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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美國強大與貿易保護主義 

正當底特律等地的工業帶城市，其產業定位與
技術人力已陸續完成轉型或是遷移他處之際 

面對著工業帶人口的老化現象和處於阿帕拉契
山區礦工的低度就業，川普卻在2016年高舉維
護工作權的大旗，已美國再次強大來收攬人心 

川普就任至今，先是強行遣返非法移工；罷黜
聯邦檢察長。繼之，又以建造美墨圍牆的概念，
來限縮新移民的流入；並且與西部各州政府，
展開訴訟來力行白人美國的淨化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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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局新觀與中國之機遇 

 2013年以來的NATO演習都以蘇聯入侵做假想 

 2013年的FED對主要銀行做壓力測試，則是以
東亞的經濟衰退做假想 

 

美國在15年內要追求能源的完全自主與供應 

包括F35在內，未來二十年的新武器開發將由
日本與澳洲全權負責，主要盟國紛紛下單購買 

日本計畫修憲建軍，並陸續捐給菲律賓、印尼
與越南，各式的巡洋艦艇與武器裝備 



世局新觀與中國之機遇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TP),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and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TPP與TTIP是新的連橫戰略，朝向美國聯合，
不過在川普新貿易保護主義之下，一切歸零 

 RCEP則是東協加六的綜向聯結，但究竟是以
東協加印度為主？抑或是以中國市場為主呢？ 

 

未來問題：經濟封鎖與貿易斷鏈的風險因應 

 



Free Trade between EU and US -- 

Winners and Losers 

 Long-term change in per capita income (in %) 

 

 Largest income winners  

 US+ 13.4  Great Britain+ 9.7  Sweden+ 7.3 
Ireland+ 6.9  Spain+ 6.6  Finland+ 6.2  

 Malta+ 6.2   Italy+ 4.9 Bulgaria+ 4.8 

 Germany+ 4.7 Romania+ 4.6  

 Hungary+ 4.4 Netherlands+ 4.4 

 
 Source: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 Bertelsmann 

Foundation  





自由貿易的政策攻防與美國大選 

最近三十年來，陸續出走的企業和對外投資，
確實影響到美國工業帶內的產業集群、生產鏈
與工業都市的生活定位。 

關於勞工權益的維護，則更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政黨對決之態勢也越演越烈。像是在川普競選
過程當中， 

 一方面，高喊著貿易不公平，而造成對於勞工
的長期傷害； 

 另一方面，則要藉機純化美國的族群組合，重
新確認其社會控制與核心組成。 



川普政權的工具選擇與整體目標 

是以幫富人減稅和限縮新移民，來提高投資意
願與就業機會；再以高關稅和具有針對性的貿
易主張，來完成其在國際利得的重分配。 

 

不言可喻，川普要求對手國必須屈從於其意志
和回吐讓利，自然就是要以提高關稅來叫陣逼
戰，好讓對方乖乖上到談判桌。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RTAs 

 Regionalism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ever since 

and becom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paralleling a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Whether RTAs promote trade depends on 

contribution to momentum towards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Krueger, 1999).  

 Recent APEC Forum in Washington aimed to build a 

“seamless regional economy,” opposed by the US 

though. 



RTAs Movement toward Multilateral 

Liberalization 

 Favorable arguments:  

 

 Firstly, RTAs tend to “built-in” unilateral 

liberalization that member governments 

cannot achieve otherwise, say by creating 

export-oriented constituencies;  

 Secondly, the formation of RTAs can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and imagination of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RTAs Movement toward Multilateral 

Liberalization 

 Unfavorable arguments such as Frankel, 
Stein and Wei (1995) :  

 

 Firstly,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manipulation by special 
interests;  

 Secondly,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draws on 
scarce negotiator resources and political 
energy, which may delay the multilateral 
process of the support it requires.   



歐巴馬總統於其任內所推動 

泛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和大西洋投資貿易協
定(TTIP)，都是擴大貿易範圍和一致性對待的
開放原則，包括在貿易投資與行政監管 

對內補償做法，則是以低所得者的歐式健保和
拉抬最低時薪制，來確保企業真正做到分紅照
養，以導引其升級為自動化的再投資意願。 

開展貿易投資與行政管制的透明開放，以回應
民眾的就業可能與生活改善，則是貫串於其間
的一整個歐式政策邏輯，那就是要促成美國再
工業化(American Reindustrialization)。 

 



關於TPP─美國談判大使的重點 

泛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TPP) 

 TPP的主軸目標 

 

 是在於以市場開放，來換取重新投資美國和拉
拔中小企業發展所需要的時間 

 最終則在追求全球商業利益的參與分配，從而
能創造美國境內的就業機會，以化解其貧富差
距，和社會階級動盪下的可能傷害 

 

 不過美國汽車業集體出面，發聲反對 



TPP成員國主推的產業重點 

居於考量美國與新加坡的雙軸定位，在TPP之
下將主推金融、電信與網路商務 

 

 潛在的影響將非常深遠，尤其藉由其主導力量
與開放市場的誘引，來促成智財權關念的普及，
與其在利益分配上的強化深入，例如生技製藥。 

 星國非常看重5G的技術標準與建置優勢。 

 例如，美國貿易談判大使寇克，即要求中國大
陸不得將市場的開放與技術移轉，一起做綑綁。 



自由貿易的歷史地位與貢獻 
 

從長遠來看 

 

 如能促進族群的共榮、互助與了解，消弭戰禍 

 爭取其為弱勢人權與生計發聲，可以為東亞與
美洲開發中國家，努力為民主建置與和平鋪路 

 

 在未來，TPP/WTO可以有的成就，非凡 

 現下的一帶一路，可否取代此一遠大目標呢？ 



世局新觀與中國機遇(合縱或是連橫) 

 

寬鬆貨幣政策的終結 

 (QE3，三而竭) 
 

中、美搏奕的局裏局外(永續競合共利) 

 



寬鬆貨幣政策的終結 

 美國聯準會主席的覺醒 

 

 英格蘭銀行的政策觀點 

 http://www.bankofengland.co.uk/about/Pages/courtrevi
ews/default.aspx 

 

 香港貨幣管理局的擔憂 

 

 歐盟中央銀行的新努力 

 

 唯一反其道而行的安培通膨經濟 

 

http://www.bankofengland.co.uk/about/Pages/courtreviews/default.aspx
http://www.bankofengland.co.uk/about/Pages/courtreviews/default.aspx


金融監理與技術創新 

跨業整合的可能與價值創造 

 全球產能過剩 

 供需資訊價值 

 資金多風險高 

 

技術創新的可能面向 

 對於授信企業的資產保全 

 減少投資競賽的囚犯困局 



 

十二五大陸要國富民強，企業利潤分享全民；要
發展資本市場，發達民企，證券化是必須的工作。
台灣金融業是大陸可借的東風。 

幾個極力發展的經濟區，像海西、渤海灣、北部
灣要發展，兩岸金融業可相互合作。 

 

 

大陸金融發展要借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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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建
設融資問題，並促使地
方政府行為的理性化。 

• 財政角度：減輕中央
財政的負擔，清晰界定
中央與地方的事權、財
權關係，增強地方財政
收支行為的透明度，加
強對地方政府的監督。 

• 今後資本市場發展重
要方向，長期城市化所
必需的金融基礎要素。 

推行市政債 

全面推進證券化為核
心的結構金融實踐 

• 城建公用設施很多
以其獨特的現金流
特徵而成為優良的
可證券化資產，未
來該領域將有巨大
的創新潛力。 

• 通過深化金融工具
和產品，深化直接
融資範圍和手段。 

充分利用中長期金融機
構的信貸支持 

• 在中國的國情和金融體制下，
一段時期內，中長期信貸融資
仍將是城市建設巨額融資的主
要來源。 

短期 

中期 

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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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支援城市化發展得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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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局新觀與中國機遇(合縱或是連橫) 

寬鬆貨幣政策的終結(QE3，三而竭) 

 

中、美搏奕的局裏局外 

 (永續競合共利) 
 



川普的保護主張與其細目研擬 

依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TR) 的幕僚作業。
該組織的經貿大使Robert E. Lighthizer，與前
任幾位USTR大使之間了無交集，自然無從建
立起在貿易政策的共識可言 

依照美國貿易法第201條的內容，先前啟動的
家電調查和建議對洗衣機課徵防衛性進口關稅，
其主旨是在保護美國境內的生產業者 

至於進口鋼鐵與鋁材提高關稅這部分，則是根
據1962年修訂的貿易法232條，基於國家安全
的判斷與緊急做為 



川普的保護主張與其細目研擬 

早在兩次石油危機發生之後，美國鋼鐵業即已
裁撤約三分之一的產能。此際川普「買美國貨、
雇美國人」的步步進逼，中國大陸則謹慎盤算
其在鋼鐵產業的讓利，會否被趁勢得寸進尺。 

 

但如此一來，在2016年的杭州G20峰會上，中
國大陸曾經提出的「鋼鐵減產、排碳減量」的
雙邊戰略，構想自始美好，卻只能以卡關的結
局，做收場。 



川普政府拒絕陸資與外商做併購 

像是最近的併購標的項之一，是位於芝加哥的
股票交易所和手機晶片製造商QUARDCOM 

 

因此，其無止境的挑釁鬥爭，意圖根據USTR

的調查發動301條款，好做出全面性的報復措
施，像是禁止進口，甚至可以要求對手國家賠
償美國產業的貿易損失 

終於說出的空口白話一千億美金，就是要見者
有分，該我的都要給 



川普猛潑全球化貿易機制的冷水 

不斷揚言要退出北美自貿協議（NAFTA）和世
貿組織(WTO)；卻又透過行政體系宣稱會給盟
國優待，可以討論和協商規避關稅提高的方式 

 

川普總統率領美國經貿代表團到達沃斯參加菁
英論壇，極力強調美國第一的意涵、減稅效益
與美國的投資機會；而他眼中所看到的利益與
共享方式，卻還是一貫的贏者全拿、藉機行事
和且戰且走 



各國之間的經濟依存與互賴機制 

總想著過河拆橋的川普看似聰明，卻極可能在
玩火自焚；不論實體面或是金融端的國際連結，
都無法應付此一不理性的敵對作為與操弄 

全球體系所取得的利益與美國所導演出的失衡
現象，將持續造成貧窮惡化與擴大的世代不均 

如果中、日與歐盟等國家，不積極因應此一急
遽升溫的敵對意識；那麼各自叫陣而缺乏整體
性的聯繫與共同作為，並無助於處理潛藏引爆
的國際債務問題，全球性危機遲早要發生 



中、美搏奕的局裏局外 

永續以進的基本態度 

 全球依賴 

 區域和平 

 政策協調 

 

競合共利的開放襟懷 

 結合各方能量，做好全球產業布局 

 全球環境的維護義務與共同做研發 

 貧富共濟的價值宣揚與大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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