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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臺灣而言，我國政府正積極推動「新

南向」政策，期透過與東南亞及南亞國家深

化經貿合作關係與各面向之交流，調整臺灣

對外經貿高度集中於中國大陸之情況。惟在

前述背景下，臺灣不僅需要面對與兩強相處

的平衡問題，在與新南向夥伴國家交流合作

時，亦將更明顯受到夥伴國與中國大陸之互

動關係之影響。本文以美國及中國大陸近來

的政策布局，以及亞太主要國家對於中國大

陸一帶一路倡議之參與態度，探討臺灣新南

向政策的機會與挑戰。

美國的經貿新政與影響

在「公平貿易」與「美國優先」的思維

美
國總統川普自上任以來便退出TPP，強

調「公平貿易」，並積極推動製造業回

流等相關政策。而川普政府主張公平貿易政

策，強調以雙邊手段解決美國與中國大陸、日

本、墨西哥與德國等國之貿易逆差問題，引起

各國對於中美貿易戰的疑慮；此外，其製造業

回流的相關政策業已造成國際廠商，包括臺商

的投資布局之調整，並將在中長期影響全球生

產及投資布局情況。另一方面，中國大陸除透

過協商與美國溝通雙方貿易逆差問題外，更透

過一帶一路建設深其與亞太地區國家的經貿連

結，而由各國積極表態參與及加強與中國大陸

之合作可知，中國大陸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

響力正快速調整中，讓亞太國家要平衡與兩大

國家的相處亦更具挑戰性。

亞太變局下臺灣落實新南向的
挑戰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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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川普政府新經貿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以及中國大陸積極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的經貿合作，對我國落實新南向政策有何影響？本文嘗試由美國新經貿政策及新南向主

要夥伴國對接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之作法，推論我國落實新南向政策之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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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美國川普政府「推動公平貿易政策」及

「重振製造業的相關產業政策」將對國際經

貿局勢產生明顯影響，茲說明如下：

（一）「公平」的貿易政策

為推動公平貿易，美國總統川普已要

求針對涵蓋中國大陸、臺灣、日本、德國、

墨西哥、愛爾蘭、越南、義大利、南韓、馬

來西亞、印度、泰國、法國、瑞士、印尼和

加拿大等16國美國主要貿易對象，評估是

否使用不公平貿易手段而產生對美國的貿易

順差。另在美國將可能推動的反制措施方

面，可歸納出「加強貿易救濟措施」、「利

用雙邊協商解決貿易對手國的貿易障礙及智

財權問題」、「動用國內法保護國內受害產

業」、「制止貿易對手國操縱外匯」、「制

定美國版邊境調整稅」以及「重新檢討貿易

協定及美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策略」等六種

手段。茲將各措施之目前進展彙整如表1。

（二）製造業回流的相關政策

美國再工業化及製造業回流相關政策始

於美國歐巴馬政府時期，其核心目標在於發

展先進製造業，使美國得以掌握新興產業之

主導權。至川普政府時，除延續先進製造之

外，在將製造業帶回美國之時，更著眼於製

造業在美國所創造的就業。為促使製造業回

流美國，川普政府祭出全面減稅並增加基礎

建設支出等誘因，同時並降低聯邦政府的管

制措施，放寬對於金融業及能源開採等相關

產業之管制及加快申請流程。

由前述可知，美國川普政府正加大力

度，提高廠商在美投資的誘因，並利用雙邊

機制解決美國貿易逆差的問題，其已造成包

括汽車業及電子業等跨國廠商增加對美投

資，以避免在如中國大陸等國家生產之產品

在出口美國時遭遇美國貿易制裁，並享有美

國中央及地方的稅收優惠。值得注意的是，

美國所強調的公平貿易措施，不僅僅是希望

可以保護美國國內產業免於不公平進口產品

之競爭外，更希望可以加速外國市場之開

放，降低非關稅貿易障礙，協助美國產品銷

售至海外市場，此舉亦將可能改變美國主要

貿易對象在包括智財權等相關制度之改革。

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與效應

面對美國川普政府新經貿政策帶來的不

確定性，中國大陸除一面與美國協商溝通兩

國貿易逆差問題之外，亦持續積極推動其一

帶一路倡議。中國大陸在2013年11月第十八屆

三中全會後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將「一帶一

路」納入中國大陸國家政策，並且於2015年3

月28日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指出未

來中國大陸將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

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面向做為「一

帶一路」的合作重點及指導方針。

歸納而言，「一帶一路」之推動對中國

大陸除具有輸出其基礎建設產能、創造中國大

陸新的成長動能、加強其與中西亞、東南亞、

歐洲及非洲的經貿關係，並帶來龐大經濟合作

商機等經貿利益之外，中國大陸更透過經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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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高其國際話語權，並因此快速提升其在

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換言之，現今在亞太地

區，美國正因退出TPP並轉而強調其國內經貿發

展而削弱在亞太地區之影響力，中國大陸則透

過積極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經貿合作而

快速提升其國際影響力。

面對「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影響

力之消長，包括我國新南向夥伴的亞太地區

國家均紛紛針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

提出對接方案。在東南亞國家中，目前較積

極展現合作意願的國家包括新加坡、印尼、

越南、泰國、寮國、柬埔寨等；其將與中國

大陸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加強在交通、

能源建設、投資及跨境電商等相關領域的合

作。南亞國家則以巴基斯坦的合作意願較為

明確。印度則由於其與中國大陸過往的矛

盾，雖然歡迎一帶一路可能帶來的經貿利

益，但仍審慎看待雙方合作關係（表2）。

前述顯示，新南向主要夥伴國除印度

與中國大陸間尚有較明顯的矛盾與考量規劃

外，多數國家已提出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

議的對接計畫，後續必將加大彼此的經貿合

作關係，而中國大陸在其中的影響力亦將隨

表1　美國貿易反制措施之進展

推動措施 目前進展

加強貿易救濟
措施的實行

● 貿易救濟措施符合WTO規範，多數專家預期短期內美國將加強貿易救濟措施的實行
●美國已對包括臺灣進口之鋼鐵施行反傾銷措施，課徵反傾銷稅達32.01%

利用雙邊協商
解決貿易對手
國貿易障礙及
智財權問題

●  川習會後，中美建立外交安全、全面經濟、執法及網路安全、社會和人文4個新的「高級別對話機
制」並啟動「中美百日談判計劃」

●安倍與川普會談後，雙方在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和美國副總統彭斯間新設對話框架
●  運用「貿易障礙評估報告」、「特別301報告」等，作為美國與貿易夥伴談判之參考依據，並迫使
貿易夥伴與美國協商以避免遭受美國之制裁

動用國內法保
護國內受害產
業

●  川普已於4月20日簽署備忘指令，要求商務部根據1962年《貿易拓展法案》第232條款的規定，
對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海外鋼鐵及鋁材進口展開特別調查，一旦發現外國進口有損美國的國家安
全，總統有權對外國進口實施緊急貿易制裁

●  美國國內業者及學者提醒此作法將衝擊美國須運用鋼鐵作為生產原料之產業，並引起美國在WTO
場域中面臨貿易對手國之控訴，甚至引發與主要貿易對手國的貿易戰

●商務部將會提出最終報告

制止貿易對手
國操縱外匯

●  自美國財政部於2017年4月14日的最新評估報告可推知臺灣、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德國與瑞士
等6國被納入匯率操縱國之觀察名單，但並未符合「匯率操縱國」之條件，預期美國短期內應會暫
時擱下此政策工具之操作

●  更新版的NAFTA協定中將納入禁止匯率操控條款，可能作為後續美國與貿易夥伴進行雙邊協商之
範本

制定美國版邊
境調整稅

●  邊境調整稅的核心內容：（1）企業出口營收，不納入計算企業稅基來源，但內銷則納入稅基課
稅；（2）國內企業使用國內中間財之支出，可抵所得稅；國內企業若使用進口中間財之支出，則
不可抵所得稅

●  共和黨提出「邊境調整稅」希望可以部份彌補減稅所造成的稅收流失並且促使製造業回流美國。
但因為此政策基本上違反WTO國民待遇及補貼協定，再加上美國產業界存在反對意見，白宮及國
會目前已決定擱置此項政策

重新檢討過去
貿易協定並調
整美國的策略

● 重談NAFTA：預估有大幅更新
●  修正美韓FTA：文在寅6月29日至30日拜訪美國，雙方已就美韓FTA的後續談判有初步共識
●推動美日FTA：川普退出TPP後轉而考慮推動美日FTA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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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新南向主要國家面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對接政策及推動重點

對接政策 推動重點

東協
第七屆大湄公河次區域經
濟走廊論壇通過《部長聯
合聲明》、大陸「一帶一
路」和東協「互聯互通總
體規劃」對接

●  制定大湄公河次區域（GMS）經濟走廊具體項目試點概念計劃
●  促進交通與貿易便利化合作
●  推動次區域經濟合作區發展
●  搭建跨境電子商務合作平臺
●  加強互聯互通建設

新加坡

●  推進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就互聯互通服務貿易範圍進行的合作，
加強金融、航空、物流、通信四方面合作

●  積極探討兩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框架內開拓協力廠商市場的合作模式

印尼
大陸「一帶一路」和印尼
「海洋強國戰略」對接

●  印尼貿易部出口發展總司長努斯表示印尼「海洋強國戰略」與中國的「一帶一路」不
謀而合。中國與印尼在港口基建、產業園區開發有巨大合作空間

●  印尼駐華大使蘇庚表示「一帶一路」能夠作為印尼「全球海洋支點計畫」的有效補充，
促進印尼港口、橋樑、機場、公共交通、高速公路、鐵路以及發電廠的建設與發展

越南
大陸「一帶一路」和越南
「兩廊一圈」對接

●  習近平於2015年11月訪問越南時，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宣佈將加強推動「一帶一路」
和「兩廊一圈」對接

●  中越成立工作組，積極洽談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共同總體方案，推進中國大陸在越前
江省龍江、海防市安陽兩個工業園區的建設，積極吸引投資，促進建設鋼鐵、化肥業
建設，並加強在建材、裝備製造、電力、可再生能源等領域產能合作

泰國
大陸「一帶一路」和泰國
「邊境經濟特區戰略」對
接

●  宋卡府主管經濟的副府尹阿努其表示，泰國政府的邊境經濟特區戰略與中國提出的共
建「一帶一路」倡議相契合，歡迎中國大陸企業協助泰國邊境經濟特區進行基礎建設

●  中泰鐵路合作，中泰鐵路合作項目由政府主導，雙方共同投資、建設和運營，將全部
使用中國技術、標準和裝備

寮國

●  寮國副總理宋沙瓦  淩沙瓦高度評價 「一帶一路」倡議，並邀請中國大陸企業到寮國
考察投資

●  中老鐵路完成

柬埔寨

●  中國駐柬埔寨大使布建國指出，「一帶一路」倡議能與柬埔寨的「四角戰略」對接。雙
方在經貿投資、互聯互通、能源資源等領域本有合作，在西港經濟特區、國公綜合開發
試驗區、機場、港口、水電站、輸變電網、高速公路等重大合作專案亦正在推動實施

●  2016年8月2日中國大陸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在柬埔寨金邊會見柬埔寨國務兼公共工程和
運輸大臣孫占托，雙方同意加強中柬「一帶一路」倡議對接，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加
強合作

印度

●  印度專家認為一帶一路雖可為印度帶來的經貿商機，但仍需要謹慎考量再做出決策。此
外，中印雙方的合作專案還是應該納入世行、亞開行等傳統多邊金融機構，以充分利用
他們的經驗；同時，印度應加快RCEP的談判進程、印度歐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進程等

巴基斯坦
●  習近平訪問巴基斯坦時指出，中巴雙方可以藉由中巴經濟走廊為引領，以瓜達爾港、
能源、交通基礎設施和產業合作為重點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之擴大，臺灣如何落實新南向政策，深化與

新南向夥伴國的經貿合作，實需深入思考。

亞太變局下新南向政策的機會與挑戰

就美國川普新政的影響來看，美國強

調公平的貿易政策對協助新南向國家完善投

資環境、降低貿易障礙及建構法制化體系有

正面的效益，此亦將有助於臺灣新南向政

策之推動。臺灣新南向夥伴國中不乏開發

程度較低的國家，這些國家貿易障礙普遍

較高，且法規體系也不健全，若又對美國

存在貿易順差的話，則可能成為美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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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點。美國將要求這些國家降低關稅及非

關稅貿易障礙，以協助美國企業拓展當地市

場；同時也會要求強化智財權保護措施，以

維護美國企業之權益。以貿易障礙為例，

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在2017年發佈

之「貿易障礙評估報告」中，針對緬甸以外

的其他9個東協國家列示了多項待改善之貿

易障礙，像是對特定產品課以較高關稅、部

分產品進口需取得許可證、限制或禁止特定

產品進口、課以其他名目稅費等。針對上述

的貿易障礙，美國也在今年雙邊貿易暨投資

架構協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TIFA）會議上，與東協各國一一

進行討論，敦促各國有效改善。

在智慧財保護方面，根據USTR發佈

之「2017年特別301報告（2017 Special 301 

Report）」，印尼、泰國、印度被列為優先觀

察名單；越南及巴基斯坦則被列為一般觀察名

單，美國高度關切各國市場大量充斥之仿冒品

及因執法力度不足而產生的侵權行為。預期美

國將持續透過TIFA等雙邊對話機制，要求各

國強化智財權保護；而上述各國為免被美國施

以貿易制裁，也將積極回應美國之訴求。若上

述新南向夥伴國家可因此而具備較完善的智財

權保護機制，對臺灣出口產品及在當地投資生

產之臺商而言，亦是一項利多。

但值得關注的是，美國退出TPP、刪減對

聯合國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與對外援助經

費、挑起中美貿易緊張關係等作為，一方面將

促使中國大陸擴大及加速推動「一帶一路」戰

略，以強化與新興市場之連結，降低對美國之

出口依賴；另一方面也會造成「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更加依賴中國大陸之相關援助與投資。

當國際經濟組織之經費遭到刪減，過去高度仰

賴國際組織援助的中低度開發國家可能面臨

發展困境，此時「一帶一路」不啻是一場即時

雨。在此情況下，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將

同時面臨正負兩面影響。

就正面影響來看，「一帶一路」的推動

將在新南向夥伴國中創造新的市場商機，尤

其是基礎建設相關商機，臺商企業可同蒙其

利。從企業案例可以觀察到，兩岸曾在營建

工程、建材及電子零組件等領域進行合作，

共同開拓海外市場，大多為供應鏈合作的延

伸，由原先的共拓中國大陸市場朝「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拓展。惟前述案例仍是少數，

是否能夠出現大規模的合作，仍有待觀察。

負面影響主要由兩岸政治風險所衍生，

亦即兩岸當前互信基礎不足，中國大陸始終

片面認為「新南向政策」是臺灣欲與中國大

陸進行切割的手段，對於臺商企業拓展夥伴

國內需市場或政府與夥伴國進行合作交流均

多所阻撓，對「新南向政策」之推動十分不

利。尤其中國大陸企業規模相較臺灣企業

大，資金充沛，且與東協及南亞之政經關係

較好，在兩岸關係不穩定的情況下，中國大

陸對該等市場布局愈深，影響力愈大，對臺

商愈不利。基於此，政府應設法與中國大陸

重拾交流對話機制，以累積雙方互信，讓臺

灣「新南向政策」可與中國大陸的「一帶一

路」政策相輔相成，共創互利雙贏之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