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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多數對川普的保護主義並不敢苟同，除了

呼籲各國謹慎因應，勿落入相互報復的貿易

戰外，英國金融時報社論甚至直言，川普對

保護主義認知的謬誤將在其國會遇到最大阻

力，惟不知在此阻力出現之前，川普的保護

性政策將走多久？雙方調整之後將會如何？

我國為進出口貿易佔國內生產比重相當高的

經濟體，川普的外貿政策顯然是值得國人關

注的課題之一，本文主要解析一般美國民眾

為何擁抱保護主義？川普陣營對FTA或區域經

濟整合的誤解，以及川普政府在展開貿易保

護措施與退出TPP下，未來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之可能發展。

川普貿易保護旗幟
攪亂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杜巧霞／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研究員

美國當前的貿易赤字主要是由於其與主要國家間經濟發展階段、時勢、結構與制

度性差異，及科技發展結果所造成，非單一的貿易措施可以解決。美國過去已簽署16個

FTA，對美國貿易、經濟成長與就業有正面影響，川普的貿易保護政策顯示其對FTA有誤

解。貿易保護措施競相實施，其結果將兩敗俱傷，故即使在美國退出TPP後，亞太地區國

家可能面臨美國要求其市場更加開放與透明化之雙邊談判。

美
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上任後

兩週內，在美國優先的前提下展開了

全新的對外經貿政策，包括簽署退出跨太平

洋夥伴協定（TPP）的行政命令、對墨西哥

表示將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但同時亦發布將在美墨邊界建立圍牆的行政

命令、表達歡迎英國脫歐，亦表示美英將展

開雙邊談判以及抨擊中、日、歐等壓低貨幣

匯率等。這些措施與川普競選期間強烈的保

護主義論調相比，雖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

分，然與美國長久以來主張的自由貿易已大

大不同，可以想見未來美國貿易政策轉向已

成定局。惟美國學界、智庫、國際組織與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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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保護主義之興起

2007∼2008年由美國引爆的金融海嘯

突顯了主要國家間經貿失衡的問題，這種失

衡主要是指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尤

其是與新興市場國家間經貿失衡與相對競爭

優劣勢改變的問題。在已開發國家連續採取

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下，金融市場危機固然

得到暫時紓解，但貿易赤字仍然持續，於

是全球保護性的貿易措施日漸增加。世界

貿易組織（WT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

銀行（World Bank）、歐美智庫等開始關注

全球保護性措施增加可能使經濟低迷雪上加

霜，因而頻頻提出警訊。就在此時WTO體

制下的杜哈回合談判亦受阻不前，在多邊

貿易談判無法繼續之下，歐、美及東亞國

家乃積極進行區域經濟整合，包括「跨太

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跨大西洋貿易及

投資夥伴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及歐盟與日

本、歐盟與東協國家間的巨型區域貿易協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等開始出

現，這些巨型的RTA雖未快速完成談判，但國

際間區域自由化的風潮旺盛。

在國際經貿失衡的現象中，美國巨額的

貿易逆差是已開發國家所面對的最具代表性

的問題之一，主要原因在於各國經濟發展程

度、制度、勞動成本、技術與資源稟賦各不相

同，而美國所擅長的服務業、金融業很難在

國際收支上呈現績效，再加上全球化導致美國

的跨國企業向外投資，中低階的美國製造業與

工作機會流失，所得分配因而惡化。鑑於此，

歐巴馬總統於任內已採取再工業化政策，希望

先進的美國製造業能回美國投資。然而，美國

的工資水準已高，ㄧ般製造業廠商無法在美國

找到適合的生產機會，再工業化政策的效果主

要在促使業者加強自動化與機器人化的生產方

式，其成效需要時間顯現。

川普為成功的房地產商人，從未有從政

經驗，從經營事業與積極尋求美國利益優先

的角度，再度強調美商應在美國投資或回美

國投資，以創造工作機會並削減貿易赤字；

對於非法移民強調將予遣返，以增加美國工

人的工作機會；對主要貿易夥伴則強調公平

貿易，貿易保護主義的氛圍濃烈。

美歐一向為推動及制定全球貿易規則的

主要舵手，當前多邊貿易協定、WTO，以及

區域經濟整合風潮等均是在美歐主導下建立

的規範與遊戲規則，造就了過去數十年全球

貿易與經濟持續發展的現象，如今如果美國

在貿易政策上轉向保護，的確是值得各國關

心的大事。然而，就RTA而言，其真的是使美

國勞工失去工作機會的主因嗎？自川普陣營

於競選期間提出保護主義論調之後，美國眾

多專家、學者及智庫已經展開檢視。

貿易協定對美國經濟之影響

TPP、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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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韓FTA以及美國的FTA政策均曾被川普陣

營形容為是美國的災難，使美國勞工失去工

作機會。然而，1920∼30年代的保護主義最

後造成全球經濟大蕭條的殷鑑不遠，此所以

為何後來有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及世界

貿易組織等出現，以防止保護主義對經濟成

長的不利影響。而NAFTA、美韓FTA或美國

FTA政策實施的成效究竟如何？或許美國學術

界、智庫或專司貿易政策的主管單位之評估

更值得參考。

（一）FTA對美國對外貿易之影響

雙邊與區域貿易協定對美國貨品貿易的

影響，從文獻上來看，在美國學術界與決策

單位仍有爭議，有的認為貿易協定使美國貿

易赤字惡化，有的認為對美國貿易赤字有所

改善，或者有人認為沒有重要影響。美國國

際貿易委員會（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ITC）2016年利用計

量方法，分析美國的時間序列貿易資料，得

到貿易協定使美國與協定夥伴國較與非夥伴

國之雙邊貿易餘額有所改善，若以2012的貿

易資料來看，貿易協定使美國對外貿易成長

3%，實質GDP增加322億美元，GDP成長率

增加一個百分點，對FTA夥伴國的雙邊貿易大

幅增加26.3%。

如果將美國與FTA夥伴國及非夥伴國的

雙邊貿易分別來看，在該計量模型下，USITC

得到美國與所有國家簽署的FTA/RTA，平均

每一協定使美國雙邊貿易赤字每年減少44億

美元，到2015年總計使美國雙邊貿易赤字每

年減少875億美元。其中NAFTA使美國2015年

對加拿大與墨西哥的貿易赤字分別減少152億

及584億美元，美韓FTA使美國2015年對韓國

的貿易赤字減少283億美元。

（二）對美國就業市場之影響

FTA對美國就業機會的影響是川普反對

FTA的最主要訴求之一，然而在學術及專業研

究中，早期的研究多認為其影響很小，不過

近年有些研究發現，當使用各州與各產業資

料分析某些產業的就業機會與工資時，FTA對

部分州與產業有負面影響，尤其是在針對美

墨貿易與製造業別資料進行研究時，此種負

面影響得到證實。不過，也有些州的某些產

業工資有上升的現象。

Francis & Zheng（2011）用計量模型估

計得到，NAFTA使美國失業減少4.4%（失

業率降低0.2個百分點），對勞工需求增加

0.3%，此種效果於協定生效後持續7年。

Logan（2008）則發現NAFTA之關稅降低使

美國對加拿大的出口增加，以致對美國就業

機會與薪資成長在美國東北部有正面影響，

但是在對墨西哥貿易中，NAFTA對美國工作

機會與薪資有負面影響，主要是因為自墨西

哥的進口增加，使美國不需要技術勞工的產

業衰退。De La Cruz & Riker（2014）則發現

對不同產業部門的就業機會有不同影響，其

中對非鐵金屬、鋼鐵及機械業之就業有正面

影響，對製糖與成衣業有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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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資的影響：McLaren & Hakobyam

（2012）針對不同產業與地區來看，發現比

較容易受負面影響的產業是，在NAFTA之前

墨西哥關稅保護程度較高的部門，或自墨西

哥進口比重較大的產業，包括製鞋業、紡織

業及塑膠業，其中受影響較大的州是喬治亞

州、北卡羅萊納州、南卡羅萊納州及印第安

那州，在主要受影響的產業中，其藍領工人

薪資下降約16%。但是De La Cruz & Riker

（2014）則發現NAFTA對薪資無影響，而

Caliendo & Parro （2015）發現NAFTA使美國

的實質薪資上漲0.11%。2016年USITC利用計

量模型，針對美國所簽的所有FTA/RTA進行

量化評估，發現以2012年來看，NAFTA使美

國增加15.93萬個全職的工作機會，就業率增

加0.1%，薪資提升0.3%。

（三）對其他方面之影響

由於美國所簽的FTA/RTA所涵蓋的領域

愈來愈廣，美國經常將美商所重視的問題在

貿易談判中爭取，因此對智慧財產權與投資

有加強保障、對美國地緣戰略與外交關係具

有強化之效益，對消費者則使消費者的選擇

增加、物價下降、總體效益提升，故FTA對美

國經濟有正面影響，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就業市場調整速度緩慢影響選舉結

果

綜上所述可知，在實證研究上絕大多數

均認為FTA對美國經濟成長、就業、消費，薪

資皆有正面影響，惟在不同產業與地區存在正

反兩面不同的影響，因此若欲充分實現這些正

面影響，免不了需要進行一些產業與就業市場

結構的調整。然一般民眾在就業市場面對調整

壓力時，往往有一定的難度，需要較多協助，

尤其如果進口增加的速度快，調整的壓力過

大，在民主選舉與政治經濟領域就可能出現反

自由化的訴求，而美國過去這20年左右正面臨

著新興市場國家出口能力快速提升、進口大量

增加的競爭壓力，因此受衝擊的製造業與藍領

勞工即積極擁護保護主義。

然而所謂新興市場國家出口品在美國市

場快速增加，最明顯的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產

品，而美國並未與中國大陸簽署FTA，因此美

國因進口增加而在結構調整方面呈現的壓力

主要並非來自於FTA夥伴國，而是來自於中國

大陸的快速興起。但由於中國大陸之前為中

央計畫型的社會主義，與美國的市場經濟截

然不同，即使歷經30多年的經濟改革，美、

陸在市場經濟的運作與規範仍有明顯差距，

以致到目前為止美國並未承認中國大陸的市

場經濟地位（相關分析可見本刊其他有關中

國大陸匯率的分析），因此美國國內目前對

保護主義的擁護或許可以說很多是由於美、

陸間因制度性差異所造成的結果。在實證研

究方面，Autor（2016）等亦曾針對大量的貿

易改變對美國就業市場的結構調整進行研究

分析，證實美國勞動市場的調整速度非常緩

慢，因此進口的大量增加使美國民眾感受到

就業機會與財富減少的威脅，此亦說明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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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川普在原本屬於民主黨的「鐵鏽帶」州

獲勝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實施保護措施的同時，若缺乏促

使業者加速調整與改善競爭力之措施，不但

資源將耗費在美國不具有競爭力的部門，使

產業的競爭力無法有效提升，美國目前所面

臨的經濟失衡問題亦將難以解決，故川普政

府仍須在加強基礎建設、改善投資環境與產

業結構及與主要貿易夥伴國展開制度性協調

等方面努力。此外透過選舉，多數選民雖然

選擇了保護主義（希拉蕊柯林頓在普選票上

並未輸川普），顯示一般民眾極易受到選舉

策略影響，將問題極簡化。但是保護主義實

施的結果通常是兩敗俱傷，因此主政者於採

取措施前亦不得不深入思考且預為防範，以

免陷入相互報復的惡性循環。

美國退出TPP對亞太地區經濟整合
形成新挑戰

美國退出TPP之後，部分TPP成員如：澳

洲、新加坡、越南等仍然對TPP維持繼續推動

的熱誠，而日本不但已通過國會的批准程序

且強調沒有美國參加的TPP沒有意義，因此

不斷遊說美國改變心意。除了在川普上任以

前安倍首相已經拜訪川普之外，在川普上任

後又提出將加強日本對美國的投資與經濟合

作，預言將替美國創造70萬個工作機會，以

改善川普政府所關心的就業問題，從而加強

日美關係與結盟，期望最終達成扭轉美國退

出TPP的決定。就TPP東亞其他成員國來看，

由於RCEP正在形成，美國若退出亞太，無

疑的中國大陸將成為東亞國家加強結盟的對

象，因此美、中兩強在亞太地區的較勁，明

顯地將使中國大陸取得更有利的發展環境。

具體而言，未來TPP與亞太經濟整合可

能有以下幾個發展方向：

（一） TPP會員國必須修改協定生效要

件，使協定不會因美國退出而

無法生效

目前TPP要求必須至少有6國，且達所有

成員GDP的85%以上完成其國內程序並通知

協定存放國（紐西蘭）時，TPP才能生效。如

今美國無法完成TPP之國內認可程序，TPP成

員必須修改相關條款，否則TPP將無法生效。

（二） TPP 11國可以暫時性條款通過

TPP

由於美國市場的自由化與透明化程度在

TPP生效之前已經很高，TPP對其成員的經

濟效益，主要是透過成員國本身的自由化與

透明化而對自己有利，並非由於美國市場之

開放。為了獲取這些利益，TPP 11國有誘因

於修改過TPP生效條款後繼續讓TPP（11）運

作。但TPP 11國之相互開放與結盟只適用於

彼此之間，不適用於美國產品與投資，以致

可能促使日後美國業者要求國會通過加入TPP

之決議。故美國學者Jeffrey Schott建議TPP 11

國可以暫時性條款通過沒有美國參與的TPP，

而日後美國有可能改變決定而重新加入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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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新展開TPP談判並加以修正或

增加新成員

經由很多專業機構對TPP經濟效益之評

估顯示，TPP對越南、馬來西亞等開發中國家

的經濟效益最大，因此東協國家可能希望繼

續推動，但為彌補美國之退出，TPP可能邀

請其他有意願的對象加入，例如：韓國、泰

國、印尼及臺灣均已表示有意願加入第二輪

TPP談判，故在TPP可能重新展開談判之際，

我國可特別留意，以利爭取加入之機會。

（四） 與個別國家展開雙邊談判，對

象國必須做更多開放承諾

川普認為雙邊協定有利於美國向對手國

取得更優惠的條款，故比較傾向與TPP個別會

員國展開雙邊談判，而有的國家也期望加強

與美國結盟，如：日本、越南等，故未來美

國極可能與TPP個別會員國展開雙邊談判。雖

然過去美日雙邊談判的經驗並不成功，且若

美日展開雙邊談判，日本可能無法爭取到如

其目前在TPP中已經爭取到的優惠待遇，而必

須做更大幅度開放。然而，為了抑制美國保

護主義，日本可能不得不接受挑戰。若此我

國在爭取與美國展開雙邊談判時，可能亦將

同樣面對美國高水準的開放要求。

（五） RCEP即將成型，東亞國家將加

強與中國大陸整合

東亞國家是過去20年全球化與經濟整合

主要的受益者，在美國退出TPP後，東亞國

家極可能另外尋找加強整合的對象。RCEP預

計於2017年完成，中國大陸自然成為其加強

整合的目標，儘管RCEP的整合程度不若TPP

深，但美國在亞太經濟整合之缺席有利於中

國大陸在此地區進一步發揮影響力，而無法

進入RCEP的國家均可能面對排擠的負面影

響，因此對我國區域參與策略亦形成挑戰。

結語

美國當前面對的貿易逆差問題實為時

勢、結構與制度性差異，以及科技發展等多

重因素所造成，非保護主義可以解決。川普

陣營對FTA的負面評價最重要的盲點之一在於

只看到美國民眾或企業應該「購買美國貨、

雇用美國人」，而忽略了「賣美國貨」對美

國經濟同樣重要，而FTA正是使美國取得國外

市場公平競爭的機會，因此川普政府對未來

美國FTA政策的取向是否會調整仍值得觀察。

過去美國為了獲得國外市場已經簽署了

16個FTA，過多FTA形成的行政成本與交易成

本是目前區域經濟整合為何紛紛擴大規模的

主要因素。美國退出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於

美、中兩強在亞太區域競逐領導地位時，絕

對對美國不利。而美中之間的摩擦，又有屬

於制度面差異的問題，這些需要雙方持續溝

通、換位思考與加強協調，並非保護主義可

以解決。至於美國將轉向雙邊FTA或經貿諮

商，亦可能使對象國必須面對美國對市場開

放與透明化的高標準要求，故亞太地區除了

陸美諮商將是重點外，區域自由化的風潮應

該仍會持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