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ABAC 第一次(奧克蘭)大會
王聖閔
今(2018)年 ABAC 第一次大會已於 2 月 1-4 日在紐西蘭奧克蘭召開。APEC 21
個經濟體出席代表及幕僚人員共約 140 人與會，我國代表團含 2 位 ABAC 代表
-PChome Online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詹宏志董事長、王道商業銀行駱
怡君副董事長，1 位代理代表-王道商業銀行國際事務部及公共關係部蕭至佑協
理，以及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徐佩勇司長、APEC 科科長張志涵、洪毓羚專員、財
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林季延專員和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何振生處長、王
聖閔助理研究員、邱鎮潼助理研究員、賴彥宏研究助理等幕僚人員出席此次會議。

本次會議就各 ABAC 工作小組優先議題及工作進度進行充分討論。有關此次大
會各項討論重點議題，分述如下：
(一)我國 ABAC 代表與資深官員之參與
1. 我國 ABAC 詹宏志代表及駱怡君代表 2018 年分別擔任 ABAC 數位創新工
作小組之主席及微中小企業及創業家精神工作小組之共同主席。
2. ABAC 認知到數位化對於製造業、服務業、通訊業、教育及研究等領域
的衝擊，因此需要對於這些衝擊所衍生出的最新議題進行討論。巴紐為
2018 年 ABAC 主席，建立數位創新工作小組(Digital and Innovation Working
Group, DIWG)，以替代連結性工作小組(CWG)，並邀請我國詹宏志代表擔
任第一任的主席。我國於本次會議出提案於今 2018 年 7 月 19--20 日，與
巴紐合辦數位創新論壇(Digital Innovation Forum)。
3. 駱代表於本次會議中擔任並主導加強取得融資(Enhancing access to finance)
議題。本次會議，駱代表並提出「透過替代之資訊取得來加強微中小企
業融資(Empower MSME financing with Alternative Information Access)」的倡
議，鑑於 APEC 地區許多中小企業因為缺乏信用紀錄，因而無法取得融
資，因此於 2018 年 ABAC 1 將邀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JCIC)於進
行經驗分享，說明我國如何藉由建立完整的資訊系統來協助中小企業取

得融資，可做為其他經濟體之借鏡。
4. 我國資深官員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徐佩勇司長於 2 月 2 日參與 ABAC 與
SOM 對話分組，發言強調，由於工業 4.0 的崛起及科技的進步，工作及
技術快速的變化，以及如人工智慧、資料分析及雲端計算等新科技的出
現，未來數位化將扮演重要角色，APEC 及 ABAC 應合作以找出未來的機
會及挑戰。在數位時代下，平台經濟的興起對於微中小企業來說是一項
重大的挑戰。創業者需要更多數位化的能力以進行數位轉換，以參與全
球價值鏈。我們了解微中小企業需要資訊、訓練及取得融資以進行能力
建置，因此公私部門應在這個議題攜手合作來協助微中小企業。
(二)「區域經濟整合工作小組」
1. 2017 年美國南加州大學商學院之研究計畫成果
(1) 美國介紹南加州大學商學院之研究團隊報告 2017 年在研究反全球化情
緒及區域內的政策調整。南加州大學商學院之研究團隊表示，沒有經濟
體可以在沒有利用貿易的情況下，而有持續性的經濟成長，但是其所帶
來的繁榮也因造成不公平而被詬病。
(2) 研究發現 91%的受訪者表示現有的系統並未良好運作，調整過的政策並
未跟上需求的腳步。在積極性勞工政策方面，APEC 區域落後歐洲，包
容性成長在 APEC 仍是個挑戰，驅動包容性成長是一項商業問題，企業
應維持其社會許可，建立企業文化來贏得信任。
(3) 研究團隊觀察指標來評估目前挑戰的情況，如目前的反全球化情緒程
度、政府政策、企業參與度及未來願景。雖然企業對於未來前景仍感到
樂觀，但是各國現行的政策是仍是令企業感到挫折的主因。
(4) APEC 目前的現況包含由多邊轉至雙邊、中國大陸的影響力增加、經濟
國族主義降低企業競爭力。而多數的經濟體並準備好面對這些挑戰。

(5) 對於各政府，在以下的領域將出現挑戰，例如：全球價值鏈及服務業、
工業 4.0、人口遷移等。研究報告建議應改變社會上在教育及社會保障
的思維，不應只建立安全網，而是要建立跳板(springboard)，由政府、
NGO 及大型企業合作來創造具協同效果之生態系，以協助青年、婦女、
中小企業及其他弱勢團體，增進包容性成長。
2. APEC 服務業貿易競爭力路徑圖
目前 ABAC 與服務業小組(GoS)合作追蹤 14 項 ASCR 的執行情況，同時
也報告 PSU 在 2017 年 11 月完成的 ASCR 基準指標(ASCR Baseline
Indicator)之最新進度。同時發展 APEC 服務業限制指數(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STRI)以量化各經濟體之服務業貿易限制。

3. FTAAP 的機會之 2018 年工作計畫
(1) 日本提出 2018 年之研究計畫，自從 2015 年 10 月完成 FTAAP 機會(FTAAP
Opportunity)的研究之後，政治及經濟環境已急劇改變，因此將即時檢視
及更新此報告，並涵蓋 4 項議題：反全球化情緒升高、數位創新所帶來
包容性成長的新機會、創新的負面影響，例如數位落差、達成 FTAAP
的各路徑之現況。
(2) 日本還指出該研究將會檢視各路徑協議之規定，並著重在下世代貿易議
題。

4. 區域經濟整合工作小組(REIWG)2018 年工作計畫
(1) REIWG 主 席 報 告 2018 年 REIWG 的 主 題 為 加 速 區 域 經 濟 整 合
(Accelerat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和其優先領域，2018 年優先任
務仍是促進自由開放之貿易及投資，同時也點出貧富差距與不平等之議

題。
(2) ABAC 是適合自企業、家庭、及個人的角度來看出貿易帶來之益處的場
域，主席再度重申促進貿易及開放貿易的大型區域協定之重要性。
CPTPP、RCEP 及 PA 皆是完成的 FTAAP 的踏腳石。
(3) 主席也強調服務業對現代經濟的重要性，及 APEC 服務業競爭力路徑圖
所扮演之角色，並將與 APEC 服務業小組合作以達成目標。
(三)「微中小企業與企業家精神工作小組」
1. 透過替代之資訊取得來加強微中小企業融資
(1) 我國駱怡君代表擔任 MSMEEWG 的共同主席，並主持加強取得融資
(Enhancing access to finance)場次。
(2) 駱怡君代表先邀請 APFF 主席 Kobsak Duangdee 報告亞太金融論壇(APFF)
及亞太金融包容性論壇(APFIF)在微中小企業融資的相關事項。多年來在
APFF 及 APFIF 所執行之能力建構計畫與論壇，可以找出對於微中小企
業因應數位技術及跨境供應鏈上可用之政策，以呈送 APEC 中小企業部
長、財長及領袖。
(3) 駱怡君代表接著邀請我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JCIC)的林季延先
生擔任講者，介紹我國在建立完整及全面性之信用資訊系統，可加強貸
款人對於微中小企業更有效地支持。我國 JCIC 的信用資訊資料庫為亞
太地區最完整的資料庫之一，擁有可信度高、攸關性強的大量信用資
料，說明我國如何藉由建立完整的資訊系統來協助中小企業取得融資，
可做為其他經濟體之借鏡。
(4) 日本表示 APFF 從 2008 年開始致力於讓政府導入支援使用非金融資料的
政策，例如使用水電、電話費帳號來促進貸款人對於微中小企業的信用
價值之評估能力。

(5) MSMEEWG 主席 Dato’Rohana 表示馬來西亞也有與我國聯徵中心相似
的機構，名稱為信用保證公司，提供信用資訊報告、微中小企業信用評
等及其他支援性服務，以促進金融機構之信用決策。
(6) 駱怡君代表強調：進入數位時代後，未來的信用資訊將會與過去不同，
資訊可透過網路活動及可攜式裝置被追蹤及分析。

2. 透過數位解決方案來發展女性企業家精神
(1) 中國大陸提出發展 ABAC 婦女連結在地領袖計畫，將要求每個經濟體提
出可代表其經濟體做為典範的 3 位女性企業家來啟動該計畫。該計畫之
成果為建立婦女企業家精神白皮書，內容為數位時代下 APEC 成功之女
性企業家之最佳範例及案例研究。
(2) MSMEEWG 主席 Dato’Rohana 強調婦女在每個經濟體的經濟成長上有
極大的貢獻，因此發展全面性政策加強婦女能力以增加數位經濟之參
與。未來將與中國大陸合作，確保該計畫符合 ABAC 在加強婦女在網路
經濟之參與的建議。

3. 貿易協定在加強微中小企業進入市場及全球供應鏈之角色
(1) 紐西蘭強調 ABAC 應加強在 FTA 中訂定關於微中小企業的相關規定，
特別是在取得資訊、消除非關稅障礙、減少貿易成本、能力建構、取得
融資、及更良好的電子商務法規。FTA 的發展如 CPTPP，根據 WTO 的
討論所得出之結論，建議應著重在可以協助微中小企業成功參與貿易之
要素。
(2) 紐西蘭表示委託美國南加州大學商學院所做的研究，將會著重在找出貿
易協定對於加強微中小企業進入市場及全球供應鏈所扮演之角色和相

關要素，以提供微中小企業可預測的法規環境。
(3) 主席建議澳洲、馬來西亞及紐西蘭可以與 USC 研究團隊再進行研究方
向的討論。

小結

美國總統川普 2017 年宣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
，使這個貿易協
定的進行受阻。然而，在日本、澳洲及紐西蘭的積極帶領下，經過 1 年多的協商，
剩下的 11 國於 3 月 8 日在智利簽署「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
CPTPP 形成 5 億人口的市場，覆蓋 12.4 兆美元的 GDP，占全球 GDP 比為 13.5%。
我國為出口導向的經濟體，仰賴國際市場的需求以提升國內經濟成長動能，我國
應爭取貿易夥伴國對台參與 CPTPP 的支持，把握 CPTPP 新架構的形成，儘速爭
取加入。(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