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望後新冠病毒、後川普時代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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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新冠病毒時代
尚未來臨

美國、英、法、伊
朗、俄羅斯等重災
區，第二波疫情蓄
勢待發

印度、巴西的疫情
始終沒有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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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判斷

帶來深遠、根本性的影響，
重塑全球秩序，改變歷史軌
道與前進⽅向

在既有的結構格局下，加速
或減緩原來的歷史趨勢，凸
顯或激化既存的社會⽭盾與
體制脆弱性

如何評估新冠病毒危機對
全球秩序的衝擊

BC vs.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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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will not so much change the basic direction 
of world history as accelerate it. The pandemic and the 
response to it have revealed and reinforced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geopolitics today. As a 
result, this crisis promises to be less of a turning point 
than a way station along the road that the world has 
been traveling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 Yet the world 
that will emerge from the crisis will be recognizable. 

Wan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altering global 
cooperation, great-power discord: all of these 
characterize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COVID-19, and the pandemic has 
brought them into sharper-than-ever relief. 

新冠大流行會加速歷史
腳步而非改變歷史
The Pandemic Will Accelerate 
History Rather Than Reshape 
It: Not Every Crisis Is a 
Turning Point
By Richard Haass
April 7, 2020, Foreign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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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速美國領導地位的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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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嚴重折損美國的國際領導威信
n加劇美元信用危機
n美國民主體制缺點暴露無遺
n突出美式資本主義的脆弱與不平等
n新自由主義思想將被揚棄，但可持
續發展的新模式仍在摸索

n美國社會的內耗仍將持續，而世界
不會等待

進一步削弱美國霸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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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暴
露了大英帝國的無能為力並使其丟
失了超級大國的資格，這次抗疫或
許會成為美國的「蘇伊士運河時刻」

前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坎⾙
爾（Kurt Campbell）和布魯⾦斯學會
中國戰略計劃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

這次是戰後七十年來第一次，在一
場全球危機中沒有人尋求美國扮演
領導角色
⽜津⼤學著名歐洲歷史學教授艾希
(Timothy Garton 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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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評價低落谷底，
打破歷史最低紀錄



p為了因應2008-2009金融危機，
以及COVID-19的經濟窒息打擊，
發達國家的主權債規模已經逼
近二戰時期高峰

p美國國債在6月份已超越GDP
的120%大關，打破了二次大戰
所創的118%的紀錄

西方國債規模即將
超越歷史最高峰

二戰期間美國本土未受戰火波及，成為世界工廠，源源不斷的供應
坦克、飛機、艦艇、民生物資，享有大量貿易出超，沒有人質疑美
國的償債能力；而這次全球疫情大爆發的重災區在美國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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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
的地位正面臨考驗，美國應
對新冠疫情的能力及其管理
國債和財政赤字的經濟政策
是否有效等因素，都將決定
美元是否能夠通過考驗。

美國前財政部⾧亨利·保爾森

美國政府債餘額已經突破26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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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ECD released its latest Economic 
Outlook on September 16, 2020

Covid-19 對世界經濟的
短期打擊遠超過2008金
融危機，直追1929經濟
大恐慌

如果美國無法有效控制
疫情，就會出現二次衰
退，全球經濟復甦將受
到嚴重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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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Dudley writes that the Fed is 'very 
near' the point where it can't do any more

Former New York Fed President Bill Dudley is highlighting 
a point that markets don‘t want to hear right now: The Fed 
is out of bullets.
前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總裁指出，聯準會
已經快要接近彈盡糧絕

美國聯準會為了避免金
融體系崩潰，在短短半
年內將資產負債表擴張
了三兆美金，摩根士丹
利預期到2021年底聯準
會的擴表會達到10兆



美國的疫情暴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的脆弱與不平等

u 從事社會底層工作的人口面臨最
大感染風險，他們沒有選擇居家
辦公的自由

u 多數美國中產家庭缺乏安全保障

Ø 多數家庭沒有現金儲蓄，無法
應付幾個星期的薪資中斷

Ø 失業就會面臨失去健康保險、
無法支付房貸與車貸等一系列
沈重打擊

Ø 微薄的失業救濟金，不足以在
大都市支付房租

u 少數族群的病毒感染死亡率最高

Covid-19 has exacerbated inequality in the U.S., with 
job losses falling heavily on low-wage service workers 
and the virus disproportionately infecting and killing 
people of color.



p聯準會的空前規模
救市措施的最大收
益者是美國前1%的
最富裕階層

p在Covid-19疫情嚴重
打擊美國經濟與帶
來失業率飆升的過
程中，他們的財富
不但沒有縮水，反
而因為美國股市的
強勁反彈而增加

The 50 Richest Americans Are Worth as 
Much as the Poorest 165 Million

New data from the U.S. Federal Reserve show stark disparities by race, 
age and class. While the top 1% of Americans have a combined net 
worth of $34.2 trillion, the poorest 50% — about 165 million 
people — hold just $2.08 trillion, or 1.9% of all household 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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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新冠病毒危機暴
露民粹政治人物
的短淺無能

p 若非新冠病毒疫
情失控，川普原
先很有機會連任

p 民主黨與拜登的
表現未如預期，
贏的極為驚險，
藍潮並未出現

Covid-19 意想不到的作用：斷送川普連任機會
Trump is out but Trumpism is still alive.

p 川普獲得7100萬選
票，歷史上得票第
二高的總統候選人，

p 川普雖然下台，但
川普主義（反全球
化、反移民、反精
英、反平權、反腐
敗）仍有龐大的支
持基礎，不排除
2024捲土重來



臨危受命
拜登即將承接的攤子

p 千瘡百孔、四分五裂、
危機四伏的美國

p 國力透支、美元信用危
機加劇、國際領導威信
嚴重損傷的美國

p 舉步維艱：
Ø 兩黨惡鬥格局難改
Ø 既得利益集團頑抗
Ø 保守派大法官側肘
Ø 川普支持者嚴重敵意

滿目瘡痍百廢待舉



二
開啟新一輪的國家體制競賽

亞洲國家優勢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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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構的關鍵角色重新浮現
p 國家的治理、動員與協調能力重新提振
p 國家對疆域與人員的管轄能力全面升級
p 運用數位科技對社會進行風險管理將常態化
p 市場機制失靈，國家打破常規危機管理

Ø 歐美步上日本後塵，財政赤字貨幣化，
滑入零利率陷阱

Ø 金融市場定價機全面制失靈，美國聯準
會無限量提供流動性，直接購買垃圾級
公司債

Ø 各國政府直接紓困頻臨倒閉的企業，必
要時直接入股或國有化

國家抬頭、市場靠邊、自由讓位



n AI、5G通訊、大數據、量子計算、萬物
聯網、衛星定位等數位科技的全方位運
用是控制疫情擴散的最有效工具，也是
恢復社會常態生活與保障跨境旅行安全
的必要手段

n 數位科技已經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國家競
爭力核心要素，Covid-19危機預告未來
已來：
Ø 全智能生產時代已經來臨
Ø 智慧公共治理時代已經來臨
Ø 超級透明社會已經來臨
Ø 數位經濟時代正式開啟
Ø 零邊際成本社會已經來臨

預告未來，趨勢加速，未來已來

北京民眾需要掃描二維碼以
出示綠色健康碼進入三里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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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在數位經濟時代的的關鍵角色

p 確保數位經濟的普惠作用，增進可持續發展
Ø 加速擬定數位經濟時代新社會契約：界定數位資產
的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等權益歸屬及分配

Ø 重建數位經濟時代的財政基礎與再分配政策，預防
AI帶來的就業與所得分配難題

Ø 提升政府監管能力，節制數位平台壟斷，制定競爭
規則，保障數位平台的公平、開放與創新

Ø 合理平衡個人隱私保障、經濟效率與社會風險管理

p 靈活運用國家干預功能，打破意識形態框架
Ø 前瞻性的產業政策、科技政策、新能源政策、人力
資源規劃、金融創新

Ø 賦予國有部門（科研、國企、戰略基金）新任務

新一輪體制競賽開始：亞洲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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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被美國新世代揚棄
要求社會公平、有為政府

曾經倡導歷史終結論的
福山（Francis Fukuyama）
4月初接受法國《觀點報》
（Le Point）訪問時直認
「新自由主義已死」，
這場疫情顯示人們需要
「一個強大國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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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疫情暴露了西方國
家的弱點，我們對國家
機構的投資嚴重不足，
才導致如今的慘況

In most of the states of the 
West, disillusion with 
government has become 
endemic. Gridlock in 
America; anger in much of 
Europe; cynicism in Britain; 
decreasing legitimacy 
everywhere.

John Micklethwait, the editor in 
chief of Bloomberg News
Adrian Wooldridge, a columnist 
for The Economist



三
中美關係可以脫離新冷戰的險境
全球秩序可望跨越修斯底德陷阱



拜登時代中美關係新基調

p 穩定的競爭
p 倚重盟邦
p 局部合作
p 強化自身實力

u定位中國為最大競爭對
手，但非最大威脅

u淡化新冷戰、全面剝離、
政權變更等概念



25

CBS 10/26 60分鐘節目專訪
拜登對中國的基本看法與川普截然不同
他視俄羅斯為最大威脅，中國為最大競爭者

The CBS interviewer asked the former vice president which 
country he thinks to be the most dangerous for the US. "Well, 
I think the biggest threat to America right now in terms of 
breaking up our security and our alliances is Russia," he said. 
"Secondly, I think that the biggest competitor is China."

拜登上台將逐步結束貿易戰
民主黨政綱批評川普的「關稅戰爭」
是搬磚頭砸自己的腳（self-defeating)

副總統候選人在辯論會中直接了當說
「川普已經輸掉與中國的貿易戰」



拜登會修正川普鷹派路線

p在國會及輿論壓力下，姿態上維持強硬
p南海航行自由政策不變、但會避免意外
p對香港、新疆人權問題持續施壓
p恢復中美人文、教育與學術交流
p逐步恢復經濟與戰略對話與高層互動
p重啓貿易談判，逐步取消懲罰性關稅
p高科技出口禁令會維持，但會調整作法，
以強化自身產業競爭優勢為首要

p不會阻擋中美金融體系更進一步融合
p在氣候變遷、新能源、疫情控制、反核
擴散議題上尋求與中國合作

p在G20及多邊組織架構下設法維持共治
p會延續印太戰略，但會避免引發中印邊
境衝突，重新評估亞太陸基導彈部署

p謹慎打台灣牌，避免過度刺激北京，讓
台海軍事緊張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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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帶頭起訴美國政府
川普尚未卸任，但已有約3400
家美國企業就川普關稅政策採
取法律行動，要求償還已支付
稅款，並請法院裁定川普府第
二波與第三波加徵收稅逾越法
律授權而無效。除特斯拉之外，
還包括Ford, Coca-Cola, Disney,
Home Depot,  Ann Taylor等知名
美國企業。

美國企業試圖推翻川普對中國
產品懲罰性關稅

According to CNBC reports, with the lawsuit filed in 
the U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esla is not only 
seeking the court to declare two batches of Trump 
administration-imposed tariffs to be void but also to 
refund the company the amount it paid with interest.



p 拜登不會限制中國企業在美國IPO，
會放寬公務員退休基金投資A股H股

p 隨著中國金融服務業進一步開放，美
國龍頭金融機構紛紛積極佈局

p 中國債券市場規模夠大，外資參與才
8%，還有巨大容量與成長空間

p 美元固定收益資產收益率將長期偏低，
美國退休基金必須部份藉助人民幣資
產的高收益與預期匯率升值，才能應
付未來的給付義務

中美金融體系會進一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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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Biden: We will rejoin Paris 
Accord on January 20, 2021
The Biden Plan :  Ensure the U.S. 
achieves a 100% clean energy 
economy and reaches net-zero 
emissions no later than 2050

今年極端氣候增強全球暖化危機的政治覺醒

對抗全球暖化、發展綠色經濟
將是中美恢復合作的起點

President Xi Jinping pledged to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It was China’s boldest 
promise yet on climate change. 
September 4, 20202, N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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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戰略對抗難以避免，因為源於四重⽭
盾的疊加

Ø美國國內社會⽭盾需要宣洩⼝
Ø維護全球產業分⼯頂層地位的衝突
Ø維護國際體系霸權地位的衝突
Ø⼀場⽂明衝突：政治經濟體制優勝劣敗
的競爭（美國模式vs 中國模式）

過去主張交往政策的決策者⼀
直懷抱⼀種假設：透過交往政
策美國可以引導中國的發展道
路，可以將中國吸納進⼊⻄⽅
主導的國際秩序，這個假設已
經破滅了。
中國的理論、道路、制度與⽂
化⾃信，宏⼤的「⼀帶⼀路」
倡議，以及在G20架構下積極
作為，完全超出美國菁英的預
想，⼼理衝擊很⼤。憤怒、焦
慮與敵意情緒擾亂理性決策。

中美貿易戰會落幕
但對中國戰略壓制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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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中國內需市場巨⼤，⾜以⽀撐⾼科
技產業體系的發展，以及持續吸引全
球跨國企業搶進
p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已經成氣候，
絕⼤多數美國盟邦都會拒絕選邊
p中國仍有巨⼤經濟增⻑潛⼒，也初
步建⽴科技⾃主發展體系與產業⽣態。
p上海合作組織與⼀帶⼀路可以有效
突破地緣政治上美國的戰略圍堵
p中國推進深化南南合作有寬廣的空
間，正在推進新版全球化

美國外交精英需要更多
時間才願接受的現實
美國想要遏制中國
難以如願

2019第⼀屆中國國際進⼝博覽會



四
全球化將持續演進
跨入戰後第三階段



Globalisation is in retreat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World War II

二戰以來首度出現
全球化倒退跡象

但這個局部倒退是
結構調整過程中的
必然現象，在1980
年代初期也曾有過

西方精英看到的是
危機，亞洲國家看
到的是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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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過去三十多年的超級全球化是特殊歷史條件
下出現的，不可能再現，也不可持續的

n 即使沒有新冠病毒危機，全球化也需要調整
腳步，探索新路徑，以及修正遊戲規則

n 全球化的路徑與遊戲規則需要修訂，在歐美
發達國家支持經濟開放的社會共識需要重建，
全球化必須與包容增長與永續發展目標結合

n 全球化已經累積的廣大利益攸關群體，新的
融合動力與機制正在湧現，推進全球化的主
角也將轉換

展望後新冠病毒時代全球化前景
全球化的腳步會減慢但將持續演進



全球化會另闢蹊徑、新動力正在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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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ovid-19不會導致全球化全面倒退，全球化
機制有高度韌性與靈活性，會另闢蹊徑

n 新冠肺炎的作用很複雜，跨國人員流動受
到嚴重限制，供應鏈需要增強韌性；但以AI、
雲計算、大數據、 5G物聯網、全智能生產
與消費為動力的新一輪全球化方興未艾。

Ø 推進全球化的動力來源將從美國與西歐快
速移轉到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

Ø 中國在拉抬南方國家經濟增長、改革全球
化遊戲規則，以及推動新興科技擴散與制
訂產業標準的影響力將持續上升



戰後全球化的三階段演進

第一階段 1945～1980
美國設計戰後經濟秩序與建立
多邊組織

西歐與日本復興，東亞四小龍
崛起/社會主義集團被排除

鑲嵌式自由主義
漸進式貿易自由化
嚴格金融管制
嚴格管制資本跨境流動
限制勞工跨境移動
充足社會安全保障
維護工會權力、保障勞工
混合經濟、公平交易、反
托拉斯
高累進稅/移轉性支付

產業水平/垂直分工並行

第二階段 1981~2008
美國帶領G7打造超級全球化，推
動華盛頓共識

歐洲單一市場、北美自由貿易、
中國與前蘇聯吸納入世界市場

新自由主義革命
全面貿易自由化
資本帳戶自由兌換
金融全面鬆綁與國際化
鬆綁勞工跨境移動
削弱社會福利與工會權力
解除管制、私有化、市場化
減稅、消減政府職能
美式資本主義當道

生產全球化、跨國供應鏈
金融全球化、套利虛擬交易主導

第三階段 2009~
新興經濟體與G7共同制定全球規則
中國帶頭創立新多邊體制、提供新型
國際公共財，美國被動回應

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深化南南合作，
美國與G7被動回應

後新自由主義：思潮交鋒、模式競爭
人類共同體意識VS狹隘民族主義
揚棄對市場與增長至上的崇拜
分配正義與包容性增長優先
國家能力與產業政策重新抬頭
國家核心競爭力要素重組
中國模式與美國模式競爭

智能化生產、彈性製造、雲端載體非
實體貿易超越實體，網路金融電子貨
幣加速全球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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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引擎推進
超級全球化（ Hyper-Globalization）

美國推進
全球範圍
的新⾃由
主義⾰命

運輸、通
訊與資訊
科技突飛
猛進

中國快速
融入G7企
業主導的
全球產業
分工

第⼆階段：1980〜2008出現的快速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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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三座引擎推進
厚實全球化（ Thick-Globalization）

中國推進
深度融合
提供合作
機制與國
際公共財

AI、5G、
雲端運算
與大數據
引爆數位
經濟

中國深化
南南合作
打造一帶
一路互聯
互通

第三階段：後新⾃由主義全球化
經過深刻結構調整，特徵逐步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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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再融合動力
⻑期⽽⾔全球化仍有豐沛的新動⼒

Ø新興經濟體的⻑期增⻑潛⼒仍可期待，南南合
作的巨⼤潛⼒尚待釋放，⾮洲⼤陸崛起後勢可觀
Ø覆蓋全球的電⼦商務平台、數位⾦融網路正在
快速拓展，串聯發展中國家的新投資與移⺠商業
網路⽇益蓬勃
Ø中國正成為綠⾊產業投資⼤國，以及新能源科
技輸出⼤國，將帶動全球綠⾊產業（綠⾊載具、
綠⾊建築、綠⾊農業等）的快速發展
Ø中國正全⼒推進超⼤規模經濟⼀體化：以歐亞
⼤陸為依託，打造更厚實的全球化，合作領域從
貿易、投資，⾦融與產業，擴⼤到基礎設施、能
源、農業、網路、科技、環保、公共衛⽣、教育
⽂化、公共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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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推動國際經濟新秩序
根據自己發展經驗，供給新型國際公共財

p 提⾼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組織的決策地位與發⾔權
p擴⼤中⼩微企業參與全球經濟：為跨境電⼦商務、
數位⾦融、⾮實體貿易等全球化新路徑打造⽣態環境
p加速推進歐亞⼤陸經濟⼀體化，推動⼤型跨國基礎
設施合作，促進內陸國家與海洋國家同步發展
p創設新的深化南南合作平台與多邊機構（⼀帶⼀路
峰會、⾦磚新發展銀⾏，AIIB亞投⾏，絲路基⾦等）
p推廣符合國情、因地制宜、政府市場兩⼿並⽤、基
礎設施投資帶動的發展模式。
p賦予開發銀⾏與基⾦、發展援助機構、國有企業、
以及政府主導開發計畫在推進區域融合中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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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全⾯提升全球公共財供給
的深度廣度

ü 遠洋深水集裝箱碼頭
ü 跨國高速公路
ü 跨國鐵路運輸通道
ü 跨國特超高壓輸電網
ü 洲際互聯網與衛星定位服務
ü 全球衛星寬帶移動通信服務
ü 5G通訊設備與萬物聯網基礎設施
ü 全球電子商務基礎設施（交易平台、全
球快遞、數位貨幣、與電子支付）

ü 人民幣貿易結算與跨國換匯及清算機制
ü 跨國基礎設施長期融資機制
ü 環境、海洋、信息、健康、運輸、新能
源、綠色農業等領域的知識與科技分享

中國創建新的合作體制，提供史無前例
的產能規模，創立新多邊體制，以國有
企業為前鋒，全面打造跨國基礎設施聯
通，促進區域經濟融合與包容性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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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020會員國增加到103
p優先目標為協助綠色基礎設施
p到2025年有一半以上的融資計畫都會與氣
候變遷有關

亞投行創始會員國57個



為後新冠疫情的亞洲
注入經濟振興動力

2020年11月15日

經過八年的努力
東盟與中國攜手打造全球
最大自由貿易區終於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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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新冠病毒時期

全球秩序重組的大趨勢不變
而且可能加速進行

n 全球經濟重心加速向亞洲移轉
n 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式微，以中國
為首的新興經濟體推動全球化規
則的修正，以及為全球化注入新
動力

n 美國陷入內耗、霸權地位衰落，
中國成為舉足輕重的國際公共財
提供者與全球治理機制改革者

n 中國發展模式與西方自由市場模
式進入新一輪體制競賽，國家能
力升級與體制創新成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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