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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邱達生

美中貿易戰升溫對 APEC
經濟合作之影響

亞太
經濟

 前言

美國川普上任之後首要追求美國優先、公

平貿易目標，美中貿易戰是其追求此目標時所衍

生的特定事件。在川普的信念下，其實美國已於

2018年開啟多個貿易戰的戰場，但因為美中貿

易戰是世界最大經濟體與第二大經濟體之爭，因

此相對受到矚目。川普對外的貿易談判，希望換

取實質利益，從 2018年 7月的美歐談判，以及

接下來的美墨、美韓、美加談判可以看出端倪，

因此較具論壇性質的 APEC恐難達到川普想望的

成果，川普甚至已經決定不會親自出席 2018年

APEC領袖會議。

本期重要內容

◎

◎

◎

◎

美中貿易戰升溫對APEC經濟合作之影響

台灣加入CPTPP應調整策略

運動專業人員能力建構之最佳實務-第18屆
亞洲運動會籌備暨舉辦期間之心得汲取

「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
成為美國對外貿易談判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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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有三大支柱：貿易暨投資自由化、貿

易暨投資便捷化、經濟與技術合作。川普執政之

前，以美國為首的 APEC已開發經濟體明顯注

重自由化與便捷化相關議題，因為一般而言已開

發經濟體的外貿較具競爭力，推動自由化與便捷

化旨在拓展海外市場佔有率；而諸如中國大陸、

秘魯、菲律賓、印尼、越南等等 APEC新興經

濟體偏好經濟與技術合作議題，因為新興經濟體

處於開發中階段，需要已開發國家的技術協助。

APEC經貿自由化與便捷化，亦即降低或去

除關稅與非關稅障礙，並提升效率、降低交易成

本。理論上當障礙去除、效率提升，消費者與生

產者剩餘能夠得到擴大的效果；經濟福利可以獲

得提升，也就是亞太區域的資源能夠獲得最適化

的配置。然而美國總統川普反對自由貿易，因為

川普政府認為美國的貿易夥伴透過操控匯率、國

營事業補貼、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的方式，藉由

自由貿易的框架賺取貿易利潤，並剝奪美國人就

業機會。川普認為必須先達到公平貿易，才能追

求自由貿易。

由於川普的觀念與政策與過去歷任的美國

總統，針對 APEC自由化與便捷化目標有顯著

的差異，因此美國領導已開發經濟體陣營主導相

關議題的狀況已經不再。川普認為多邊自由貿易

協定，諸如 TPP甚至是尚未成形的 FTAAP都

可能衝擊美國產業，將美國人的工作機會轉手

讓給貿易對手，是以川普政府希望轉移多邊談判

的方式至雙邊談判，以利落實其所主張的公平貿

易 -確保美國民眾的工作機會。美國在川普的行

政命令下，退出 TPP，此外美國 APEC代表也

在白宮指示下，阻擾 FTAAP的進展，足見川普

對推動亞太區域整合興趣不高。

APEC是一個以共識決、自願性為原則的

經貿論壇，並非是一個謹守規範的貿易區塊。

且 APEC決議為非約束性（Non-binding），主

要落實承諾的推動引擎為 APEC經濟體間的同

儕壓力。由於 APEC開放性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的遊戲規則，大國提供有效領導

（Effective leadership）的意義相對重要。川普

政府強調的美國優先、公平貿易原則，與 APEC

區域合作精神有別；可以預見川普總統任內，美

國將沒有動機與意願領導 APEC經貿自由化程

序，然而美國代表將會藉由 APEC多邊場域，

與其他經濟體進行雙邊談判。且對其他經濟體而

言，雙邊談判的重要性與壓力會大幅提昇。

 美中貿易戰

川普對外貿易戰，首先使用 201條款對進

口的太陽能電池模組與洗衣機調高關稅，以及

232條款對鋼、鋁進口產品分別課徵 25%與

10%關稅之後，接下來直接鎖定中國的 301調

查結果，對自中國進口總值 500億美元，涵蓋

高科技與傳統產業的產品，包括電子零件、光學

儀器、化學品、工具機、交通運輸及醫療產品等

總計 1,097項產品，分別在 7月 6日與 8月 23

日起，課徵 25%重稅。中國方面則對美國回擊

以課徵等值 500億美元的美國進口產品，包括

農產品、水產品、汽車及零件、鋼鐵製品、自行

車與醫療設備，總計 878項，且在相同時間起，

同樣是提升稅率至 25%，但是這些美國進口產

品不包括高科技零組件與原油等關鍵品項。

下一回合，川普政府宣布針對中國 2,000

億美元產品，包括自行車、行李箱、背包等總計

5,745項民生消費品，自 9月 24日起，加徵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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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至 10%。中國官方上一回合的強勢回應是，

中國不求戰但是不畏戰、美國要打貿易戰，中國

一定奉陪到底，且會以同樣力道回擊。但是在尚

未開打的回合之前，中國官方的回應調整為，美

國單方面威脅和施壓只會適得其反，如果美方採

取進一步升級舉動，中方必然會予以反制。相較

先前回應的「同樣力道」不見了，因為中國從美

國進口的總值只有 1,300億美元左右，找不到

2,00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回擊。所以中國方面決

定也在 9月 24日，對總值 600億美元的中國進

口品課徵 5-10%關稅，這些產品總計 5,207項，

包括飛機、電腦、化學品、小麥與天然氣等。

貿易戰如果持續開打，川普政府已經表示

如果中國不願談判妥協，則這 2,000億美元的中

國進口產品關稅將在年底上調至 25%。且川普

更在空軍一號對媒體表示，不排除未來對剩下的

約 2,670億美元價值的中國進口品加徵關稅。假

使雙方衝突發展至此情境 -美方將對總共 5,170

億美元中國商品課徵高關稅，即是對所有中國

進口產品課稅。其實美國在 2017年從中國進口

商品總值約為 5,050億美元，然因 2018年截至

7月底，美國從中國進口金額已經較前一年增加

9%，所以第三波清單也象徵川普對美中貿易赤

字持續擴大的不滿。至於中國的可能反擊，因為

不太可能對進口的美國關鍵技術或重要能源開

刀，因此可能會朝向嚴格審核美國企業在中國的

投資，或拋售美債等方式來報復。

其實貿易戰開打，中國本來就比較不利。

因為美國是「世界市場」代表需求方，中國是

「世界工廠」代表供給方；跨國供應鏈的下游，

相對弱勢。而從美國對中興通訊的制裁案實例來

看，可知中國在高科技產業鏈上相當倚賴美國的

技術。中國產品之於美國市場，價格便宜但可替

代性高，所以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的衝擊基本上是

輸入型通貨膨脹。相對的，美國產品之於中國市

場，特別是廉價的黃豆、無可取代的高科技零組

件、不可或缺的能源都是維繫中國經濟持續發展

的關鍵產品，是以貿易戰打得越久，對中國越是

不利。

 川普對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政
策立場

川普的背景是企業出身，商場上的決策除

了是一連串的動態最適化分析過程外，最重要的

商場規則是兌現承諾。川普的競選承諾可歸納為

三點：第一、川普不排除對外或對內課稅方式來

拉抬美國的出口。第二、川普認為在他接任美國

總統之前的對外經貿談判，導致部分美國企業

失去為美國民眾創造就業機會的競爭力。而他

特別提及美國工人，所以顯然是因為貿易而受到

衝擊的美國製造業。第三、多邊貿易談判無法兼

顧到美國產業利益與美國工人就業機會，同樣是

缺乏比較利益的美國產業會是受害的一方，因此

川普要退出 TPP，並且重新談判 NAFTA。導致

後來 TPP與 NAFTA走入歷史，而使 CPTPP與

USMCA取而代之；CPTPP創造的經濟效益遠

不如 TPP，而 USMCA是以兩個雙邊方式完成

談判，且內容上墨西哥與加拿大作出妥協讓步。

美國提高關稅、高築保護主義的目的是使

貿易對手國就範，同意與美國進行雙邊談判，恫

嚇的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因為雖然2017年 -2018

年第三季美國的出口與投資表現不俗，但是美國

經濟結構仍然是倚賴進口消費財提供國內消費。

提高關稅壁壘的保護主義會招致輸入型通貨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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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4年 APEC 經濟領袖在印尼茂物舉行領袖會議後，共同發表茂物宣言，規劃出亞太地區未來的經濟遠景，在考量 APEC會員的差異
性及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已開發會員體於 2010年達成貿易與投資自由開放的目標，開發中會員體將於 2020年完成該目標。

脹，雖然通膨除非是停滯性，否則不見得會阻礙

美國經濟復甦。但是通膨必然會招致民怨，使得

川普的民調支持率進一步走低。民調一旦走低，

將不利川普推動更新基礎建設以及 2019年下一

階段稅改政策。

川普對外經貿政策主要衝擊是將使亞太區

域經濟整合進度放緩；川普上任後馬上發佈行政

命令退出 TPP，使得 RCEP盡快完成談判的壓

力大幅降低。因為原先歐巴馬政府主導的 TPP

上路後，其高標準的原產地原則將使既有的亞太

供應鏈發生移轉，而影響非會員國，特別是中國

大陸的出口動能，因此中國結合東協國家推出

RCEP加以反制。少了美國的 TPP也就少了最

主要的需求市場，原先規劃的 TPP供應鏈也少

了運轉動能。

至於 FTAAP的概念，始於 2004年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向 APEC領袖提出的

建議，曾經一度被視為 APEC茂物目標 （Bogor 

Goals）1或後茂物目標時代的具體落實藍圖。

2006年 APEC年會中，FTAAP 倡議由美國主

導，與澳洲、日本、新加坡、加拿大、智利與紐

西蘭等 7個經濟體共同提出。歐巴馬政府時代，

美國積極主導 TPP；然而當時中國大陸轉趨積

極，努力推動 FTAAP。歐巴馬政府認為中國大

陸假藉推動 FTAAP，實為擾亂美國 TPP佈局。

美、中兩強在 APEC較勁，最後的妥協折衷作

法是在 2014年成立 FTAAP主席之友，由美國

與中國大陸擔任共同主席。

FTAAP主席之友通過「APEC實現亞太自

由貿易區北京路徑圖」，啟動實現 FTAAP相關

議題之共同策略性研究。2015年，APEC成立

FTAAP研究任務小組，並將設立明確的組織章

程。2016年 APEC領袖宣言認可共同策略性研

究，發佈「FTAAP利馬宣言」為當年領袖宣言

附件。利馬宣言中有兩個宣示相當關鍵：第一、

FTAAP將在 APEC場域外實現，而與 APEC程

序平行；第二、FTAAP將建構在既有的多邊程

序，包括 TPP與 RCEP。

FTAAP的成員涵蓋更多，是一個難度極高

的多邊談判程序，學界普遍認為 FTAAP僅是一

個理想概念，近期未來落實實現的機會不高。

FTAAP的路徑顯然與川普的公平貿易背道而

馳，因此川普政府並不會在 APEC場域積極推

動 FTAAP。且近來在 APEC場欲出現 -中國積

極推動 FTAAP，而美國甚至打壓 FTAAP的場

景。例如 2016年 APEC領袖宣示將在 2017年

完成路徑圖，但在美國阻擾下並未如期實現。

 貿易戰對 APEC深化經濟合作
之效應

由於 APEC是一個以共識決、自願性為原

則的經貿論壇，並不是一個以法規為核心的自由

貿易區塊。雖然 APEC也強調經貿自由化，但

是因為沒有規範強制力，因此不至於成為川普極

力推動之公平貿易的箭靶。一直以來 APEC決

議為非約束性的共識決，所以過去美國擔任已

開發國家領袖經常可以有效主導議題，例如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在美國強勢主導下，即便中

國大陸並不支持，但是最終反恐議題正式列入

APEC議程，更在 2003年成立「APEC反恐任

務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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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然而根據WTO Tariff Profiles，中國大陸平均關稅高達 9.6%，農業平均關稅也達 15.2%，如此高的保護程度證實中國大陸不是一個真

心擁抱自由化的國家。

美中貿易戰其實是川普堅持美國優先、公平

貿易所衍生的事件，因此當貿易戰升高之際，意

味美國政府對 APEC所倡議的經濟整合或自由

化議題，將抱持消極立場。然而美國當然也不願

見到中國大陸因此取得 APEC主導地位，因此

美國在消極立場原則下，會視中國大陸的態度而

適時予以反制。美國已經退出 TPP，中國大陸

以推動 FTAAP來干擾 TPP進程的動機已經弱

化，未來中國大陸在 APEC的區域經濟整合立

場，將會如同其在出席 2017年世界經濟論壇立

場一樣，趁著川普反對全球化之際，特別強調自

由化與全球化以取得國際間的共主地位。2 2018

年 APEC領袖會議，川普確定缺席，而習近平

是否將藉由參與機會來營造主導 APEC態勢，

值得觀察。

2017 年 11 月，川普在 APEC 領袖會議

演說中提到「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區域」倡議。

2018年 7月，美國國務卿龐皮歐在美僑商會舉

辦的印太論壇，正式宣佈要投資印太地區，至此

美國印太戰略藍圖輪廓浮現。美國強調在印太區

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且反對任何國家掌控印太

區域。

美中貿易戰的戰火持續之際，美國推出的

印太戰略是否要取代以 APEC為代表的亞太區

域整合，答案仍然不明。印太戰略的主導國除了

美國外，包括印度、日本、澳洲。但是美國根據

232條款調查結果，已經在 2018年 2月對進口

鋼、鋁加徵關稅，而引起其貿易夥伴包括印度、

日本、澳洲的不滿，印度甚至在 2018年 6月宣

布針對美國鋼鋁稅展開報復性關稅，正式加入全

球貿易戰的行列。美國對伊朗經濟制裁，希望國

際社會別再進口伊朗原油，印度卻決定於 2018

年 11月進口 900萬桶伊朗原油。此外川普也指

示 232條款調查可能將擴大到進口汽車項目，

意味會對日本進口車產生不利影響。2018年 9

月，美日談判，日本大幅妥協，表示願意與美

國談判日本首相安倍先前表達意願不高的美日

FTA，但並未涉及多邊戰略。所以截至目前為

止，看不出川普政權具體的多邊聯盟政策。

川普政府強調的美國優先、美國至上原則，

與 APEC區域合作精神是互相違背的。APEC

的區域經濟整合目標是使整個亞太區域的資源獲

得最適化的分配，極大化區域的福利效果時會因

為會員經濟體的競爭力有別，而出現贏家與輸

家。川普的公平貿易眼中不願任何美國產業淪為

輸家，而在雙邊談判中美國可以強勢主導、干涉

市場機制讓美國沒有比較利益的低階製造業反敗

為勝。所以可以預見在美國川普總統任內，美國

將沒有動機與意願領導 APEC的多邊經貿自由

化程序。

未來的關注重點應該是美國代表將會藉由

APEC多邊場域，與其他經濟體進行雙邊談判。

且對其他經濟體而言包括我國在內，預期雙邊談

判的重要性與壓力將大幅提昇。如果安排在今

年 APEC年會與美方進行雙邊會談，我國參與

APEC年會代表，也最好能關注 10月由美國財

政部發佈的最新「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總體經濟暨

匯率政策報告」。美國代表很可能根據報告列舉

的我國對美貿易順差與我國經常帳餘額過高，而

在雙邊會談時，給予我方代表壓力。

(本文作者為 CTPECC秘書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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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專業人員能力建構之最佳
實務 - 第 18屆亞洲運動會籌備
暨舉辦期間之心得汲取

Nur Laily Rahmawati
陳冠瑜編譯

亞太
會展

在籌辦大型的世界級運動賽事時，除了有形

的場館設施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協助整個比賽運

作的運動專業人員。這類賽事的舉辦往往需要一

個具備專業知識和技能的運動團隊，而在培植運

動管理專業人員方面，能力建構計畫（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s）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而

這些努力都是為了確保有最佳的團隊來協助比賽

順利進行。

印尼自以往舉辦的各項賽事中汲取經驗，而

這些經驗讓印尼有能力主辦 2018年第 18屆亞

洲運動會（Asian Games）（該賽事於 2018年

8月 18日至 9月 2日舉行）。印尼於 1945年

宣布獨立，其後僅隔三年便於 1948年 9月舉辦

第一次全國運動會（National Games），自那

時起，印尼政府始終大力支持並關注體育發展，

這對印尼人民來說是一件相當幸運的事。

印尼不論過去或現在的政府皆對運動懷抱

著熱忱及支持的態度，並在這樣的風氣下主辦

了許多國際和世界級的比賽。在舉辦第 18屆

亞洲運動會之前，印尼主辦了數屆的全國運

動會（Mega Games），該運動會於 1948年

首度開辦，最近一次則是在 2016年於萬隆市

（Bandung）舉行。印尼還舉辦過數項國際體

育賽事，其中包括第 10、第 14、第 19和第 26

照片來源：NYSN Media

1962年第 4屆雅加達亞洲運動會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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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東南亞運動會（Southeast Asian Games）、

第三屆伊斯蘭團結運動會（Islamic Solidarity 

Games），以及最具歷史意義的 1962年第 4屆

亞洲運動會。

第 4屆亞洲運動會是印尼歷史上的一個重要

里程碑，因其為印尼境內首次舉行具有國際水準

的體育賽事。當時有 12個國家奧委會（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NOCs）派出共 1,460名

運動員角逐 13個競賽項目；第 4屆亞洲運動會

驅使印尼建立和發展眾多沿用至今的組織及設

施，例如雅加達的朋卡諾體育場（Gelora Bung 

Karno (GBK) Sport Complex in Jakarta）當初

是為了該運動會而建造，最近則在早先舉辦的第

18屆亞洲運動會中，作為主要的比賽場地之一。

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大會（OCA General 

Assembly）在首次舉辦亞洲運動會的 52年後，

於韓國仁川（Incheon, Korea）召開第 33屆大

會，並在大會上授予雅加達承辦亞洲最負盛名體

育賽事的殊榮。這是亞洲運動會歷史上第一次由

兩個城市共同舉辦，其中以雅加達為賽事主辦城

市，巨港（Palembang）則為協辦城市。

2018年第 18屆亞洲運動會象徵著亞洲體育

史上一個更為重要的里程碑，該運動會已成為亞

洲最大型的體育賽事，今年參賽的 45個國家奧

委會 中，共計有 17,569名運動員和官方人士至

印尼角逐 40個競賽項目、67種運動類別，以及

465個細部項目的榮耀，其規模堪稱歷屆之最。 

一般而言，歷屆亞運籌備會皆有約 8年的時

間可為賽事進行前置作業，但本屆的籌備會僅有

大約三年的有限時間來規劃和辦理如此巨大的工

程。印尼這次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執行此項賽事，

必須歸功於以下兩點要素：印尼政府給予的支持

版權聲明○     印尼亞運籌備會

2018年第 18屆雅加達 -巨港亞洲運動會開幕典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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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承諾，以及比賽需要的場館設施皆已就定位。

為了籌辦此項國際體育賽事，主辦國成立

了印尼亞運籌備會（Indonesia Asian Games 

Organizing Committee，INASGOC），該單位

負責規劃、準備和組織各項競賽活動，而這些比

賽分別在不同的省份舉行：雅加達首都特區、

南蘇門答臘省（South Sumatera）、西爪哇省

（West Java）及萬丹省（Banten）。 

一項國際體育賽事的成功需仰賴各方力量

之間良好的互動協調，這些力量包括政府、籌備

會的決策者、管理活動的專業人員，以及場內場

外替賽事執行各項工作的志工團隊。籌備會的專

業人員和志工是分別管理活動和執行現場作業的

工作人員，其目標為確保賽事順利運作，正因如

此，這兩個團隊最需要進行能力建構訓練。尤其

是運動專業人員應保有一定的技能，並時時檢視

自身的能力和專業是否符合現實需求，以便履行

其關鍵職能。不過，除了上述的專業人員之外，

組織內其他成員的技能提升也相對重要；雖然運

動專業人員在賽事的執行面上肩負著大部分的責

任，但他們必須倚賴志工團隊的協助，來執行許

多具體而重要的任務。

為了使賽事成功運作，主辦單位在人員募

集方面舉辦了大量面談、招募活動和培訓講座，

並且招募過程十分注重應募者是否具備體育背景

及賽事相關經驗，以確保參與的工作人員皆有一

定的運動專業水準。此外，基於安全考量，符

合條件者還得經過文件審核和背景調查；超過

13,000名的國內和國際志工通過了文件審核、

心理檢測和面談階段，這些人員接著必須參加一

套甄選流程，以決定每項特定工作的最佳人選。

其後，通過甄選者將繼續參與一般訓練和體育價

值觀訓練，以確保其對於賽事有基本的理解，並

且明白體育價值觀的重要性。另外，主辦單位也

針對各項工作舉行專業培訓，以便讓新進人員更

清楚知曉其個別工作的詳細資訊。 

2018年第 18屆亞洲運動會志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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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一項成功的體育賽事，其籌備

工作需仰賴經過完整培訓、具責任感的專業人員

來為所有參與的運動員、官方人士、代表團和貴

賓們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其次，在各階段實施嚴

謹的行政審核、面談及心理評估是必不可少的措

施，這是為了確保每個工作人員皆謹守本分、充

分應用其能力，以發揮各部門的最大效能，。賽

事籌辦者有責任訓練和監控人力資源，以便在任

何情況之下皆能維持高水準的表現。

(本文作者為印尼亞運籌備會國際關係與禮

儀處副處長；編譯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助

理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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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整合

有鑒於「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在今年 12 月 30 日零時生效，明

年上半年可望展開接納新成員國第二輪談判，

為此，最近代表蔡英文總統參加亞太經濟合作

〈APEC〉峰會的前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更

伺機向主導成立 CPTPP的日本首相安倍傳遞

台灣希望參加第二輪談判的訊息。台灣從過

去尋求加入 CPTPP的前身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迄今，已投入甚多人力和資源，但面

對各成員國紛紛與中國大陸推動雙邊自由貿易

協定〈FTA〉升級版，台灣恐須與時俱進，調

整戰略，才能獲致成果。

面對 CPTPP即將進行接納新成員國第二輪

談判，目前除了台灣以外，泰國、印尼、韓國、

台灣、英國、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等國也都表態

要參加。其中動作最為積極的則是泰國和英國，

因為她們與日本的經貿投資關係相當緊密，泰國

更是日本在東南亞最重要的產業鏈據點，英國

則是全球第 5大經濟體，一旦這兩國再加入，

CPTPP將可更擴大自由公平的貿易圈和影響

力。也因此，泰英兩國被認為是最可能成為第二

批加入 CPTPP的國家。

據悉，CPTPP的主導國日本將在本月內召

開首席談判代表會議，為明年 1月中旬召開的

首次部長級「CPTPP委員會」會議預作準備，

並制定吸納新成員第二輪談判的準則。台灣為爭

取參加第二輪談判，除已積極透過雙邊管道、進

行制度性協商，爭取 CPTPP相關成員國支持，

並承諾將以「已開發經濟體」定位參加新一輪談

判，另外也超速修改國內相關法律規章〈特別是

智慧財產權和敏感的農業法規〉，以力求符合

CPTPP的高標準要求。經濟部對叩關 CPTPP

曾表示有一半以上的信心。但必須注意的是，這

背後可能還存在著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因為中國

大陸的態度更是影響台灣加入 CPTPP的關鍵。

儘管中國大陸對是否加入 CPTPP迄未明確

表態，只是強調「只要符合世貿組織〈WTO〉

的原則，開放、包容、透明、有利於推動經濟

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我們都持積極的態

度。」但目前與中國大陸簽署有 FTA的 CPTPP

成員國，已有智利、秘魯、澳洲、新加坡等國，

近兩年還陸續與中國大陸完成 FTA升級版，未

來必將成為支持中國大陸加入 CPTPP的主要力

量。其中，智利是急先鋒。今年 9月底智利總統

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在接受電視採訪時

曾透露，中國大陸已表示有興趣加入 CPTPP，

也可能與CPTPP 11個成員國進行新一輪談判。

另外，原本與台灣已完成經濟合作協議

〈ECA〉研究的澳洲，最近在北京施壓下擱置

了洽簽 FTA的磋商進程。日前澳洲貿易部長伯

明罕還率團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緊接著澳洲外長佩恩也出訪北京。尤其澳洲

總理莫里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亞太經濟合

作〈APEC〉領袖會議場域還舉行了雙邊會晤。

因此，在中澳關係升溫之際，期待澳洲支持台灣

參加 CPTPP第二輪談判，恐難樂觀。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過去台灣加入 APEC

和WTO，都是兩岸同時獲准加入，台灣很難「千

山我獨行」。特別是根據 CPTPP協定，凡是要

加入 CPTPP者，都必須與 11個締約方取得同

意的條件，所以只要有一個成員國不同意，台

灣就難以參加第二輪談判。行政院長賴清德早

已坦承此一政治現實存在。所以台灣應主動出

擊，拋出「兩岸應同時加入 CPTPP一起為亞太

區域經濟合作做出貢獻」之訊息，或可讓有意支

持台灣參加第二輪談判的國家，在面對中國大陸

壓力時還有另一個選擇的空間。總之，台灣參加

CPTPP的理想不可放棄，所以此刻若能及時調

整策略，將可化解「中國因素」的負面影響到最

小程度。

(本文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戰略中心副主任 )

台灣加入 CPTPP應調整策略
吳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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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 墨西哥 - 加拿大協定
(USMCA)」成為美國對外貿易

談判新典範
陳文彬

區域
整合

美國於 10月與加拿大、墨西哥完成了「美

國 -墨西哥 -加拿大協定（USMCA）」的談

判，原本 1994年生效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轉變為 USMCA。USMCA被美國貿

易談判代表認為是未來貿易協定的新典範，也是

目前美國在川普上任後唯一完成的自由貿易協

定，目前由於各國對川普時代美國投入區域貿易

整合的意願及方式尚未完全了解，因此 USMCA

可視為美國對下世代貿易談判自由貿易的藍本。

而在完成與 USMCA後，美國宣布將與日本、

歐盟及英國進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可見

美國也將成果拓展至其他貿易夥伴關係中。從

目前美國完成的貿易談判看來，雖未對目前全

球貿易秩序造成重大改變，但如未來美國如依

USMCA中項目為藍本與主要貿易夥伴日本、歐

盟及英國進行談判，則 USMCA將對全球貿易

規範之內涵形成影響，因此針對 USMCA內容

進行梳理將有助分析往後全球貿易體系之變化。

1994年正式生效之 NAFTA主要目的為於

降低、消除美、加、墨三國間的關稅壁壘。在簽

署的 24年中，雖北美區域貿易量提高三倍，但

也對美國國內製造業產生影響。美國總統川普認

為 NAFTA生效後並未如預期替美國帶來 20萬

工作機會，甚至使美國流失逾 85萬工作機會，

並造成美國與墨西哥間高達 600億美元的貿易

逆差。除與墨西哥貿易逆差外。美國與加拿大也

因為乳製品貿易問題產生齟齬，因此美國期待透

過重新締結協議解決美國貿易赤字及北美區域貿

易相關問題。此外，美國已希望透過談判將加數

位經濟專章（Digital economy chapter）、阻止

貿易夥伴貨幣操縱的適當機制（an appropriate 

mechanism）、強化在勞工與環境面的義務及保

護、削除不公平補貼（eliminate unfair subsidies）

及擴大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等機制納入，以因應

數位貿易時代來臨及強化公平貿易概念。

在本次協定中美國將許多在之前「跨太平

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 (TPP)」中條款列入，而這

些條款在目前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中因為美國退出而遭擱置，例如創作

者版權保護期限，現行各國對於版權保護期多為

作者壽命加 50年，但在 USMCA中則引用美國

與歐盟規範的規定壽命加 70年的規範。此外，

在 USMCA的電子專章中有關數位產品關稅的

禁令、締約國需制定反垃圾郵件法律、禁止政府

要求揭露源代碼的演算法、禁止數據本地化。以

上在原本 TPP中規範的內容被落實。未來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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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條款持續在與日本、歐盟的自由貿易架構中被

引用，美國透過重新談判以制定數位貿易架構目

的即達成。

除數位貿易專章外，協定中也建立委員會

監控匯率執行與雙邊爭端磋商程序，更設置透明

化措施，要求公開國際儲備餘額、外匯市場干預

程度、國際收支數據，以及 IMF核定的其他報

告，作為評估一國是利用貨幣政策增加期貿易競

爭力，透過匯率政策的監管，未來會員國利用貨

幣政策改善貿易條件的手段也將失去，而我們也

可預期美國將來也將希望與主要貿易夥伴建立此

項措施。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部分是協定的 32條第 10

項中針對成員與非市場經濟國家（Non - Market 

Country）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規範。其條文

規定「USMAC國家想與一個非市場經濟國家談

判自貿協定，而該國又尚未和 USMAC其他任

一國家簽署自貿協定，則需要通知另外兩國。另

外兩個國家將至少有 30天的時間，對其談判中

的自貿協定展開審查，以評估對 USMCA會產

生什麼影響。若某國察覺會受到傷害，該國家可

選擇退出 USMCA。」此條款被視為針對中國而

來，未來如其中一個成員國欲與中國簽訂自由貿

易協定時，則需要經過另兩個成員國的檢視，對

於目前美中在處於貿易戰情形下，美國將有權力

干預其他成員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因此本

條款被視為美國在貿易上圍堵中國的第一步，未

來美國在與日本及歐盟貿易談判易如將此條款加

入協定中，中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在貿易上合作

備會受到阻擋。在此條款加入後，更加確立川普

卻放棄多邊整合途徑，採取經濟戰爭等更強硬的

手段以達成立於國際貿易整合軸心的地位。

(本文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助

理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