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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4年「亞信」峰會觀察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蔡明彥教授主稿 

 

■大陸將 2014 年外交特點訂為「主場外交」，並將「亞信峰會」

與「亞太經合會」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列為今年「主場外交」兩

大重點會議。 

■大陸透過「亞洲區域主義」及「亞洲意識」的操作，結合「中」

俄戰略合作，反制美國對亞洲事務的干預。 

■本次峰會通過「上海宣言」，重點在於反美、反恐、加強區域一

體化及推動交通運輸合作，然內容僅具宣示性與象徵性意義。 

 

（一）「亞信」的成立與運作背景 
「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簡稱「亞信」）第 4次峰會於今（2014）

年 5月 20日至 21日在上海舉行。大陸是「亞信」創始成員國，於 2014

年至 2016年期間首次擔任主席國。「亞信」是由哈薩克總統納紮爾巴耶夫

（Nursultan Nazarbayev）在 1992年提議成立，當時因冷戰結束後國際情勢出現

重大變化，因此希望利用「亞信」在亞洲建立起推展安全對話與合作的區

域機制。 

「亞信」雖在 1996年召開第 1次副外長級會議、1999年舉辦第 1次

外長會議，但一直到 2002年才舉行首次高峰會，原因是為了因應 2001

年 911恐怖攻擊事件對國際安全帶來的衝擊。正因如此，「反恐」一直是

歷年來「亞信」峰會重要議題之一。 

目前「亞信」已由創始時的 16個成員國，發展成 24個成員國和 13

個觀察員國家及國際組織。「亞信」的 24個成員國包括：大陸、阿富汗、

亞塞拜然、埃及、印度、伊朗、以色列、哈薩克、吉爾吉斯、蒙古、巴基

斯坦、巴勒斯坦、俄羅斯、塔吉克、土耳其、烏茲別克、泰國、南韓、約

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越南、伊拉克、巴林和柬埔寨。另外，13 個觀

察員國家與國際組織則有印尼、馬來西亞、美國、卡達、烏克蘭、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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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菲律賓、斯里蘭卡，以及聯合國、歐安組織、阿拉伯國家聯盟、

突厥語國家議會大會。 

基本上，「亞信」成員國以亞洲大陸國家為主，因偏重於處理亞洲大

陸的安全事務，俄國與大陸自然成為「亞信」最重要的兩大國家。至於美

國、日本這類亞太地區的海洋國家都只擁有「亞信」觀察員國家身份，這

也讓「亞信」成為繼「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之外，另一個排除美、

日擔任重要角色的區域對話機制。而這樣的成員結構與發展背景，也讓本

次「亞信」峰會成為大陸與俄國在外交上聯合反制美國的重要舞臺。 

 

（二）本次峰會的特色與成果 

今年「亞信」峰會是歷年來規模最大、出席國家最多的一次，計有

4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領導人、負責人或代表與會，包括 11位國家元首、

1位政府首長及 10位國際組織負責人參加會議。出席本次峰會的外國領

導人包括：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吉爾

吉斯總統阿塔姆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伊朗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

等人。在「亞信」峰會舉行期間，各種多邊與雙邊外交活動將同時在上海

進行，這讓大陸有機會利用「亞信」的外交舞臺凸顯其區域大國角色。 

早在今年「兩會」期間，大陸外長王毅便對外表示，2014年大陸外

交的主要特點將是「主場外交」，並且將「亞信」峰會與「亞太經合會」

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列為今年大陸發揮「主場外交」的兩大重點會議。大陸

將此次上海「亞信」峰會的主題訂為「加強對話、信任與協作，共建和平、

穩定與合作的新亞洲」，試圖提出亞洲國家對於安全合作的新觀念與新立

場，藉以提升大陸對於亞洲事務的發言權與主導權。 

本次峰會的主要成果在於通過「上海宣言」，內容包括：1.任何國家

不能以犧牲別國安全為代價加強自身安全；2.亞洲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具

多樣性，應推進跨文化、文明、信仰之間的廣泛對話；3.國際社會應該按

照「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共同打擊所有形式的恐怖主義；4.各國應

共同努力推進區域一體化，特別是加強運輸及物流系統，提升區域和國際

交通運輸合作；5.防範恐怖主義、暴力極端主義和毒品威脅阿富汗和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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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外的安全與穩定。前述內容涵蓋政治、外交、經貿、反恐、交通建設

等議題，範圍相當廣泛，顯示各國希藉由「亞信」此一多邊平臺，針對區

域國家關切的經濟與安全議題提出共同看法，爭取國際社會對於亞洲國家

新安全觀與外交立場的重視。 

 

（三）大陸在本次峰會的外交操作 
大陸身為第 4次「亞信」峰會的主席國，會議期間在外交上的操作有

幾點值得重視： 

1.強調「亞洲安全觀」 

習近平於 5月 21日在本次「亞信」峰會上進行開幕演說，倡議「亞

信」組織建立亞洲安全合作新架構，並且強調亞洲安全和亞洲以外的國家

無關，「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辦」、「強化針對第三方的軍

事同盟，不利於維護地區共同安全」。一般認為，相關談話係針對美國總

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而來。尤其今年 4月

歐巴馬訪問亞洲國家，加強和美國亞洲盟國（包括日本、南韓、菲律賓）的同盟

合作關係，大陸方面認為美國此舉是針對其所進行的「軟圍堵」，因此習

近平透過「亞信」峰會暗批美國對亞洲事務的干涉，希望透過「亞洲區域

主義」及「亞洲意識」的操作，反制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外交與軍事介入。 

2.加強「中」俄戰略與軍事合作 

大陸與俄國是「亞信」成員國中最重要的兩個大國，雙方刻意利用本

次「亞信」峰會凸顯兩國戰略合作關係，反制美國霸權角色。習近平在「亞

信」峰會上指出：「中國同俄羅斯共同提出亞太安全與合作倡議，為鞏固

與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大陸與俄國利用本屆

上海「亞信」峰會召開之際，舉行為期 7天的「海上聯合 2014」聯合軍

事演習，動員各式新型船艦參演，並由兩國領導人親自出席演習開幕儀

式。另外，習近平與普丁針對美國所指控的網路駭客入侵行為，也反擊指

出「當前資訊通信技術被用於和維護國際穩定與安全目的相悖、損害國家

主權和個人隱私的行為」，用以表達大陸與俄國對美國全球監聽計畫的不

滿。由於大陸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抱持戒心，加上俄國因克里米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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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和美國關係陷入低潮，促使「中」俄利用這次「亞信」峰會宣示加強

雙邊外交、軍事戰略、能源合作的決心。 

3.引進經濟與交通運輸合作議題 

在本次「亞信」峰會中，大陸試圖透過「一帶一路」—「新絲路經濟

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大計畫的開展，加強「亞信」成員國

在經濟領域的合作。目前大陸正積極推動「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孟

加拉—中國—印度—緬甸經濟走廊」以及其他的「西進」戰略，因此在本

次「亞信」峰會中，大陸積極提倡加強運輸、物流系統整合，提升區域國

家之間交通運輸合作，尋求擴大大陸和亞洲西部國家發展經濟合作與互連

互通的機會。 

4.提升反恐合作 

自 911事件發生後，反恐合作一直是「亞信」關注的重要議題。近期

大陸西部省分紛傳暴力攻擊事件，在「亞信」峰會召開期間，新疆更在 5

月 22日傳出大型爆炸案，造成至少 31人死亡、近百人受傷。另外，中亞

與南亞國家面臨恐怖主義威脅也相當嚴重。尤其阿富汗國內情勢極不穩

定，一旦對外輸出恐怖主義將對區域安全帶來重大衝擊。為此，大陸藉由

「亞信」峰會的機會，呼籲亞洲大陸國家加強打擊恐怖主義、跨國犯罪、

製毒販毒等領域的合作，藉以維護大陸周邊與陸疆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四）「亞信」的未來前景 
目前「亞信」雖已建立起高峰會、外長會議、高官委員會會議等 3

種機制，並且設立秘書處和主席國工作組等機構，討論區域內的安全及經

濟合作問題，但主要功能仍限於跨國對話。在共識決的運作機制之下，1999

年「亞信」外長會議曾簽署「亞信成員國相互關係指導原則宣言」，重申

成員國遵守「聯合國憲章」、相互尊重主權平等、彼此不使用武力或以武

力相威脅等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另外，2002年「亞信」峰會也通過「阿

拉木圖文件」，確定「亞信」的目標和宗旨在於增進亞洲和平、安全與穩

定。本屆「亞信」峰會雖通過「上海宣言」，但這類文件的內容常流於形

式，徒具宣示性與象徵性意義，缺乏實質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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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亞信」雖高度重視經濟與反恐合作議題，但其功能與「上合」

明顯重疊，而且缺乏「上合」的常設性機構負責擬定與執行具體合作計畫，

加上「亞信」成員國之間的政治體制、意識型態、利益關切差異頗大，均

讓「亞信」要發揮重要的區域安全決策與爭端解決功能，面臨許多實際上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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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習近平的「亞洲安全觀」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趙春山教授主稿 

 

■習近平在 2014年「亞信」峰會提出由「共同、綜合、合作、可

持續」四項理念組成的「亞洲安全觀」。 

■習近平的「亞洲安全觀」延續過去江澤民倡議的「新安全觀」，

但突出當前周邊安全形勢的變化。 

■大陸希望參與主導建構新的亞洲安全秩序，對美國雖有若干針

對性，但不會選擇與美國衝突。 

     

今年 5月 21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上海召開的「亞洲相互協作與

信任措施會議」第 4 次峰會（簡稱「亞信」峰會）上，提出由「共同、綜合、

合作、可持續」四項理念組成的「亞洲安全觀」，並將其納入會後發表的

「上海宣言」中。 

安全是任何國家的核心利益，而確保國家安全則是要為國家的生存和

發展，提供有利的憑藉。因此，制定國家安全戰略，必須同時兼顧內部安

全和外部安全。「亞洲安全觀」的提出，是習近平上臺後，在對外政策方

面的一項重要論述，目的是宣達地區安全理念，構築地區安全平臺，「以

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來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提出的「總體國

家安全觀」服務。 

 

（一）安全形勢評估影響外交戰略 
習近平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時，特別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

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針對安

全形勢變化的問題，習近平認為當前大陸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

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

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複雜」。因此，分析習近平倡議的「亞洲安全觀」，我們

不能忽視地區形勢變化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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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中國大陸建政以來的歷史，領導階層對國家安全形勢的認知，常

常是決定大陸外交戰略的主要變數。例如，中共在建政初期視美國為首的

西方國家為主要安全威脅，因此在外交上採取「一邊倒」戰略，希望在蘇

聯的保護傘下渡過危機；進入 1960年代，由於中共、蘇共的衝突步步升

高，中共有面臨東西兩面作戰的危險，故外交上採取「反美反蘇與世界革

命」的戰略；1970年代後，蘇聯成為大陸安全威脅的主要來源，而美國

基於戰略考量開始嘗試與中共接觸。由於美國、中共、蘇聯三角戰略關係

的改變，中共隨後採取「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戰略；進入 1980年代，

為創造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有利環境，大陸標榜採取「獨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戰略」，意圖以不結盟來增加大陸在國際社會的安全迴旋空間。 

 

（二）江澤民的新安全觀 
1989年江澤民上臺後，鑒於冷戰結束國際形勢的劇烈變動，在外交

戰略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思維。其中最重要的是，針對當時亞太地區形勢的

特點，於 1997年正式提出要「確立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安全觀」。何謂新

安全觀？與舊安全觀相比，其創新之處在那裡？對此，大陸學者徐堅作了

下列的詮釋： 

就「國際安全保障的基本條件」而言，新安全觀認為，國際安全的基

礎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經濟發展及經濟利益的融合和多種文明

的和諧共處，而不是傳統安全觀念所強調的實力優勢、軍事同盟、一致的

政治制度及一元化的價值觀念。 

就「國際安全和威脅來源」而言，新安全觀認為國際安全所面臨的威脅，

取決於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和國家對外政策的動機和意圖，而不是實力差距

和實力對比的變化；認為非傳統安全因素對國際社會的威脅，需要靠國際社

會採取聯合行動來對付，進行綜合治理，而非靠排他性合作或單獨的行動。 

就「維護國際安全的途徑」而言，新安全觀認為最佳方法是以平等對話

和互利合作尋求共同安全，而不是以結盟對抗和加強軍備尋求單方面安全。 

就「國際安全合作的方式」而言，新安全觀認為安全合作不僅應考慮

發展模式和觀點一致國家之間的合作，也應尋求發展模式和觀點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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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之間的合作。 

由此可見，江澤民強調的安全觀是一種「相對的安全」，而不是「絕

對的安全」，並排除以軍力作為尋求安全的唯一手段。探討江澤民的新安

全觀，「蘇東劇變」是重要的背景。從中共的觀點看，蘇聯解體和東歐的

民主化誠然有其內在的因素，但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和平演變戰

略」，也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大陸此刻面臨的安全課題是：如何維護

共黨的專政地位，避免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另一個倒下的骨牌。 

 

（三）習近平的「亞洲安全觀」 
與 80年代比較，中國大陸今天所處的國際環境也相當嚴峻。不可否

認，大陸綜合國力的大幅提升，加強了中共領導人的戰略自信。但在外界

看來，大陸戰略自信提升，也可能成為加劇區域情勢緊張的一個來源。明

顯的是，受到東海和南海領土爭議的影響，大陸和周邊國家的關係劍拔弩

張；而美國實施亞洲再平衡政策，以及美國強化與地區盟國的關係，也讓

中國大陸有腹背受敵、遭到圍堵的感覺。因此，基於安全利益的考量，習

近平上臺後即把周邊國家視為外交的優先課題；其提出「亞洲安全觀」的

主張，目的也是為了落實「穩定周邊，立足亞太，面向世界」的戰略方針。

習近平聲稱：所謂「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個國家的安全；「綜合」

就是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的安全；「合作」就是要通過對話

合作促進各國和本地區安全；「可持續」就是要發展和安全並重，以實現

持久安全。 

習近平的「亞洲安全觀」強調「合」和「共」的概念，基本上並沒有

脫離江澤民當初所提新安全觀的內涵，只是進一步加以深化而已。但與過

去不同的是，習近平的論述突出「亞洲的事務由亞洲國家主導解決」、「亞

洲安全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其中雖然暗指美國，有針對性，但不是選

擇要與美國衝突；相反地，如果大陸在建構亞洲安全秩序的過程中取得主

導地位，則可以增加其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時討價還價的籌碼，也可

以消除周邊國家對大陸崛起的疑懼，為習李體制刻正進行的龐大改革計

劃，營造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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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十八大」後大陸網路治理政策趨勢研
析 

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洪敬富副教授主稿 

 

■截至 2013年 12月，大陸網民總人口已達 6.18億，手機網民為

5億，網路普及率為 45.8%。 

■大陸官方充分認識到網路虛擬世界對黨國宣傳體制之衝擊與影

響，強調要奪取網路輿論鬥爭主動權、壯大網上輿論主流陣地、

堅守宣傳思想主陣地；並成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

回應來自大陸和海外網路世界的挑戰。 

■「中國夢」在網路治理上的統治思維，即為發展健康向上的網

路文化；俾掌握虛擬世界的話語權及意識型態領域的主動權，

強化和完善黨國體制在新媒體時代的執政與決策能力。 

 

（一）從中央到地方分別成立各級「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

組」 
根據大陸「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於 2014年 1月 16日所發布之「第

3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 2013年 12月，大陸網民總

人口已達 6.18億，手機網民為 5億人口，網路普及率為 45.8%。顯示網路

已成為大陸人民不可或缺的重要溝通與傳播載具。隨著資訊科技不斷地高

速創新與發展，公眾的參與意識抬頭，致使黨國體制的資訊壟斷能力也愈

發下降。近幾年來，大陸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維權事件，以及網路圍

觀、網路問政、網路監督等，大都以網路為媒介而號召、興起及行動。易

言之，這些群體性事件多以網路為中介平臺進行事件討論、資訊聯繫與線

下行動串連。大陸官方也充分認識到網路虛擬世界對黨國宣傳體制所帶來

之衝擊與影響，不斷強調要奪取網路輿論鬥爭主動權、不斷壯大網上輿論

主流陣地、堅守宣傳思想主陣地，並要求宣傳思想部門需「守土有責、守

土負責、守土盡責」（人民日報，2013.8.21）。 

大陸於 2014年 2月成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即是回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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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和海外網路世界挑戰的一項重要治理作為。該領導小組由中共總書記習

近平擔任組長，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强和主管宣傳與意識形態工作的政治

局常委劉雲山任副組長。這項攸關大陸網路治理的「頂層設計」，旨在統

籌並協調大陸各個領域的網路安全和資訊化等重大問題；同時，該小組亦

肩負制定和實施大陸國家網路安全、資訊化發展戰略、宏觀規劃和重大政

策的使命。習近平在主持和召開該小組的第一次會議時，直言：「沒有網

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新華網，2014.2.27）。

對大陸當局而言，這除是其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國家戰略的重要治理作為，

也標誌著擁有 6億網民的大陸，從「網路大國」加速向「網路強國」邁進。 

事實上，大陸「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的成立，正是呼應中共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之「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

決定」。習近平在相關說明中即直言：「面對互聯網技術和應用飛速發展，

現行管理體制存在明顯弊端，多頭管理、職能交叉、權責不一、效率不高」

（新華網，2013.11.15）。近期，大陸江西、陝西等地，也相繼成立網路安全小

組。其中，北京市委於 2014年 5月 7日決定成立市委網絡安全和信息化

領導小組（由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任組長，市委副書記、市長王安順任副組長），由於北京為

大陸的「網都」，其「網路資源豐富，知名網站雲集，信息化程度高，在

國家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建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後續發展，值予觀察（北

京日報，2014.5.8）。 

 

（二）「中國夢」下建構一個「新型的網路大國」 
大陸中央和地方設立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正對其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軍事等各領域的網路安全和資訊化發展問題，產生重

大而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今（2014）年 4月 15日至 11月展開的「掃黃打

黑‧淨網 2014專項行動」，針對大陸網路世界的「非法出版物」、「淫穢色

情文化垃圾」、「假媒體、假記者站、假記者」（三假）大力掃蕩（新華網，2014.3.31）。

包括新浪、鳳凰、搜狐等多家知名網站皆因內容違規遭查處，或者受到牽

連。大陸官方的宣傳指稱：「互聯網企業積極參與，認真開展自查自糾，

開通網民舉報管道，自覺接受公眾監督，建立健全淫穢色情信息快速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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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等，使得網絡環境不斷淨化」（人民日報，2014.5.6）。這也是在習李新政下，

貫徹實行習近平有關「合國情、順民心、接地氣」和「弘揚正能量、共築

中國夢」的重要講話（新華網，2013.2.21；人民日報，2014.1.18）。換言之，這項淨網

行動加強對當前大陸新聞媒體、文化出版和微博、微信等網際網路的控制。 

誠然，大陸自 1994年開始與國際網路體系接軌，至今已有 20載，其

對網路的控制與治理是不斷地強化且與時俱進。大陸官方深知，網路科技

是現代化國家強化經濟發展的利器，它同時有可能進一步協助實現大陸百

年來懷抱「既富且強」的國家宏大願景。在此發展思維下，大陸官方為深

化經濟改革並推進全球產業競爭力，欲充分利用高新科技帶動其經濟成長

的同時，也加強對虛擬世界的網路治理作為，如完善網路通訊有關法規和

加大管控網路「失序」的活動（如各式各類的網路犯罪、賭博或色情傳播等），以及對

政治異議言論或訊息的監控，以防杜或減低網路科技可能帶來社會自由

化、民主化（或是任何可能的顏色革命）的衝擊與影響。 

習近平自 2012年 11月就任中共總書記以來，在大陸內部和國際多個

場合中，多次就「中國夢」的具體內涵、奮鬥目標、總體布局和實現路徑

等發表講話（人民網，2013.6.19）。「中國夢」的提出，不僅是一種至高的統治

意識型態範式，亦是「習李體制」執政的重要理論根基。而「中國夢」在

網路治理上的統治思維，即為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這正是大陸黨國

大眾傳媒的輿論武器特性，運用其享有之網路優勢來進行新聞輿論工作，

俾利牢牢掌握虛擬世界的話語權，以及意識型態領域的主動權，強化和完

善黨國體制在新媒體時代的執政與決策能力。換言之，這也呼應前中共總

書記江澤民於 2001年 7月 11日對網路治理工作所做的原則性宣示：「積

極發展、加強控制、揚善隱惡、為我所用」（新華網，2001.7.12）。究其根本，

新興網路科技在大陸當局的眼中，不僅是要服務經濟（如「電子商務」或「財政

再集權」），也是要為政治（如黨國政體的權威性和正當性）和社會（如減緩社會矛盾與增強

社會穩定）而服務的。這是當前大陸在「中國夢」宣傳主旋律下，建構一個

「新型的網路大國」的思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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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民幣國際化的省思 
 

臺灣大學經濟系林建甫教授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彭思遠助理研究員 

 

■人民幣國際化為習李金融改革之代表性政策，惟推動前如未能

先完成「利率市場化」及「人民幣自由兌換」，可能對大陸金融

及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人民幣國際化勢在必行，目前多個國家競相角逐人民幣離岸中

心，態度積極，我方亦應把握優勢與契機。 

 

（一）人民幣國際化之前提與風險 
今年年初以來，人民幣波動幅度加大，特別是在市場毫無心理準備之

下，無預警地大貶值。2月 28日人民幣單日重挫近 1%，創下 2005年大

陸匯改以來 8 年間單日最大跌幅，其後更一路下挫，累積跌幅一度高達

3%；而 4 月底以來又出現觸底反彈之勢，忽高忽低的走勢跌破許多專家

的眼鏡，市場各種臆測、傳言不斷。 

就客觀的角度來看，人民幣的波動是受到「人民幣國際化」及「經濟

成長趨緩」兩大因素的影響。 

首先，去年以來，習李上臺後大力推動改革，金融改革被列為推動重

點，其中人民幣國際化更是其代表性政策之一，人民幣走勢因而成為各界

關注的焦點。不過人民幣國際化並非一蹴可幾，必須先完成「利率市場化」

及「人民幣自由兌換」。就匯市的角度來看，只要有利差存在，熱錢的套

利行為就不會停止，加上大陸銀行存款利率上限與民間借貸利率差距極

大，加大套利利潤增加的想像空間，又因銀行公告利率與實值借貸利率的

差異，讓熱錢炒手有更多的操作空間，假若未完成「利率市場化」就讓人

民幣自由波動，匯價恐怕將會是一天三市，不僅衝擊大陸總體經濟，更可

能產生金融風暴。 

其次，「人民幣自由兌換」是成為國際貨幣的必要條件。然而，當前

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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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貿易的管道進入的熱錢問題嚴重，不僅管理上的難度提升，更因為其

目的並非實質投資，造成貿易金額不正常的放大，出口數值甚至內容失

真。因此，倒不如開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讓想投資的資金經由合法管道

進入，加強貿易帳的管控，以減輕風險。 

但貨幣自由兌換不可操之過急，要先獲得國際市場的廣泛認可和接

受，發揮計價單位、交換媒介和價值儲藏的功能，才能成為國際結算、投

資和儲備的貨幣。而且還需完善與各國央行的貨幣互換協議、建立健全交

易市場及金融風暴防範機制，最後才能讓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或許市場

對於大陸官方下重藥加快進程的憂心，都反應在近日人民幣的貶值。  

 

（二）人民幣國際化勢在必行 
在經濟方面，大陸今年第一季 GDP降至 7.4％，不僅低於大陸官方設

定的 7.5％增長目標，創下一年半來成長新低，同時更平了 2012年第三季

所創下的 24年來新低水準。其中進出口總額比去年減少 1.0％，貿易順差

借 167.4億美元，大減 59.7％；固定資產投資比去年同期增加 17.6％，但

成長率比起去年少了 3.3％；大陸第一季零售銷售成長率亦是 2009年以來

的新低點。外貿不振、投資衰退以及消費力道減弱的不安因素仍然存在；

大陸總體經濟疲軟的態勢，非常明顯。 

短期來看，美國聯準會對 QE退場的表態及國際經濟情勢等因素，也

都加大人民幣下跌壓力。不過若是拉長期間來看，大陸經濟穩定成長的可

能性還是較高，出口維持順差、利差空間仍然存在、全球最多的外匯存底

等因素都能支持人民幣，加上人民幣國際化是習李政績指標，大陸官方坐

視人民幣長期貶值的可能性不大。 

不論如何，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必須把握的契機。約略估算，大陸的

資本帳戶完全開放之後，以大陸現有家計單位的儲蓄總額 45兆人民幣計

算，如果有 10%的資金從事海外投資，就是 22兆新臺幣的規模，換算為

臺灣 2014年歲入預算（1兆 7千億）的近 13倍，商機驚人。 

目前，許多國家都在爭取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包括新加坡、英國倫

敦以及德國法蘭克福等，態度均相當積極。臺灣相對於這些競爭者，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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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得先機，不僅率先簽署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繼香港之後成為

世界第二個人民幣清算中心，而且在條件待遇上，比香港更加優惠（香港人

民幣帳戶僅可匯出到大陸「同名」帳戶，臺灣則可以匯到大陸「不同名」帳戶，靈活性明顯優於香港）；

此外，我國內開放銀行承作人民幣存放款業務以來，成長力驚人，人民幣

存款餘額早已破新臺幣兆元大關。若從兩岸金融合作的思維切入，臺灣成

為人民幣離岸中心與人民幣國際化相輔相成；對於臺灣而言，也是轉型升

級的良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