP可避免遭邊緣化，也有利推動下

階段改革與開放。我目前有相關計畫研擬進行中，院士鼓勵學員關心。

經貿國是會議目前正會同產官學界，尋求我參與 TPP和 RCEP的共識。

若達共識，將有利我參與這兩大區域協定。

最後，胡院士針對學員們在做為經濟體代表時應該如何促進經

濟合作，提出以下建議與勉勵：首先要了解自己國家的立場、挑戰與

可以做出的貢獻，接者以開放的心態，與其他成員接觸，並尋求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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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都有利的雙贏方案。

錩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丁廣欽董事長

丁董事長學經歷俱佳，曾在知名跨國企業服務，並參加眾多國

際論壇。與學員分享自身經驗，供大家在模擬 APEC會議及國際記者

會時作參考。

丁董事長首先提醒學員「問好問題」的重要性。參與國際論壇

或會議提問時，從清楚介紹自己姓名和職務，連帶到提問內容是否精

闢扼要，同時要顧及講者的立場及感受，更能使講者重視自己的問題。

丁董事長也建議，善用會議的茶敘休息時間，與講者和其他與會貴賓

近距離接觸，將會獲益良多。

接著，丁董事長也認為，幽默是建立人際關係時最好的武器，適

度表達善意與好感，常可讓對方對自己印象深刻，可在關鍵時刻用來

化解尷尬或摩擦。另外，丁董事長也指出，「學校關係」是另一項應

妥善運用之資源，經常可用來與人拉近距離。

丁董事長提出，在國際合作方面，除建立關係外，更應有所貢獻，

特別是在 APEC中，台灣在 ADOC中心貢獻卓著，其他呢領域如中小企

業、聯合徵信系統（JCIC）、網路報稅、統一發票和抽獎制度、悠遊

卡等皆可分享有關經驗，嘉惠其他會員經濟體。

最後，丁董事長勉勵學員，只要擁有正確的心態，並積極尋求

擴展自己的視野，就可在各地建立友誼，同時也不要忘記「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的精神。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周子欽副執行長

周副執行長向同學解釋 APEC的價值與重要性，介紹 APEC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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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角色，回顧 APEC 過去在區域合作方面的努力與成果，並展望未

來的可能與潛力。

APEC規模由會員體人口可見一斑，全球共 40.9%的人口都由 APEC

的 21個經濟體含括，遠多於東協 ASEAN的 9%和 TPP的 11.5%。APEC的

開放性、自願性合作和非強制性的規範，為所有成員帶來有利成果。

APEC的全職總秘書處亦是與其他區域性論壇不同之處，秘書處肩負

協調各項計劃之重任，也是促成 APEC影響力的一大關鍵。與私部門

的連結合作關係極深，亦是 APEC能夠有效了解私部門立場並吸引其

參與的重點。

有關 APEC 促進區域性合作方面，周副執行長以 APEC三大支柱說

明：一、貿易暨投資便捷化與自由化，二、商業便捷化，三、經濟暨

技術合作。APEC 成立至今，亞太地區的關稅障礙已經由平均 19.9% 降到 

     

（由左至右）錩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丁廣欽董事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口筆譯研究所林易徵同學、中央研

究院胡勝正院士、中華台北 APEC研究中心周子欽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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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 5.8%；在商業便捷化方面，也促使多國簡化程序並有效減少

跨國經商的成本。技術合作方面，APEC也投入大量心力與資源，平

均每年都有超過 170項計劃在進行中。

周副執行長認為，APEC未來的工作方向是利用經濟規模來積極

達成三大支柱；與其他國際與區域性組織共同合作；加強經濟暨技術

合作以及能力建構；更加有效的利用私部門的資源及觀點，以及思考

亞太自由貿易區達成後的發展方向。

 第八場次：企業在亞太經濟合作的角色
首先，方外智庫創辦人暨總經理詹滿容博士以推薦西方史學家

關於華人歷史以及商業重要性的著作作為開場，接著簡單的討論近年

的商業貿易，帶出企業在亞太地區的重要性。

我國 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代

理代表黎少倫總經理則從自身最近與年輕企業家的互動開始，點出企

業在亞太經濟合作的角色跟年輕人息息相關。有關創新方面，黎總經

理簡介過去 ABAC在 APEC提出的創新提案，並介紹由我國提出並資助

的「亞太開放創新平台」（Asia Pacific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AP-OIP）計畫

之運作模式。到目前為止，AP-OIP已有 2個經濟體 10個案子正在進行，

到年底可能會有高達 50個案子。

偉柏國際顧問公司江偉平董事長由自身的工作經歷，談論我國資

訊科技發展的成就，接著以企業的定義切入，說明外貿為我國的強項，

此外並介紹 1965年創立，以推動區域貿易及經濟活動為宗旨的企業

論壇—亞太商工總會（Confederation of Asia-Pacific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CA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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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懋國際顧問有限公司陳仲漁常務董事以一個故事開場，與學

員們分享他在 APEC中觀察到的有趣現象，以及 APEC的重要性，接著

介紹「歐亞整合」的概念及其前景，並旁及亞洲地區的開發潛力。對

於跨業市場，陳常務董事向學員們介紹了金融市場、綠能市場、Smart 

City 概念，以及基礎建設市場的潛能還有未來。陳常務董事告訴學員：

如果要把握新市場帶來的新機會，必須要有足夠的語言能力及思考能

力，同時尊重了解其他宗教與文化。

第九場次：與 APEC 會員體駐台代表對談

加拿大駐臺北貿易辦事處江艾倫 (Allan Edwards) 處長

處長先從政府和經濟體的角色談起。APEC過去 20年來對加拿大

的影響是逐漸深化的。加拿大對外貿易佔 GDP的 32%，非常重視貿易。

透過 APEC促成有效的多邊貿易合作夥伴關係，加拿大得以和許多貿

（由左至右）環懋國際顧問有限公司陳仲漁常務董事、偉柏國際顧問公司江董事長偉平、方外智庫詹滿

容創辦人暨總經理、威瀚科技（ABAC代理代表）黎總經理少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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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夥伴建立更友善的互動模式。處長談到，台灣媒體喜好詢問加拿大

對於台灣加入 TPP可行性的看法，他說他沒有答案，強調要放眼全面

框架。台灣和加拿大同樣重視貿易，應思考如何在 APEC中走出自己

的路。

美國在臺協會台北辦事處經濟組田家希 (Josh M. 
Cartin) 組長

針對美在 APEC的參與，組長建議學員審視的角度應重新平衡

（rebalance）外部的關注焦點。美國向來對亞太區域有所投入，對於

美國對外的參與，在國內時有向內關注（inward facing）的聲音。而以

實際論，美國經濟和亞太關聯極深，亞太對美重要性亦非常高。這

項「重新平衡」是很好的提醒，其中包含三要素，牽涉經濟、政治

貿易與社會文化和人際層面：一、開放、市場和貿易與公平貿易機制。

二、和平處理爭議。三、民主與人權。

組長接著提到，東亞成長快速，美國許多企業亦在此耕耘，投

資從 2008年到 2012年增長了 22%。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局的報告，美國

許多貨品和大量工作機會也是來自東亞，此對美國整體經濟體質多所

助益，台灣特別是美國重要貿易夥伴。投資也是很重要的環節，美

國對亞太的投資從 2008年至 2012年成長 35%，亞洲對美投資也成長了

31%，加強了連結強度和整體貿易。長期來說，美國當前最大的資源

是發展美國未來的服務和市場。組長也表示，亞洲的榮景就是美國的

榮景，秉持開放、包容、符合國際、有效、永續的國際貿易框架，美

國持續洽談 TPP，也肯定學員對此議題的熱情與了解，鼓勵學員持續

關注。

最後，組長表示，APEC非強制參與的特性，可作為 TPP將來發展

方向的指引，甚至作為挑戰的目標，讓 TPP之後可效法 ABAC，將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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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納入討論範疇。

第十場次：Culture Show: Taiwan’s Got Talent
多年來，Culture Show是培訓營的例行活動，以『若成為 APEC青

年代表出國，應以怎麼樣的表演介紹台灣』為題，讓同學們集思廣益，

發揮創意與專長，並以小組為單位帶來表演。同學們以話劇和歌舞劇

的方式，呈現了台灣的歷史文化、民俗節慶、高科技產業、流行音樂

等不同面貌，豐富的創意令所有人度過一個難忘的下午。

七月十八日 Model APEC (SOM) 及國際會議模擬講評

及討論（含 Q & A）

Model APEC (SOM)在營隊的最後一天舉行，也是最重要的議程之一。

代表各經濟體的同學們，展現了連日來的討論成果，其中中國大陸代

（由左至右）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經濟組田家希（Josh M.CARTIN）組長、CTPECC洪德生董事長、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江艾倫（Allan EDWARDS）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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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提出了 8個議案，積極與其他經濟

體進行模擬協商和溝通合作。

扮演 SOM Chair的中華台北 APEC研

究中心何振生副研究員表示，提議案

的經濟體發言要切中要點，不要「回到」

或「跳到」之前 /後的議案，也要遵循 

「what are you proposing / how do you propose 

it」兩項原則，不要只是分享構想，而

是要明確地指出實質內容；合作提案

的 co-sponsor經濟體則切記要以經濟體

的角色發言而非國家，另外議案的背景資料和提議動機，則可在實際

發言中斟酌提出。有關發言的先後次序，何振生副研究員提醒，APEC 

SOM的會議中，不是每個經濟體都一定要提議案，也不是一定要回應

每一份議案，主席是議程的主要掌控者，以提案合作的經濟體先行發

言來做補充說明，再來才會讓其他經濟體發表意見，CTI和 EC則會根

據每年主辦會員體的不同，來決定是否需要在每場會議上報告。

針對會議中細節部分的提醒，何副研究員表示，各經濟體在會

前就要對會議討論內容有大致上的理解，發言前後要注意牌子的舉起

和放下，此外，對於有爭議的議題，要用較委婉的方式表達「我們需

要再做更深入的探討」來回應，以示禮貌。最後，何振生副研究員讚

賞今年參與的學員都很積極用心，非常傑出上進，希望學員們對 APEC

的組織管理和運作內容都有程度上的理解，也期許學員們在未來能持

續關心國家與國際間的事務。

閉幕致詞：CTPECC 洪德生董事長

營隊尾聲，CTPECC洪德生董事長強調：每年培訓營規畫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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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與 PECC的核心「區域經濟整合」有關；國際化是未來的趨勢，展

現在生產方面是希望能妥善分工把產品整合起來，但當然也因此產生

了些問題，例如網際網路、科技、資源流動的發展快速，所帶來的影

響或困境。儘管學員並非全部來自政治經貿等相關科系，但現代年輕

人生活在更加國際化的世界裡，我們沒有辦法脫離經濟與政治，所以

這些國際化的議題依然有它存在的價值。

最後洪董事長表示：四天進行下來，直到尾聲，仍然能感受到

大家青春的活力，期許學員們未來在求學的崗位上，甚至到了出社會、

代表國家，都依然要保有活力、保有生命力；「有活力才有競爭力」，

未來產業、文化、社會的競爭力都將是我們每個人的核心價值，期許

學員們能將自己的活力與生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為本年度的營隊，

劃下了「曲終人未散」的句點。

（作者為CTPECC助理研究員，以及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和銘傳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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