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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在過去，改革的干預措施較傾向宏觀層級，強調民營化、總體經濟改革或者是財

政的改革。雖然投入了大量的時間與資源，在經濟成長和減少貧窮方面都不盡人

意，然而最近微型層級的有利企業環境 (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BEE) 干
預措施，已漸漸地流行起來。它藉由刺激並支援私人企業進行改變，以及強化他

們投資的意願來提升經濟成長、創造就業以及減少貧窮。更令人興奮的是，跡象

顯示，很多發展中國家開始有意願在有利企業環境 (BEE) 措施上做改革－有部

分原因來自世界銀行 (World Bank) 的「經商環境報告 Doing Business」網站，

它以各國的法規框架對其經濟成長的影響來排名，藉此創造了透明度以及區域性

競爭。 
 
雖然微觀層級的有利企業環境措施，可以用來支持廣泛的經濟發展計劃，包括部

門發展、中小及微型企業發展以及提昇競爭力計畫，但本簡報著重在 BEE 的改

革與價值鏈發展過程的交叉點，這有雙重的原因：第一，有利企業環境措施在鎖

定特定產業、分析工具的使用以及產業業者的發展上，能與價值鏈 (Value Chain) 
的方法互補；第二，價值鏈的架構對改革的選擇及優先排序來說，是有用的結構。 
 

什麼是成功的改革？ 

改革是一種政治過程，它包含了不只是大量的投入導致抽象的法律產出；成功的

改革結合了關係，並且塑造出推動企業及政府行為的激勵措施。成功的改革能建

立信任、推廣透明度，並且確保承擔風險的人們可以獲得益處。最重要的，政策

改革並不是創立新的法律或政策，而是改變或改進現行法律或政策的實行。 
 
成功的政策改革需要改變三個部分：1) 法律的執行方式；2) 企業承受的負擔及

企業可以從事的關係；3) 催動企業決策的激勵措施。若一個改革無法有自信地

改變企業做的決定，那麼還是把資源放在別的地方比較好。在價值鏈中的私人企

業體能夠影響過程：他們知道某條法律是否重要，以及改革是否可能改變他們的

行為。 
 

有利企業環境及價值鏈計畫循環 

針對有利環境的任何考量，應該要能影響價值鏈發展計畫的各個階段（見圖一）。

BEE 的資源限制 (constraints) 或機會，可能會影響鎖定發展的價值鏈的選擇；

並且，一個在價值鏈分析中不可或缺的政策限制或機會的分析，可以運用在制定

競爭性策略 (competitiveness strategy)中，藉此了解在目標市場的何處及如何競爭；

造成政策改革的活動，在執行 (implementation) 過程中常常是關鍵的要素；而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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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BEE 限制的約束力之大，以致妨礙或嚴重限制了投資回報監視 (monitoring) 
時，則改革領域的過程，可能造成需要重新思考價值鏈的選擇。 
 
 

 
 
 
價值鏈同時提供了評估政策障礙 (policy barriers) 的脈絡，以及一個組織及排序

改革的架構。價值鏈架構有助於辨識對有利企業環境的限制（見文字方塊），而

「改革選擇過程 reform selection process」之架構（圖二）則有助於這些潛在改

革的策略排序，以及他們在價值鏈上造成的影響評估。這種評估可以幫助避免特

定的決定，並且針對哪種改革能改變投資行為，做出一個更完善的決定。在價值

鏈的脈絡下運作，得以辨識並量化改革造成的影響，這種型態的分析與其它分析

大不相同，例如國家政策研究就不會寫出一個改革對特定產業成長的貢獻。 
 
藉由價值鏈角度考慮政策改革，就能很快地發現可密切合作的擁護者及立場一致

的倡議團體。這不只能加快改革的腳步，也藉由讓倡議團體與政府一起合作，達

到共同目標（更大的競爭力、出口的增加或是經濟成長）來降低風險。穩健經營

的擁護者可以監視改革的過程，確保政策不會被推翻。此外，將有利企業環境措

施與價值鏈發展計畫緊密配合，就能充分利用執行資源(implementation resources)。
雖然特定產業改革，很明顯的不是進入企業有利環境措施的唯一切入點，但它能

增加成功的機會，並且為更廣泛的改革形塑及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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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鏈限制的評估與選擇 

鎖定改革時，要注意四個標準－影響、成本、

時間及難度－應該要與他們之間的取捨一起評

估（見圖二）。為了達成計畫目標或是將價值鏈

活動結果最大化，針對特定政策限制的解決辦

法可能是必要的。然而選擇改革的政策之前，

應該要考慮在計畫循環中，完成實施改革的可

行性。 
 
一些 BEE 限制，例如財產權，可能需要更長的

時間處理－通常是十到二十年。再者，若是效

益在他們任內的時候還不能明朗的話，政府常

常會迴避改革。所以能夠快速完成，並在短期

內產生效益的改革，就較有可能得到政府的支

持。世界銀行發現在「經商環境報告」架構裡

列出的改革效益，通常會在改革完成後累積長達 12 到 18 個月。相反地，改革議

程一開始就提出困難的改革事項，像是土地所有制 (land tenure) 或打擊海關收

賄等，就是個高風險的策略。先處理較簡單的議題－例如減少檢查次數－比較容

易成功與建立動力，而且也可以建立信譽，進而漸漸過渡到較複雜的政策議題。 
 
應該要仔細的評估改革的成本。價值鏈分析可以辨識其他的投資者或計畫所執行

的互補性活動，這些互補活動可能可以利用來減少 BEE 措施的成本或是增加其

效益。 
 

計劃設計與執行的意涵 

改革應該要是整體有利企業環境 (BEE) 策略中的一部份。為了改革過程的永續

性，個別的改革應該併入一個整體的策略裡。為了避免掉入只供一次特定目的的

解決方法 (one-off ad hoc solutions)，而無法減輕處理額外或接踵而來的限制負擔

的陷阱，一個用來強化一個部門或整體經濟競爭力的協調策略是必要的。BEE
所提倡的應該是建立對話、倡議、信任與動力，以加速移除政策限制及投入更廣

泛的改革。 
 
資訊是有效對話中重要的一環。沒有一個 BEE 限制所造成影響的計量資訊，一

個企業或是一群企業，只不過是無數對政府行動抱怨的人中的一群而已。但透過

價值鏈的角度來看改革，政策較具體的影響就可以被辨識出來，例如喪失的出口

典型有利企業環境限制 

政策議題： 
‧ 貿易限制  
‧ 海關、標準  
‧ 海外直接投資限制  
‧ 執照限制 
‧ 政府津貼 
 
實施議題： 
‧ 不平等實施（產業政策、 

租稅、執照、許可） 
‧ 不平等使用權（土地、 

公共建設、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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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是因進口產品而流失的市場佔有率等等；這樣的數據就能令相關當局更加

信服。 
 
政府及私人企業擁有權是關鍵。改革要成功及政策要執行並隨時受監視，政府以

及價值鏈中的企業都需要有倡導者，捐贈者的角色不是大聲疾呼，而是用公平的

手法支援擁護、以及確保透明度與資訊的流通。政府所有權重要的部分，就是確

保政府在成功的改革中，能得到大眾肯定並認可其在改革中的角色。 
 
地方或區域現行法律架構的施行，可能比國家政策的改革還要重要。在越南，儘

管已經有現行國家法律架構存在，但要註冊登記一個企業時，另人疲於奔命的繁

複步驟及必要條件，在不同的省份裡卻有天壤之別。這說明了兩個重要的議題： 
1) 法律事務的執行；及 2) 在地方層級的事務比國家層級做的決策或行動，更與

企業運作息息相關。只聚焦在國家政府議題，就會錯失大量直接處理有利企業環

境限制的機會。地方政府決定了交易成本以及企業立案的誘因；他們對企業的支

持或敵視，影響了企業關係與升級的決定，而後者是在價值鏈中競爭力的關鍵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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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激勵機制能對行為有重大的影響。修改法律通常都無法充分改善有利企業環

境，因為這並不能為不當的政府行為帶來任何改變的動機。在一個埃及的工商登

記計畫中，貪汙是個根深蒂固的問題，深植的抗拒力使得改革似乎是完全沒辦法

進行。該計畫把登記過程透明化，並且規定若是工商登記在限定時間內完成的話，

處理登記的官員就能得到 50% 的註冊費。這樣一來，員工就有動機確保註冊過

程順利，而新的透明機制使得瓶頸得以被揭發。從這樣的例子看來，改變機構中

的激勵機制，可以比修改法律更加有效。 
 
一個成功的改革策略包含建立私有企業與地方政府相互合作的能力。政府與私有

企業（包括小型與無立案企業）間的合作，必須要透過對雙方提供訓練與支持才

能成立。構建私有企業的倡導能力，可以透過對特定有利企業環境議題的研究、

為倡議方案募款、以及與價值鏈中企業與可支持改革的機構來建立連結。同樣地，

地方政府的技能可以過訓練，以及地方政府單位與私部門協會或代表人間的積極

合作來提升。特定議題的磋商可以提供公、私部門持續對話討論的機會。 
 
有利企業環境支援結構是成功的關鍵。為了讓改革能持續進行，一定要開發支援

結構。價值鏈利害關係人可能需要與專業服務提供者，例如智庫 (think-tanks) 或
者是大學建立連結。應該要鼓勵媒體多報導 BEE 議題，並協助他們了解政策限

制及改革的正面影響。 
 
快速的成功會產生出更多成功的機會。實施 BEE 策略的關鍵課題，就在從能快

速實行且能很快顯現影響的改革先開始。一個地區的成功改革，通常會開啟其他

部分有利環境的改革機會。相反地，停滯及缺少成功經驗將限制（改革成功的）

可能性；快速的成功能展示出改革的可行性與潛在益處，並且產生對更大幅度改

革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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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企業環境最好的實踐方式 
 
‧ 採用有系統的改革方式 
 
‧ 了解並回應改革的政治經濟 
 
‧ 回應並刺激對改革行動及驅使變革的需求 
 
‧ 確保國內所有權及改革成果的監督 
 
‧ 強化關鍵利害關係人的角色與能力 
 
‧ 透過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對話，將重點放在私部門領域的需要 

 
‧ 集中焦點在企業成長的限制阻礙上，並且相應地仔細審視改革 
 
‧ 將企業環境改革分類排序，並允許充裕時間執行 
 
‧ 處理實行的缺口 
 
‧ 規劃一套溝通策略，並且有策略地利用媒體 
 
‧ 把政府當作主要媒介一起合作 
 
‧ 將國家發展計畫與企業環境改革緊密合作 
 
‧ 確保與捐贈者保持良好的協調 
 
‧ 平衡國際與國內專長 
 
‧ 推廣支持企業環境改革的開發機構的品質認證 
 
來源: 支持企業環境改革：給開發機構的實用指南。企業發展捐贈者委員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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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亂後的背景 

 
在戰亂後國家裡，想要持續聚焦在 BEE 上，本身就是一個挑戰，因為有太多顯

然更緊急的優先事項（人道救援、和平建立的過程、掃除地雷等等）有待處理。

然而在很多戰亂後的環境中，政策限制會在關鍵產業造成瓶頸，逼使價格攀高，

所以會減低開發基金帶來的效用。若沒有舒緩這樣的限制，會隨著對政府的不滿

而造成動亂。相反地，移除這些限制不只能促進國內產業的發展，並能將捐贈者

的資金做更有效的運用，還能使政府展現出自己對改革的決志、正當性與成效。

在戰亂後環境中儘早進行改革，是對投資者重要的信號。 
 
即使是在達成改革之前，政府可以藉由與私部門對話，提供大眾一個自己有改革

決心的跡象。與私部門的對話，可以用於辨識應成為改革優先事項的關鍵法律、

規範及政府單位。在中期來說，典型的改革包括能力建構、執照改革、商貿物流

以及關務改革；長期則有如工商登記及獎勵投資等。 
 
要了解改革的過程如何－在最小程度下－恪遵「無害 Do no harm」的原則，則

必須要從一個戰亂的角度來看。捐贈者與執行者應該避免專注在可能會惡化區域

懸殊發展的規範，並且應該為改革找多個倡導人。因為改革過程有越多人的參與，

通常會帶來更廣泛的大眾支持，這反過來會增加成功的可能性。所以捐贈者與執

行者應該確保，所有的利害關係人都能容易地取得資訊，讓他們能參與有意義的

對話。 
 
 
對本簡報有任何評論與建議，請聯繫 Jeanne Downing 及 Ruth Campbell 
 
本文作者為美國國際開發署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的 Scott Kleinberg 及國際農業合作發展組織暨海外合作援助志工組織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and Volunteers in Overseas 
Cooperative Assistance, ACDI/VOCA) 的 Ruth Campbell，並由微型企業加速拓展

計劃 (Accelerated Microenterprise Advancement Project, AMAP) 贊助。更多有關

AMAP 資訊及相關出版品，請參閱 www.microLINKS.org 或連繫 ACDI/VOCA 
AMAP  專案經理 Ruth Campbell。 
 
 
轉載自 setoolbelt 
 
連結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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