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化對所得分配影響的國際發展 

一、 全球化擴大全球所得分配不均 

國際貨幣基金(IMF)於 2007 年 10 月出版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以世界銀行 Provcal資料庫，深入分析全球 143個國家，

在 1980 年至 2006 年間有關所得分配變化情形，如：吉尼係數與五等分位

所得分配差距倍數等(詳附件 3)，其主要發現有： 

－全球所得分配不均的情況呈上升的趨勢，主要係因技術進步，經濟全球

化的效果相對較小，主要係因外人直接投資不利所得分配平均的效果，

一部分被貿易全球化的正面效果所抵銷。 

－貿易全球化有利於全球各國改善所得分配，打破貿易全球化不利一國所

得分配均化的迷思。開發中國家更因關稅降低與農產品出口成長而受惠

良多，也反映出開發中國家農業部門改革的重要性。 

－外人直接投資(屬金融全球化的一環)亦不利開發中國家所得分配均化。 

(一) 全球所得分配不均呈上升的趨勢 

過去 20 多年以來，雖然每個國家經濟發展情形不同，但許多國家

和地區所得分配不平均的情況日趨嚴重，全球吉尼係數由 1990 年的

0.39上升至 2000 年的 0.41。觀察全球不同所得水準1國家吉尼係數，幾

乎各類所得水準國家的所得分配不平均情況呈上升的趨勢，但低所得國

家在過去幾年，其所得分配不平均的情況曾一度有所改善，於 1996 年

降至 0.3925，惟於 2000 年又上升至 0.4022。（詳圖 1） 

 
 
 
 
 
 
 

                                                 
1 根據 2007 年 4月世界銀行的定義，依據 2005 年平均每人GNI水準，低所得國家係指平均每人
GNI等於或低於 875美元；中低所得國家係指平均每人GNI介於 876美元至 3,465美元；中高所
得國家係指平均每人GNI介於 3,466美元至 10,725美元；高所得國家係指平均每人GNI等於或高
於 10,726美元。我國已被列為高所得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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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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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2007)。 

進一步觀察各別國家，先進國家中，如：美國、英國、德國、

本，以及義大利等，只有法國所得分配不平均呈現改善的情況；

主要國家中，所得分配不平均呈現的樣態較多，如：大陸呈現

極度不平均，印度則相對平穩，巴西、墨西哥，以及俄羅斯則

的情形。（詳圖 2） 

圖 2 
先進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的吉尼係數 
單位：％
料來源：同圖 1。 

新興市場國家 先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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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人口的收入呈上升的趨勢，但富裕群體收入相對增加較快 

儘管全球所得分配不平均狀況有所加劇，但全球人口的收入也均

呈上升的趨勢，最貧困人口也是如此。所有地區的人平均收入水準實際

上均獲得提升，顯示在全球化過程中，雖然相對富裕群體收入增加更快

一些，但貧困人口的經濟狀況在絕對意義上也獲得改善。 

(三) 技術進步是導致全球所得分配不均加劇的主因 

80 年代以來，全球所得分配不平均的情況加劇，主要係因技術進

步所致(詳圖 3)，以全球而言，吉尼係數變動 0.45個百分點2中，來自技

術進步、經濟全球化，以及其他因素等的貢獻分別為 0.43 個百分點、

0.07個百分點，以及負 0.005個百分點。 

技術進步對所得分配負面影響在開發中亞洲特別明顯，主要係因該

地區技術密集的製造業比重較高所致。顯而易見，由於各國的科技和科

學知識水平及掌握科技產品的能力差距甚大，全球化最終導致各國在經

濟社會發展方面的不平等愈來愈嚴重。 

值得一提的是，經濟全球化3對於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影響差

異很大，在先進國家，經濟全球化對所得分配不均影響的程度大於技術

進步，先進國家吉尼係數變動 0.57 百分點中，經濟全球化與科技分別

貢獻 0.42個百分點與 0.39個百分點，部分原因係其對外投資所致。惟

在開發中國家，經濟全球化卻有助於改善所得分配不平均。 

 
 
 
 
 
 
 
 
 

                                                 
2 統計資料期間原則上為 1980 年至 2006 年，實際樣本數因國家與變數不同而有差異。 
3 所稱經濟全球化主係針對貿易全球化與金融全球化部分。經濟全球化為全球化非常重要的部

分，相關說法詳見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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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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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其他因素的貢獻係指金融機構對民間部門貸款(private credit)占GDP

的比重、教育、各行業就業比重，以及其他因素等貢獻的總合。 

資料來源：同圖1。 
 

(四) 經濟全球化各項影響所得分配因素中，以外人直接投資影響程度最大 

觀察經濟全球化各種因素對所得分配不平均的影響程度(詳圖 4)，

以全球而言，影響經濟全球化的各項因素中，以外人直接投資(屬金融

全球化的一環)貢獻 0.36個百分點，影響所得分配不均的程度最大；出

口及關稅自由化為負貢獻，意謂著貿易全球化發揮了改善所得分配不均

的效果。 

若進一步觀察對不同所得水準國家群的影響，可以發現開發中國

家更因關稅降低與農產品出口成長而受惠良多，改善所得分配不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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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開發中國家農業部門改革的重要性；但是，外人直接投資，因增

加對高技術勞工的需求，提高所得分配不均度。 

圖 4 

經濟全球化因素對所得分配不平均的影響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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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同圖 1。 
(五) 觀察五等分位所得分配差距倍數的變化亦與吉尼係數相同 

整體而言，各等分家庭的平均所得水準均有成長，但最高 20％家

庭所得成長幅度大於其他等分家庭所得成長的幅度。 

觀察五等分位高低所得差距的分析結果(詳圖 5)，與吉尼係數的分

析結果相同，貿易全球化有助於提高最低 20％家庭所得的比重，但是

外人直接投資與技術進步卻有利於最高 20％家庭所得比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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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各因素對五等分位高低所得差距的貢獻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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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全球化對所

綜合 IMF(20

影響，但經濟全球

有助於減少富國和

的擴大？因經濟全

是不確定。 

以墨西哥、中

由化，改善其所得

 

經濟全球化各種因素對五等分位高低所得差距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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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其他因素的貢獻係指金融機構對民間部門貸款(private 

credit)占GDP的比重、教育、各行業就業比重，以及其他因

素等貢獻的總合。 
得分配的影響因各國而異 

07)跨國分析，大致了解全球化對全球所得分配整體性的

化是否一定會讓一個國家的經濟快速和穩定成長？是否

窮國間的貧富差距？是否會導致一個國家內部貧富差距

球化對各國影響的管道與速度不盡相同，所以，答案都

國大陸，以及印度為例，墨西哥與中國大陸透過貿易自

分配，惟印度調降關稅是否改善其所得分配，並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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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驗證： 

(一) 墨西哥 

墨西哥於 1985 年至 1994 年間推動貿易自由化與開放資本帳，同

期間，高技術勞工與低技術勞工的所得差距擴大，因而引發一連串有

關自由化是否擴大該國所得差距的學術討論。 

相關研究指出，貿易自由化固然擴大高技術與低技術勞工的所得

差距，但低技術勞工的所得水準亦有所提升，減少貧窮家庭戶數。

Hanson（2007）指出，1990 年代，較高全球化區域的個人相對於較低

全球化區域的個人享有 10％勞動所得利益，同時，較高全球化地區的

貧窮率相對於較低全球化地區貧窮率降低 7％。 

(二) 中國大陸 

中國大陸在大幅開放對外貿易後，雖然降低其貧窮率，但也帶來

所得分配惡化的現象，全國吉尼係數由 1981 年的 0.28上升至 2004 年

的 0.42，主要係因都市與鄉村間，以及城市間之家庭所得成長幅度不

一所致。 

Wei與 Wu(2007)利用地區性資料，分析 1988 年至 1995 年中國大

陸都市與鄉村的所得資料指出，貿易自由化改善都市與鄉村之間所得

分配，以及鄉村間的所得分配，但都市間所得分配卻小幅惡化。作者

亦更進一步整合這些資料得出，貿易自由化適度改善全國所得分配，

這個發現顛覆了一般認為貿易自由化惡化中國大陸所得分配的想法。 

(三) 印度 

1990 年代初期，印度積極推動自由化改革措施，包括：降低關稅、

減少非關稅障礙，以及放寬外人投資管制等。 

Kumar and Mishra研究各產業工資溢價(wage premium)變化情形指

出，降低關稅有助於改善技術與非技術勞工的工資差距；但

Topalova(2007)以地區性資料分析發現，貿易自由化導致所得分配惡

化，特別是在都市地區，富有者與較高等教育者所得增加率相對高於

最低所得族群的所得增加率，整體而言，降低關稅並未改善全國的所

得分配。其次，實證結果並未獲得，外人直接投資與所得分配不均有

關係，不論是在都市或鄉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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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個案研究反映出，經濟全球化與所得分配之間複雜的關係，無法

藉由跨國分析一窺全貌，經濟全球化對各國所得分配的影響，將因各國體

制及其實施經濟自由化時程而有所不同。 

三、 未來全球化仍將加速進行，全球所得分配可能持續惡化 

世界銀行(2007)估計，未來 25 年，全球產出將由 2005 年的 35 兆美

元增加至 2030 年的 75兆美元，成長約 2倍，但同期間，全球貿易(包括商

品與勞務)卻以 3倍以上的速度成長，於 2030 年時達到 27兆美元。 

世界銀行亦指出，未來全球各國與各國國內的所得分配仍將惡化，特

別是非技術勞工的所得受影響程度最大，主要係因技術進步，對於高技術

勞工的需求增加，加大技術缺口(skills gap)，並降低對低技術勞工的需求，

擴大技術勞工與非技術勞所得的差距。 

國際貨幣基金呼籲，雖然技術進步不利於所得分配均化，但不可因此

壓抑它，而應強化教育，提高低技術者與低所得者在全球化與技術深化的

時代參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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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常用所得分配衡量指標 

所所
得得
累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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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
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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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ＹＹ  

 
 

一、家庭所得五等分位法： 

最高 20%家庭可支配所得 

            最低 20%家庭可支配所得 

二、吉尼係數(Gini coefficient)： 

            對角線與曲線間的面積 

            對角線以下之三角面積 

三、五等分位所得分配差距倍數與吉尼係數數值之意涵 

－倍數愈大，所得分配愈不均；倍數愈小，所得分配愈平均。 

－曲線與對角線距離愈遠，係數愈大，所得分配愈不均。 

一、 五等分位所得分配差距倍數與吉尼係數之差異 

－五等分位所得分配差距倍數只考慮最高及最低兩個極端的所得差距。 

－吉尼係數考慮全體家庭的不均程度。 

戶戶數數累累積積百百分分比比（（%%））            ＸＸ  

完全均等分配直線 

距離愈遠，係數
愈大，分配愈不
均 

公式＝ 

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