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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A）與擴大資訊科技協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ITA II）。

在WTO多邊談判停滯不前的情況下，各

國紛紛由「多邊」轉為「雙邊」，建構自由

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遂成

為多數國家貿易政策的主軸。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發展

根據WTO區域貿易協定資料庫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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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為各國經貿政策

主軸

世
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 TO）於 2 0 01年啟動的杜哈回合

（Doha Round）談判，不論是深度還是廣度

均為歷次談判之最，但也因為談判困難程度

更高，造成談判貿易自由化部分迄今仍無重

大突破，僅分別在2013年及2015年完成貿易

便捷化協定（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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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1994年以前，全球FTA數目僅51個，

之後快速成長，在1995年至2017年8月間，新

增386個，目前全球合計共有437個FTA。其

中值得注意的是，在1999年以前，跨區域FTA

僅有28個；在2000年至2004年間增加33個；

2005年至今則大幅增加133個，由此可知跨區

域結盟的區域經濟整合數量自2000年以後逐

年遞增，跨區域整合已更為普遍。

圖1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趨勢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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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區域經濟整合已逐漸形成歐

洲、美洲與亞洲三大板塊。以下分別說明歐

盟、美國與東亞地區的最新整合概況：

歐盟

歐盟在2006年所制定的「全球化的歐

洲」（Global Europe）策略中提出「新世

代FTA」（New generation FTA）的構想，

強調主要以經濟動機挑選FTA的對象，市場

潛力越大、保護程度越高者，即為歐盟之

結盟目標。2010年公布的「歐盟2020策略」

（'Europe 2020' Strategy）除了重申前述構

想外，也推進東進政策，積極與亞洲國家結

盟，目前已與韓國、新加坡和越南簽署FTA，

和日本則已在2017年7月宣布完成談判。參與

區域經濟整合，已成為歐盟對外經貿政策之

主軸。

歐盟雖然持續擴充內部成員，在2013

年克羅埃西亞加入後，成員已擴張至28個

會員國，冰島（Iceland）、馬其頓共和國

（The Republic of Macedonia）、蒙特內哥羅

（Montenegro）、塞爾維亞（Serbia）和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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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Turkey）等國目前也已進入加入之談判階

段，但英國卻因國內對參與歐盟削減英國主

權，參與經費過高，並造成國內失業問題惡

化，貧富差距擴大等反彈下，於2016年6月通

過脫歐公投，為歐盟成立以來最大挫敗，更

為未來歐盟區域整合埋下變數，未來發展值

得持續關注。

美國

美洲地區主要是以美國為推手。1988

年的美加自由貿易協定和1994年美加墨形成

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均是以美國為

主軸進行整合。過往美國較支持多邊主義，

但隨著WTO多邊貿易自由化談判停滯、歐盟

整合不斷深化等因素影響下，美國也開始積

極投入區域經濟整合。

美國FTA對象涵蓋各洲，跨區域結盟的

現象非常明顯，目前共生效了14個FTA。另外

美國也推動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及其與歐盟之

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TPP雖已於2016年2月完成簽署，但隨著

反全球化的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上任後便宣

布美國退出TPP，後續發展倍受外界矚目；而

在2013年2月就開始推動的TTIP，也在川普上

任後暫緩談判。

根據川普公布的對外貿易政策，未來美

國將以強調公平貿易的思維，來推動與各國

之雙邊經貿關係，預期美國參與區域經濟整

合的策略將會有所轉變。

東亞

亞洲地區除了1992年成立東協自由貿易

區（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為歷史

較久的FTA外，過去在區域整合進展較有限，

但在WTO貿易自由化停滯、1997年金融風暴

重創亞洲經濟以及其他區域整合程度不斷深

化等影響下，近年來東亞各國也開始投入區

域整合，而且也有相當程度的進展。

其中日本在2002年之前並未對外簽署

FTA，但在2002年與新加坡完成FTA後，迄今

日本共已簽署16個FTA，僅TPP仍有待生效，

與歐盟之FTA則已在2017年7月宣布達成共

識，有機會在2017簽署；同時正積極參與中

日韓FTA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談判，顯見其拓展FTA版圖的決心。

中國大陸近年也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

合，目前在世界各洲都有FTA布局，目前共

生效了15個FTA。其中在2013年與冰島完成

FTA簽署，顯示其已有能力與先進國家達成協

議。韓國的情況也與日本及中國大陸相似，

自2003年與智利簽署FTA後，便大力推動與全

球主要國家簽署FTA，目前共生效15個FTA，

FTA網絡可說是相當完整。

至於在東協方面，雖然現階段是以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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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談判為重，但其與香港之雙邊FTA也已趨於

完成，將有機會在2017年10月簽署；而東協各

成員國也持續展開FTA網絡的布局，尤以越南

最為積極。目前越南已完成與日本、智利、

韓國及歐盟FTA之簽署。

反全球化下之區域經濟整合

區域經濟整合雖然成功促進成員國之

間合作，經濟相互融合；但在市場開放下，

也使得部分弱勢產業受到衝擊，失業問題惡

化，貧富差距擴大，人民不滿聲浪也因而升

高，也產生國內的衝突與對立。

這些衝突與對全球化的不滿，也使近年

反全球化聲浪高漲，導致2016年6月英國公投

決定脫歐、各國民粹主義政黨興起，並在川

普當選美國總統時達到巔峰。川普認為整個

世界經貿環境，許多地方對美國都不公平，

使美國受到傷害，最主要的指標就是巨額的

貿易赤字，川普認為貿易赤字過高是造成美

國製造業工作流失及經濟表現不佳的主要原

因。而美國貿易赤字就是過去美國失敗FTA以

及貿易夥伴不公平貿易行為所造成。因此為

確保美國權益，唯有重新評估美國FTA政策，

並抑制貿易夥伴不公平貿易措施，美國才有

機會再次偉大。

所以川普上任後立即宣布退出TPP及暫

緩TTIP之談判，並表態未來將在維護美國利

益的情況下，持續推動公平雙邊貿易談判。

目前美國已就已生效的14個FTA展開研究，

評估是否存在修正空間，其中又以NAFTA與

美韓FTA的修訂談判進展最為快速，前者已

在2017年8月中舉行首次修訂談判，三國以在

今年底完成為目標；後者則已經召開特別會

議，為後續談判進行準備。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新趨勢

隨著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全球區域經

濟整合情勢有了新變化，重點可歸納如下：

美國：雙邊模式推動公平貿易

川普認為TPP生效後將傷害美國的工作

機會與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上任後宣布美

國退出TPP；同時強調未來美國將轉以雙邊談

判為主，以創造符合美國利益的FTA，追求公

平的力道將高於自由化的幅度。

美國不論未來是否要與貿易對手國建構

FTA，未來都將以改善貿易赤字為重，更積極

以雙邊協商促使貿易對手國降低貿易障礙。

美國政府每年都會針對美國主要貿易對手國

發布「貿易障礙評估報告」（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

說明美國在外國所面對的貿易障礙，並會就

關切議題與對手國進行協商。

以臺灣為例，由「2017國家貿易障礙評

估報告」（The 2017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來看，美國對臺灣的關切議題包括美

國豬肉及牛肉產品的進口檢驗檢疫問題、稻

米收購制度及底價制度不透明等農業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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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銀行、證券與電信等相關服務業的進入

障礙等。惟有解決美方對臺的關切問題，臺

美經貿關係才有可能進一步深化。

TPP將在日本的主導下持續推進

自美國宣布退出TPP後，TPP能否順利生

效的前景不明，但TPP多數成員仍不放棄，

TPP11國首席談判在2017年7月舉行的TPP資深

官員會議中，已達成維持高標準規則，以及

控制修改幅度於最小範圍內，並於8月底在澳

大利亞召開之資深官員會議中，討論凍結美

國要求之項目或議題的可能性，以營造達成

TPP共識的良好環境。

目前11國中以日本、紐西蘭與澳大利亞

最為積極，認為即使沒有美國，TPP仍可為其

帶來龐大的經濟利益，且希望關稅等自由化仍

能維持原高標準；秘魯與智利認為或可邀請其

他國家參與TPP；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與

汶萊等國，則支持TPP在取得所有成員國共識

下持續推進；馬來西亞和越南的態度則最為保

留，因為這兩國在美國要求下大幅開放其國內

市場，在美國已退出下，未來將有可能要求針

對國營企業、服務業等專章重新談判。

由於11國間存在許多歧見，因此目前日

本政府正積極協調各國意見，期盼能在2017

年11月10日於越南舉辦之亞太經濟合作（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領袖會

議中有所突破。日本能否在未來幾個月內，

說服各國維持原高標準開放程度，將是TPP後

續關注焦點。

區域整合仍會持續：雙邊FTA與 
大型FTA並行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仍將持續進行。主要以

大型FTA及雙邊FTA並行的方式，重點如下：

日歐EPA已於2017年7月宣布達成大致

共識

日本與歐盟在2017年7月宣布，日歐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達成基本共識，待其他細

節完成後，將正式簽署。日歐EPA是高品質的

協定，自由化程度並不低於TPP。雙方針對

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競爭、政府採

購、智慧財產權、非關稅措施等多項議題，

均有深度的開放。特別是在一些高度敏感的

項目，如日本的農產品與歐盟的汽車，均納

入自由化範圍，顯見雙方開放市場的勇氣與

決心。

RCPE以在2017年底完成為目標

在美國宣布退出TPP後，RCEP成員仍持

續積極推進RCEP談判，下一回合談判將在10

月於韓國召開。目前RCEP共已舉行19回合談

判，與會國持續就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

資等市場進入議題進行討論，並同意增加政

府採購及貿易救濟等工作小組，16國已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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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將盡力於2017年底前完成談判。

雖然多數成員國均已同意貨品自由化比

率90%的目標，但因印度態度較為保守，堅

持貨品關稅應與服務業市場開放程度掛勾，

自由化比例不超過80%，放寬對商務人士自

由移動的規範與限制，而使談判進度受到影

響。另外日本及新加坡則主張納入國營企業

議題，但部分成員國認為此議題過於敏感，

也使RCEP的談判延宕。16國能否化解歧見在

2017年底前順利達成共識，仍有待觀察。

亞洲主要國家持續推進區域經濟整合

除了TPP、RCEP與日歐EPA等巨型FTA

（Mega FTA）持續推進外，東亞各國也將持

續推動雙邊FTA，日本的重點除了在日歐EPA

及RCEP以外，中日韓FTA將有機會在2017年

取得進展。中國大陸正與既有之FTA夥伴，即

東協、巴基斯坦、新加坡、紐西蘭和智利等

國進行升級談判，其中與東協之升級版協定

更已在2016年7月生效；並與「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如斯里蘭卡、馬爾地夫、以色列等

國進行FTA談判，持續擴大其影響力。

在韓國方面，根據韓國產業通商資源

部（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MOTIE）所公布之主要施政方向來看，其

在2017年3月與中美洲六國完成簽署後，未

來將以完成RCEP、與以色列、厄瓜多爾，

及印度FTA之升級協商、擴大韓東協FTA自

由化比重的談判，並開啟與南方共同市場

（Mercosur）及墨西哥之雙邊協商等為主。

我應持續關注區域經濟整合議題並

強化國際競爭力

綜合而言，未來各國仍會持續推動區域

經濟整合，並不因美國退出TPP及調整經貿政

策而有所動搖，未來將會走向雙邊FTA與大型

FTA並行。但各國亦會針對反全球化思維展開

因應，將更為重視就業維持與所得分配。臺灣

如何能夠結合產業與對外貿易政策，找到利基

優勢、或與其他國家合作以強化國際連結，

將是能否於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的關鍵。

在全球區域經濟整合仍會積極推進的同

時，臺灣參與區域整合的進程已明顯落後，

而這也使得臺灣須面對高額的關稅以及其他

市場進入障礙，對臺灣產業與經貿發展已造

成衝擊。

因此建議政府除了持續關注全球區域經

濟整合發展趨勢外，對內也應加速法規體制

改革，加強與國際接軌；並和國內相關利益

團體與產業針對市場開放進行溝通，如此不

僅可降低未來自由化阻力，藉此向國際表達

臺灣參與整合之決心，也可打造國際化的經

營環境，除了吸引更多外資外，也有機會在

區域整合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