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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法律系 助理教授

開放含萊劑豬肉及美國牛肉
之決策及影響 ( 下 )

經濟
整合

 開放美豬美牛與臺美貿易協定
之關係

蔡總統發表將開放含萊克多巴胺豬肉以及

30月齡以上美國牛肉進口之談話後，幾乎所有

的評論和媒體，都把放寬對牛豬肉品進口管制之

決定，視為是我國取得與美國展開貿易協定之敲

門磚，並對後續臺美貿易協定的締結，抱持熱烈

本期重要內容

◎ 開放含萊劑豬肉及美國牛肉之決策及
影響(下)

第35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
會議紀實(下)

太平洋企業論壇「疫情下中小企業的機
會與挑戰」研討會 會議紀實(下)

◎

◎

CTPECC太平洋企業論壇「APEC的現
況、挑戰與未來」研討會 會議紀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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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期待。關於牛豬進口開放以及臺美貿易協定之

關係，我認為可從以下面向思考並觀察。

首先，在過往十餘年間，美牛美豬確實是

臺美經貿上無法解決的難題，相關爭議處置的延

宕，甚至導致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TIFA）

會談無法順利進行，而有礙臺美經貿合作交流之

進行。且美國貿易代表署也長期將我國對美豬美

牛之限制，列為我國不當實施之貿易限制措施，

並表示解決美牛美豬問題，將是臺美進行貿易協

定談判之先決條件。由此觀察，此次牛豬進口規

範鬆綁後，確實有助於臺美貿易協定洽簽工作之

推展，並能向美方展現我國遵循國際貿易規則之

能力和意願。此也是蔡總統在談話中表示，其樂

見臺美經貿展開進一步合作，並希望我國能藉此

機會，在產業供應鏈於後疫情時代展開重整之

際，能在美國市場獲得有利布局之意思。

其次，雖然美豬美牛問題解決後，我國似乎

取得了與美國洽簽貿易協定之敲門磚，但吾等也

不應必然的將美豬美牛問題之討論，與臺美貿易

協定掛勾處理。第一，我國在WTO規範下，本

就有依循科學原則之義務，且也被鼓勵依據國際

標準制定國內之相關限制。換言之，倘我國在未

掌握攝取萊克多巴胺有害之科學證據情況下，仍

維持對含萊克多巴胺肉品之進口管制，我國之規

範和措施本即可能在WTO適法性上受到挑戰。

故即使不將臺美貿易協定問題納入考慮，我國本

來就有必要對進口牛豬爭議加以處理。

第二，雖然自 2016年以來，各界對臺美應

締結貿易協定之討論不斷，且在 2020年川普總

統簽署生效的《臺北法案》中，美國國會也明確

表達支持探詢與臺灣增進經貿合作之可能性，但

美國貿易代表署對此議題討論卻相對冷淡，且始

終未將臺灣列入優先締結貿易協定對象之列。隨

著美國總統大選時間逼近，美方並同時在和英國

及肯亞洽簽貿易協定，臺美是否可能在這麼短的

時間內完成貿易協定談判，頗令人懷疑（須知道，

美國過往締結之貿易協定，大多是類似於NAFTA/

USMCA或者 TPP體例的大型貿易協定）。

相對的，倘臺美間希望在美國總統大選前，

在經貿合作上獲得快速突破並取得成果，臺美間

之合作也可能不追求締結全面性大型貿易協定，

而是挑選特定重要項目和領域締結小型協定，甚

或可能以發表共同推動某種合作宣言之形式進

行。此或許也是蔡總統在談話和接受媒體詢問時

表示：「從現在開始，到真正洽簽貿易協定，還

有一段路要走」，且並未特別強調一定要「締結

貿易協定」，而是表達希望與美方建立穩固合作

關係，並希望能在供應鏈重組的過程中扮演關鍵

角色之原因。

 開放含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對
國內豬農之可能影響

對於我國開放含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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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豬農可能產生之影響，相關評論呈兩種不同

的態度。其中一部分論述認為，考量國人習慣購

買溫體豬肉，且因美國豬肉畜養及宰殺方式與我

國不同導致豬肉口感較差（有認為是因美國豬未

經閹割，另有認為是因宰殺和放血方式不同），

因此開放含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對我國豬農影

響有限；相對的，也有認為含萊克多巴胺豬肉（特

別是美國畜養者）挾其大規模養殖之規模經濟優

勢，終將以較低之價格攻占我國市場，進而對我

國豬農及養豬產業產生衝擊。

雖然作者根據自身在美留學經驗，同意美國

豬肉在口感上與國產豬肉不同之說法，但卻不認

為此即表示國內豬農將不受進口豬肉之衝擊。須

了解，雖然我國消費習慣以購買溫體豬肉為多，

但此僅限於家戶消費習慣，並不一定適用於營業

者。雖然政府在開放含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後，

強調將同時透過強制來源國標示等配套，使民眾

得自行決定是否購買，但實務上，強制標示是否

能確實落實，頗令人懷疑。

首先，國內使用豬肉為原料之食品品項多元，

除了餐飲業常用之豬肉片、肉排、肉絲及絞肉外，

舉凡如水餃、餡餅、丸類和餃類等不同食材，均

廣泛使用豬肉調味烹製，即便政府要求應標註豬

肉來源地，政府是否有可能要求所有含豬肉之品

項，不論其包裝型態和銷售方式，均標示豬肉來

源地，使民眾得決定是否選購，著實令人懷疑。

且考量我國各類市集攤販眾多，其營業型態及規

模互異，政府是否有能力落實標示要求並執行稽

查，是否考慮將小型和微型業者排除於規範之列？

此對於規範周密性之可能影響，均待後續研析。

其次，此次政府宣布將開放含萊克多巴胺豬

肉進口後，引起民眾對「美國豬肉要進口」的憂

慮，但如前述，多數民眾並未意識到的是，國內

早已有不含瘦肉精的美國豬肉進口，其數量也不

在少數，且民眾似乎也不曾特別抱怨或反應「有

些豬肉口感較差」或「有些豬肉腥味較重」。從

此觀察，開放含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後，政府倚

賴民眾利用味覺的敏感度，和消費者對產品來源

地標示之關切做出選擇，此是否能減少國內豬農

可能受到之衝擊，令人懷疑。

此次含萊克多巴胺豬肉開放進口後，倘若

相關豬肉產品在價格上較我國豬肉具有優勢，即

可能對價格敏感之消費族群具有相當吸引力，此

些產品並必定將獲取我國豬肉消費之部分市占。

因此與其強調國內豬農因民眾之消費習慣將不會

受到過大衝擊，政府更應把心力和重心放在思考

如何落實並稽查產地標示規範，並建置相關配套

以協助國內養豬產業調適和轉型。

另一方面，國內確實也不應過度放大含萊克

多巴胺豬肉進口所可能造成之市場衝擊。首先，

從統計數據上觀察，我國在經歷口蹄疫衝擊後，

國內豬隻養殖數量已從 2012年最高的 1,040萬

頭，下降至 2020年的 550萬頭，生產數量已大

幅下降。且因我國今年從口蹄疫疫區除名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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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次推動豬肉產品之出口，緩解國內養豬產業

對內需市場之依賴。因此我國養豬業者對於含萊

克多巴胺豬肉的叩關，究竟會受到多少之影響，

相關產業是否可能藉此機會轉型，此或許也須待

實際開放後，方能有更精確之估算。

 結語

在開放含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後，我國應如

何協助國內養豬業者，緩解其可能受到之衝擊，

並應如何落實標示規範，保障民眾選擇之權利，

政府在做成開放決策時，是否有如《食品安全管

理法》要求，對瘦肉精進行嚴謹之科學實驗並做

成風險評估，並與社會進行風險溝通，其是否有

公開相關資料和紀錄供民眾及社會檢視，此均是

政府後續必須面對和與社會說明之問題。

不論是萊克多巴胺使用又或是狂牛症而設

之進口限制，美牛美豬爭議在我國已延續超過

十五年，時間軸橫跨三位總統五個任期，相關

爭議始終呈現「執政推動解禁，在野反對」之

態勢。美牛美豬除了涉及前述之食品安全、疫

病防範、WTO規範遵循、國際標準以及科學

原則等問題外，也因我國畜產供應結構，而成

為國內政治問題。根據中央畜產會統計，我國

牛肉約 95%的牛肉仰賴國外進口，但進口豬肉

市占率則僅落在 6.1%至 13.2%區間，可見在

豬肉品項消費上以國產居多，國內養豬生產總

值高達 660至 760億，相關從業人員達數十萬

之多。由於開放外國豬肉品進口，將使我國養

豬產業受國外產品之競爭和衝擊，並連帶影響

相關產業收益和從業人口就業，而我國豬肉過

去又因口蹄疫疫情而在出口上受到限制。因此

每當執政黨因國際壓力和遵循國際規範需求，

欲開放相關肉品進口時，反對黨往往以維護食

品安全作為訴求，與養豬業者及相關團體結合

並進行抗爭，讓執政黨在選票壓力下擱置問題

的處理，導致美牛美豬問題長期懸而未決。

對於此次蔡總統親臨火線發表談話，解決

延宕已久的美牛美豬問題，為後續臺美經貿合

作創造了良好的機會，其解決問題之勇氣與決

心，著實值得肯定。臺美是否能利用此一契機，

推動並深化彼此間之經貿合作和夥伴關係，在

後疫情時代為我國產業創造有利的市場及競爭

環境，將是我國經貿工作後續推動之重要課題。

在慶幸問題解決之餘，隨著國內部分縣市首長

表示將利用地方食品安全條例，維持對萊克多

巴胺之零檢出要求，並將對含萊克多巴胺肉品

之販售使用加以限制，或許下一波的進口牛豬

風暴，也正醞釀爆發。

(本文原刊於經濟前瞻第 19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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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
際研討會 會議紀實 ( 下 )

CTPECC秘書處

會議
實記

日期：2020年 10月 27日         
地點：台北國賓大飯店 2樓國際廳
主辦單位：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

伍、第三場次：新常態的合作
主持人 :何振生 -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研
究員

相當高興本場次有三位講者透過視訊加入我們。

他接著介紹本場次三位講者。 

陳企業

新加坡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主席 /新加坡
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

陳教授先提到他演講的三大點，接著列出

全球經濟衰退與不確定性背後的原因，包括不斷

高漲的貿易保護主義、疫情爆發、海峽兩岸情勢

緊張、投資趨緩等。儘管受疫情影響，中國依舊

是全球經濟成長的推手。中國在全球生產價值鏈

中扮演要角已經很久了，因此要去中國化的成

本將相當高昂。過去 20多年來，中國一直都是

世界工廠，所以要將中國自供應鏈中除去，也

需要同樣長的時間。他不認為我們能將全球供應

鏈移到另一個大陸去，接著列舉貿易戰對東南亞

的影響。他認為 ASEAN有些國家比中國更受美

國影響。ASEAN吸引外資金額已經跟中國平起

平坐。中國企業有許多現在搬到越南去。美中貿

易戰可能對 ASEAN國家有利。中國提出以智慧

科技與人工智慧為基礎的「中國製造 2025」。

雖然中國一直是 ASEAN 國家成長背後的推手，

但 ASEAN也不該忽視其他 OECD國家，應藉

由這些國家平衡 ASEAN的貿易與經濟。他接下

來提出通往成功的要素：ASEAN應取得共識但

不要干涉各會員國內事務；在談判上以 ASEAN

整體為中心，因此不會被捲入爭議或是被迫在經

濟強權中選邊站；遵循南海行為準則確保會員

航海自由，並且以和平手段解決爭端以及減少

外國在 ASEAN地區的軍事力量。他接著提到把

ASEAN變成自由貿易樞紐。歐盟喜歡簽訂雙邊

FTA，目前有可能在研擬與 ASEAN國家簽訂。

他接著談到 ASEAN各國應分享控制疫情的經驗

並且合作開發疫苗。ADB、AIIB與WBG應一

起合作訓練 ASEAN當中負責管理投資的官員，

另外 ASEAN也迫切需要有效的數位支付平台。

他強調 ASEAN應該在這無國界的數位世界中，

建立一個值得信賴且開放的網路空間，並且提出

兩個建議：擬定網路規範並共同保護網路空間。

ASEAN也應處理數位落差的問題並且維持以規

則為基礎的全球多邊貿易系統。 

Marc Reverdin
巴黎和平論壇秘書長

ASEAN 能扮演重要的角色，歐洲因為疫情

面臨很大的壓力。他讚賞台灣、日本與新加坡有

效控制疫情。由於美國退出巴黎協議，國際間的

合作因而趨緩。由於美國認為沒有維持的必要，

造成許多國際組織現在都面臨危機。國際間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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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通用規範、標準與法規，導致產生許多問

題，像是對抗氣候暖化缺乏效率。數位經濟的興

起也讓網路攻擊更加猖狂。目前聯合國只有針對

一個協議進行協商。英國脫歐也造成民眾對歐盟

失去信任。分解比整合成本更高，最好的例子

就是英國脫歐。今年許多國際會議（G7等）都

因為疫情被迫延期。他提到外交的重要性，並且

強調我們必須合作才能度過這次的難關。全球面

臨危機，但我們看到許多國家卻單打獨鬥，大型

藥廠也只顧著自己的利益。當然我們有看到好消

息，像是歐洲各國合作以及數位化的趨勢。歐盟

一直扮演積極的角色，讓WHO通過倡議將新冠

肺炎疫苗視為公共衛生財。全球 GDP都因為這

次疫情銳減，如果我們 GDP的 1%投入在預防

上，就不會發生今天的景況。他提到台灣這次的

經驗可作為未來防疫的借鏡。全球經濟的轉移可

分為四種可能情況，最糟糕的就是沒有轉移（全

球經濟危機）且沒有合作。許多國家都在轉移他

們的經濟，但因為沒有合作導致轉移速度緩慢。

最好的情況就是通力合作轉移經濟。如何透過合

作加速經濟轉移？我們可以為特定目的創立聯

盟，像是採取最嚴格的規範來面臨眼前的挑戰。 

Rebecca Fatima Sta Maria,
APEC秘書處執行長

新冠病毒不受國境限制，所以我們必須攜

手努力度過這個健康、經濟與金融的危機。這次

疫情凸顯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人才、商品、醫療

器材等其他物資的流通都因為疫情而慢了下來，

讓我們在面對疫情時挑戰更嚴苛。我們需要額外

小心但也必須遵守國際準則。我們需要將供應鏈

多元化，因為我們現在見識到供應鏈過於集中的

下場。我們也必須提高韌性。APEC致力於保持

商品與服務的流通來戰勝這場疫情。我們需要保

持貿易、人才與商品流動的暢通。她接著提到這

次疫情對中小企業、女性、幼童與弱勢民眾的影

響。APEC在面臨這次疫情上，也把焦點放在資

訊共享上。APEC彼此分享資訊並且對話，讓會

員經濟體擬定明智的政策。我們需要分享各自的

挑戰，才能一起找出解決方案。不管疫情是否已

經過去，APEC已經在研擬 2021的各項政策，

包括經濟成長與發展。APEC要確保亞太地區的

民眾都能享受到 APEC所帶來的財富。 

Q&A
問題：請問你對新加坡再次開放入境的看法？

陳企業 : 我們需要儘速開放入境，但這伴隨

著計算好的風險，而且需要統一篩檢機制。旅遊

業是最容易重新開放的產業，我們應與其他國家

合作，確保開放入境是安全的。疫苗就會加快重

新開放入境的腳步。開放入境應該是兩國一起做

出的決定，不然每次出入境都要隔離 14天，實

在是太久了。

Rebecca Fatima Sta Maria: APEC的旅遊

業工作小組是 APEC第一個以線上方式開會的

小組，他們討論重新開放旅遊的條件。APEC提

議要評估需要來往國境的必要人士。旅遊業的各

種規模企業也都受到影響，尤其是女性。商務旅

遊該如何處理，這點還需要多加討論。在這方面

政府機關也需要通力合作。

Marc: 將疫苗視為全球公共財將是關鍵。大

製藥廠一定不會喜歡這樣，但如果我們要開放外

國遊客入境，這會是關鍵。要在經濟發展與人民

健康間取得平衡不容易，歐洲也是一樣。

陳企業 : 歐洲確診人數飆升也沒有在隔離？

為什麼歐洲這麼排斥口罩跟封城？

Marc: 歐洲沒有準備好面對疫情並非因為我

們欠缺組織，而是因為我們不像亞洲國家一樣過

去有面對病毒的經驗。歐洲各國政府在面臨第二

波疫情，也採取各種措施來減緩疫情，但是封城

的經濟成本實在太高。

陳企業 : 亞洲人比較願意聽政府的話

Marc: 或許這是歐洲與亞洲文化的差異

問題：請說出最重要的合作領域：

Rebecca Fatima Sta Maria: 合作總比節節

敗退好

Marc: 過去有全球合作戰勝疾病的例子，為

了戰勝新冠肺炎，我們需要借鏡這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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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企業論壇
「疫情下中小企業的機會與

挑戰」研討會 會議紀實 ( 下 )

會議
實記

CTPECC秘書處

時間：2020年 9月 29日（星期二）
地點：南臺科技大學E棟 13樓念慈國際會議廳

肆、疫情下的國內外經濟情勢 – 
CTPECC秘書長邱達生

邱秘書長以 IMF、UN等國際重要機構對全

球主要經濟體 GDP預測，說明新冠肺炎對全球

經濟之影響，在多項預測中，我國目前經濟成長

強勁，周邊國家經濟成長率預測為負成長，而我

國預測為正成長，為周邊國家中表現最佳。而在

失業問題的回應上，邱秘書長表示，美國與歐洲

因疫情影響境內失業率急遽升高，但因採取之紓

困措施不同而造成不同影響，美國部分為協助轉

業，而歐洲部分為補助部分失業收入，因此在歐

洲部分失業率下降可能就必須經歷更長時間。在

在國內貨幣政策部分，因貿易戰與疫情的衝擊，

我國對美國之貿易也產生「新常態」，因此我國

在貨幣市場操作阻止新台幣走強，阻力將增加，

因此我國貨幣在 2021年中前，將有一段較強的

走勢。另外由於主要經濟體央行透過寬鬆貨幣政

策提升經濟復甦動力，因此目前全球股市維持強

勁走勢。在疫情後，我國電子產品與機械設備，

為較過去有明顯出口成長之部門。最後邱秘書長

說明，過去我國為透過兩岸供應鏈來回應歐美市

場的財貨最終需求，但在貿易戰及疫的影響下，

供應鏈已產生移轉，在部分我國廠商回台生產的

情形下，對我國民間投資產生挹注，並拉抬我國

經濟成長。2020年國在出口在 AI、5G及半導

體有支撐，在美中貿易戰的外在情勢下，我國對

美國 1至 8月連續增長，新供應鏈將帶動我國

經濟成長，但要注意匯率對我國出口的影響。

伍、疫情下，中小企業如何運用

供應鏈模式進行貿易融資 –
天逸集團境外金融事業部陳

皇任副總監

陳總監說明，疫情對銀行業之影響，包含

無法確認還款能力、抵押品價值下跌、逾期放

款、呆帳增加。因此銀行目前放款漸趨保守，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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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金融的服務

資料來源：鄭光泰，台灣產業特輯 III「區塊鏈如何改變產值上兆的供應鏈金融」，2020 台灣區塊鏈產業年鑑 。
網址：https://www.blocktempo.com/bitoex-bitopro-supply-chain-finance/

至僅願意對大型企業放放。中小企業如何分散生

產基地？如何取得獲得資金周轉成為疫情的重大

衝擊。陳總監簡介供應鏈金融目標為促營運資金

的最佳化，方式為透過核心買方或中心廠方發起

供應鏈金融，中心廠商利用中心廠的信用評等，

擴大資金流動性。進而延伸至跨國供應商或跨國

買方、交易等，在信用緊縮下，可以幫助中小企

業度過融資短缺困境。

 

供應鏈金融對中心廠的效益

一、可以延長應付帳款的付款條件

二、額度不顯示在資產負債表，負債不會增加

三、增進付款處理的效率

四、 享受提前付款的好處

五、與重要供應廠商維持緊密關係

對供應商的效益

一、將低平均銷售天數

二、應收帳款可以除列

三、最高融資成數可達 100%

四、利用中心廠的額度與信用評等，獲得較低的

利率

五、不需要提供額外擔保品

六、程序方便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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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ECC 太平洋企業論壇
「APEC 的現況、挑戰與未

來」研討會 會議紀實

CTPECC秘書處

會議
實記

日期：2020年 12月 1日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

主辦單位：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hinese Taipei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ittee, CTPECC）以舉辦多場全台大專校

園巡迴講座的形式，致力於推廣 APEC公眾認

知，以及豐富青年學子對我國參與國際事務的

視野。12月 1日召開台中場次「太平洋企業論

壇」，本場次主題為：「APEC 的現況、挑戰與

未來」。

此次特別邀請到來自各界的頂尖陣容，包

括外交部國際組織司王志發參事，以及中興大學

法政學院蔡東杰院長擔任會議共同主持人。中正

大學戰國所蔡育岱教授、中興大學廖舜右教授、

台經院國際處周子欽副處長、CTPECC秘書處

程明彥助理研究員則分別擔任各場次與談人，為

與會者帶來涵蓋各面向的政經分析與思考途徑。

豐富的議題內容除學術理論結合國際現勢

的精闢分析，如：「新自由主義對 APEC之詮

釋」、「亞太區域整合之挑戰」，更包括我國

參與 APEC與 ABAC的第一戰線資訊，如：

「APEC現況觀察 -以 FTAAP為例」、「私部

門與 APEC之互動」。

場次一

「APEC現況以 FTAAP議題為例」

台經院國際處周子欽副處長說明 APEC目

標為成長與發展、強化多邊貿易、降低貿易與

投資障礙。其三大支柱分別是貿易與投資自由

化、商業便捷化、技術與經濟合作。APEC特

色是會員身分以經濟體稱，而以共識決、非拘

束性為原則。

關於 FTAAP議題，周副處長說明從歐巴

馬到川普政權的發展過程。在歐巴馬時期，

FTAAP當初為美國私部門提出 FTAAP的概念；

然而中國、東協成員國卻持反對態度。也因此

歐巴馬當局轉攻 P4並宣布加入 TPP。2014年

中國主辦 APEC，以成立 FTAAP來對抗美國

的 TPP發展為整起事件的轉捩點。美國立場更

從原本提出 FTAAP概念的支持方，大轉變為

反對方。

川普執政後則轉守為攻，2017年宣布退出

TPP，轉為建構以美國為中心的雙邊網絡，拒斥

區域性的安排。美國堅持 FTAAP的能力建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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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應侷限在「利馬宣言」的框架，而應加入其

他潛在議題，包括國有企業與勞工等中國所不喜

的議題。此外，2020年雙部長聯合聲明與領袖

宣言完全不提「FTAAP年度工作報告」「APEC

太子城 2040願景」中，美國甚至反對使用「區

域經濟整合」這個詞彙。

未來拜登當局可能走向為結合盟友，奪回美

國在全球、區域建置中的領導地位。其可能的佈

局包括：大幅改革WTO、重回 CPTPP、利用

CPTPP主導 FTAAP、讓印度加入 APEC。然而

其可能面臨的挑戰為：美、中戰略競爭加劇，雙

方難以妥協、印度的產業發展利益與美、日相矛

盾之處。

場次二

「私部門與 APEC之互動」

CTPECC秘書處程明彥助理研究員說明

ABAC 的源起與組織架構。1995 年 11 月由

APEC領袖成立 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目的為提

供企業界建議給 APEC，當 APEC各論壇探討

涉及企業相關議題時，ABAC可提供意見並與

APEC共同合作。

ABAC則由各經濟體領袖指派 3位企業代

表組成。我國目前有 3位 ABAC代表，分別是：

（1）陳俊聖代表（Jason Chen），目前擔任

ACER董事長暨執行長；（2）林之晨代表（Jamie 

Lin），目前擔任台灣大哥大總經理；（3）張嘉

淵技術長（Ted Chang），目前擔任廣達電腦技

術長。

我國 ABAC秘書處業務則主要包含四大項，

分別為：（1）聯絡窗口：負責聯繫 ABAC 國際

秘書處、與 ABAC 代表幕僚團隊保持密切聯絡；

（2）代表與政府橋梁：將我國政府 APEC立場，

提供予我國 ABAC代表參考；（3）幕僚作業：

協助我國 3位 ABAC代表參與 4次 ABAC大會、

1次企業領袖高峰會；（4）ABAC議題研究：

提供我國 3位 ABAC代表關於 ABAC工作小組

議題相關資訊，於每次 ABAC大會召開前，舉

圖一：ABAC 會議年度例行性安排，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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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行前會議。針對 ABAC代表有興趣之議題，

提供背景資料、談話參考。

2020年 ABAC設定的主題為整合、創新、

包容性，以此三大主軸展開全年度會議，並製作

出《ABAC呈領袖建言書》予 APEC經濟領袖

參考。首先，整合方面為實現建立亞太自由貿易

區（FTAAP）的目標；致力於以規則為基礎的

多邊貿易體系；提升貿易、服務業競爭力、便捷

化。其次，創新領域為透過數位轉型的方式，尤

其使用人工智慧（AI），打造永續 APEC創新

社會；為數位未來做準備，將人力資本潛力最大

化；促進數位企業家精神與創新策略，以加速數

位成長。最後，包容性層次為透過協助微中小企

業、社會企業、女性、青年、少數族群打入全球

市場，並於數位時代取得創新機會的方式，以促

進包容性經濟成長；透過促進綠色成長，強化糧

食及能源安全的方式，以打造具適應性、永續性

的社群。

ABAC 年度成果為《ABAC 呈領袖建言

書》，我國代表的貢獻如下：（1）陳俊聖代表：

鼓勵政策制訂者應確保資訊系統建構於複層安全

架構上，而企業及受雇者皆受適當的網路訓練；

（2）林之晨代表：鼓勵經濟體支持深化、廣化

人力資源發展相關倡議，並聚焦於強化數位識讀

與 STEAM教育訓練。他也鼓勵經濟體促進以人

為本的相關倡議；（3）張嘉淵代表：鼓勵經濟

體利用人工智慧科技，並藉由 APEC跨境遠距

醫療大數據合作的方式，強化數位健康。

場次三

「亞太區域整合之挑戰」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蔡育

岱教授開場即希望與會者針對兩項問題來進行反

思，分別為：「為何英國要脫歐？」、「為何印

度要退出 RCEP ？」，並以此為本場次主軸開

始演講。

蔡教授說明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於 1990年

時，全球只有 27個「區域自由貿易」(RTAs)成

立；1994年WTO成立期間，通報的 RTA總數

已達 124個；截至 2020年 9月，全世界通報

WTO的 RTA簽署數累計已達 711個 (其中現行

運作為 496個，較無運作 306個 )，且在 2000

年之後生效者，更超過半數以上。

關於區域經貿整合，蔡教授認為國家面臨

區域經濟整合時，除需考慮是否會被邊緣化，更

圖二：RCEP 與 CPTPP 整體比較，取自講者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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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思考最適合自身的策略。印度之所以會在最後

一刻退出 RCEP，原因是印度的第 1、3產業發

展的很好，而第 2產業蓬勃發展中，若現在加入

RCEP，則會於第 3次全球化失去自身的優勢。

而我國是否加入 RCEP的取向，為產業選擇。

場次四

「新自由主義對 APEC之詮釋」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廖舜右教授以四

大面向將自由主義與 APEC議題相結合，四大

面向及其特質分別為：（1）川普總統：共和黨、

單邊主義、現實學派；（2）拜登總統：民主黨、

多邊建置、自由主義；（3）現實學派：利益、

相對所得、權力平衡；（4）自由主義：規範、

絕對所得、國際機制。

自由學派在乎絕對所得，更重視自己獲利，

自身獲益比過去更好、利益更多就傾向參與經

濟整合。自由學派認為國際合作的可能性上升，

是因為互信基礎使得交易成本降低、人喜歡依循

慣例繼續合作、按照各自優勢合作則能夠互補長

短。若將自由主義對 APEC進行詮釋，那麼絕

對所得層次則偏重經貿事務；此外，各經濟體協

商溝通增加、經貿合作增加、自由貿易區塊上

升，而國際合作將蓄勢待發。

最後，廖教授說明如果台灣沒有參加

APEC ？那麼將有下列幾種可能的情況發生，分

別為：缺乏接軌國際規範的機制（與世界連結）、

缺乏接觸他國官員的場域、缺乏歷練多邊組織的

機會、缺乏獲得最新資訊的管道、缺乏與其他領

袖互動平台、缺乏台灣自我存在與認同等。

Q&A

綜合座談時間與會者們紛紛表示由於外交

部第一線主力王參事蒞臨現場，了解我國最新外

交情勢機會實屬難得，於是踴躍請教多項提問，

如 :「美中對抗下，我國外交困境為何 ?」、「我

國於 COVID-19 疫情下，外交處境是否改變 ?」

等。最後，會議在法政學院蔡東杰院長向與會者

表達未來應繼續關注我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勉

勵下，畫下完美的句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