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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愈來愈多，最後已達到包含美國、日

本、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澳

洲、紐西蘭、加拿大、墨西哥、秘魯、智利

等12個國家。由於TPP一直被視為是美國重返

亞洲的重要經濟戰略，且有排除中國大陸的

意圖，因此備受全球矚目。

但2017年1月23日，美國川普總統簽署行

政命令，美國正式退出TPP協議。美國宣布退

出TPP後，全球都在關注TPP未來的走向。由於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美國正式宣佈退出之前的

2016年11月記者會上慎重的表示，「沒有美國

的TPP，沒有意義」，因此當時大家都認為若

美國退出TPP的話，TPP很有可能胎死腹中，

日本將不會也不可能主導TPP繼續往前走。

沒有美國的TPP將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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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的最新動向

2005年5月28日，汶萊、智利、

紐西蘭及新加坡四國協議

發起泛太平洋夥伴關係，當時正與其他五國

磋商，包含澳洲、馬來西亞、秘魯、美國及

越南，原先並不大的貿易經濟圈在美國加

入後，重要性迅速提高。2010年11月14日，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高峰會的閉幕當天，

與會九國同意美國總統歐巴馬的提案，將於

2011年11月的APEC高峰會完成並宣布泛太平

洋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綱要。TPP後來加入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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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中旬，在智利舉辦了一場有

關TPP未來走向的會議，除了邀請TPP會員國

外，也邀請了中國大陸及韓國參加，因此大

家開始揣測是否中國大陸將取代美國，變成

TPP的盟主，但是中國大陸否認參加該會議

與TPP有關，更表明不可能領導TPP。在此之

後，中國大陸現階段參與TPP的可能性幾乎沒

有，這個議題也就沒有繼續發酵。

但是TPP的後續推動工作並沒有停止，

日本等國眼看美國短期不可能改變心意，於

是開始積極說服TPP其他會員繼續落實TPP。

在日本、紐西蘭及澳洲幾個國家的奔走下，

在5月2至3日於加拿大舉行TPP11的首席談判

官會議，具體討論沒有美國的TPP要如何繼續

往下走。由於日本已變成TPP最大的經濟體，

因此未來由日本主導TPP11協商的機會最大。

但日本希望未來TPP11可以維持現在的版本，

不做太多修改，不僅如此，多數會員國也希

望制訂一個便於美國回歸的機制，若美國要

重新加入TPP，可以不用像其他新會員必須全

體會員同意才行。

5月初的會議，雖由加拿大主持，但卻是

由日本主導，會議中有會員國提議不一定要11

個會員一起生效，若有5個國家可以先通過，

可以5國率先生效（TPP5），而這5個國家可

能是日本、紐西蘭、澳洲、新加坡及汶萊。

雖然日本希望在不改變TPP協定內容的原則

下，能在2017年完成協商，但是一般普遍認

為越南及馬來西亞可能會有意見，雖然越南

表態願與各國協商，但沒有美國，越南紡織

成衣的降稅利益無法實現，對越南的效益大

打折扣，越南勢必無法接受已承諾的條件。

在這段期間，TPP會員也探詢美國對

於TPP11的看法，根據日本「NHK」、《朝

日新聞》報導，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5月9日在華盛頓演講時表示，不反對

TPP11。之前《日經新聞》報導也指出，由日

本主導的TPP11，已經獲得川普政府的認可。

於是TPP11國在今年5月21日於越南舉辦APEC

會議的期間，由11國貿易部長討論如何繼續推

動TPP，同時敞開大門等待美國回心轉意。

基本上這次會議，已經確定11國將繼續

推動沒有美國的TPP11，並希望在2017年11月

提出解決方案，於是TPP第二回合首席談判官

會議在7月12、13日於日本召開。11國首席談

判代表對促進TPP生效，達成以下三項共識：

（1）維持高標準規則；（2）控制修改幅度

於最小範圍內；（3）於8月底或9月初在澳洲

再次召開首席談判官會議。

然而，11國中對於修改範圍尚存歧見。

日本、澳洲對於關稅等內容希望維持原有

規則；墨西哥則因美國要求重新談判北美

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對TPP態度轉趨積

極。但值得關注的是，高度期待美國市場的

越南及馬來西亞，則因美國退出，而對TPP內

容與生效採取審慎態度。日本政府將積極協

調各國意見，希望在11月越南主辦之APEC領

袖會議達成新規則之共識。

擔任TPP首席談判官會議主席之日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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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梅本和義（Umemoto, Kazuyoshi）於會後表

示，此次會議各國對於具體選項、觀點等討

論相當深入。為促進TPP早日生效，未來協定

在11個國家將以何種形式實踐法律約束力，已

有一定程度之共識。目前比較棘手的問題是

越南及馬來西亞可能要求重新談判，以符合

自身的利益，這對於TPP11生效將帶來變數。

未來各國政府將審慎評估美國退出後的TPP

價值所在，以便各國能在11月舉辦的APEC峰

會進一步協商，屆時各國領袖都將出席該會

議，若能達成共識，對TPP11的生效將有決定

性的效果。

未來TPP11與RCEP之競合關係

由於美國川普總統退出TPP的意志非常

堅決，因此目前看到美國政府對外都是表達

美國不可能重返TPP的訊息，沒有任何模糊或

是轉圜的空間，因此日本、紐、澳各國似乎

也死心了，不再浪費力氣說服美國，而是努

力尋求TPP11能夠繼續推動，先讓TPP不死，

以後再說。

雖然11個會員國已經取得共識要繼續推

動，但TPP11是否能夠順利生效，目前還有變

數，因為當初談判是在美國加入下，所有會

員妥協折衷下所產生的結果，如今占TPP全體

GDP 60%的美國退出，對整體協議的影響可

想而知。許多國家是看上美國的關稅減讓，

才願意開放服務業市場，或接受高標準的規

範，如今效益已大打折扣，要如何說服民眾

及國會同意也是相當棘手的問題，這也不是

各國談判團隊可以掌控的。

由日本主導的TPP11，不論其未來協定

內容是否會做大幅度變動，其影響力都一

定大減，因此其是否能夠與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協定（ASEAN Framework for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抗衡，已受到很多的質疑。TPP11若能生效且

維持其高品質水準，則其仍可以作為帶領未

來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指標，尤其在現今川普

保護主義可能抬頭的狀況下，更凸顯它的可

貴，連中國大陸也不可能公然反對TPP的高標

準是不符合時代潮流的產物。

過去TPP在美國主導下，與中國大陸主

導的RCEP產生競合關係，但是在美國退出

TPP後，這種競爭關係已經淡化許多，主要是

因為過去一直將TPP定位是美國重返亞洲的大

戰略，其主要是針對中國大陸而來。美國想

藉由TPP主導全球貿易規則，降低中國大陸

的影響力，中國大陸不甘示弱，也全力支持

RCEP的推動，RCEP表面上說是由東協國家

主導，但實際上中國大陸扮演重要角色。

RCEP有16個國家參加，由於每個國家的

經濟及產業發展程度差異極大，使得談判的

過程並不順利，到目前為此，談判尚未有很

具體的成果。基本上，RCEP16國可以分成幾

個團體，一個是主張高標準的先進國家，包

括日本、紐西蘭、澳洲、新加坡；一是主張

低標準的後進國家，以印度為首；其他如中

國大陸、韓國等介於中間，這些國家各有盤

算，針對對自己有利的則主張開放，有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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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則主張保守；另外，針對發展程度落後的

族群，如緬甸、寮國、柬埔寨，則有共識給

予比較長的寬限期，讓他們可以慢慢調整。

也由於大家各有所圖，因此談判已經達19回

合，還是沒有很具體的結果，預期要在今年

底完成談判有相當的困難。

在2016年TPP加速談判並完成簽署後，

中國大陸有急迫感，使得RCEP的進度也被迫

加快，但在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兩黨

候選人均主張不支持TPP，使得TPP的前途未

卜，這時RCEP的進展應加速或減速，各有看

法。等川普當選總統且就任之後，美國確定

退出TPP，大家對RCEP的進展又有不同的解

讀，有人認為TPP已經胎死腹中，RCEP的談

判沒有時間壓力，看大家是要低品質還是高

品質的FTA，若是想早點談完，就只能遷就選

擇低品質的FTA，若是要求高品質，談判的時

間就會拖較長，主要看會員國的態度而定。

一般認為，若RCEP是一低品質的FTA，

其主導國際貿易規則的力量不夠，其影響力

也會下降；若是RCEP可以有較高的自由化

品質，則其影響力會增加。目前還看不出來

RCEP的品質會朝什麼方向推動，這要看誰的

主導力量強，若是日本主導，品質會高，若

是中國大陸主導，品質介於中間，若是印度

不願妥協，品質就會很低，最後還是要看多

方角力的結果。

在RCEP談判當中，中國大陸的影響力

還是很大的，雖然東協國家普遍不喜歡中國

大陸，但基於大陸的經濟實力愈來愈強，占

東協國家的出口貿易比重也遠高於日本，最

後，中國大陸的影響力還是會超過日本。因

此，中國大陸在RCEP談判上仍具有重要的

影響力，日本即使聯合紐西蘭、澳洲及新加

坡，可能還是難敵中國大陸的影響力。

TPP11對我國經貿發展及「新南向政
策」可能帶來之影響

目前TPP11個會員國已經取得共識會繼續

推動TPP11，並希望儘快協商文本內容，若是

TPP11可以在年底之前協商出具體結果，並維

持高品質FTA的水準，對於未來亞太區域經濟

整合將有正面效益，因為這代表多數國家還

是希望促進區域經貿自由化的發展，對於貿

易保護主義會有抑制作用，同時也可能刺激

RCEP儘速完成，並提高品質，這對於全球區

域整合的發展也有正面貢獻。反之，若年底

之前TPP11沒有具體進展，可能對未來區域經

濟整合產生不利的影響，各國可能會尋求雙

邊FTA的簽署，對於大型的區域整合失去信

心。若此時RCEP也未談完，也可能會延宕時

程。

目前全球最大的兩個巨型FTA就屬TPP

及RCEP，臺灣因國際政治與兩岸的因素，使

得臺灣加入的機會不是很大，雖然今年6月26

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於例行記者會

回應現場記者提問，關於臺灣加入TPP之可能

性時，他表示，TPP乃為區域、世界擴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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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平經濟之開放協定，除卻美國以外的

11個國家，仍以使TPP生效為目標，歡迎包含

臺灣在內之各國、區域持續對加入TPP表達關

注，今後將提供必要資訊予臺灣。

但中國大陸國臺辦卻於6月28日主持新聞

發布會時表示，臺灣加入區域經濟合作，必

須以遵守「一個中國」原則為前提。此發言

被認為，中國大陸不接受臺灣加入中國大陸

未加入之區域經濟整合。因此臺灣要想加入

TPP，其難度還是相當高的，更遑論RCEP，

臺灣加入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

雖然如此，TPP若將來是採取幾個國家

接受就幾個國家先生效的模式，例如以TPP5

或TPP6之方式處理，則臺灣或許加入的機會

較高。理由是在5月召開的TPP11貿易部長會

議，也商討將開放更多國家加入，只要申請

者可以達到TPP各項嚴格的標準。基本上，短

期要協商完成TPP11的工作非常困難，若是能

夠採取較為彈性的作法促使TPP可以早日生

效，例如上面所提的TPP5或TPP6等，只要會

員國完成生效程序就可以隨時加入行列。為

了擴大TPP的影響力，開放原始會員以外的國

家也可以申請加入變得更為重要，這時也許

臺灣加入的機會將增加，因為TPP的生效會員

愈少，臺灣的阻力也會愈小，反之，阻力會

較大。

不論臺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機會有多

大，臺灣都應該持續進行改革，因為這不僅

僅是因應TPP而已，未來的臺美、臺日等FTA

談判，臺灣均會面臨同樣的要求。以臺美FTA

為例，美國退出TPP是因為川普認定複邊協定

對美國不利，美國將以雙邊FTA洽簽為主，以

爭取美國最大的利益，因此美國對於談判對

手國，只會要的更多。例如美國現在已經要

求加拿大及墨西哥要重談NAFTA，並且指出

要參考兩國在TPP開放的條件，在NATFA中

比照辦理。因此臺灣必須做好準備，以TPP的

規範為標準進行改革，以便時機成熟時，可

以馬上進行協商談判。臺灣雖然加入區域經

濟整合的外部障礙很高，但國內對於農業開

放的內部阻力亦非同小可，政府若不妥善處

理，恐怕最後會面臨內憂外患的窘境，而所

謂「臺灣將積極加入區域經濟整合」也只能

淪為口號了。

未來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方向不會改

變，臺灣若不能順勢而為，對臺灣的經貿影

響甚鉅，因為臺灣內需市場太小，出口市場

因貿易障礙太高而無法順利開展的話，不僅

是外商不會來臺投資，連本土企業也會被逼

外移，對臺灣負面衝擊很大，而政府所推的

新南向政策，也會因為這些因素面臨極大的

困難，加上中國大陸認為臺灣政府的新南向

政策是為切割大陸市場，更會加以阻擾，使

得新南向政策可能產生事倍功半的效果。綜

合來說，臺灣現正面臨內外夾攻的困境，內

部的改革開放壓力極大，外部的國際政治問

題，加上兩岸的僵局，都不利臺灣簽署FTA及

開拓海外出口市場，政府必須要有魄力突破

困境，才能走出自己的生存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