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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俄羅斯與阿根廷在經歷了這麼多年的改革後，不論是國內的政治

或經濟環境都出現了巨大的改變。由於俄羅斯與阿根廷在轉型前具有

許多的共通點，例如天然資源豐富、由威權政體進行轉型、國內嚴重

的通貨膨脹問題、政府高度干預國內經濟市場、市場壟斷嚴重和沉重

的外債負擔等；再加上兩國都是在「華盛頓共識」下開始進行轉型，

而轉型過程中所遇到的阻礙與最後經濟危機的爆發，都有著許多不謀

而合之處，因而促成了本文的研究動機。透過兩個國家經濟改革的探

討，筆者試圖解釋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影響其穩定化

表現的原因及所產生的後果。本文將穩定化視為經濟改革的主要變項

是因為一個國家的經濟轉型若是無法配合執行有效的穩定化政策，國

內的通貨膨脹便會不斷高升，而過高的通貨膨脹將導致總體經濟表現

下降，經改社會成本不斷擴大使最後經濟改革中輟，無法持續。此外，

由於俄羅斯與阿根廷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西方外援都扮演著非常重

要的角色，而西方國家檢視轉型國家經濟改革的成效又大多以國家通

貨膨脹的指數及其他總體經濟指標為主，因此總體經濟表現又將影響

到西方外援的態度。而這樣的因果關係，構成了本文的研究架構。在

本文中，筆者以為國家政府、國會、及西方國際金融組織構成了影響

國家穩定化執行的三個主要行為者。而通貨膨脹和西方外援則是穩定

化所延伸出的結果，而這樣的結果又會再次回歸影響到國家的權力均

衡，而牽動穩定化的施行。因此，筆者希望藉由這本論文能夠將兩個

不同國家之經濟轉型過程，放在權力均衡的分析框架下，進行普遍性

的分析與比較。 

在第二章我們對蘇聯與阿根廷，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一個軍政府

威權國家的政治及經濟背景做出探討。在分析其背景的過程中，我們

發現，蘇聯及阿根廷在國內經濟環境不斷惡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斷下

降的情況下，迫使政府必須做出改革。但蘇聯時期的經濟改革，在背

負著沉重的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型態的教條下，無論是赫魯雪夫、布理

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和契爾年科，都無法大刀闊斧的進行，因此所有

的改革只是在基本的框架下做出調整，無大幅度的變動，故改革結果

也就成效不彰。而戈巴契夫的改革則不斷的在經濟與政治間游離，政

策上的反反覆覆，為經濟改革帶來了很不好的影響。而且，實際上戈

巴契夫的經改也並未涉及結構性的改革，僅及於初級市場化的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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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阿根廷的經濟，在軍政府七年的威權執政下，雖然試圖引進市場

機制，但卻又不願放手對國家主要總體經濟指標的控制，任由市場發

揮其供需機制，因此過度的干預，進口的鼓勵，赤字不斷的高升，又

無法有效緊縮財政，只好不斷向外舉債；使這七年內，國家的外債增

加了三倍。再加上福克蘭群島戰爭，更加深了國家財務的危機與日後

經濟改革的負擔。由此可見，無論是社會主義或軍政府威權的國家，

僵化的體制都使官僚腐敗、社會動盪、經濟停滯，而最後成為阻礙國

家改革，進步與發展的絆腳石。  

在第二章與第三章的討論中，我們也發現，戈巴契夫與阿芳辛在

民主政治的運用上似乎有著頗為相似的共通點。因為對於一個新的政

權來說，剛上任的領導人都急於鞏固其權力中心。戈巴契夫用「公開

性」，來剔除政敵及阻力；而阿芳辛則利用民主來打擊軍方和工會，

以便鞏固自己的政權。但他們兩人在把所有精力耗費在政治上時，卻

忽視了已經無法再繼續延緩的經濟問題，因此不但無法打擊政敵，還

造成社會對立和民眾的不滿。「民主」到最後都成為他們政治生涯中

的絆腳石，不但使經濟改革政策在不同壓力下不斷被扭曲、無法貫

徹，也導致最後政權的喪失。由此可見，不論戈巴契夫或阿芳辛，都

無法有效駕馭民主，反而玩火自焚；再加上對改革的政策沒有明確的

規範，所以皆無法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而不夠強勢的作風，也讓政

策出現搖擺不定的現象，所以無法有效解決任何的問題。  

雖說戈巴契夫打擊政要的手段與阿芳辛頗為相似，但阿芳辛的經

濟改革與其在政治上所遇到的制肘就與葉爾欽出現了更多的共通

點。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無論是葉爾欽或是阿芳辛，都需要西方國

家提供相關的經改知識和金援，所以西方國際金融組織就以貸款為條

件，要求俄羅斯與阿根廷按照其經改藍圖，以最快的速度向自由的資

本主義市場邁進，完成經濟改革；但由於俄羅斯與阿根廷都是在民主

政體下進行經濟轉型的，而經濟體制的變動，自然會對人民帶來影

響，因此人民所承受的陣痛就會經由國會反映出來。所以，葉爾欽與

阿芳辛的經濟改革過程中就不斷的受到來自國會反對派的壓力。在葉

爾欽方面，無論是 1990 年的人民代表大會或 1994 年和 1996 年的杜
馬國會，都是由反對派佔有國會多數的席次，因此不但頻頻杯葛政府

的經改政策，也幾次提出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和對葉爾欽的彈劾案。而

就阿芳辛方面，其所屬的政黨在 1983 年、 1985 年和 1987 年的國會
中都一直處於不過半的狀態，再加上阿芳辛及其班底，本身作風也不

夠強硬，黨內部又不夠團結，因此在經改的施政上顯得更加困難重

重。一樣都夾雜在國會與國際金融組織間的交叉壓力下的俄羅斯政府

與阿根廷政府，在不斷的受到兩股壓力的拉扯，經濟轉型的政策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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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現左右搖擺的現象，使政策無法貫穿，因此經濟改革的成果也就

遲遲無法顯現。  

透過圖 5-1 和圖 5-2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不論是俄羅斯或阿根
廷政府都受到來自國會和國際金融組織雙方的壓力。國會為了反映民

意，因此透過立法制衡行政，要求緩和國內經濟改革的速度和寬鬆的

貨幣政策，但在阿根廷方面還外加了一個工會的因素，因為阿根廷向

來就有一個龐大的工會組織，因此每當經改陣痛過大時，工會組織便

會舉行大規模的罷工，迫使政府讓步。而在西方國際金融機構方面，

則是透過貸款來控制政府的經改和總體經濟政策，而且還隨時進行監

看與要求政府提出國內經濟表現的相關報告。就在這種雙重交叉壓力

之下，政府進行其經濟改革和推動總體經濟政策；但由於俄羅斯與阿

根廷執政黨都受到選舉週期的影響，因此每當接近國會選舉時 (在俄
羅斯葉爾欽的例子上還包括一次總統選舉 )為了爭取更多的選票，政
府又會再次轉向採用擴張性的總體經濟政策。雖說如此，但一旦國內

選舉完後，西方又會再次以提供貸款為條件要求政府回到經改的道

路。在這樣的狀況下，葉爾欽與阿芳辛的經濟改革自然不斷的左右擺

盪，而無法持續。筆者透過政策曲線向左或向右移動來表示上述的現

象，當經濟政策走向保守，曲線則向左移動，而當經濟政策走向改革，

曲線則向右移動，來顯示這樣的情況。  

而在觀察俄羅斯葉爾欽時期與阿根廷阿芳辛時期經濟轉型中的

權力均衡與經濟政策擺盪後，我們可以發現，葉爾欽與阿芳辛的經濟

政策曲線不但擺盪頻繁而且幅度巨大，因此兩國的經濟轉型可說是相

當的不穩定。但阿根廷經改政策擺盪的次數顯然比俄羅斯多更多，因

為阿根廷除了受到來自工會的力量將其經改向左拉扯之外，還因為國

會的選舉制度，每二年改選半數國會議員的制度，讓阿根廷每二年就

必須面臨一次國會選舉的壓力；不但縮短了經濟改革的選間期，也降

低了政策的穩定性。所以，阿芳辛經濟改革過程中的表現與結果相對

葉爾辛都顯得較差也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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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國會 

圖 5-1 俄羅斯葉爾欽時期經濟轉型中的權力均衡與經濟政策的擺盪 

資料來源：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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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阿根廷阿芳辛時期經濟轉型中的權力均衡與經濟政策的擺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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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由西方國際金融組織，國家政府和國會三邊之間互動關係的

分析架構下發現，三個行為者之間的權力分配會對國內的經濟改革表

現帶來很大的影響 (參見表 5-1)。因為無論是俄羅斯或是阿根廷，其
國內的經濟改革皆受到大環境的影響，開始向穩定化的大方向移動；

因此，政府是否為強勢政府，能夠有效領導國家經改政策的穩定性，

或為弱勢政府，不斷受到國會及西方的拉扯，使政策搖擺不定，便對

國內經濟改革的成果帶來很大的影響。在上述葉爾欽與阿芳辛的經濟

改革中，其政府都是屬於弱勢的政府，因此面對國會和國際力量都較

強的情況下，經濟受到左右的可能性就相對增強了許多，而影響了經

濟改革的表現。因此，可驗證強勢的政府顯然對經濟改革的穩定較為

有利，因為強勢的政府將會排除國會及西方國家的影響，使擁有高度

的經濟理性，維持經改政策的穩定，引導良好的經濟表現。最明顯的

例子莫過於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但我們也可以發現，俄羅斯在普欽

的執政下，經濟政策的波動也較小，而經濟理性也較高，因為在國會

方面，普欽擁有多數的支持，等於國會是處於弱勢的狀態。而在西方

國際方面，普欽不但提出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將不再搬照西方課本上的

經改模式，而是依照本國國情重新出發的主張，還積極償還外債，對

外宣布將不再向西方借款；因此西方對俄羅斯經濟改革的影響力自然

也就降低。而阿根廷方面，繼阿芳辛後的總統，美能，情況就較普欽

稍稍不同，在 1989 年、 1991 年、 1993 年、 1995 年和 1997 年國會選
舉當中，執政黨在國會的席次雖然都未過半，但都一直是國會的第一

大黨，再加上其任期間的經濟表現佳，使其經改並未受到太多來自國

會的壓力，所以當時的阿根廷國會可說是弱勢的國會。而西方金融組

織在美能的經濟改革中就佔有相當強勢的地位，因為受到美能奉行新

自由主義的影響，再加上經改知識及貸款的需求，美能對西方可說是  

 

表 5-1 轉型經濟的三邊權力均衡  

權力均衡  
 

國會  政府  國際 (西方 )
經濟理性  

經濟政策的

波動程度  
經濟表現  

葉爾欽  
強  弱  強  低  大  差  俄

羅
斯 普欽  

弱  強  弱  高  小  佳  

阿芳辛  強  弱  強  低  大  差  

美能  弱  強  強  高  小  佳  
阿
根
廷 

德拉魯阿  強  弱  強  低  大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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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聽計從。雖說西方是屬強勢，但由於美能基本的改革理念與西方國

家是站在同一陣線上的，所以可說是相互增強，因此經濟政策的波動

也就相對較小，經濟表現自然較為佳。到了德拉魯阿執政時，情況就

較為不樂觀。雖然其所屬政黨在 1999 年的國會選舉中也順利成為國
會最大黨，但由於聯盟黨本身是由原激進黨和跳脫出貝龍黨的反派份

子所組成，因此當主要敵人被打敗後 (指總統大選 )，黨內部自然開始
產生分裂的狀態，而無法有效發揮黨在國會中的功能，使國會又再次

落入佔有 1/3 國會席次的貝龍黨手中，而形成強勢的國會。而在國際
金融機構方面，由於美能留下了龐大的外債和競選期間開出持續美能

1 披索對 1 美元的匯率政策，使國內財政赤字的問題顯得相當棘手，
因此西方的貸款對德拉魯阿來說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在德拉魯

阿執政期間，國際金融組織對阿根廷的權力比起美能時期就變的更加

強大。在強勢國會，強勢西方和弱勢政府的情況下，經濟理性自然就

低，而經濟政策的波動也自然變大，經濟表現也就無法良好。  

在第三章當中，我們討論了權力均衡如何影響一個國家經濟轉型

穩定化政策的施行和國內的經濟表現後，在第四章，筆者也提出兩個

對轉型國家穩定化施行具有極深影響力的因素：通貨膨脹和西方外

援，做進一步的分析與研究。但在這裡我們必須先釐清，本文對私有

化的進程並無較多的琢磨是因為，雖然結構性的改革在一個國家進行

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而且也會牽動穩定化的

執行，進而影響通貨膨脹的表現，但實際上，若國家能有效緊縮財務

和信貸，國內的通貨膨脹和政府經常帳的赤字便都能得到改善。因

此，國家穩定化的施行，在配合控制經濟總合與特殊的干預，依舊能

為經改帶來若干成效的。所以，筆者以為穩定化對一個國家經濟改革

的成效，比結構性的改革似乎顯得更具有影響力。  

在第四章的討論中發現由於西方國際金融組織通常以轉型國家

的經濟總體表現做為檢視經濟改革成效的指標，而國家經濟表現要

好，又需先將通貨膨脹壓制下來，所以我們得到下面這樣的結論：穩

定化的施行不但會影響到國內通貨膨脹的表現，而通貨膨脹的表現又

會帶動國內經濟的成長與否，進而影響西方外援對其金援的多寡，而

金援的多寡又會回歸影響到權力均衡，而左右穩定化的執行，因此這

五者之間可說是不斷的相互影響著 (參照圖 5-3)。當然，這樣的循環
可以是惡性的，也可以是良性的。因此國家在進行經濟轉型的過程中

都必須不斷的努力壓制通貨膨脹，使提升國內經濟表現，讓西方的外

援能源源不絕。但若是，國內通貨膨脹的幅度過高，除了阻礙了國內

經濟的成長，同時西方國際金融組織也可能減少或停止放款，或是提

出更嚴厲的緊縮計畫以降低轉型國家的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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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穩定化、通貨膨脹與西方外援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在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初期 (葉爾欽施行外匯走廊前和阿芳
辛時期 )，經改的過程中都因為穩定化的政策無法有效持續，不斷的
在緊縮和寬鬆的經濟政策之間擺盪，使國內的通貨膨脹無法得到穩

定，總體經濟表現自然無法改善，而西方的外援也就口惠多於實質的

撥給。葉爾欽和阿芳辛在外援不足，赤字又不斷高升的情況下，只好

透過寬鬆的貨幣政策讓國內的經濟得到暫時的紓解，然而，一旦放鬆

銀根，國內的通貨膨脹又應聲而起，所以俄羅斯與阿根廷當時的經濟

改革就一直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不斷的打轉著。俄羅斯的經改到了

1995 年 7 月時，因為葉爾欽宣布外匯走廊的施行，國內的通貨膨脹
就得到有效的控制。而反觀阿根廷的美能，在匯率政策的施行下，通

貨膨脹也得到有效的控制。但不同的是，由於俄羅斯國內政治環境的

惡鬥，影響了穩定化政策的執行，使經改無法貫徹，而國際的金援自

然就不願撥給；而在美能方面，由於國內支持其經改政策，再加上通

貨膨脹得到有效的控制，經濟表現也就得到改善，西方的外援和外資

也就紛紛湧入，進入一種良性的循環。但由於阿根廷的匯率政策並無

考量到阿根廷國內的國情所需，只是一昧的奉行西方的新自由主義，

透過經濟供給面促進經濟成長，因此一旦經濟進入衰退階段，在過度

依賴外資，又無著重結構面和本土產業的發展下，匯率計畫的弊端就

開始顯露出來。經濟衰退，外資和外援自然採保守的態度，而在無資

金持續進入市場的同時，國內經濟就無法再維持成長及穩定，最後導

致 2001 年的國家危機。但在 1998 年俄羅斯金融風暴和 2001 年阿根
廷經濟危機爆發後，阿根廷和俄羅斯社會開始有了不同的省思，普欽

公開表示不再向西方貸款，而阿根廷國會和民眾也反對政府再向西方

借款，因為他們都認知到，不斷的向國際借款雖然可以讓國內經濟得

到暫時的舒緩，但不斷增長的外債也為國內之後的經濟發展埋下了莫

大的危機。  

 

穩定化 通貨膨脹
西方外援

的多寡 

影響 

權力均衡 經濟表現



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之比較研究 

 158

俄羅斯與阿根廷的經驗  

從俄羅斯與阿根廷的經濟轉型的經驗中，我們將俄羅斯與阿根廷

經濟轉型成效不佳的原因歸咎於制度性的因素，因為在俄羅斯與阿根

廷的轉型經驗中，由於兩者均缺乏健全的改革制度導致葉爾欽、阿芳

辛甚至後來的德拉魯阿政府都是在國際和國內交叉壓力之下，使其經

濟改革與總體經濟政策無法穩定與理性的推行，影響了其經濟表現。

另一方面，國內政治環境的穩定，有助於經濟政策的穩定。在弱勢國

會，強勢政府的帶領下有助於國內經改政策執行的穩定性。而穩定的

經濟便會帶動生產的誘因，達到供需平衡、物價歸位，使通貨膨脹得

到降溫。但顯然在葉爾欽、阿芳辛與德拉魯阿的執政下，都未能造就

強而有力的政府，使國內經濟無法達到穩定的狀態，造就良好的經濟

表現。而美能的經濟改革，雖然擁有國會及西方的支持，得以有效推

動穩定的經濟改革政策，但由於政策的設計，並未從阿根廷的國情為

出發點，找出適合與足以滿足阿根廷經濟需求的經改政策，使制度的

結構不符合阿廷現實，一旦外資不再支持，維繫匯率政策的穩定便變

得相當困難。可是美能在種種因素的考量下又未能適時的棄守匯率政

策，讓改善阿根廷經濟的優勢逐漸耗盡，剩下外強中乾，虛有其表的

經濟假相。而在進行國營企業私有化的過程中，由於俄羅斯和阿根廷

對改造所有制的知識都不足夠，使得私有化不但未對國家帶來合理的

收入，還讓收益較好的國營企業也被低價出售到私人手裡，造成政府

長期收入不足、預算赤字龐大，最後政府只好緊縮政策，節約開支和

依賴向外借貸來彌補赤字的不足。但在緊縮政策的施行下，企業無法

得到銀行的貸款維持營運，而紛紛倒閉，使國家更進一步的陷入不景

氣的泥沼中。而向外借貸，實際上，只要是合理的舉借和有效地利用

外資，的確有助於國家的經濟穩定和發展。外資不但可緩解國內資金

困難和增長的限制，還可促進或帶動其他資源更充分地加以利用，從

而提高經濟增長速度。 1但顯然俄羅斯與阿根廷所得到的貸款並未流

入經濟結構中生產投資的管道，而是被不當的利用，導致最後國家財

政負擔沉重不堪負荷。過重的外債相對增加了西方國際金融組織對轉

型國家經濟政策設計與執行的影響力，而破壞了權力三角應有的均

衡，動搖了經濟政策的穩定性。  

在葉爾欽的主導下，俄羅斯自 1992 年開始顛簸崎嶇的經濟改
革，到了 1998 年國內的經濟終於在無法招架外來的衝擊下，引發了
嚴重的金融風暴。而阿根廷也在阿芳辛、美能與德拉魯阿漫長的經濟

                                                 
1 朱曉中，「俄羅斯與中東歐國家的外債問題」，東歐中亞研究  4  (1997)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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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下，於 2001 年爆發了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從兩國的經濟危機來
看，引爆點都是由外而來的，俄羅斯是受到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的
波及，而阿根廷則是受到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 1998 年俄羅斯信貸
危機和 1999 巴西貨幣危機所導致。金融風暴的發生使投資人因為擔
心被波及，所以開始大量的將資金抽離市場。高度依賴外資的俄羅斯

與阿根廷經濟市場，在外資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利率上升的壓力自然

就增加，但因為兩國政府背負的債務龐大，使外資懷疑政府的償債能

力，所以就算高升的誘人利率也無法吸引外資的回籠。俄羅斯與阿根

廷國內經濟體制的缺陷也就一一暴露出來。其次，國內政治環境的不

穩定也為經濟危機的爆發加溫。另外，國際金融機構在俄羅斯與阿根

廷經濟危機一觸即發時停止對兩國的金援，更讓外資感到恐慌。最

後，再加上俄羅斯政府與阿根廷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不當，引發了經

濟全盤的崩潰。  

筆者在研究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穩定化的過程中發現，若國

家領導人的經濟改革政策能夠符合國家本身的國情，且得到國會的支

持，國內的經濟便可得到較好的表現。此外，適當的外援固然可減輕

經改所帶來的陣痛，但國際金融組織的經改藥方對俄羅斯與阿根廷的

經濟而言並非良方。一昧地依賴外援只會加重國內財政負擔，使經濟

轉型的過程倍加艱辛。金融風暴後的俄羅斯，在普欽的帶領下，已逐

漸摸索出屬於自己的經濟改革道路，而國內的經濟也漸漸恢復成長與

穩定。而阿根廷在歷經 2001 年的經濟危機後，也回歸到反映市場的
自由浮動的匯率，今日的阿根廷在新的總統基什內爾 (Nestor Kirchner)
的領導下，是否有辦法找到適合阿根廷經濟改革的模式，帶領國家的

經濟走向復甦與成長，還有待時間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