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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當美國和歐盟國家正受困於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僵局未解，以及以色列和

哈瑪斯組織在迦薩地區的血腥衝突之際，中國大陸的習近平在外交方面卻有相

當的進展。在有關南海的爭議方面，先是主動派遣國務委員楊潔箎前往越南就

雙方在西沙群島外圍鑽探石油之爭執交換意見，繼而突然將鑽探平臺撤往海南

島。在東海方面，大陸在釣魚臺列嶼的問題上並沒有加入新元素，推出新的政

策和作為。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最近在外交方面的活動展現出新的活力，一方面是德

國總理梅克爾第七次訪問大陸，另一方面是習近平，以「國家主席」身分出訪

歐洲四國（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韓國、拉丁美洲、出席金磚國家領袖

高峰會議。 習近平在第六屆金磚國家領袖高峰會議上的講話已經點出了其外交

的重心，他指出「堅定不移開展全方位經濟合作，在貿易和投資領域探索建立

一體化大市場，在貨幣金融方面構建多層次大流通，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形成

海陸空大聯通，在人文領域推動各國人民大交流。推動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

急儲備安排儘早投入運作。」根據前述的論點並檢驗其外交活動，我們可以瞭解

習近平的全球外交戰略的布局和區域外交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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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民幣國際化發展之布局

自由主義經濟已是是大陸財經政策的核心，且必須融入並領導世界經濟體

系。去年 11 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

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緊接著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成立就說明自由貿易

的重要性。作為市場經濟下的獲益者，大陸深刻瞭解自由經貿體制對其未來發

展的重要性，在國際經貿的作為上也有了調整，且大陸已經採取了下列值得稱

許的作為：與美國及歐盟展開環保貨品的自由化談判；大陸也放棄了新興經濟

體所能享有的「特別與差別化待遇」，並且加入由美國所領導的「多方」會談。 

在前述全球經濟戰略的思考而言，大陸選擇運用其高達 4.2 兆美元外匯存底

（占全世界 52.5%）及對外貿易的地位，積極進行成為全球財經強權的「中國

夢」。大陸要成為全球財經大國的關鍵性發展是人民幣的國際化，離岸清算銀行

的建立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一步。

大陸已是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跨境貿易額之中已有 15％是由人民幣結

算，更使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速。德意志銀行指出，歐洲成為第 2 大人民幣

離岸市場的主因，主要來自「中」歐雙邊貿易結算將在 3 年後倍增，占大陸全

球貿易總額 5% 至 6%。的確，大陸初期的目標是和所謂「老歐洲」國家（德

國、英國、法國）建立離岸人民幣中心。

德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率先與中國人民銀行於 2014 年 3 月底簽署人民

幣清算和結算協議，這是在亞洲以外的首次簽署此類協議，被認為將進一步增

強作為西方人民幣交易中心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人民銀行已經和德意志聯邦

銀行簽署在法蘭克福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的合作備忘錄，法蘭克福將成為歐洲

第一個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法蘭克福本就是歐元區金融中心，再加上「中」

德兩國貿易占大陸和歐洲貿易的三分之一，德國作為人民幣離岸市場，具有優

越的地位。

之後，人民銀行在 2014 年 6 月底宣布，已與法國法蘭西銀行及盧森堡中央

銀行簽署人民幣清算安排合作備忘錄，並設立當地清算銀行。在亞洲方面，人

民銀行 7 月４日發布公告，已經與韓國銀行簽署合作備忘錄，並授權交通銀行

首爾分行擔任首爾人民幣業務清算行，成為在首爾打造人民幣離岸中心的重要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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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瞭解，大陸決策者正在加速布局全球人民幣清算網路，推動人民

幣支付清算體系的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歐洲和亞洲。儘管如此，從貨幣國際

化的三個步驟是清算、定價、儲備的角度來看，大陸人民幣國際化還一條漫長

的道路要走。 

參、挑戰戰後國際金融體系 

二次大戰後，美國主導重建國際金融體系，成立了兩個重要的財金國際組

織，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過去開發中國家曾努力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新

秩序，但未能有所進展。新興經濟體在 2008 年金融大海嘯之後，一直呼籲要擴

大新興經濟體對這兩個國際組織的投票權，實質反應它們的影響力。在大陸本年

的外交活動中金磚國家同意組建的「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

「應急準備基金」（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和正在推動的「亞洲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都是對二次大戰後國際

金融體制的實質挑戰。

「新開發銀行」倡議是大陸在於 2012 年 3 月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第四屆金磚

國家領袖峰會提出的。經過兩年多的商談，金磚五國領袖於今年 7 月 15 日在巴

西的佛塔雷沙舉行高峰會時，決議共同成立名為「新開發銀行」的金融機構，

希望能在全球金融體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新銀行總部將設在大陸上海，首

任總裁由印度代表出任。新開發銀行總裁任期 5 年，採輪值方式，由於銀行總

部設在上海，大陸代表將最後才出任總裁。

在資金的分配上，巴西、俄羅斯、印度、大陸與南非對新銀行各出資 100

億美元，初步總共集資 500 億美元，但最後將擴充到 1,000 億美元。該銀行預計

2016 年開始貸款，並開放其他國家加入，但五國擁有股份不能低於 55%。這樣

的設計一方面確保五國對銀行未來走向的掌控權，另 一方面也防止有任何一個

國家獨霸。

金磚五國還決定設立一個「應急準備基金」，初期資本 1,000 億美元，大陸

出資金額最多，高達 410 億美元，巴西、印度和俄羅斯將各 180 億美元，南非

50 億美元。最高提款額依各國情況不一，大陸不得高於出資金額的 50%，亦即

205 億美元；巴西、印度與俄羅斯可提取相當於出注金額的款項；南非則可提取

較挹注金額多 1 倍的款項，亦即 10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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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陸目前擁有的鉅額外匯存底足以支持「新開發銀行」和「應急準備

基金」兩機制的未來資金需求。尤其是「新開發銀行」總部要設在上海，大陸

具備成為「亞洲華爾街」的「在地優勢」，可以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之

設置在美京華盛頓相比擬。

整體而言，這項決策是金磚五國集團自 2009 年高峰會成立以來所做的最重

大的進展。他們的目標是在西方掌控的全球金融體系中，聯手取得更大的發言

權。五國領袖在會議中公開表示，對於美國與西歐國家「不執行」國際貨幣基

金會的改革表示「失望和嚴重的關切」。因之，分析家預期，「新開發銀行」有

朝一日可能取代亞洲開發銀行及世界銀行之功能角色，而「應急準備基金」遲

早可能是與國際貨幣基金會抗衡的全球性貨幣機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此刻建立這兩個機制有其必要性，會對開發中國家

（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持續發展提供更大的驅動力。根據分析，過去 10 年

由於外資挹注，尤其是美國量化寬鬆的政策帶來的資金，開發中國家得以快速

成長。量化寬鬆政策的結束造成外資退潮，使得開發中國家每年有 1.4 兆美元的

基礎建設資金的缺口。金磚國家在這次峰會的決策應可以彌補這個差距，巴西

總統羅賽芙就表示，「它能幫助各個經濟體，緩和美國縮減貨幣寬鬆政策造成的

動盪」。 

綜合分析，金磚國家領袖們的目標並非停留在推出新的機制與歐美強權抗

衡，而是彼此的團結與合作，並希望改造舊體系。英國《金融時報》就指出新

開發銀行不只是五國與西方對抗的平臺，而是將「合作」與「五國重要性」向

上提升。羅賽芙在高峰會將近結束的時候向現場記者說，「這是時代要求國際貨

幣基金改革的信號」。

在談完金磚國家的重大決策之外，我們要略將注意力轉向亞洲。在本年 7

月間訪問韓國時，習近平特別提及大陸倡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其目

的是為加速亞洲地區互聯互通和基礎設施建設，且大陸歡迎有關國家積極參與

籌建工作。根據大陸的計畫，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最初的資本金將達到 500

億美元，約為「亞洲開發銀行」的三分之一，最終將達到 1,000 億美元。大陸已

經與包括 10 個東協國家在內的加盟國進入到了談判階段，可能在今年底前交換

備忘錄。韓國對加入該銀行表示高度興趣，且一般反應良好。在金磚國家高峰

會議上，印度總理莫迪在回應習近平的邀請時，表示有意願參與「亞洲基礎設

施投資銀行」。  

如果「新開發銀行」、「應急準備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能



第 12 卷　第 8期　中華民國 103 年 8月

18

PROSPECT & EXPLORATION

夠按照大陸的計畫順利推動，則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

影響力將受到限縮。從全球的角度而言，大陸的計畫會受到各國（尤其是在開

發中國家）的歡迎。在這樣的情況下，大陸在全球的財經實力影響力勢必大為

提升。

肆、大陸深化參與區域的發展：拉丁美洲篇 

當習近平結束任內第二次訪問拉丁美洲時，大陸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國家之間的關係獲得了進一步的鞏固，前景無可限量。主要的原因是大陸在過

去的互動基礎上，大幅擴展與該地區國家共同合作開發的規模和範圍。首先，

「中」方提出了「1+3+6」合作新架構。「1」是「一個規劃」，即以實現包容性

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制定《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合作規劃（2015 －

2019）》。「3」是「三大引擎」，即以貿易、投資、金融合作為動力，推動「中」

拉務實合作全面發展，全力爭取在 10 年內將「中」拉貿易規模提升到 5,000 億

美元，對拉美投資存量增加到 2,500 億美元，促進雙邊貿易本幣結算和本幣互換

的擴大。「6」是「六大領域」，即以能源資源、基礎設施建設、農業、製造業、

科技創新、資訊技術為合作重點，推進雙方產業合作發展。

其次，大陸方面提供資金以促進實質的合作發展，其中包括 200 億美元的

「中」拉基礎設施專項貸款， 100 億美元優惠性質貸款，全面啟動「中」拉合作

基金並承諾出資 50 億美元，以及 5,000 萬美元的「中」拉農業合作專項資金等。

第三，大陸方面積極提供人力資源的培訓計畫和人員的交流，主要包括未

來 5 年內，「中」方將向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提供 6,000 個政府獎學金名額、

6,000 個赴「華」培訓名額以及 400 個在職碩士名額，邀請 1,000 名拉美和加勒

比海國家政黨領導人赴「華」訪問交流，2015 年啟動「未來之橋」「中」拉青年

領導人千人培訓計畫。

第四，大陸與拉美國家在基礎交通建設的互助合作是重點項目，也是全

球絲綢之路的一環。習近平在巴西訪問時表示，大陸、巴西、秘魯三國將組成

工作組合作研究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兩洋鐵路。兩洋鐵路有「陸上巴拿馬運

河」之稱、又名「乾運河」，目的是透過鐵路建設將巴西與秘魯的兩洋海港連結

在一起，構成橫貫南美洲大陸的鐵路，讓兩國的出口貨物可經由鐵路出海，無

須繞行巴拿馬運河。中國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員蘇振興認為，再提兩洋鐵路反映

出拉美對亞洲貿易需求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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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大陸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的多邊合作機制，

有效推動雙方的合作開發計畫。習近平藉著參加 2014 年金磚領袖高峰會議的機

會在巴西會晤「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國家聯盟」卅三國領袖，並正式宣布建立

「中國—拉共體論壇」。此外，「中」方願意同拉方在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二十國集團、七十七國集團等國際組織和多邊機制架構

內，就全球治理、永續發展、氣候變遷、網路安全等全球性議題和焦點問題加

強溝通和協作。

伍、安倍晉三拉美之行緣木求魚

值得觀察的是，7 月 25 日，習近平剛剛結束拉丁美洲的訪問，日本的首相

安倍晉三緊接著前往拉美五國（墨西哥、千里達、哥倫比亞、智利和巴西）訪

問。一般認為，安倍的訪問有針對性的，和大陸較勁的意味濃厚，一方面是拉

攏拉美國家來「平衡」大陸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是要尋求拉美國家支持日本明

年爭取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的選舉，並聯合巴西提案擴增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

數目，為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鋪路。由於日本移民在拉美主要國家（如巴西、

秘魯）在政治經濟方面有相當的影響力，加上日本與拉美國家的經貿關係長遠

深厚，安倍此行對雙邊關係會產生一定程度的效果。

以美日聯盟的觀點來看，美國會期盼日本的外交能夠協助穩住其在拉丁

美洲的主要支持者，如墨西哥、哥倫比亞、智利等。從經貿的角度來看，安倍

此行當然能夠為美國在西半球的活動帶來加分的效應，因為這些國家（巴西除

外）是屬於親美集團。惟安倍若要藉此來破壞大陸的形象或推動對抗大陸的聯

盟，恐怕是緣木求魚，得不償失。理由很簡單，一是大陸投入在拉丁美洲經

濟、貿易、投資各項開發活動的規模及範圍遠遠超過日本；二是拉美和加勒比

海地區國家對美國採取負面立場的力量仍然十分強大。在日本首相安倍與巴西

總統羅賽芙簽署的聯合公報中並沒有任何「制衡中國」的字眼或內容，可以了

解拉丁美洲國家不會輕易涉入日本和大陸的爭端。

從大陸的角度來看，安倍之行確實有針對大陸之嫌，且可能與美國唱和。

從日本共同社曾報導日本與巴西兩國政府領袖聯合聲明草案中包含「制衡中

國」的內容來看，日本應該有聯合巴西來制衡大陸的計畫。因之，安倍此行對

「中」日關係和美「中」關係是有減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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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觀察晚近習近平和李克強的出訪和內涵以及外國領袖來訪的互動，我們可

以瞭解大陸正依循著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持續推動深化市場經濟的改

革。大陸處理外交的做法是依據國家整體戰略的考量，特別是運用其鉅額的外

匯存底和經貿的優勢力量建立其在全球的影響力。

當前，大陸積極推動的經貿外交已奠定大陸做為全球財經大國的基礎。當

然，在全球布局方面，新的國際金融機構和制度仍待建立，還要經歷許多折衝

樽俎，處處考驗著大陸的全球領導能力，也才能評估「中國夢」是否最終得以

實現。

在區域的作為上，大陸與拉丁美洲已經有深厚的互動，隨著活動規模和範

圍的擴大，彼此的關係應該有所改善，或逐漸擺脫大陸採取「新殖民主義」的

陰影。最後，美國政府未必要視大陸在拉丁美洲的外交為進入美國後院與美國

對抗或是搞中國版的「轉向拉丁美洲」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