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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捨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五大理論，包括沿襲理實主義傳統的「霸權穩定

論」及「國家主義理論」，沿襲自由主義傳統的「相互依存論」，以及沿襲馬克思主

義傳統的「依賴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來詮釋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原因在於

上述理論皆有無法圓滿解釋開戰原因的缺失。一般認為美國開戰是為了取得伊拉

克源源不絕廉價的石油，然而結果卻是自開戰起持續了將近 5 年的高油價，並

在美國信貸危機爆發金融海嘯，使得全球連動進入了經濟不景氣的大蕭條中，

造成 2009 年油價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在於，受到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和高油

價抑制消費等因素影響，市場對原油的需求下降，再加上美元升值，國際原油

期貨交易市場的投機炒作風潮有所減退。（見圖 5-1、圖 5-2)

                         圖 5-1　歷年平均油價

        資料來源﹕OPEC 網站，http://www.opec.org/home/basket.aspx, accessed on 200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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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7 月 11 日，中東局勢持續緊張導致市場擔心全球原油供應不足，紐

約油價盤中創下每桶 147.27 美元歷史最高紀錄。8 月 4 日，由於金融危機深化、全

球經濟前景暗淡和原油需求預期下降，紐約市場油價盤中跌破 120 美元，在創

下最高紀錄後的 24 天內，油價跌幅將近 20%。9 月 15 日，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

產，美林公司被美國銀行收購，紐約油價盤中跌破每桶 95 美元。11 月 20 日，紐

約股市受美國失業數據等利空因素影響暴跌，油價跌破每桶 50 美元整數關口81。

　　　　　　　　　圖 5-2　2008 年月平均油價圖

        資料來源﹕OPEC 網站，http://www.opec.org/home/basket.aspx, accessed on 2008/1/16

一直以來，美英的石油公司掌握伊拉克近 3/4 的石油產量，然而在 1972 年

伊拉克將石油產業收歸國有後，此種優勢被伊拉克轉給法國與俄國。美英石油

公司急欲恢復其地位，隨著制裁伊拉克的手段逐漸失效，遊說政府以武力重建

其優勢似乎是唯一的手段82。主流的自由主義總是宣稱在相互依賴的國際貿易體

81《中國礦業網》(2009)，〈2008 年油價變動回顧〉，

http://big5.lrn.cn/media/energynews/oil/200901/t20090106_316307.htm, accessed on 2008/1/16.
82James, A. Paul(2002), “ Oil in Iraq: the Heart of the Crisis,” GlobalPolicy For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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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與全球化的正和遊戲(positive-sum game)裡，會減少戰爭的發生，如同孟德斯

鳩所言﹕「和平是貿易的天然結果」。然而對跨國石油公司而言，戰爭利益(War 

profit)致使油價上漲，恐怕多於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s)帶給其他跨國科技公

司的好處(如 IBM, Microsoft 等)，進而大力遊說國家發動戰爭，進行新的全球資

本重分配，本文將剖析這些戰爭背後「看不見的那隻手」是如何運作的。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如筆者在研究動機中所述，本文之所以擇用尼任與畢克勒兩位學者的理論

作為詮釋美伊戰爭的依據，除了欲突顯經濟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在伊戰

之前就已提出以下預測：一、美國的直接干預是無法帶來中東的穩定；二、美國

發動伊拉克戰爭將帶來高油價，而非為的是廉價石油；三、大石油公司將從飆升

的油價中大大地穫利；四、高油價激起全球的停滯性通貨膨脹；五、於停滯性通

貨膨脹時期，石油與軍工公司反而會增強其資本之累積。本文捨棄一般主流國際

關係或美國霸權觀點的理論，採用該二位學者的分析，原因在於多數研究者忽

略了跨國石油公司及軍工複合體集團與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關係，其次，本

文也探討該戰爭對美國國內以及中東相關各國的影響。

一、武器－石油集團公司促使國家發動戰爭

這些武器與石油的巨大跨國集團公司並不是在中東衝突與危機時，作個「搭

便車者」(free riders)，而是它們差額利潤的負成長根本就是推動國家發動戰爭的

助燃劑。1970 年代肇始，好幾個以美國為主的大企業都發現它們的利益聚合在中

東。然而，沒有一個集團能單獨致使高油價的產生。要推高油價，他們必須集體

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oil/2002/12heart/htm, 引自(黃玲琪，20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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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而這就產生「武器－石油跨國公司聯盟」 (Weapondollar-Petrodollar 

Coalition)。透過這些團體的行動，使得能源危機與武力衝突產生交互作用。中東

升高的軍事化與間斷性衝突的爆發，戰後的重建就使工程公司獲利 (關於發動伊

戰決策者與工程公司之間的關係可見第三章)，中東戰爭衝突創造出「石油危機」

的氣氛，接著推高油價，這就使大石油公司與 OPEC 大大獲利，而石油出口使

得中東產油國獲得豐富的石油美元，美國大型金融機構殷盼其存入，另一方面，

中東國家購入新型的武器，形成不斷緊張、衝突與高漲油價的循環。（見圖 5-3)

        　　　　 圖 5-3　中東能源衝突循環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二、美國開戰之原因及其短期利益

美國人把選舉開支看成是民主制度為促進選舉競爭所付出的必要代價，有

些人也將利益集團的捐款和開支視為美國多元傳統的表現。但美國選舉的巨額費

用，有可能使財力雄厚的捐款人及其利益代表對公共政策產生過度的影響。正如

美國艾森豪總統(Dwight D. Eisenhower)在 1961 年的「告別演說」中，公開警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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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眾要小心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MIC）可能對國家

帶來的危害。一般人認為，公部門經過一番客觀超然的評估才決定軍事支出。事

實並非如此。公部門不少支出是由私部門，軍火工業和它的政治喉舌－奔走遊說

和發揮影響力的結果。

由於共和黨政府在國防政策上比民主黨更強調軍事實力，主張以美國超強

的軍事實力來維護國家安全，為此一直維持美國龐大的軍費支出，加大對研發

新型武器的資金投入。由於國防政策、軍費支出和武器研發與軍工集團的經濟利

益息息相關，因此在總統大選中，美國軍工集團必然會將競選經費重點放在一

直在大幅度增加軍費的共和黨身上。在軍工企業龐大的政治捐款下，小布希有充

沛資金從事競選活動，對軍工企業的回報也不在話下。

國家的政策一般是為了增進國家利益，但事實上常常是損害國家利益；公

司主管與政府官員透過「旋轉門」(revolving door)進行移轉，有時甚至身兼數職，

決策者因此便能以「國家利益」之名而行圖利私人之實。或者以「穩定區域安全」、

「嚇阻他國攻擊」以及「儲備戰略物質」，將國家巨額資金付給軍工、石油私人企業，

這些美其名為追求和平的的手段卻往往使其走向相反方向。

1970 年代，美國、跨國石油大公司以及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組成了「不神

聖同盟」(unholy alliance)，目的是透過高油價提昇公司利潤、削弱日本與歐洲的經

濟成長以及加強美國在中東的地位。某種程度上，石油業與武器工業的演變方向

是相反的。隨著國內軍購與武器出口愈來愈趨商業化(commercialized)，石油工業

卻愈趨政治化(politicized)。然而，這並不代表石油公司的衰微，相反地，反而成

為它們生存的先決條件(prerequisite)。競爭同業的挑戰、發現新油田以及新技術的

使用都帶來產能過量與油價暴跌的威脅，對抗這些威脅是無法僅僅依賴公司之

間的勾結。對這些石油核心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將它們的私利整合進入一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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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政治脈絡中。

政府的協助，特別是美國，有很多手段，包括給予優惠稅率減免以補貼其

權利金的損失、美國政府限制廉價石油的進口、免除其反托拉斯的起訴、 CIA策

劃推翻伊朗摩薩台(Mossadeq)政府的政變等等。這種資本－國家共生(capital-state 

symbiosis)的部分原因是根源於石油的戰略特性。現實主義學者如克拉斯納

(Stephen Krasner)則批評這種政策是沒有邏輯的(non-logical)以及決策者的「誤解」

(misconceptions)。然而，尼任與畢克勒卻認為這些石油公司以及其他具政治影響

力的領先企業集團公司愈來愈被視為就是「國家利益」的同義詞。

美國在小布希政府的單邊主義下發動伊拉克戰爭，雖然在剛開戰的隔年，

相對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凱瑞(John Kerry)對伊戰的搖擺，小布希仍在美國民眾

的信任下取得連任，獲得了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短期利益」。筆者繪成圖 5-4。

            圖 5-4　美國開戰之原因與短期利益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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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開戰之長期負面效應

對美國而言，發動伊拉克戰爭不僅沒有速戰速決，長期來看，美國發動伊

拉克戰爭對美國國內政治版圖的影響，首先是小布希的支持率不斷下滑，其次，

是對共和黨選情產生負面影響，最後的結果，則是 2008 年民主黨的歐巴馬突破

種族歧視隔離的歷史結構，順利當選了美國第四十四屆總統。而伊戰對美國經濟

的影響，筆者歸納為三個部分，首先是美國財政損失超過白宮預期；第二，伊

拉克戰爭無助於美國經濟發展；第三，對伊重建投資過大拖累美國經濟。此外，

美軍遲遲無法撤離也使美國重溫越戰夢魘。2006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里

茲(Joseph Stiglitz)與比姆斯(Linda Bilmes)合寫了《三兆美元的戰爭：伊拉克衝突

的真實代價》(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一書。

根據英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報告〈伊朗，它的鄰國以及區域危機〉指出，美

國推行的反恐戰爭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在伊拉克及阿富

汗的局勢穩定之前，伊朗的影響力還將繼續上升。美國在中東實行的反恐戰爭先

後掃除了伊朗的兩大「宿敵」—阿富汗的塔利班組織和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伊朗

如今把伊拉克看成「後院」，正逐漸代替美國，成為最能影響伊拉克的國家。

此外，伊朗的能源地位舉足輕重。伊朗已探明的石油儲量居世界第三位；天

然氣儲量僅次於俄羅斯。並且，伊朗還控制著海灣石油運輸通道－霍爾姆茲海峽

(the Strait of Hormuz)。霍爾姆茲海峽是全球 16 條重要戰略水道之一，它平均寬度

只有 70 公里，最窄處不過 40多公里，伊朗扼守著中東石油 70%以上從此出口的

咽喉，從美國的全球戰略來看，亦是美國發動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

爭的深層原因。伊朗本身無論是在地緣位置、石油天然氣蘊藏量、軍備潛能以及區

域地位上，對美國而言都是不可以忽視的優勢條件，美國－伊朗關係在未來幾

年中，值得吾人密切注意。

最後，就美國的國際地位而言，反戰風潮不只在中東國家，也漫延至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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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使美國表面上或許推翻了海珊政權，但在軟實力上卻遭到伊戰重重的打擊。

而當今的發展正巧也呼應了本文所採用學者於伊戰之前的精準預測﹕一、美國的

直接干預是無法帶來中東的穩定；二、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將帶來高油價，而非

為的是廉價石油；三、大石油公司將從飆升的油價中大大地穫利；四、高油價激

起全球的停滯性通貨膨脹；五、於停滯性通貨膨脹時期，石油與軍工公司反而會

增強其資本之累積。根據以上，筆者繪製成圖 5-5。

　　　　　　　圖 5-5　美國開戰之長期負面效應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四、伊拉克重建漫長又艱辛

美伊戰爭打破了伊拉克各族群派系之間的脆弱平衡。伊拉克戰爭後，政治結

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長期執政的遜尼派由既得利益者一夕之間變成了權

力邊緣者，人口比例居於多數的什葉派掌握了相對多的國家權力，加上伊拉克

沒有民主的政治文化傳統，使伊拉克的政治重建仍有很多不確定的危險與困難。

經濟方面，伊拉克極富有中長期的經濟潛能，但是銀行業與商業部門不僅

過時而且受政府控制。除了受政府管制的製造業外，伊拉克沒有具備高效率的輕、

重工業，服務業亦須大力改革。戰後的政府必須在現代化、醫療與教育上增加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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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支出，穩定其金融體系，並去除 30餘年來以獨裁統治為中心且受人為干預

之指令經濟。此外，由於長年的戰爭與受制裁，該國長久以來一半以上的糧食一

直依賴進口，伊拉克也必須從事有效的農業改革，且對農業部門進行投資與現

代化計畫。最重要的是，伊拉克之凝聚與分裂乃繫於石油及相關輸出之收益。石

油是伊拉克的貿易、市場經濟與政府收益的命脈。石油的收益對其發展至為重要，

如何妥善的分配攸關其政治之穩定。

安全問題是戰後政治和經濟重建的基礎，也是伊拉克面臨的最大挑戰。大多

數人對伊拉克戰後印象最深的就是 2006 年的「內戰」邊緣。然而該國現今的狀況

與兩年前有很大的不同。自從美國 2007 大量增兵行動(surge)以來，全面性的暴力

已大幅下降至少 80%，而使 2006 年逼近內戰邊緣的宗派衝突 (ethno-sectarian 

violence)也下降超過 90%。

然而，國家重建工作需要有足夠的社會菁英參與，但三次戰爭(兩伊戰爭、

波斯灣戰爭及美伊戰爭）與長年的制裁，已使伊拉克中產階級消失殆盡，雖然

根據媒體報導，隨著近來伊境內安全狀況的不斷改善，已有大約 650名醫師歸

國並返回工作崗位，但伊拉克未來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如果伊拉克不能建立起

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長期陷於動盪或實際分裂之中，不僅可能成為恐怖主

義滋生的溫床，中產階級不願意回到伊拉克參與重建，而且也可能成為危及地

區安全和穩定的根源。

2009 年是伊拉克安全局勢能否獲取改觀、國家能否走上穩定發展的關鍵年。

伊拉克將舉行三次重要選舉﹕分別是 1 月的伊拉克省級議會選舉、7 月的美伊駐

軍協議全民公投以及 12 月的伊拉克全國大選。

全國 18個省中的 14個省將於 1 月 31 日舉行伊拉克省級議會選舉。據報導，

已經有超過 400個政黨登記參選，全國參選的候選人達到了 14000多人，競爭約

440個省級議會席位，此次選舉將勾繪地方政治版圖。庫德人佔絕對多數的北方

三省實際處於自治狀態，將不參加此次選舉，而庫德人和阿拉伯人激烈爭奪的

133



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起因與影響之研究

石油重鎮基爾庫克所在地區也不參加，以免進一步激化雙方矛盾83。

其次，美伊駐軍協議於 2009 年 1 月 1 日開始生效，美國承諾將在三年內從

伊拉克完全撤軍。美伊駐軍協議經歷了漫長的討價還價過程，美國不得不在撤軍

時間表以及駐伊美軍豁免權等問題上向伊拉克妥協。7 月，伊拉克將以全民公決

的方式對協議進行表決。伊拉克人對美國心態復雜。一方面對美國的軍事控制普

遍感到不滿和屈辱，很多伊拉克人對美國確定具體撤軍時間表表示歡迎，但對

美國是否會真正撤軍充滿疑慮。另一方面，伊拉克又擔心美國迅速撤軍後留下政

治真空會激化內部宗教、民族等矛盾，讓國家重新陷入極度混亂。而如果協議被

否決，伊拉克將被迫重開與美國的談判，美國的撤軍時間表將無從實施84。

最後，12 月的全國大選，將選出新的伊拉克議會，重組中央權力核心，這

些都值得我們持續觀察。

                   圖 5-6　伊拉克 2009 年重要選舉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83《新華網》，〈新聞分析：2009，伊拉克向何處去〉，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1/01/content_10588716.htm, accessed on 

2008/1/16.
84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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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國內的碩博士論文在美伊 2003 的戰爭起因探討上，多偏重於國際關係的理

論分析，針對跨國石油公司與軍工複合體的經濟面向與國家發動戰爭關係之研

究，則是付之闕如。因此，本文採用尼任與畢克勒所提出的理論視角來探討美國

作為一個決策的單位體，當核心肚腹的重要跨國公司集團發出飢餓訊號（即進

行遊說時），如何在「理性」的地緣戰略、國家利益等權衡考量下發動伊拉克戰爭。

本研究期望透過引介兩位學者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能為台灣的國際政

治經濟學與美伊戰爭之探討擴展更完整的理論基礎與研究視角，進而對國際政

治經濟學與中東研究有所啟發，為台灣的政治學及經濟學界，累積新的理論面

向及研究視野，藉此彌補相關研究之不足，並豐富相關議題之研究領域，以作

為後續研究之基礎。以下分為學術研究的建議以及實務對我國外交部門的建議：

壹、學術研究的建議

一、理論仍需批判檢驗

尼任與畢克勒並非主流的學者，所以筆者不容易找到其他學者對他們理論

觀點的批判，因此在本論文中似乎呈現「一言堂」的缺憾，筆者對此深感抱歉，

若讀者對該二位學者之理論有深入研究之興趣，亦可就遊說理論、跨國公司、利

益團體理論與美國民主政治監督制衡進行探討。此外，尼任與畢克勒提出領先跨

國大企業集團在停滯性通貨膨脹的時代，仍能相較於其他企業獲利與累積資本，

此論點仍有待實證資料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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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權輪替揭弊端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如同台灣 2008 年政權再次

由民進黨移轉到國民黨，調查前陳總統的司法案件現正進行中，美國也從共和

黨轉移政權至民主黨，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外交決策是否與跨國大公司企業的政

治遊說有關，本論文只能就公開的資料進行探討，至於枱面下的交易以及更多

不為人知的事只能靜待時間與調查。

三、 美伊戰爭後續影響仍有待觀察

美國「華盛頓郵報」2008 年 12 月 15 日之最新民調顯示：將近 2/3 的受訪者

認為美國對伊拉克開戰毫不值得；七成民眾更要求總統當選人歐巴馬履行承諾，

在 16個月內自伊拉克撤離美軍。美國入侵伊拉克至今，已經有超過 4,200名美軍

喪生，支出超過 6,000億美元的軍費85。常言道「美國經濟打噴嚏，全世界都會感

冒」，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不僅影響國內政治、經濟，更對伊拉克以及中東區域

形勢，甚至全世界都產生重大之影響，由於開戰至今不過 5 年，而伊拉克於今

(2009)年的三次民主選舉，民族和解與國家重建方面都值得我們持續觀察。

85林芥佑編譯(2008)，〈民調：七成民調要歐巴馬履行自伊徹軍承諾〉，《中央社》，

http://n.yam.com/cna/international/200812/20081216679707.html, accessed on 200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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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對我國外交部門的建議

一、在政治層面

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執政時，主張「一邊一國」，親美敵中，因此，陳前總統

在面對各界的反戰聲浪仍表示﹕「支持美國就是支持自己」；「台灣屢受中國軍事

攻擊威脅，幸好美國始終支持、保護台灣，我們應該飲水思源，現在不支持美國，

難道要去支持伊拉克？」而美國對伊開戰後，不顧中國的反對，也悄悄把 200枚

先進的 AIM 空對空導彈運交台灣，而我國也表示要花 1100億新台幣，購買美國

的長程警雷達和 6套「愛國者三型」導彈等先進武器86。

筆者認為從民進黨政府之角度思考，確實「支持美國」的利大於弊，然而，

政治是一門需要細膩操作的藝術，因為從台灣的國家利益出發，實不宜樹立敵

人，「支持美國」，等於就是為台灣製造了「反美」的敵人。而當時外交部發言人石

瑞奇竟在例行記者會上聲稱，「希望海珊能在 48小時內下臺離境」。有「阿拉伯

CNN」之稱的卡達「半島電視臺」在各節的整點新聞中，不斷播放台灣「支持美國

對伊拉克開戰」、 「要求海珊流亡」的消息呼應美國的最後通牒。就連民進黨中國

事務部主任陳忠信也痛斥石的發言不當，要求「外交部應明快處理嚴重錯誤」。

筆者認為，政府應積極表達願意「人道援助」的立場，而非「支持」開戰。一方

面，和平是普世價值，聯合國憲章在 33 條明文規定國家間有和平解決爭端的法

律義務，另一方面，台灣在面對中共和平崛起的過程中，實應為我國創造愛好

和平之國際形象與盟友，實能為未來之兩岸談判爭取更多機會與籌碼。我國當時

推動「台灣之愛」募捐活動、台灣紅十字總會公佈了「美伊戰爭專戶捐款帳號」，鼓

勵民眾踴躍捐款。此外，行政院亦宣佈第一階段人道救援物資金額為新台幣 1.5

86 姜志編譯(2003)，〈陳水扁為何緊傍美國〉，《南方網》，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www.southcn.com/NEWS/hktwma/shiping/200304020510.htm, accessed on 

20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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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外交部稱國際人道援助經費預算有 3.1億元。台灣非政府組織該年人道援

助的預算約新台幣 10億元。慈濟基金會在開戰當時已投入 45萬美元進行相關準

備，台灣世界展望會已支援 5萬美元，預計再援助 10萬美元給伊拉克無辜的兒

童87。人道援助不管是支持或反對戰爭的一方，都是歡迎的，這符合台灣的長期

國家利益，雖然短期「支持」美國開戰符合民進黨陳前總統利益，但卻大大傷害

了台灣的國際形象。

另外一方面，台灣媒體普遍從美國觀點看世界，尤其對於中東問題，並沒

有從當地人的角度進行深入之分析，由此造成一般民眾常為人所垢病之「缺乏國

際觀」，對中東更是充滿陌生之距離與化之為神秘的國度。此外，台灣學術界亦

大多依循「美霸」之主流理論，以是否擠入 TSSCI排名為學術生涯之目標，這都

值得吾人深思。

二、在經濟層面

美伊戰爭開打對於台灣經濟之影響，主要透過油價上揚影響國際原物料物

價，再影響至國內物價。美伊戰前，根據經建會新聞稿，「若以產業關聯表預估

美伊戰爭開打對於台灣經濟之影響，並假設業者將生產成本上漲幅度完全反應

在產品價格上，當國際原油價格由每桶 30 美元上漲至 35 美元時，將使國內躉售

物價上漲 0.45%，消費者物價上漲 0.34%。另若國際原油價格由每桶 30 美元上漲

至 40 美元，則將使國內物價漲幅加大，其中躉售物價上漲 0.90%，消費者物價

上漲 0.68%。持平而論，由於國內近年來物價十分平穩，甚至有通貨緊縮隱憂，

因此此波漲幅應不至於對我國民生物價有太大的衝擊88」。然而根據尼任與畢克勒

87Ibid.
88經建會經研處(2003)，〈美伊戰爭對我國經濟之影響及因應對策〉，《我的 E 政府》，

http://www7.www.gov.tw/PUBLIC_OP/view.php3?id=3928&sub=42&main=GOVPROMO, accessed on 20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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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並非如此。

如前所述，他們在伊戰之前就已提出以下預測：一、美國的直接干預是無法

帶來中東的穩定；二、隨之而來的戰爭不會使石油供應充足而便宜，相反地，是

稀少及昂貴；三、居於領先地位的石油公司將從升高的不穩定及飆升的油價中大

大地穫利；四、高油價可能激起全球的停滯性通貨膨脹(經濟不景氣加上物價上

漲）。如此看來，說「美伊戰爭」反倒是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推手並不為過。

由於台灣與美國、全球經濟動向密不可分，美伊戰爭勢必對台灣經濟產生衝

擊，至於戰爭對台灣經濟影響多大，需視這場戰爭的長度、廣度、深度，若速戰

速決，短期我國經濟或許將因石油價格上漲及戰爭的不確定性，導致物價上漲、

市場萎縮，但應能在美國及世界經濟迅速調整後減緩衝擊對對台灣經濟之影響；

然若戰爭時間拖長，中東局勢不穩將使得油價上漲或甚至引發石油危機，大幅

增加生產成本，並可能造成通貨膨漲，台灣經濟將遭受嚴峻的挑戰。此次海灣戰

爭開戰後，最令人擔心的是發生戰事膠著的狀況，若美軍無法在短期間內有效

控制或佔領伊拉克，國際經濟情勢將遭受嚴重考驗，拖得愈久，對世界經濟體

系的破壞力也愈大，在最糟的狀況下，甚至有可能發生長期的全球經濟衰退。

根據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機構（Brookings Institute）分析，屆時石油價格

在最壞情形之下將高漲至每桶 75 美元，大量使用進口石油的國家將大受影響。

國際經濟也將隨著中東情勢惡化而向下沉淪，甚至可能重現 70 年代石油危機所

造成的經濟大蕭條，石油原料價格大漲，使得生產成本與通貨膨脹大幅上升，

戰爭的不確定性也將打擊消費者與投資者信心，造成經濟的衰退。屆時美國 GDP

將減少 2%～5%，且龐大的軍事支出與也將拖垮美國財政，造成更嚴重的經濟問

題。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也將連帶波及全球經濟，身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市場，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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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進口需求更為緊縮，對於高度依賴出口至美國的國家將大受打擊。此外，未

來類似 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的機率亦因此次戰爭而大增，而恐怖攻擊活動對全

球經濟的破壞力可能遠高於戰爭之衝擊89。

因此，從經濟層面來看，台灣不應「支持」美國開戰，反而應該強裂表達反

戰的立場，因為發動戰爭不只傷害伊拉克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台灣的物價

上漲與增加失業率，而且也將造成全世界的經濟衰退，失業人口大增。

89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科技經濟組(2003)，〈海灣戰爭對台灣經濟之影響〉，《國政研究報告》，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TE/092/TE-R-092-006.htm, accessed on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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