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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灣

摘要
本文研究主旨在於中美於亞太區域的競逐，同時以宏觀性角度理解中美對峙
背後的亞太區域脈絡，試圖爬梳 TPP 與 RCEP 相互競爭的背景。同時，本文也
將探尋兩者以區域經貿安排進行的競合對於區域主義發展有何影響，並將導向如
何的走向。最終，本文也對台灣參與現今亞太區域的兩大經貿協議有所著墨，藉
由從經貿獲益以及政治敏感度面向分析台灣的因應對策，以及未來的政策選擇提
出建議。
嗣經本文分析與研究後有如下的發現：首先 TPP 實為美國用以延續其霸權
體系的制度霸權工具，美國得以藉由主導議程走向使利益傾向自身，最終打造一
符合自身利益的國際經貿規則。其次為中、美對峙，在面對來自美國的攻勢，中
國承襲了一貫的外交範式－和平發展、穩定周邊與睦鄰政策，以深化與東協的紐
帶關係，與鞏固區域同盟體系等避險外交政策防範美國的戰略衝擊，且當前其國
家戰略重心為經濟發展，與美國進行直接戰略對峙並非當前的外交選項。最終為
TPP 與 RCEP 的競合關係，TPP 係為高舉「黃金標準」與百分百自由化的高標準
經貿協議，在議題領域上已超越國家邊界碰觸社會議題，實屬高階的整合協議。
RCEP 的談判模式依循東協模式的循序漸進與尊重差異的原則，其所關注的是為
區域的平衡發展，經貿自由化實為其次，其仍處於較低階段的整合協議；分屬不
同整合階段的 TPP 與 RCEP，兩者涵蓋的議題領域亦有所差異，使雙方之間存有
互補空間，不至於落入惡鬥，未來更有望得以攜手共建亞太自由貿易區，引領區
域走向繁盛。

關鍵詞：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中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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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hole theme about this thesis is mainly focus on U.S.- China confrontation
in Asia Pacific region. This thesis explores how U.S. uses TPP as part of Pivot to Asia
strategy to rebalance Asia and entrench its power to the region. Then it is unavoidable
to consider China’s reaction toward U.S. confrontation. In addition, great amount of
attention will be place on the architecture, defining feature and forms of Asian
regionalism, so that the whole sketch about distribution of power, history and cultural
footprint can be clarified. Moreover, this thesis also aims at providing insights to
Taiwan’s decision-makers, scholars and officials by provide comprehensive and true
picture of these two agreements.
Summarized below are findings from research studies that have especially
contributed to the usual understanding of U.S.- China confrontation. First, we can take
TPP as the strategic instrument for U.S. to sustain the hegemonic system by
strengthening partnership in Asia Pacific region then collecting the regional resource.
Secondly, in face of U.S.’ threat, China responds in hedge way, it follows the usual
diplomatic mode that deepen the strategic bond with regional partnership, especially
ASEAN. China’s current strategic focus i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us having direct
confrontation with U.S. will not be their current option. Moreover, relation between
TPP and RCEP tends to be mutually beneficial instead of conflicting. For two of them
are actually locating in different integrating stage, TPP adores golden standards like
high level of liberalization, while RCEP pays more attention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TPP, RCEP, U.S. China, Rivalry,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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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1970 與 80 年代開始，冷戰時期的兩極對峙逐漸趨於和緩(Détente)，全球以
美國為核心的舊金山輻軸體系(San Francisco System)影響力也逐漸減退。後冷戰
時期來臨，以往居於政策主流之政治、軍事與戰略等現實主義稱之為「高階政治」
議題，在全球化風潮席捲全球促使多方行為者與多元議題，如經貿合作、非傳統
安全、環境主義、人權與女權平等「低階政治」議題興起，使的兩邊界線消融。
區域主義逐漸成了全球化時代複合互賴下的新產物，放眼全球，各方經貿結盟團
體紛起，彼此之公私部門、市民社會乃至政府，透過正式或非正式對話相互連結
緊扣，共同形成如區域整合的公共政策。在如此有著綿密的連結網絡下，區域集
團間軍事衝突迸發的可能性似乎顯得微乎其微，反觀區域間之經貿競合與衝突卻
成了常態，各方集團之競合牽引著未來區域動向，同時形塑了新的國際政經秩
序。亞太區域在後冷戰時期受到第三波民主浪潮席捲，以往的殖民主義逐漸褪
去，各國重拾自主權，而在穩固政經情勢後也開始關注更高層次的區域政經整
合。此區域自 1990 年代開始進行一連串的區域經貿整合，從橫跨整區的「亞太
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以下簡稱 APEC)，到
涵蓋東南亞六個陸地國家與五個海洋國家的東南亞國協(Associate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乃至各個國家間簽訂的雙邊(bilateral)或多邊(multiple)的
貿易協定，亞太區域如同後起之秀般迎頭趕上在歐、美盛行已久的區域整合風潮。
亞太區域整合受多重勢力型塑，21 世紀初中國在全球經濟、政治乃至軍事
實力有極大的增長，其迅速之崛起並躍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在各項議題
領域倍增的政治影響力更是不容忽視。中國崛起造福區域的經濟成長與共榮，強
化了亞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相互依存度，尤其在美、歐經濟蕭條的情況下，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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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興經濟體的原動力與發展主軸。但中國的興起也引爆了鄰國與區域強權對
於中國大陸的不安全感，1中國威脅論之疑慮持續發酵，且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
領土主權爭議常成為亞太區域和平發展的隱憂。然而，不可置否的是，其對亞太
區域經貿成長確實產生正面的領導作用，對於引領區域整合的可能性也令人關
注。
另一面向，追溯至 1997 年與 1998 年間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各國集思討論如
何減緩風險，日本仿照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提出一主
要途徑，即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 AMF)。此倡議在整區引起熱烈討
論，各國開始思索共建亞洲貨幣機制的可能性，然而卻遭到美國的封殺無疾而
終。此舉激起了亞太區域另起爐灶之意願，重起「唯獨亞洲」(only Asia)之只涵
蓋亞洲區域國家的經濟整合模式。自此，東協開始積極協商並建立各項雙邊與多
邊經濟協定，如「東協加三」
、
「東協加六」及「東協加一」等，亞太區域整合於
是有了新動能。
21 世紀初主導此區經貿整合的另一強力推手為亞太經合會，涵蓋多樣性的
品項並進行全面性的自由化與減免關稅，試圖透過建立一對話平台機制與寬鬆不
具約束性的規約，將亞太區域國家彼此連結。然而，近幾年來由於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以下簡稱 WTO)在多哈回合(Doha Round)談判
進度緩慢，被賦予重望的 APEC 卻似乎也毫無突破，逐漸有光芒消退之情勢。在
此狀況下，新興雙邊或多邊經貿協議逐漸嶄露頭角，並重新引導亞太區域整合走
向深化與廣化。然而，「唯獨亞洲」整合模式與中國崛起引起美方高度關切，於
是在 2008 年歐巴馬甫上任時擬定對應亞洲之戰略－即「亞太樞紐戰略, Pivot to
Asia」，以重新穩固其在冷戰時期奠下的領導霸主地位，並決定主導亞洲區域整
1

詹滿容，2012，〈台灣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新秩序下的挑戰與策略〉，《APEC 通訊》，15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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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進程。面對此一戰略，區域強權中國也對此做出回應，亞洲區域的權力競逐
局勢隱然成形。本文研究主題之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以
下簡稱 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以下簡稱 RCEP)，即為此新局勢下的產物。TPP 實屬 WTO 體系下
的一環，頗有承襲 APEC 之意味；而 RCEP 則為東協期望覆蓋多個東協加 N，並
實現東協長期以來所追求的終極目標－2015 年東協經濟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TPP 旨在解決 21 世紀經貿自由化遇到的新挑戰，並推動一個
得以做為本世紀具有黃金標準(Golden Standard)的高品質與高標準的經貿協議。
相對地，RCEP 則將目光擺置於提升成員國間的投資貿易互動，進而推動亞太區
域緊密連結的市場驅動供應鏈(Market- driven supply chain)，並協助發展中國家融
入全球化進程。同時，RCEP 也成了中國用以回應美國圍堵攻勢的戰略工具。換
言之，兩大協議的最終目標皆為創造一資金、貨物與服務自由暢行，不為關稅與
歧視性條款阻礙的自由貿易區，並藉區域內成員國之貿易合作關係促成亞太區域
整合，進而溢出(Spill-over)到全球經貿體系創造連結。然而，看似平常的經貿協
議背後，實為中(RCEP)美(TPP)雙方各自領導的集團針鋒相對，未來亞洲區域發
展走向值得關注。
二、研究目的
如上所述，本文的基本研究目的有：
(一)、 對 TPP 之理解以及區域動向：
本文將逐步探究 TPP 的起源、談判重點、爭議性高的條款，以及美國
如何引導議程走向，使其利益傾向自身?由中國與美國這兩大強權主導的
區域協議已為亞太區域注入整合新動能，延著雙軌發展會是走向對抗亦或
是有其他可能存在?將對此區的區域主義發展有何衝擊?期望藉由回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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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問題對這兩大協議有全面性的認識，進而理解當前亞太區域整合現況，
以及未來可能之整合走向。
(二)、 中國與美國的戰略考量：
我們或許可作如此的推測，隱藏在 TPP 與 RCEP 背後的會是繼 APEC
後，新一輪亞太區域政治與經濟的中、美競爭。深入探究，什麼樣的原因
促使遠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會如此頻繁的涉入亞太區域整合，或甚至期
望擔任領頭羊?而其所選擇的戰略工具－TPP 又何以從原本沒沒無名由四
個太平洋小國家組成的協議，在 2009 年美國宣布加入後躍身為牽動亞太
整合脈動的關鍵角色?牽涉著 TPP 的特定政治、經濟與社會脈絡為何促使
美國做出這樣的決策?中國在受到美方 TPP 勢力的逼近，轉向尋求東協在
六個東協加 N 的基礎上建立 RCEP，以此鞏固自身在此區域的地位並進行
反圍堵。中國選擇 RCEP 的戰略考量為何?有無其他的反應策略?此外，本
文的研究核心為 TPP，關注美國如何以 TPP 注入自身在亞太區域的影響
力，並深耕其勢力，試圖在亞太區域整合中佔據要角；而 RCEP 則是做為
檢視亞太區域對美國此波攻勢之回應，重點仍將擺置 TPP 之上。

第二節、文獻回顧

本研究將焦點置於亞太地區政經整合的新面貌，2009 年後美國加入 TPP 並
搭配著「再平衡」戰略，試圖型塑與主導亞太區域整合秩序。另一方面，做為區
域強權的中國則試圖在區域競爭中反制美國，因此以在東協加一的基礎上，並於
2011 年由東協倡議而形成的 RCEP，抗衡 TPP 而形成中美雙方在推動亞太區域
整合時的競合現象。由於內容涵蓋自由經貿建制、區域整合、戰略盤算、國家利
益追求與權力的競逐，因此在文獻回顧中，將分成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兩大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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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細項討論，在兩者對於經濟貿易與權力關係相異的認知下，逐步檢視國內外文
獻對於此主題已做的研究重點與成果，冀望理解這兩大協議的背景脈絡、談判重
點、利益供給與如何成為雙方相抗衡之戰略，並在此基礎上以更周延之角度使兩
個協議相互補強其討論之空缺處。
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對於 TPP 與 RCEP 的研究，依題目與主題約略可分成
宏觀與微觀研究，宏觀研究指以全區觀點討論 TPP 跟 RCEP 鑲嵌於泛太平洋區
域，將對亞洲政經整合產生如何的衝擊與效應；亦或是將目光放寬至國際政經局
勢發展，例如東亞經濟整合前景，做一全景式探究。另一方面，從產業與經貿建
制視角觀之，微觀研究意指關注個別國家(特別是台灣)在此議題上之立場、利弊
得失、相對收益、絕對收益與產業衝擊等。

一、

自由主義對於 TPP 與 RCEP 所做的討論
經濟自由主義主張個人利益超脫於公共或是國家利益之上，認為國家應自由

放任個人發展其才智至極限，如此社會才有前進的動能，且國家不應干涉市場運
作，透過看不見的手之機制可以將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協調完善。有關國際自由
貿易，David Ricardo修改以往由Adam Smith提出的相對比較利益原則，指出國與
國之間的自由貿易是依循相對比較利益原則(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在產品交換上，一國在各產業或不同商品的生產成本之間，必然有
相對較占優勢的產業或商品，該國可以集中生產這類與他國相比下劣勢較小的產
品以供出口而獲利。2此外，自由主義學者對於自由貿易的主張含有和平的涵義，
Smith就認為自由貿易可以將世界從國與國之間爭奪資源的致命後果中解放，在
自由的商業制度底下，利益與交往的共同紐帶會把整個世界裡由各國組成的普世

2

曾怡仁，2013，《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臺北：三民出版，頁：96-97。
5

社會連繫在一起，和平於焉而生，這種觀點後來發展成為著名的「貿易和平論」。
3

區域整合、貿易自由化或是自由化協定均是奠基於國際貿易所能帶來的絕對利

得以及貿易產生和平的概念上，TPP與RCEP即是在此想法下的產物。
梁銘華就從國際經貿法之視角檢視多邊經貿協議－RCEP，以及以高標準、
涵蓋範圍廣泛著稱，且被譽為21世紀FTA典範的TPP之兩者的內涵。TPP未來並
可能成為APEC 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進程的主要整合動力。而RCEP則為推動東亞國家進行經貿整合的強大
動能。作者對這兩個牽引亞太區域發展之協議進行政治與經濟面向的互動觀察。
美國也清楚了解RCEP是中國用以對美方進行反圍堵與穩固自身地位，並削弱美
國之影響勢力。4兩者目前雖未參與對方所主導的協議，然而彼此還是產生影響。
例如TPP在RCEP於2013展開第一回合談判後感受到壓力，而開始加速談判步
調，也因為RCEP對於不同發展水準的國家給予特殊考量，迫使美國在TPP談判
過程中，對於爭議性議題不得不採取較大彈性的妥協，以避免落後於RCEP。5
就經貿面向觀之，歐巴馬政府背負著沉重的經濟危機包袱，於是對內從總體
經濟政策做調整，採取量化寬鬆(Quantative Easing)的貨幣政策以刺激消費；對外
則實施擴大出口策略(或稱出口倍增戰略Export-doubling strategy)，而TPP就成為
推動出口倍增戰略與解救國內經濟的機制。如此，不難理解為何歐巴馬熱衷於推
動TPP，其著眼的是具有廣博市場與旺盛購買力的亞洲。另一方面，就中國FTA
而言，其著眼的對象應是國內總生產毛額排名前三位的日本、美國與歐盟。中國
與日本締結FTA的機會得以從目前商議中的中日韓FTA中看見一絲曙光，然而美
國跟歐盟方面卻仍是毫無進展。目前中國強力推行的RCEP其涵蓋的經濟體數量
3

同前註 3。
梁銘華，2013，RCEP 初探與未來發展，2013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2013.5 月
31-6 月 01，宜蘭，頁：10。
5
同前註 5。
4

6

與GDP仍不能與歐盟跟美國相提並論。於是梁銘華認為在APEC多哈回合停滯的
現狀下，中、美雙方若皆參與對方主導之經貿協議，其能達成的經濟效能勢必很
龐大，況且如此大規模的FTA對實現亞太區域自由化絕對是很大的助益。6

二、

現實主義有關TPP與RCEP之討論
現實主義的議題領域有高低層次之分，其主張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首要的國

家利益是生存與安全，然而向來被視為屬於低階政治的經濟，在冷戰後新安全觀
興起而有所提升。國家也會擬定對外國防戰略來維護本國經濟命脈及其資源，做
為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者，其各項戰略與行動如實行區域整合、經貿合作背後皆
蘊含深層的國家安全與生存考量，任何政治、經濟或軍事手段皆是為達成國家利
益，標榜著自由貿易協議的TPP也不例外。且在自由貿易的產品交換與供應鏈網
絡中，現實主義也強調須避免過度互賴而使自身遭到宰制，相反的國家應主導議
程使利益傾向自身，最終獲得國家利益。7此外，現實主義中針對現狀霸權和新
興強權關係探討，並發展成精密的理論樣式的便是「權力轉移理論」，晚近由於
中國崛起相關討論再度紛起。權力轉移理論指出，當崛起霸權國力接近當前霸權
時，8出於對現況的不滿，其勢必選擇對現存霸權提出挑戰，因而致使國際秩序
紛動。當套用至中美兩方，即可呈現中國不滿美國侵入亞太區域，企圖以TPP植
入自身影響力，因而在區域整合中轉以主動積極的態度，扮演推動RCEP的首要
推手，意圖結合東亞勢力抗衡之。9
廖顯模與張凱銘援用攻勢現實主義指出，美國長期追求「超區域霸權」

6 同前註，頁：12。
7 Peter Bachrach, Morton S. Baratz, 1962, “Two Faces of Pow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4): 948.
8 根據「權力轉移理論」，當新興強權實力達到霸權國家的 80%時，兩者便進入「勢均力敵」
（parity）的狀況，新興強權將可能挑戰現有霸權。
9
胡聲平，2013，〈中共對東亞區域整合的認知－權力的觀點〉，《亞太研究通訊》，11：94-95。
7

(Extra-regional Hegemony)與「門戶開放政策」(Door open policy)，來解釋歐巴馬
亞太樞紐戰略的動因。作者首先認為在歷經反恐戰爭造成的國內外局勢動盪，以
及2008年金融海嘯(Economic Tsunami)造成國內經濟形勢險峻，歐巴馬總統即著
手調整戰略，朝向政經整合有著亮眼表現的亞太區域，希冀掌握其資源，吸收其
養分來滋養已顯疲態的美國經濟，並就長期發展考量在亞洲政經整合與權力重組
中佔據要角，深耕其影響力。10
具體而言，在成為西半球區域霸權後，為何美國仍執著於追求東半球區域霸
主地位?作者援用攻勢現實主義學者萊恩(Christopher Layne)的「門戶開放政策」
來解釋這個現象背後的深層動因。美國有個基本假設，即美國的安全、繁榮與基
本價值的維繫，皆取決於國際體系的開放程度，如果其他國家對美國採取封閉與
拒絕往來的政策立場，最終將會對美國構成深遠傷害。11門戶開放政策由兩種思
維組成，經濟上－得以開拓海外市場、來自國外的原物料供應穩定以及外國資金
不斷的挹注，與政治價值上－自由民主政治價值與體制的傳播，消弭異於美國核
心價值的其他思維。12美國致力於塑造一開放自由的國際環境，以便推廣核心自
由價值建立堅實的互信基礎，也得以獲取各國豐沛的資源，穩定區域霸權成長。
美國對門戶開放思維的追求也呈現在其大力推展的TPP上，其本身即要求成員國
全面性市場開放，使成員國間得以輕易進入其市場。同時，TPP標榜全面性零關

10

歐巴馬於 2012 年再度連任後再度以行動表明對亞太區域的重視，先是親自出訪緬甸、泰國與
柬埔寨，並與國務卿希拉蕊(Hilary Clinton)與國防部長潘內達(Leon Panetta)連抉出席東亞高峰
會。希拉蕊後來在出訪澳洲時於柏斯西澳洲大學演講指出：「美國從未離開亞洲，美國是太平洋
地區主要國家，進入 21 世紀，美方必須堅定確認留在亞州，表明亞太和印度洋地區對美國和其
他國家的未來具決定性影響。」而潘內達則是在香格里拉發表演說：「作為一個太平洋國家，美
國和亞太地區命運與共，另則考量到該地區近年來不僅經濟發展強勁，安全議題與主權領土爭
端也日益增加，因此美國認為有必要強化對亞太地區的參與。」
梁銘華，2013，〈RCEP 初探與未來發展〉，2013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2013
年 5 月 31，宜蘭：佛光大學。
11
廖顯模，張凱銘，2013，〈歐巴馬政府的亞太政策：門戶開放下的超區域霸權戰略〉，《全
球政治評論》，.42：79。
12
同前註 14，頁：81。
8

稅與無例外商品，並排除任何非關稅障礙。如同邱奕宏指出，強調高品質自由貿
易協定的TPP被廣泛視為是美國欲爭取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路線之主導權與鞏固
美國在亞太區域經貿利益的工具，其已然成為美國追求超區域霸權，試圖主導區
域自由經貿體系與使成員國門戶開放，以建立成員國間傾向美方利益之一體性產
品與自由化標準的最大利器。13
從結構上看，盛九元指出TPP談判架構是以美國為中心，大國向來試圖主導
議程設定與談判進程使收益傾向自身。14美國多次在議程中提出有利於美方的提
案，例如智慧財產權保護、15限制國營企業介入與加入購買美國貨條款等，16若
TPP成功依照美方戰略意圖進行並通過各項條款，它可以保證美國工人和公司在
公平的條件下參與競爭，確保美國在亞太市場上分得一杯羹，且可獲得更多高品
質的工作機會，如此對於解決經濟危機帶來的失業問題及提升美國整體經濟實力
均有極深的助益。因此，美國政府一方面將TPP視為核心經濟政策並加以大力推
動，17另一方面就外部戰略部署而言，除了可以鞏固美國的超區域霸權與亞太地
區主導的地位外，18也可藉由在勞動、政府採購、國有企業進入市場與環境規約
上，設立嚴格的把關標準，藉此圍堵與這些標準相差甚遠的中國，並透過與亞太
區域其他成員國建構更緊密的連結來排擠它，其抗衡意味濃厚。19

13

邱奕宏，2011，〈美國的 2011 年 TPP 動態與亞太政經佈局〉，《APEC 通訊》，136：4。
許峻賓，2013，〈亞太區域整合與區域國際政治關係，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6(7):8。
15
2011 年十月 TPP 第九回合談判，9 個國家代表直指美國在智慧財產權上的立場，認為美國所
提出之智財權草案內容，對於開發中經濟體將會產生嚴重之後果；祕魯代表就指出此舉只是為
保障美國藥物公司的利益，忽略了像祕魯這種低發展國家，在提供其國民廉價之健康照護與藥
物的目標變得更加困難。詳細內容請參閱: 中華研究院(WTO 中心),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18069
14

16

美國官員敦促加入購買美國貨條款引起爭議，詳細內容請參閱：中華研究院(WTO 中心)，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22189
17 盛九元，2013，〈TPP 的走向與趨勢：戰略意涵及對東亞區域合作的影響〉，《台灣經濟研
究月刊》，36(7)：77。
18
同前註 20，頁：76。
19
宋鎮照，〈歐巴馬訪問亞洲四國之策略與內涵：政治考量多於經濟利益〉，臺北論壇，
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141.php，登錄日期：2014.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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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實質而言，TPP確實已在多方面對中國造成深遠的影響，如經貿協議發展
或是戰略選擇。莊朝榮以宏觀視角檢視TPP在中國與亞太區域產生的漣漪效果，
以及兩者對它的回應。TPP談判歷程經常面臨意見分歧與各種難處，但整體協議
仍以緩慢但確實的步調逐步達成目標，如此迫使中國有所行動而對此作出回應，
也更刺激了其推進整合的決心。20中國的戰略回應共分為兩項，首先就是不考慮
加入美國推動的TPP，而選擇立足于建立東亞整合組織，因此中國積極推動中日
韓自由貿易區(China-Japan-Korea Free Trade Area, CJK FTA )。另一方面則牽涉
TPP對亞太區域戰略的影響。客觀來說，TPP加速了亞太經濟整合進程，雖然隨
著美國所主導的TPP不斷發展壯大，APEC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功能有可能被
邊緣化，但這至少標誌著亞太經濟整合已從提議進入實際操作階段。21由於目前
東亞整合進程中有日本倡議的「東亞全面經濟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for East Asia, CEPEA)、東協一直以之為目標的「東亞自由
貿易區」(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 EAFTA)、
「東亞共同體」(East Asia Community,
EAC)以及中國期望建立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彼此可能有涵蓋範疇相重疊與分散資源之疑慮，且中國、日本、
東協對東亞整合的發展觀點也產生分歧，以至毫無進展。反觀，TPP隨著談判進
程持續引領成員國共同推動亞太經濟整合發展。在這樣的新形勢下，中國有必要
調整其亞太區域合作戰略，將重心從東亞轉移到亞太。整體而論，亞太區域之政
治發展、安全戰略與經濟利益較之東亞對中國更顯重要。事實上，中國是亞太大
國，沒有必要將自己束縛在東亞，而將亞太放手讓與美國。隨著中國經濟和貿易
規模的擴大，需要更為寬闊的活動空間，亞太才是中國最能充分展現的舞台。22

20
21
22

莊朝榮，2013，〈TPP 對中國 FTA 戰略之影響〉，《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6(7)：83。
同前註 20。
同前註 20，頁：84。
10

TPP使亞太區域整合面臨未來發展的交叉口(crossroad)，未來此區是會形成
整合式的區域經濟體，還是觸發各方經濟集團興起並各自為政?眾人皆將目光置
於亞洲強權－中國的抉擇。Inkyo Cheng提出個人見解認為，就目前情勢觀之，
中國會傾向發展以自身為首的區域經濟集團如中日韓FTA與RCEP，並排除美
國。除了上述因素影響，也因美方將TPP定位為高門檻協議，其入會標準對於中
國而言是近乎嚴苛，於是中國遂在東亞地區另建組織實行區域整合。23可以說，
兩大強權在東亞與太平洋地區間劃下了分隔線阻擋對方越界，同時標誌著各自勢
力範圍，但也分裂了亞太區域主義，一場強權間的抗衡隱然成形。24
綜觀而言，從整理以上文獻資料後可以得出以下重點。
(一)、 從自由主義角度觀之，TPP是歐巴馬「亞太樞紐戰略」中的一環，他考量
到2008金融危機後已顯疲態的國內經濟，不僅購買力下滑，隨著製造業外移失業
率也節節攀升，情況險峻。具體而言，TPP之所以成為美國的戰略即在於其利益
價值，TPP標榜的全面性開放市場得以一舉打開亞太地區廣大的市場，使美國因
金融危機而囤滯的貨品長驅直入，如此便可達成美方的出口倍增戰略。此外，市
場的開放也意味著工作崗位的大幅增加，對解決國內失業率上升的問題極有助
益，如此也可以有效的活絡美國經濟。且TPP在一定程度限制成員國家之國營企
業對市場的介入，對美國而言可確保其工人與公司在公平的條件下競爭。

(二)、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因中國目前儼然成為引領亞洲經濟發展的龍頭，壓
迫著美國在此地區的影響力。然而，藉由TPP美國將得以重回亞洲，鞏固其超區
域霸權地位，並在APEC多哈回合(Doha Round)停滯的狀況下，以承襲APEC之姿

23

Inkyo Cheong, 2013, Negotiations fo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valu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Series.
428: 11.
24
同前註，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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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亞太地區經貿整合。同時，於整合進程中可以確保自身在區域內的地位與注
入影響力，避免遭受邊緣化。相對地，中國在面臨美國的圍堵決定正面回應，於
是在2010年確立與韓國與日本共同建立「中日韓FTA協定」，並於2012年展開第
一輪談判。然而，2012年因紛起的領土衝突，勾起敏感的歷史衝突因素，使得談
判前景不盡理想。中國於是調整其戰略轉向更廣大的亞太區域，並追隨東協共同
加入RCEP談判，以期削弱美方勢力並進行反圍堵。

(三)、 就整體區域發展而論，TPP作為亞太區域整合進程的主要動力，而RCEP
則為推動東亞國家進行經貿整合的強大動能，兩大強權主導的經貿協議使亞太區
域整合面臨未來發展的交叉口。此區域是會形成整合式的區域經濟體，還是觸發
各方經濟集團興起並各自為政?就現今的觀察，目前此區域發展已導向兩大集團
在亞太地區劃分彼此的勢力範圍，且對於中國或美國，加入對方所主導的經貿協
議或許能成就區域整合以及收益最大化（GDP排名分屬世界第一與第二）
。然而，
就現階段而言並無此跡象。
綜觀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兩者對於TPP與RCEP的論述，自由主義贊同兩大
協議驅動區域整合，共同走向貿易全面自由化與整合，且使成員國透過相對比較
利益原則交換商品並享有低價的利潤而獲益；現實主義則著墨於兩大協議背後的
深層動因與戰略考量，並對中美兩國的競逐現象有精闢的見解，論述中國近年在
區域整合上採取積極的做為，呈現出對於現況(美國勢力進入)不滿的「修正主義」
(修正現況)，這實為崛起強權與現存霸權間權力消長的競合。25同時，美國為鞏
固其超區域霸權地位與防堵區域強權－中國興起，於是擬定TPP戰略，且因秉持
著門戶開放思維而在TPP協議中要求成員國全面開放市場以滿足其出口倍增戰

25

胡聲平，2013，〈中共對東亞區域整合的認知－權力的觀點〉，《亞太研究通訊》，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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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中國則為了自身在亞洲的領導地位，決定以RCEP戰略反制美國，並將發展
重心自東亞擴至亞太區域與美國相抗衡。
然而，前述的研究仍有稍嫌不足之處，因此本文期望藉由「國際戰略」途徑
補足其缺失，使研究臻於完整。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其實忽略了美國〈亞太樞紐
戰略〉背後一項重要的意涵。美國此舉措是藉著安全與經濟兩者雙軌推進，安全
上透過加強與中國周邊國家的軍事部署來形成聯盟體系以降低對自身的威脅，經
濟上則是藉推廣由美國所形塑的經濟規則來穩固在此區的主導權並排擠中國。換
言之，自由主義雖有論述TPP實為美國〈亞太樞紐戰略〉與出口倍增戰略的一環，
然而從第一點即可發現其認知面向只涵蓋美國的經濟利得，至多討論此對亞太整
合之意涵。相對地，現實主義則只專注於美國的區域霸權地位、TPP與RCEP兩
者的抗衡與戰略部署，對於經濟面向甚少著墨，也未與區域聯盟概念做連結。然
而，本文將嘗試提出新的觀點，試圖結合自由主義的經貿概念與現實主義的戰略
意涵，搭配著聯盟體系、區域整合視角，從國際戰略途徑切入以達成一全觀性的
整合研究，以期補強當前文獻分散於各領域之缺陷。

第三節
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研究途徑

(一)、 國際戰略
本研究將採用「國際戰略」做為研究途徑，希冀理解中、美兩國在亞太區域
對彼此的應對戰略。在當前的社會，「戰略」(Strategy)一詞頻繁且廣泛的被使用
於各個領域，上至公共政策的國家發展戰略、軍備戰略或經濟戰略，下至商業界
的藍海戰略、企業戰略管理，其意指的貌似是一種面對主要對手所產出的一套經
過縝密規劃、利益分析計算與全面考量後的準則計畫。質言之，戰略的概念起源
甚早，且似乎是伴隨著戰爭出現，無論是早期希臘羅馬時期或是中國春秋戰國，
13

戰略一詞就由相關字詞呈現，然而其從出現到當代逐漸成熟並為人廣泛的使用，
是一種長久與複雜的過程，探究其歷史淵源並非本文旨趣，在此僅對戰略一詞做
基本的解釋。
從武力與政策視角觀之，Colin Gray 指出「戰略是軍事力量與政治意圖之間
的橋樑，既不是軍事力量，也不是政治意圖，而是為了達成政策目的選擇使用或
不使用武力之研究」。26他點出了戰略並非全然軍事化的意涵，而應該擴張其範
疇至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面向，其定義豐富了戰略研究的範疇。經濟學者
Schelling 則從經濟視角出發，點出戰略「其實不關切力量使用的效能，而是如何
運用潛藏的能力」。27Andre Beaufre 則論述「戰略並非一種單純固定的教條，而
更是一種思想方法(Method of thought)其目的就是要整理事件，將他們照著優先
次序來加以排列，然後再選擇最有效的行動路線」。
戰略方法必須在各個不同的領域中去進行，包括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
方面都在內」
，只要有對立意志的衝突之存在，也就離不了戰略。Beaufre 因此將
之稱為「平時的戰爭」(War in peacetime)，連帶著戰略也必須是總體性的，並不
局限於戰爭和軍事範圍。28以上論述呈現了戰略的基本面貌，並使我們認知到戰
略已脫離以往狹隘的軍事力量定義，且非單純聚焦於單個面向，其更具有時空脈
絡限制的特色。29
實質而言，戰略研究常被視為國際關係的分支，因兩者發展時期相差不遠，
可彼此借鏡經驗與學說假設。戰略研究與現實主義關係特別密切。確實，戰略研
究於冷戰時期便是依附於現實主義麾下，其基本上是與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者

26

同前註 25，頁：17。
同前註 25，頁：5。
28
薄富爾原著，鈕先鍾譯，1996，《戰略緒論》，臺北：麥田出版，頁：17。
29
同前註 29，頁：1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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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使用同一套基本假設，像是戰略學家幾乎都自稱為新現實主義者，他們的一
切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都是以一種新現實主義者的範式為其架構。30
首先，戰略學家抱持國家中心主義(State-centric)。戰略學家所認知的世界是
一個國家至上的世界，這牽涉到他們對國際社會的認知，由於無政府結構下並無
一個高於國家之權威存在，若要維持在體系內生存，就必須訴諸於自助與自力更
生。換言之，安全也因此成了國家行為的首要考慮，國家對於本身的決定也享有
最高權威，不受任何其他組織控制。31
戰略研究的第二項假定是為功利意識。誠如 Morgenthau 在六大原則中的第
二項所言－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動都是以利益為基礎，而利益則又界定世界權力，
一切歷史經驗都可證明此種假定的正確。戰略學家同樣也抱持著這種功利意識，
並確認國家利益的存在超越所有一切利益。32 正如前述，國家利益與國家生存
不可分，因此任何戰略家在策畫政策行為時，皆需以國家利益考量為基準。33
戰略研究的第三項假定為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他們假定決策者皆為理
性主義者，承襲前述的脈絡，意即決策者會以國家生存為一切依歸，並根據理性
計算與功利意識對資源做最有效的分配，產出一套能達成特定政治或經濟目標的
戰略。34綜言之，以上列舉的三種觀念－國家至上、功利主義與理性選擇即為戰
略研究在建立理論體系時首先採取的基本架構，並以此為基礎逐步發展出一套完
整戰略。
廣義而言，國際戰略是與「國內發展戰略」相對應的「國家戰略體系最重要
的組成部分」，其目的不再是國內發展需要的單純輔助手段，而是對「國家國際

30

Colin S. Gray, 1982, 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88
同前註 30，頁：78。
32
同前註 30，頁：80。
33
同前註 30，頁：85。
34
黃銘仁，〈小布希時期美中台三角關係-從新現實主義角度研析〉，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
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學位論文，頁：2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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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整體塑造」。這時的國際政治戰略帶有總體性和全域性，是一個國家國際
交往和發展的全面和長期設計和實踐過程。35國際戰略是以參與國際競爭為出發
點，並在國際競爭中使用國家力量以實現國家利益的謀略。具體而言，國際戰略
具有全局性與長期性的特性，意味著不單專注於個別事件，也不因特定時期事件
的發生就立即更動戰略。36
國際戰略的研究對象與一般戰略研究並無太大差異，雙方專注的皆為由主權
國家制訂並實施於國際的戰略研究。從此我們可約略描繪出國際戰略的研究內
容，共分為五項。首先是為決定國際戰略的要素：包含主權國家的戰略思維、當
權者的安全觀、對國家利益的認知以及對國際局勢的判斷，以此去訂定適切的戰
略。第二為國際戰略指導方針：由於有所謂的分類戰略如政治經濟與軍事，依各
個領域制訂切合的戰略方針，並分配國家資源實為要事。第三項內容與第二項有
所連結，意即國際戰略的手法與表現形態。國際戰略傳統的表現形態主要是軍事
戰略和外交戰略。冷戰期間，意識形態戰略的運用十分突出，而在當今的世界舞
臺上，由於國際戰略領域的延伸與擴張，其戰略重心也產生轉移，例如經貿戰略、
貨幣戰爭、文化戰略或是區域集團競合皆為與以往相異的表現型態。37第四項實
為國際戰略研究最為顯著的部分－國際戰略的謀略模式，意指搭配堅實的理論基
礎與概念來實施戰略的一種途徑，經典的謀略理論與模式主要有均勢戰略、地緣
戰略、聯盟戰略、間接戰略等。而在冷戰後戰爭形勢丕變，謀略理論與模式內涵
多樣化，如限制軍備、預防戰略與核戰略等。國際戰略的謀略模式因其理論基礎
而被視為是國際戰略產出的發展源頭，實為國際戰略的重要研究內容。
戰略研究的基本假設是依循新現實主義理論，其主張國家利益至上、決策者

35
36
37

余海洋，2012，〈國際戰略的批判研究解析與理論創新的可能〉，《國際觀察》，6：38。
同前註 35，頁：6
同前註 35，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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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性行為者，以及具有功利意識追求國家利益。戰略研究後來逐漸發展成國際
戰略研究，專注於探究民族國家的一切對外戰略，依照不同領域發展適切戰略指
導方針，並搭配謀略模式使戰略發揮最大效用，以及在國際競爭中使自身國家獲
利。做為本文的研究途徑，可以清晰的描繪出在無政府狀態下，中、美雙方基於
經濟與政治因素攸關國家生存利益之考量，以及專注於在亞太區域的勢力穩固有
助增加自身國家利益，並認知到對方與自身利益相衝突，因而將對方視為戰略目
標並期望加以防堵。因此，符合前述國際戰略內涵是以參與國際競爭為出發點，
並在當中使用國家力量以實現國家利益的謀略論述，中、美兩國首先結合政治與
經濟的分類戰略，將之統籌擬定了更高層次的TPP與RCEP，以作為國際戰略的
一環，並搭配謀略模式中具有堅實理論基礎的的聯盟理論，形成雙方各自聚集盟
友，企圖對亞太秩序進行整體塑造的兩個衝突意志間的抗衡局面。
(二)、 制度霸權
國際制度係為建構與維持霸權體系的重要元素，其本身亦為霸權國家所使用
的一種國際戰略。然而，國際建制承載了較國際戰略更廣泛的要素，例如意識
形態的傳播與公共財的作用，在與國際戰略途徑的搭配下較能全面性且具體地
解釋霸權國家－美國試圖以 TPP 傳播民主價值與自由經濟理念、穩固亞太區域
盟友體系並提供公共財穩定霸權體系之戰略選擇。
制度霸權意指國際建制與霸權的相輔相成，對於制度與霸權做出最精闢研
究的或許是 Ikenberry，他指出強權國家的興起與制度戰略的運用有緊密關聯，
同時認為美國在通過制度對戰略夥伴施展其權力以穩固霸權體系上是最成功
的。制度使美國自我恪遵與約束，從而讓其他國家更願意與其合作並尊重其領
導，而美國亦能將規則與制度嵌入國際體系之中以延續其權力。38Ikenberry 已

38

G. John Ikenberry, 2000,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U.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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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點出了制度霸權的幾項重點，首先霸權的領導要素不只有物質力量與權力，
意識型態的散布更得以有效地使從屬國家折服於其領導，不需要處處動用武
力。舉例而言，新自由主義即是全球化時代美國極力宣揚的經濟意識形態，主張
開放市場與不受限制的資源流動可以創造全球最大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利益。39
公共財的建立雖然需要霸權國付出成本，然而，使體系中的國家享受共同利益
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穩固其領導權之正當性，而此種公共財的體現即為國際建
制。國際建制通常牽涉規則與規範的建立，且大多是由國際體系內國家共識決
定，但當中又隱含霸權的權力引導，較以往霸權直接且硬性規範軟性的多。藉由
此種將權力下放與次級強權國家分享的治理模式，不僅使體系內國家有更多的決
策空間，更能集結多方資源以增加自身利益與延緩霸權衰退。國際建制同時亦能
建構一套利於自身的國際規則，形塑他國行為模式使其更易接受霸權的核心地
位。長期而言，國際建制能夠對霸權體系產生結構性的助益。
美國作為霸權的一個顯著性特徵即是高度倚賴「國際制度」來穩固其霸權結
構，其制度霸權的巔峰是為二戰結束之際，美國接連建立 IMF、GATTs、世界
銀行與 WTO 等國際經濟制度以填補戰後的權力真空，一舉奠定了延續至今的核
心地位。然而，近年來國內經濟結構崩潰與反恐行動大力潰擊其經貿根基，動搖
其國際經貿霸權地位。故，美國遵循過往的制度霸權戰略，以 TPP 作為新興國
際建制，試圖在亞太區域訂定一套以自身為中心的高水準自由貿易協定，以此作
為新時代全球經貿規則的範本，反映其制度霸權的利益與意識形態。更細緻地觀
察，TPP 涵蓋的新時代議題中實則隱含了美式意識形態與思維，高度的自由化與
全面性市場開放作為標準的經濟自由主義無需贅言，值得矚目的是為人權價值尊
重、勞工權益保障與環境保護，透露出美國所珍視的核心價值。TPP 作為制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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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註 3，頁：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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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戰略體現，也確實得以成為區域國家的公共財，以更高層次的自由化與高標
準減少區域交易成本並激勵發展中國家達到國家體制改革，長遠而言對區域邁向
緊密整合亦有所幫助，可謂一舉數得。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偏向質性研究，運用「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來探悉
中國與美國如何各自運用 RCEP 與 TPP 做為相抗衡的戰略，TPP 的談判內涵以
及兩者對峙如何影響亞洲區域主義的發展。
文獻分析法，是尋求歷史資料、檢視歷史紀錄並客觀地分析、評鑑這些資料
的研究方法，由於常需要大量的歷史資料與文獻，因此亦稱歷史文獻法。40文獻
分析法常用於理解一個客觀事實，以及其所牽涉的概念與現象。具體而言，此研
究方法根據一個主題，藉由大量蒐集一手、二手以及官方資料並分析其內涵，研
究跟主題的相關性與鑑別文獻價值，來得到有用的資訊。之後，再透過提綱挈領
的對文獻做逐步與系統的歸納與描述，從而全面性的理解研究主題之背景、發展
脈絡與現況，並得以歸納與主題相關的各種概念，釐清彼此之間的關連，進而得
到一個完整與明確的主題。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為負責參與 TPP 談判的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處(United
State Trade Representative)官方網站，41此網站定期公開談判會議資訊、談判結
果、重要人士發言與媒體報導。以此做為第一手資料希冀能了解整體談判走向與
美方在談判中的目標與立場，也得以觀察美國的戰略考量。另一方面，中華經濟
研究院下的台灣 WTO 與 RTA 研究中心則為研究 RCEP 與 TPP 的主要資料來源，

40 葉至誠，2000，《社會科學概論》，臺北：揚智文化出版，頁：16。
41
U.S. Trade Representative，http://www.ustr.gov/tpp，登錄日期：2013.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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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台灣經濟研究院定期出刊的《台灣經濟研究月刊》，裡面包含多個經濟

貿易協定介紹與談判發展。而在中國戰略回應方面，中國外交部刊登的資料與重
要發言公佈透露出中國的外交戰略，使本研究得以獲得中美抗衡較清晰的全貌。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主題為以 TPP 為核心，檢視中美在亞太區域的競合，以及其對峙對亞
太區域發展之意涵探討，將範圍限縮於中國與美國所引導之兩個經貿協議－TPP
與 RCEP，其協議內容之異同、談判重點，由此衍生整合衝擊以及如何左右亞太
區域整合。研究時序從 2009 年美國加入 TPP 談判後到現今共 20 場談判。本文
將專注於中、美在經貿上的經濟、政治與戰略競合，結合了在冷戰後界線日益消
弭的高、低階政治劃分。在討論由中國與東協主導的 RCEP 時會將焦點置於中
國，深入探討東協因素並非本文旨趣。另一方面，就研究限制而言，在收集兩個
經貿協議談判的第一手資料或許有相當的難度，由於兩者皆無官方網站，特別是
TPP 談判風格為避免影響談判進度而採資訊不公開方式，因此外人難以完全得知
談判歷程中有無杯葛或紛爭產生，只能藉由媒體或是美方代表處所發出的資料簡
報(fact sheets)、演講簡報(address speech)及媒體報導等間接描繪其全貌，如此所
得資訊恐有傾向美方之疑慮。然而，筆者將廣泛閱讀各方學者之研究報告，以及
致力於蒐集各國媒體、官方機構所出刊的資訊，藉此來補強不足之處，希冀提供
一完整的視野讓國人、學者乃至決策者理解這兩大協議，以及台灣該如何對此回
應。
第五節 章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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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與 RTA 研究中心)，http://taiwan.wtocenter.org.tw/,登錄日期：
2013.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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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國際戰略與制度霸權為研究途徑，檢視美國再平衡戰略中的經貿戰略
－TPP 如何成為美國戰略工具與協助其在亞太地區重構霸權體系，另一方面觀察
區域強權－中國如何與東協結盟以 RCEP 作為對於 TPP 的反制。最終探究 RCEP
與 TPP 的對峙如何牽引亞太區域未來走向，同時兼論台灣對於此態勢的政策因
應。
首先，第二章係為中國與美國的亞太戰略，本文以宏觀的角度檢視兩大強權
在 TPP 與 RCEP 區域經貿戰略之前的戰略，以對產出 TPP 和 RCEP 的背景脈絡
有更深刻的理解，同時爬梳亞太地區長期區域主義的發展。有鑑於亞太地區向來
是權力競爭的場域，自冷戰時期至今皆不例外，而 TPP 和 RCEP 背後實為兩大
區域主義－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之間對於區域整合主導權的爭奪。本章將對兩者
發展歷程多做著墨以探究其如何造就現今區域國家彼此在政治上或許衝突，卻在
經濟上產生脣齒相依的辯證關係，最終形成 TPP 與 RCPE 相競爭卻又不完全衝
突的態勢。第三章聚焦於美國重返亞太的核心戰略－TPP，對其發展緣起、談判
重點與難處、談判歷程，乃至其戰略價值做剖析，以其藉由探詢其談判歷程理解
美國作為制度霸權如何掌握議題領域在談判中使利益傾向自身，最終藉此鞏固其
在亞太區域的聯盟關係與霸權地位並重振其經濟頹勢。第四章檢視在區域權力平
衡受到美國再平衡核心戰略－TPP 的進入而造成波動下，中國的外交回應與主要
戰略為何，而 TPP 對其在外交關係、經貿發展造成如何的影響。而後聚焦於中
國的核心戰略－RCEP，爬梳其談判脈絡與分析其戰略價值，並統合性觀察 TPP
與 RCEP 如何引導未來亞太區域的進展、兩者之間的競合以及觀察最終中國與美
國之間會邁向權力競合消長亦或是攜手領導區域走向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達成區域的全面性整合。第五章係為結論，本章將對第一章的研究目的

21

與問題做回應，同時依照章節系統性地闡述本論文的研究發現，最終提出對於亞
太區域整合的未來展望，及台灣對這兩個協議與亞太區域新態勢的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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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國與美國的亞太戰略

區域主義早於戰後因歐洲各國希冀創造一和平連結的緊密網絡而悄悄生
根，43此波區域主義浪潮要直至 1990 年代才伴隨全球化風潮推進到亞太區域。44
具體而言，貿易自由化於二戰後呈現的形式共分為兩種，一種是如同 GATT 與
WTO 的多邊建制形式，另一種則是以優惠性關稅與緊密連結的經貿同盟為主的
區域經貿安排(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 RTA)。普遍而言，成本較低且較易達
成的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與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是區域主義中最普遍實行的兩種區域安排，在 GATT 體制趨於
瓦解後備受矚目且蔚為風潮持續至今。45
質言之，1990 年實為亞太區域政經整合的分水嶺，在此之前全球籠罩在戰
後兩極對峙的氛圍下，在如此的權力抗衡中亞太區域並未建立規模性的區域架構
(Architecture)，其秩序建構仍把持於兩大強權手中。因此，冷戰時期的亞太區域
格局幾乎是建築在冷戰雙元體系的國際政經基礎上。特別是由美國領導構成的雙
邊同盟體系，亦即所謂的「舊金山體系」
（San Francisco system），可說是冷戰時
期亞太區域秩序的主要基礎與特色。46在強權牽引下進行一連串的政治、經濟、

43

區域的概念本身即包含了地理位置、文化與政治經濟模式有相似性、相互依存性、包容性與
共同性的意涵，一群在同各地理位置的國家彼此分享某種特定情感；且區域是介於國家與全球
間的一個層級，本身有其重要性存在。而「區域主義」係指在特定地緣關係的國家透過制度上的
相互合作、互助，而在經濟與政治上發展更廣大的共同體，意味著藉由政治力量的運用及調節
來調解衝突或達成合作整合之目的。而就經貿合作而言，最主要的一種形式即為建立自由貿易
區，正如 Robert Gilpin 所言，透過自由貿易區形成聯盟，可改善開發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的
關係，並增進其在區域內的政經分量，達到區域全面發展之目標。張心怡，2006，〈評析當前東
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台灣因應之道〉，《歐洲國際評論》，2：3。
44
事實上 ASEAN(當時還是其前身-東南亞聯盟)在 1960 即致力於促進東南亞國家間的合作，直
到 1967 年才共同簽署曼谷宣言，建立 ASEAN，被視為是亞洲區域整合的大力推手之一，然而
其範圍只涵蓋東南亞的陸地五國與海洋十一國，並未包含其他亞太國家。
45
楊義弘，2009，〈亞太區域整合：APEC 與 ASEAN+X 模式之比較〉，私立銘傳大學國際事
務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頁：1。
46
江啟臣，2007，〈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演變與發展〉，《區域整合浪潮下的亞太自由貿易區》，
臺北：中華台北亞太經濟合作研究中心出版，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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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或安全的區域性合作，例如美方與各國簽訂的防禦公約、蘇聯與中國的友好
協定。47然而，這種以美國為核心向區域擴散的輻軸體系具有自上而下的特質，
使美國牢固的掌控整區態勢，卻不免引人疑竇如此何以展現區域國家間相異的偏
好、價值或國家利益，此種態勢充其量只能稱之為暫時性的區域安排，並非完整
的亞太區域整合。48觀察亞太地區整合發展，此區自冷戰時期即存有「東亞主義」
及「亞太主義」兩種區域主義的競合，亞太主義是由美國勢力領銜並傾向自由貿
易經濟的存在，東亞主義除了東亞國家如中國、日本外尚涵蓋東協主義，整體多
是由東協主導，並搭配著多個東協加 N 模式引領此區，兩者各自建構的區域主
義會是對方的墊腳石(Building Block)亦或是絆腳石(Stumbling Block)?兩個區域
主義彼此相互影響且利害交織，各自領銜的區域主義在未來如何引導此區域值得
關注。49

第一節

亞太政經整合背景－亞太主義

冷戰體系於 1990 年後趨於瓦解，全球兩大強權對峙的緊繃氛圍轉向和緩，
美國霸權在亞太區域勾勒的權力分配與雙邊關係也逐漸淡化，就議題領域而言，
以往重視的軍事安全與雙極體系受外在環境變遷而為新興議題如人類安全、跨國
家行為者、恐怖主義、新戰略觀與興起的區域強權所取代。權力結構的變遷以及
多元議題的討論皆是促使此區域產生新的成長動能，也轉尋求嶄新的區域發展動
向。由於政經情勢趨於穩定，東亞區域衝突也隨之降低，取而代之的是逐步啟動
的一系列經貿整合協議，例如朝鮮半島的敵對和緩、中國陸續與東南亞國家建立
友好關係協定。東協也於 1992 年第四次高峰會上簽署〈1992 年新加坡宣言〉，

47

同前註 4。
同註 4，頁：91。
49
楊義弘，2009，〈亞太區域整合：APEC 與 ASEAN+X 模式之比較〉，私立銘傳大學國際事
務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頁：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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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升秘書長職權定期舉辦首長高峰會，使東協成為較具體的國際組織，成員國
間也共同訂下於 15 年內建立「東協自由貿易區」(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
的期許，足見東協已逐步朝向成熟的國際建制前進。50亞太區域另一個備受矚目
且至關重要的區域組織－APEC 也於 1989 年成立，試圖以共識決、開放式對話
與自由平等模式建立一集結亞洲與太平洋區域的國家溝通平台，並將目光鎖定在
經貿議題上，強調以自由開放為主軸，支持 WTO 推動區域經貿自由化，對於此
區域進行制度化合作有正面助益。51同時在經濟發展面向，東亞區域之發展型態
是以日本為首的區域分工網絡且呈現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Model)，52東亞新興
工業經濟體(Newly Industrial Economies, NIEs)進行經濟結構轉型，朝向進口替代
與出口擴張，並在各國強政府的引領下積極吸引 FDI 投資拓展出口，追隨歐美
的經貿發展腳步。另外，各國也開始將勞力密集部門轉移至東南亞國家和崛起的
中國大陸，創造了 90 年代初期另一波區域經濟成長的高峰。53
在經濟高速成長、政經情勢穩定、區域主義擴散與兩大區域建制蓬勃發展
下，亞太區域整合逐漸起步。然而，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實為亞太區域整合的
轉捩點，造成危機的主因乃是採行訴求經貿自由化的亞太主義路線，而促使高度
不穩定的資金流動、熱錢膨脹、信用緊縮與債務飆高。各國面臨嚴重的經濟成長
停滯、投資失利、證券價值蒸發、鉅額貸款、失業率居高不下等衝擊，引發亞太
主義與東亞主義激烈紛爭，同時東亞主義也加強內部東亞與東協的路線整合，於

50

郭俊麟，2008，〈東南亞區域整合經驗－「東協模式」的實踐與檢討〉，《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4(1)：110。
51
張榮農，楊義弘，〈亞太區域整合策略之比較研究：以 APEC 與 ASEAN 為例〉，發展研究
年會會議論文，2009 年 11 月.28 日，臺北：銘傳大學，頁：10。
52
日本在東亞國家邁向工業化的進程中，透過東亞產業分工體系下的技術權力關係與進口替代
加出口擴張模式，用以帶領這些新興工業化國家走向高度發展。楊義弘，2009，〈亞太區域整
合：APEC 與 ASEAN+X 模式之比較〉，私立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53
Munakata, Naoko, 2006 ,“The State of Regionalization＂in Naoko Munakata, eds., Transforming
East Asia: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Japa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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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整合中更顯突出並受到更多青睞。此外，亞太地區國家體認到單一國家
自身面對浮動的經濟市場有其風險，與區域各國廣泛連結、擴大產業分工鏈並深
化互賴網絡成了一個必要的舉措。區域意識與認同概念也較以往提升許多，特別
是在外來衝擊襲來時此區域激盪出一種異於西方的「亞洲價值」，成功地重新凝
聚亞太區域之向心力與集體認同。54各國較以往更加專注於穩固區域關係並致力
於區域整合，比起 1997 年以前投入更多心力並將其列入國家發展戰略中。舉例
而言，日本一改過去對於亞太區域主義保留的態度，逐漸推動以亞洲為中心的合
作方案，其中最主要的是「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oundation, AMF)，
然而後來遭美國封殺無疾而終，但足以明瞭其對此區域集結整合的重視。55
另一個佐證是為 1998 年東協加三高峰會，56會議中再次重申要克服金融危機
並推動區域經濟合作，與會國成立了「東亞展望小組」( East Asia Vision Group,
EAVG)逐步研擬此區域的合作路徑圖，東亞區域乃至亞太區域的發展路徑逐漸明
朗。57自此時期開始亞太區域主義逐步走向正式建制化，各項 FTA 與 RTA 如雨
後春筍般地出現，也成功地整合此區域。就 APEC 與東協兩大組織發展觀之，則
可發現 APEC 逐漸為 ASEAN 所取代，有光芒盡失之態勢，亞太區域主義之格局
轉由以東協為首的東亞主義為發展核心。然而，綜觀近幾年區域主義的發展，美
國外交路線在歐巴馬執政下一舉轉向亞太區域，美國對此區域投射高度關注，同
時於 2010 年 APEC 領袖會議宣言時表示美國將以區域經濟整合(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I)為途徑重新回歸亞太地區，並藉由積極參與亞太區域
54

楊義弘，2009，〈亞太區域整合：APEC 與 ASEAN+X 模式之比較〉，私立銘傳大學國際事
務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頁：7。
55
范凱云，2008，〈日本對東亞經濟整合的見解與策略〉，載於《東亞經濟整合趨勢論叢》，
江啟臣主編，臺北：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出版，頁：265-293。
56
東協加三一般泛指東協成員國再加上中國、韓國以及日本，較細緻的區分可為組織機制如東
協加中日韓峰會，以及自由貿易區如東亞自由貿易區(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 EAFTA)。引自
江啓臣，2011，〈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對峙下的東協加八〉，《政治學報》，5:33。
57
Johnny C. CHIANG, 2010, APEC’s development in the rise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7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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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單邊及多邊活動與重拾對 APEC 議程的主導權印證美國實為太平洋國家且自
身國家利益與此區域難以切割，也特別期望與東協架構下的各種安排做連結。58美
國的強勢回歸彷彿宣示亞太主義沉寂多年的復興，其與東亞主義交織卻又衝突的
辯證關係也將再度浮上檯面。
一、 APEC 之發展起源－亞太主義
檢視兩大亞太區域組織對於理解亞太政經整合之背景與格局有所助益，首先
將觀察承襲國際經貿建制 WTO 的 APEC。學者將冷戰結束後美國在亞太地區開
啟推動區域經貿活動與政經整合的區域主義稱之為亞太主義。59亞太主義在地緣
意涵上意味著接納美國參與區域活動並肯認其正當性，APEC 則為亞太主義萌芽
與實踐的場域。而 APEC 至今仍是唯一橫跨太平洋兩岸的政府間經貿合作組織，
雖其鬆散不具約束力的制度架構常為人戲稱為無過多建樹的「懇親會」
(Talkfest)，然而近年來受到東協加 N 快速擴增的壓力所致，也開始對亞太區域合
作有所貢獻。APEC 積極創建茂物目標(Bogor Goals)60、提出亞太整合長程規劃
－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Asian Pacific)，並試圖將亞太區域合作擴展
至經貿以外的人類安全、投資自由化與商務便捷化，其對於提升亞太區域整合的
承諾與努力是有目共睹。61
在 APEC 成立之前亞太區域內由市場驅動的經濟整合或區域化的現象可能
早非新鮮事，二次戰後亞太地區在強權勢力引導下展開一系列雙邊及區域性的政
治、經濟與軍事發展合作，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的成立
58

賴怡忠，2009，〈歐巴馬時代的美國－亞太關係展望〉，《台灣國際研究季刊》，5(11)：44。
蕭全政，2001，〈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14：3。
60
茂物目標最早來自 1994 年的貿物宣言，APEC 領袖一致同意工業化國家在 2010 年、開發中國
家在 2020 年前達成自由開放的貿易投資共同目標，而實施方法包括減少經貿投資壁壘以提升商
品與服務的自由流動，茂物目標最終期望達成區域共同成長以及提升 APEC 成員國經濟與社會
成果。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10, “APEC 2010 Bogor
Goals Achieving the APEC Bogor Goals progress by Australia and the
region” ,https://www.dfat.gov.au/publications/trade/APEC-2010-Bogor-Goals.html, accessed at May 4,
2014.
61
同前註 59，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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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美國與亞洲國家簽定的防禦協定即為此例。62各國日益強化的複合互賴關係
促使各方尋思一整合性的經濟合作共同體之可能，期望建立一個具協調諮詢功能
的區域性機制，以利太平洋區域的經貿往來、金融與貨幣的財政合作。63亞太地
區國家中又以日本最為積極推動經濟合作，泰半是因擔憂在二戰時展現出對亞洲
地區的侵略性會受到報復，因而致使遭邊陲化。日本於 1965 年提出太平洋自由
貿易區(Pacific Free Trade Area, PAFTA)的倡議，促成太平洋貿易暨發展會議
(Pacific Free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FTAD)，然而在幾次集結了區
域內頂尖的經濟學者共同商談此倡議的可能性後，最終仍因亞太國家經濟表現差
距過大而告終。PAFTAD 後來轉型為國際學術論壇，至今仍每年舉行年會探討區
域經濟發展局勢。64
有了PAFTAD的經驗後，亞太國家逐步掌握訂定此區域整合議程的能力，在
1979年由區域國家內的私部門推動「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acific Basin
Economical Council)，並設立太平洋盆地合作研究小組，由來自澳洲、美國、加
拿大、日本與紐西蘭的企業家組成做為代表企業界聲音的研究小組，對亞太區域
設立自由貿易區或相關組織的可行性進行評估。65其建樹在於開放會員籍予發展
中國家之企業，使其得以共同參與論壇商討以降低雙方經貿發展差距。66且各方
肯認並重申三個概念，首先為防止亞太地區出現排外性地區主義，再來是為維持
此區域自由與開放的互賴關係，最後即為重申任何新協議或新組織不得與現存的
多邊或雙邊組織相牴觸。自其確立的概念觀之，PBEC已逐漸勾勒出APEC的雛
形，特別是確定其核心觀點－開放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並同時證明企業
62

同前註 59，頁：11。
同前註 59，頁：12。
64
邱達生，2002，〈從 PECC 談 APEC 與 WTO 之功能競合〉，《亞太經濟合作評論》，10：25。
65
江啟臣，2007，〈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演變與發展〉，《區域整合浪潮下的亞太自由貿易區》，
臺北：中華台北亞太經濟合作研究中心出版，頁：13。
66
Kihwan Kim, Soogil Young, 2005, The evolution of PECC: The first 25 years, Singapore: PECC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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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確實為驅動亞太地區經濟整合之主要動能之一。67
1960與70年代亞太地區已經出現藉由制度性安排如PAFTAD、PBEC、ADB
與PAFTA所達成的共同利益匯合與相互合作網絡，區域整合型態於是逐漸成形。
進入1980年代，區域經貿合作以更具體、廣博且深入的形式在區域中擴散，其層
次更加提升。681980年亞太國家在澳洲坎培拉召開太平洋共同體會議(Pacific
Community Seminar)，確立此區域的合作目標並試圖強化鞏固彼此關聯，此次會
議最大特色來自於集結了產、官、學界人員，意味著其得以統合實務與理論知識
面的觀點，並進而轉化為具體政策做法。而為了更有效連結亞太國家與政策產
出，坎培拉會議建議成立一個政府部門也參與其中的部會，即太平洋經濟合作理
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將範疇自企業商界擴展至更
高層次的政府部門。承襲了PAFTAD研討會議來自學界的研究、PBC中企業家的
觀點以及PBEC訂定的三項概念，PECC進一步以達成太平洋共同體為願景，提出
許多重要倡議，成立工作小組分項進行資訊交換與政策檢討，這對而後整體亞太
區域經濟合作之發展方向與具體議程，以及最終建立APEC有絕對性影響。69在
目睹自1960、70年代直至今日，為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此目標而做出的努力，以
及1980年以後持續增加的亞太經濟體間的貿易與投資，使得澳洲總理Bob Hawk
相信，創造新的政府間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的時間已經來臨，於是提議在此區域設
立一個由官方代表參與的經濟會議，APEC於焉而生。70
APEC做為區域經濟合作論壇，雖常為人詬病其約束力不足、無明顯執行力，
然而就區域經濟整合模式觀之，實有其緣由。區域經濟整合型態可約略分為「區
域貿易協定」
、
「關稅同盟」以及「共同市場」三大類，當中由於牽涉敏感因素如

67
68
69
70

同前註 22。
Ibid, 14.
同前註 24，頁：14。
同前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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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主權讓渡、成員國差異甚大的經濟體制亦或是發展程度。是故，於簽署具約
束性的協約前區域論壇勢必須發揮其功能遂行鋪路之工，縝密且審慎地評估經濟
整合對於各國帶來之正負面衝擊，協調區域間利害關係行為者之立場，再依據評
估與協調溝通結果重新調整經濟整合步驟與階段性計畫，並安排重點議題制訂相
關議程，在歷經一連串繁複的過程後始能付諸實行，事前工作越加完備則區域整
合所產生的負面效應越低。APEC在性質上並非正式的經貿合作建制，然而其對
於區域整合目標的願景、時程與效能，提供了作為設計、規劃與討論的平台。
APEC對亞太經濟整合之發展有其重要性，特別是強化鞏固開放的多邊貿易體

71

系，John McKay就曾稱APEC為「區域性的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其背負著區域中資訊與理念交流及協助
發展中國家能力建立之重責。72

二、 APEC 與亞太區域整合
就環太平洋區域而言，APEC實為一涵蓋了21個成員國的論壇，其建樹在於
集結區域國家政府官方領袖或是企業家、學者、智庫成員做經驗與資訊流通，促
進國家間經濟合作。其功能範疇尚包括給予企業技術、資金援助與研討中小企業
管理，達到有效之能力建構(Capability building)，同時緩和國家間的政治衝突。
以中國為例，其官方人士表示中國除了可藉由參與APEC活動與成員國協商交流
過程降低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因領土主權紛爭而產生的緊張關係外，也可破除「中
國威脅論」(China Threat)之論述。73再者，做為創新概念與新興發展議題的驅動
者，APEC議程概括多項21世紀新興議題如女性創業發展與社會產業模式(Social
71

邱達生、鍾錦墀，2009，〈PECC 與 ABAC 對 APEC 區域整合目標的影響〉，《台灣經濟研
究月刊》，32(4)：45。
72
John Mckay, 2002, “APEC success, weakness and future prospects”,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45
73
吳玲君，2001，〈中共 APEC 策略與角色的轉變:新現實主義的解析〉，《問題與研究》
，40(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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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組織下也設立多個工作小組依議題領域持續深入研議，為
APEC體制提供成長創能。APEC所扮演的另一個角色為在關鍵時刻擔任改革者
(Reformer)，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其重要性更加突出，其所關切的議題包
含如何重新復甦與活絡經濟成長及區域經濟體制革新，超越以往限於企業管理與
經貿合作領域，朝向多元議題發展進而達到有效區域治理。
APEC承襲WTO之宗旨－提昇貿易自由化，對亞太區域經濟訂立具體承諾表
示將協助降低關稅，逐步達成貿易自由化進程，「茂物目標」(Bogor Goals)即為
此願景下的產物。
「茂物目標」做為對亞太區域重要的目標期許，是為APEC發展
歷程中重大議題，並與經濟與技術合作並列為APEC兩大支柱。具體而言，茂物
目標包涵三項主要內容；首先為貿易自由化。APEC期望調降關稅，將之降成近
乎零或是相當低的稅率，並逐一消除非關稅障礙如配額、進出口稅、許可證和出
口補貼。隨著貿易障礙遞減，APEC經濟體的商品貿易自1994年後快速成長，出
口總額也大幅擴張，貿易自由化與關稅壁壘消除確實有其效用。74第二項為貿易
便捷化，根據APEC提出的貿易便捷化原則(Trade facilitation principles)，其內容
主要集中於海關程序的簡化、電子商務旅行免簽證與各國法規一致性，如此有效
降低區域內交易成本，區域凝聚力也得以獲得強化，並使APEC成為全球貿易便
捷化之先驅。75第三部分為經濟與技術合作。APEC做為推動區域整合的驅動者，
自然也肩負著降低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間差距之重責，特別是在金融危機
後，決策者認知到唯有改善國家經濟發展與投資環境，才能進行更高層次的區域
整合。因此，APEC如何提供發展中國家經濟、技術協助以及能力建構也備受關
切。能力建構範疇廣泛，自金融服務、人力資源管理、國家基礎工程建設乃至能
源安全皆涵蓋在內，期望在消除結構性障礙如繁複與相異的法規及體制後，區域
74
75

同前註 71，頁：16。
同前註 73，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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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遂能吸引外來投資並進行正常商業競爭，進而獲益。76
近年來APEC走向多樣化發展，特別在911後體認21世紀全球化時代產生的諸
多流變與挑戰。因此，從最初的經濟合作與投資貿易自由化，擴大議題領域至知
識經濟、經濟安全、人類安全、環境變遷、社會安全與能源安全，以回應時空環
境的變遷與成員國的需求。77另一項顯著的發展動能是為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有鑑於近來亞太區域內的區域貿易協定(RTA)在東協的強力推動下數
量大幅度增長，如東協加三的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協定、東協－南韓自由貿易協
定以及東協－日本自由貿易協定，APEC經濟體之間自1997年至2007年彼此簽署
生效的RTA也多達27件，足見RTA在此區域的快速擴散。78除了體認到RTA已成
為區域內的趨勢外，另外就政治策略面向而言，受到東協蓬勃發展之情勢所逼，
以及多哈回合進展仍毫無展望，由美國主導之亞太主義有逐漸失勢之疑慮，於是
在2004年由ABAC提出之亞太自由貿易區構想後，美國開始積極爭取各會員體支
持，並於2006年經濟領袖會議上正式將FTAAP列為APEC長期努力目標。79APEC
更進一步地在2007年將「區域經濟整合」(REI)列為主要議程，希冀就亞太區域
整合擬定出一具體的行動方案以強化FTAAP。可以預見的是，FTAAP已然成為
自茂物目標後的另一核心發展目標，80在歷經區域經濟規模的擴大以及會員國數
量的增加，APEC已有明確目標且已逐步邁向正式化與建制化，未來其建構的「亞
太經濟社區」勢必在全球經濟中心東移時，躍上舞台一舉成為矚目的焦點。81

76

同前註 30，頁：21
張榮農，楊義弘，2009，〈亞太區域整合策略之比較研究：以 APEC 與 ASEAN 為例〉，2009
年發展研究年會會議論文，2009 年 11 月.28 日，臺北：銘傳大學。
78
江啟臣，2007，〈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演變與發展〉，《區域整合浪潮下的亞太自由貿易區》，
臺北：中華台北亞太經濟合作研究中心出版，頁：23。
79
同前註 78，頁：12。
80
同前註 78，頁：25。
81
張心怡，2006，〈評析當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台灣因應之道〉，《歐洲國際評論》，2：11。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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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東協與亞太區域整合－東亞主義

自1960年代起至1980年代，東南亞區域的殖民勢力隨著二戰的逝去以及冷戰
趨於緩和而逐漸褪去，各國在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中重拾自主權並建立獨立國家，
同時體認到在強權環伺之國際政治中，唯有在區域層次共組聯盟凝聚實力不受強
權操控才得以生存。另一個迫使東南亞國家走向集團化組織的動能在於，各國體
認到在全球化時代若要在世界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除非是為強權國家，否則應
以集團組織為單位以增加發言權。且全球化下區域意識抬頭，經濟集團化成為另
一波勢力，再加上出於政經利益考量，因區域組織不僅得以消除成本、傳播資訊，
也得以加強互信，在區域層次上遭到排除於聯盟之外其政治經濟成本過高，是
故，選擇孤懸於集團之外似乎並非明智之舉。種種考量下各國萌發了進一步整合
之構想。質言之，東協並非21世紀的新產物，早於1961年與1963在此區域即存在
東協的前身－「東南亞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以及「馬、菲、印組
織」(Maphilindo)，雖然兩者最後皆無疾而終，但這兩次經驗皆為後來東協的建
立鋪路。東協於1967年正式成立，82對內期望降低因意識型態以及領土糾紛所產
生的衝突，對外則希冀整合實力以抵禦外國強權壓力，這種思維顯示最初東協的
成立是基於政治安全考量83。84質言之，東協成員國在經濟上的合作歷史短暫，
以1992年做為分水嶺，在之前東協專注於處理歷史遺留的領土紛爭衝突、穩固政
治基礎與圍堵共產黨勢力。1992年後，國際政治趨於穩定東協轉向經濟整合面

82

1967 年八月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與泰國共同簽訂<曼谷宣言>，協助會員國在社
會、文化、經濟及科學上進行合作與互助，共同提升區域人民之生活福祉。張心怡，2006，〈評
析當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台灣因應之道〉，《歐洲國際評論》，2：11。
83
除了外力涉政，東南亞各國間的間隙衝突不斷。首先是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種族、主權之
爭。同時間印尼與馬來西亞也因為領土沙拉瓦而爆發衝突，隨後是與菲律賓爭奪領土沙巴。
1965 年後中國共產黨勢力興起並趁東南亞國家動盪不安時滲入，造成了如印尼共產黨政變以及
馬來西亞共產黨動亂。
84
同前註 9，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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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並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再度體認此區域經濟的高度連結與互賴。是故，
將目光定於以FTA為首的「區域談判，雙邊洽簽」目標上，以此延伸出現今遍及
亞洲區域，並以東協為軸心(hub)的ASEAN+X模式。85
1997年東協首次與中國、日本與韓國進行會晤與商談，這次的會議象徵了東
亞區域合作的開端，而後也發展為現今為人所熟知的東協加三。2002年的東協領
袖會議上，新加坡提議成立「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希冀於2020年前完成單一市場建立。2004年東協於永珍召開東協高峰會，會中成
員國同意將東協高峰會結構與範疇擴大轉型為東亞高峰會，此舉被視為是在為亞
洲地區邁向經濟共同體的未來鋪路做好準備。86同時，此次會議也通過對東協日
後發展有顯著意義的「永珍行動計畫」
，計畫中約定東協應朝三個方向努力前進，
分別是前述的東協經濟共同體、東協安全共同體(ASEAN Security Organization,
ASO)以及社會文化共同體(ASEAN Socio and Cultural Community, ASCC)，東協試
圖建構一全面性如同歐盟般多層級與多面向的完整區域共同體之輪廓已逐步浮
現，也象徵其追求一更高層次、不同於一般意義的區域組織，使之與APEC的功
能與目標有所區隔。
除了制 度性 的合 作以 及推 動經 貿整 合外 ， 東協也 致力 於設 立對 話機制
(Dialogue)與論壇，特別在1997年金融危機後東協體認到，唯有成員國緊密連結、
擴大網絡與深化合作關係，才得以降低風險。在此種氛圍下，「東協加六」以及
「東協加三」成了近年來備受矚目的兩個發展趨勢。東協加六具體架構的成形係
始於2005年在吉隆坡召開的第一屆東亞高峰會，此機制期望提供東亞各國在涉及
共同利益與安全的政經議題上廣泛的對話機會，協助孕育東亞區域的共同體。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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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註 40。
張心怡，2006，〈評析當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台灣因應之道〉，《歐洲國際評論》，2：16。
87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東協加六〉，
http://www.aseancenter.org.tw/ASEAN6.aspx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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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加三涵蓋三個國家－中國、日本與韓國，分別於1997年在吉隆坡與東協發表
共同聲明，承諾為東南亞乃至東亞國家的經濟繁榮以及區域穩定成長共盡心力。
東協加三涵蓋東亞區域最具成長動能的經濟體－韓國與中國，以及區域強權－日
本，因此儼然成為東協內部的軸心驅動者，透過每年的部長級會晤與研究小組的
工作，目前的議題涵蓋範疇已深化至食物以及能源安全、金融合作、災難管理、
縮減發展差距、社會福利、勞工議題以及疾病控管。在金融管理方面更有顯著的
成果，倡導貨幣集中化與建制化的清邁協議即為此例，其未來發展勢必將牽引東
協走向。88
東協加N在亞太區域的強勢發展帶動東亞區域主義的盛興，由東協為首的東
亞主義在意識形態上傾向東協模式，意即尊重一國主權領土原則，採不干涉內政
原則，相對於倡議民主體制與自由市場的亞太主義，其對於各國政經體制採保留
尊重態度，並主張藉溝通協調的和平手段而非武力來解決衝突。89一般咸認東協
是發展與實踐東亞主義的主要場域，這也是中國與日本相互競合發展各自的東亞
主義之地方，兩者均欲透過區域整合的最大功臣，以及區域平衡者－東協來提倡
自身東亞主義，兩國對東協的重視及投注的資源亦是東協在21世紀快速成長的動
能之一。90

第三節 中國與美國的亞太戰略
美國當局期望重啟自冷戰以來在亞太地區建築的權力結構，從2011年美國國
務卿Hillary Clinton在《Foreign Policy》刊載的文章即可見端倪，91美國高調聲明
登錄日期：2014. 02. 17。
88
The ASEAN Secretariat, http://www.asean.org/asean/external-relations/asean-3 , accessed at: 2013.
12. 19.
89
Gillian Goh, 2003, “The “ASEAN Way” non-intervention and ASEAN’s role in conflict
management”,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3(1): 114
90
廖舜右，2011，〈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對峙下的東協加八〉，《政治學報》，51:37。
91
原文請參照：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35

美國重返亞太地區，Hillary Clinton明確指出亞洲的強勁成長動能是美國經濟戰略
利益，戰略性轉向此區域是歐巴馬政權的最優先考量。且此區域迫切需要與美國
交往以及須要美國的領導與提供公共財、貿易機會與強大的同盟體系。當中詳加
描繪美國之於亞太地區在經貿動能、安全維護、政治連結以及聯盟建構有著顯著
的領導地位。文中也可窺見美國的區域戰略已有了雛形，美方期望擴大聯盟關
係，除了穩固已存的戰略夥伴基石，也望將區域建制如APEC與ASEAN、已發展
國家如澳洲、紐西蘭與新加坡，依照美方利益建構制度化網絡。特別是將中國納
入並消弭分歧，雙方確立共同利益領域，共同承擔全球責任並建立持久實質的交
往，保障地區乃至全球的安全。TPP則為達成區域戰略目標的核心戰略之一，將
太平洋兩端的國家連結至一個單一貿易共同體，拉攏目標戰略夥伴－紐西蘭、印
度與印尼，以TPP為平台增進彼此互動進而擴展成為亞太自由貿易區，攫取此區
域的成長動能。實質而言，在美國經濟強烈受挫，亞太地區新興發展國經濟強勁
成長，中國軍事演習頻頻，東協主導的多個經貿協議正如火如荼進行時，美國期
望透過合縱連橫、區域制度與區域國家連結並達到利益集中，再藉由聯盟關係導
入其掌控權力。多個政治安全議題則成為美方得以操弄的工具，如南中國海與釣
魚台列嶼主權爭議，將之鑲嵌於美國的國家利益之中，再一舉輸出民主與人權思
想，最終穩固在此區域之領導霸權地位，讓美國在此區域發揮不可或缺的領導作
用。
一、 美國對亞太區域的「再平衡戰略」
質言之，再平衡政策並非歐巴馬政權下的新產物，最早可追溯至小布希執政
時期，彼時美國部分政治菁英已經觀察到要鞏固美國霸主地位必需先掌握世界經
濟動能來源的亞太地區。92在小布希任內，國家安全顧問Rice即主張美國應多與

92

陳雅莉，2012，〈美國＂再平衡戰略＂：現實評估和中國的應對〉，《世界經濟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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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重點接觸，並點名印度是具積極潛力的大國，應積極尋求與印度關係的改
善。同樣的邏輯，美國前副國務卿Robert Zoellick也對亞太強權國家表達重視，
公開呼籲中國應在國際社會中負起責任做個「利害關係人」。出於對此區域的重
視，小布希政府理應頻繁參與亞太區域多邊建制及多邊組織事務，然而由於其政
權新保守主義色彩濃厚，意即高度單邊主義，因此對於任何多邊性制度皆採抗拒
態度，再加上而後反恐戰爭陷入膠著，最終使再平衡戰略成為已萌芽但未付諸政
策實踐的構想。
再平衡戰略常被視為是極具野心的政策，然而從另一方面觀察，它更透露了
強國對於整體實力驟減的不安。歐巴馬甫上任之際，面對沉重的國防支出、近乎
毀滅性的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負擔、與新興強國相較下整體實力消退以及影響力減
弱的困境下，體認到經濟利益如同國家命脈支撐著主權的正當性，因而從長遠利
益做考量，將十年發展目標轉向經濟強勢成長的亞太地區，冀望強化本身在此區
域的影響力，並藉外交手段建立同盟體系避免區域國家走向對中國的扈從
(Bandwagon)。93在如此社會背景下產出的亞太戰略實為多層面與多重利益盤算
後的產物，其內容大致可分為軍事安全部署、多邊組織交流以及外交平台設計。
歐巴馬政府雖然大幅削減軍事預算，但在亞太區域的軍事部署卻不減反增，
他將軍事重心轉向此區域並使資源集中。另一個特點在於歐巴馬政府擴大軍事範
圍分佈，以美國鄰海太平洋為起點擴至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將兩大洋連結並在當
中設點駐軍，如聯合地處西太平洋的澳洲鞏固彼此的軍事聯盟，派遣連級規模
(Company-size) 海軍人員與戰艦進駐澳洲達爾文地區，多達200至250名士兵在此

11:66。
93
歐巴馬政府在 2010《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出三點考量以支撐其認定亞太區域為美國戰略
重點。1.深化與新興大國的夥伴關係－特別是俄國、中國與印度，並鞏固現存在亞洲的同盟關
係，並致力於擴展至其他區域國家 2.協助未來亞太地區安全與整合進程，此區域特殊的戰略位
置以及坐擁印度洋與太平洋的關鍵身分是美國應當加以重視並維護其安全 3.經貿發展：此區域
的經濟成長速度驚人，使美國對此區的經貿佈局應比其他區域更具重要性。
37

地與當地軍隊進行輪替(Rotation)，94也加強了與紐西蘭間的同盟軍事關係。同
時，美國與位於印度洋的新加坡達成戰略合作協議，美國得以進駐新國海軍基
地。在這種「印度洋－太平洋」概念的驅使下，95美國連結太平洋與印度洋並建
立紐帶關係，設立「太平洋通道」並順利晉身為兩洋的管理者(Stewardship)。美
國理解掌握了世界最繁榮航道，等同於扼住了世界經濟命脈，如此得以成功增強
在亞太地區海洋軍事力量的存在。此外，美國至今已與日本、韓國、澳洲、菲律
賓等盟邦舉行過多場聯合軍事演習，期望透過頻繁與同盟國家軍事上的互動，以
及穩定的對話交換對此區域安全形勢發展之觀點以深化聯盟關係。同時，密切關
注朝鮮半島情勢，由於北韓是亞太地區最主要的安全威脅來源，歐巴馬致力於防
範區域安全，確保與美國利益習習相關的亞太區域不受威脅。96
再平衡政策其中一項目標為發展與區域安全、經濟及政治秩序得以相兼容的
準則與規範，同時必須符合美方國家利益。是故，擴大對區域多邊組織與建制的
參與，有助於美國把持區域秩序建構的議程。美國自2008年大幅增強在亞太區域
的外交存在，前國務卿Hilary Clinton於任內出訪亞太次數總合遠高於之前幾任。
97

參與東協外長擴大會議(Post-Ministerial Conference, PMC)、東協區域論壇(ARF)、

2011年APEC年會、東亞高峰會(ASEAN Summit)、南太平洋論壇(South Pacific
Forum)以及同年的美澳峰會仿佛都揭示著一個事實－美國確實重返亞洲。且從中
觀察得以發現美方提升了官方與會層級，前述多個組織會議皆是由對外代表國家
的國務卿出席，2011年的東亞峰會更是突破慣例由總統歐巴馬親自與會，足見美

94

Manyin Mark E., 2012, 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Service Research. 5
95
Hilary Clinton 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中多次提及美國對於印度洋的重視，美國試圖連結
印度洋、太平洋與麻六甲海峽，因為這些航道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繁榮航道，也指出日後會加
強此區的軍事部署。Hilary Clinton, 2011,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6.
96
廖顯模，張凱銘，2013，〈歐巴馬政府的亞太政策：門戶開放下的超區域霸權戰略〉，《全
球政治評論》，42：72。
97
同前註 50，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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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對此區域的高度重視。美國頻繁的參與多個對話機制有其戰略意義存在，一來
是增強新興國家對美方的信賴，降低對其領導作用的排斥；二來是透過積極接觸
與多國建立雙邊夥伴關係，藉以破壞中國與區域國家長期經營的紐帶關係。
單單透過軍事部署、安全對話以及提昇外交存在，似乎仍不足以躋身亞太區
域領頭羊行列。歐巴馬政府從長期利益盤算，體認到無論是對於自身亦或是亞太
地區，主動獲取議程主導權才得以形塑區域發展走向，並透過制度性安排使區域
國家接受美國參與亞太整合進程。在此種思維下TPP成了戰略性工具，TPP最初
涵蓋東南亞與太平洋國家，因此在地域上較其他東亞協議開放許多，可將其塑造
成涵蓋整體亞洲與太平洋範圍的區域交流平台。從另一方面觀之，主張全面開放
與高度自由化各類貿易品項的TPP，似乎與歐巴馬的經貿戰略不謀而合，搭配TPP
的政策工具即為出口倍增戰略。背負沉重財政負擔的歐巴馬政府調整財政方向決
心從貿易大國轉向出口大國，而在輸出產品至他國面臨的各國貿易壁壘、法規障
礙則可藉由TPP談判一舉剷除，大幅增加美國在貿易供應鏈上的優勢以實現歐巴
馬政府對人民的政見許諾。
二、 中國的亞太戰略－「立足亞太，穩定周邊」
一國外交政策常與國家利益連結，共同形成具有宏大目標且長遠穩定的大戰
略。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漸脫離過往為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意識型態所占據的
思維，在鄧小平帶領下轉向以實務的經濟建設為核心的國家社會發展戰略。鄧小
平主張「和平與發展」理論，並推行與此相對應的靈活、務實外交政策，期望建
構一個和諧社會乃至和平世界，確保國際秩序穩定與安全以利提升國家綜合實力
與經濟發展。98是故，早期中國外交政策並無顯著焦點，而是由內而外地延伸國
家社會發展戰略，專注於國內經濟建設，試圖追趕落後已久的資本主義發展，且
98

陳祺升，2009，〈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歐盟戰略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所碩士學位論
文，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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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與周邊國家維持良好關係，並共同創建和平穩定之國際環境以排除對國內社
會的干預與不穩定。
承襲鄧小平「和平發展」的基調，1990年代中國當局提出「新安全觀」的概
念，與東協倡議的「合作安全」、「綜合安全」與「共同安全」相呼應，其基礎
在於冷戰後全球化造就的局勢變遷所產生的共同安全思想，同時全球民主化浪潮
以及經濟全球化加速大國透過安全合作與利益共享解決衝突，尋求共同安全。99
各國藉由合作與利益共享獲益的概念具體化成為「多邊外交」政策，再加上「和
平發展」，成了日後中國外交路線的顯著標幟。
20世紀末「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亞太區域國家面對經濟及軍事實力大幅
提升，在區域事務上越發有份量的中國心存不安，再加上中國與接壤國家頻繁產
生領土爭議，皆使的周圍國家意圖壓制之，而三鄰政策即在此種氛圍下產生。2003
年總理溫家寶提出「睦鄰」、「安鄰」與「富鄰」的外交理念做為實踐區域外交
的政策方針。「睦鄰」意指政治對話，藉此與鄰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增加互動；
「安鄰」代表安全互信，成功融合中國新安全觀思維，意圖藉由在安全議題上的
彼此合作提昇互賴，確保自身乃至區域安危；100「富鄰」意味著經濟外交，憑藉
著中國強大的經貿實力帶給發展中國家經濟好處，以換取其在國際政治上的支
持，試圖藉此映證中國的和平發展會帶給區域國家前所未有的機遇與發展。101在
逐步取得鄰國信任後，中國採取以多邊體系政策為主軸的外交路線，廣泛參與區
域建制，簽訂協約為彼此關係建立穩固的法制基礎，也藉由提供資源釋出願與亞
太區域國家共同建構共榮多邊體系之誠意，試圖將中國威脅論扭轉為中國機遇

99

李瑛，1998，〈多極化時代的安全觀：從國家安全到世界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5：
44。
100
黃奕龍，2006，〈中國和平崛起外交戰略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所碩士學位論文，
頁：5。
101
同前註 100，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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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中國自2000年起將共同建構區域整合列為重點目標，致力於形塑自身做為一
「利害關係人」的大國形象，並發揮影響力承擔其在維護地區穩定的責任，再次
印證21世紀中國外交戰略思考是為「立足亞太，穩定周邊」，意即認知自身國家
利益與具體實踐是與亞太地區相連結，並理解自身在區域內的地緣優勢，應善加
利用以提升地位。中國體認到周邊地區是擴展互利合作的橋梁，因此藉由前述的
睦鄰友好政策與周邊國家建立和平友好互助的環境，發展區域經濟合作以營造中
國國際活動空間。102
換言之，中國「立足亞太，穩定周邊」的外交政策立足於地緣戰略、安全建
制以及多邊外交之基礎上，三者相輔相成密不可分，惟有穩定的周邊環境為基
礎，中共才可能專注於建設累積實力，發展綜合國力並立足亞太地區。103就具體
面向觀之，中國近年來以主動積極姿態頻繁參與區域多邊建制，在安全建制方
面，中國考慮到朝鮮半島在此區域的重點地位，特別是北韓在核武研究上動作頻
頻，可能引發東北亞地區核子軍備競賽，為此區帶來安全隱憂，基於新安全觀理
念的區域共同安全及共同利益，因此加入六方會談，期望透過平等協商解決爭端
建立安全維護機制。104其他顯著的安全建制尚包含「上海合作組織」、「東協區
域論壇」以及雙邊性的夥伴關係，例如與東協、印尼、菲律賓、日本建立戰略或
是合作夥伴關係。
綜觀2000年至習近平執政間的中國亞太政策，可觀察到其以多邊體系為主軸
的外交路線有逐漸清晰之趨勢，從廣泛的亞太地區聚焦至東協為主軸的多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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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倫，2004，〈冷戰後中共與東協國家多邊外交安全關係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國家安全
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學位論文，頁：65。
103
同前註 102，頁：66。
104
楊名豪，2005，〈中共「新安全觀」下的朝鮮半島外交政策：以「六方會談」為例〉，國立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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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顯然是為「穩定周邊」政策下了最佳註腳。東協做為亞太區域內最具法定基
礎的制度化合作機制，歷經過冷戰洗禮、五次會員國擴張、東協憲章改革、東協
模式建立、奠定東協貿易自由區的願景，以及確立東協加N的區域整合模式，東
協亦成功集結東南亞各國，消弭衝突、尊重差異，頗有區域整合領銜角色(driving
seat)的風範。中國選擇聯合多國且具有豐沛資源的東協做為多邊合作平台以深化
外交關係，以此為切入點試圖立足亞太區域。從地緣戰略觀之，東協確實有其優
勢，涵蓋了南亞、東亞，身處歐洲、中東與亞洲間的海上交通要塞，東協國家一
舉坐擁全球最繁忙的兩條航道－麻六甲海峽與龍目海峽，其海道極深加上峽面寬
闊，自古以來即為國際貿易必經航線，至今更發展為運送原油、軍事潛艇的要道。
105

此區域更是中國近年積極發展的海上「珍珠鍊戰略」(String of Pearls strategy)

的重要據點，106範圍自中東沿著伊朗、斯里蘭卡、柬埔寨、麻六甲海峽、印度洋、
荷莫茲海峽到東亞的南中國海，涵蓋範圍極廣，沿途經過的重點國家如緬甸及印
度即為中國所珍視的珍珠，東協對中國的軍事與地緣戰略價值可見一般。
在雙方外交關係上，中國以經濟合作為重心，挾其強勁的經濟實力參與東南
亞經濟活動，建立經濟縱深地帶與外交戰略緩衝區。中國觀察到東南亞國家在
2008年金融海嘯後受到重創，經濟成長大幅減弱，出口貿易數量大幅下降，因此
投注大量資金做為支撐，因而在此區域影響力大增。現今雙方密切的互動也逐漸
透露出從經濟合作上昇為經貿整合的企圖心，中國已與東協簽署「中國－東協自
由貿易區」並加入「東協加三」，且廣泛參與東協相關建制如東亞高峰會與東協

105

同前註 102，頁：67。
隨著經濟高度成長，中國對能源的需求也逐漸提高。但國內資源的枯竭已無法滿足日益增加
的能源需求，因此中國改以進口能源為主，根據統計，中國每日須從國外進口 500 萬桶石油才
能供應工業發展。當中一半以上的能源運輸皆倚賴著海運，像是麻六甲海峽、印度洋及中國
海。這幾個海峽也成了中國的經濟命脈，若遭到控制或壟斷航線，國內工業必定大受打擊，維
護航線的安全也成了重要的議題，這也意味著誰控制海洋誰就控制了全球能源戰略的供應鏈。
鑒於此原因，中國逐漸開始發展具有海洋戰略性質的＂珍珠鍊政策＂藉以保護他們所珍視的珍
珠。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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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論壇。2013年10月習近平與李克強執政後隨即出訪東南亞與各國領袖會面，
並與印尼達成加強航太與海洋產業合作之協議、與馬來西亞建立投資合作計畫。
習近平更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促進東協國家與中國的互連建設。對
於新領導高層積極與東南亞國家構築經濟合作願景，或許得以推測此乃是中共新
領導班子展開對東協國家新一波外交攻勢的發端，也確立了新世紀中國的亞太政
策走向。107

第四節

小結

區域主義顧名思義即為特定區域之內外關係有明確劃分，區域內成員因著地
緣相關性或特定偏好而共享著利益關係，本質上即排除了非成員國。故，每種區
域主義皆必然涉及成員國與非成員國的利害競爭與衝突，自權力的角度觀之，各
國於特定地域範圍進行利益交換以實現國家利益，亦或是進行各種政治、經濟與
武力衝突攻防，進而造就此區域政經情勢變遷，型塑國家行為與決策，同時也將
間接影響區域外國家或其他區域的政經發展方向。108
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各自承載區域內權力利益盤算，雙方在歷史的脈絡中彼
此明爭暗鬥，反映了此區域權力的流轉與變遷。亞太區域向來是權力競爭的場
域，多個區域倡議背後隱含聯盟體系的權力流轉。自冷戰時期開始兩極相互制
約、日本為了鞏固地位從而倡議PAFTA與PAFTAD，而APEC主張象徵自由民主
的亞太主義。另一方面，東協與日本、中國共同連結形成東亞主義，到東協模式
下的各種次區域主義－東協加六、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東協
共同體(ASEAN Community)以及東協加三，當中後者對於東亞主義的形塑具有顯

107

陳華昇，2013，〈中國大陸強化東協外交之戰略意涵：習近平與李克強出訪東南亞之評析〉，
《展望與探索》，11(11)：24。
108
同前註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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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的作用，它提供東亞區域在政治與經濟上連結的重要契機，加深東亞區域的
合作關係，如此促成了東亞區域地域概念的具體成形，並在此區域的權力衝突中
使東亞區域的凝聚力更形穩固，以此抗衡美國所象徵的亞太主義。然而，自從2008
年確立了外交轉向，美國重起對亞洲一連串的外交攻勢與佈局，並從區域經濟整
合(REI)面向切入，掌握亞太主義主導權，醞釀各種區域倡議以制衡中國並拉攏
東協建立聯盟。Hilary Clinton也於2010年在東協區域論壇(ARF)挑戰中國的南海
主權論述，表明南海爭議事關美國國家利益，宣示美國在此區域的不可缺席地位。
區域主義方面，2010年歐巴馬規劃APEC成為區域性主導機制，以拉抬自身
在區域的論述高度，並實現歐巴馬政府主張「主導」與「參與」亞太事務的亞太
戰略。同時與其他領袖們確立區域經濟整合與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為APEC
中長期發展目標，並決議將屬於東協範疇下的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與東亞全
面經濟夥伴協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of East Asia, CEPEA)109連
帶著TPP列為組織發展途徑。 110 如此大動作的收編屬於東亞主義之下的整合機
制，可能是基於美國已經無法容忍任何將美國排除在外的東亞區域整合計畫。111
就利益盤算而言，美國將東協的區域整合機制視為強化FTAAP發展的有力基石
(Building block)，不僅得以為FTAAP集結區域資源、匯集意見與收編資訊，美國
也可以避免遭受邊緣化。而TPP在APEC的架構下出台，洽簽會員也與APEC高度
相似，已然成為美國用以強化與鞏固自身聯盟體系的戰略工具。
中國的亞太外交政策仍維持長久以來的基調，意即多邊外交、和平發展與穩
定周邊，而在現階段則有聚焦於深化與東協的合作關係之趨勢。中國對外不斷傳

109

東亞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實為一般所認知的「東協加六」，成員國包含東協十國加上日本、韓
國、中國、澳洲、紐西蘭及印度，試圖集結各國資源及市場形成一個廣泛的經濟合作架構。相
較於中國在東協加三(EFATA)較強的主導性，CEPEA 則多由日本積極推動。
110
原文請參照：APEC, 2010, “Pathway to FTAAP”,
http://www.apec.org/Meeting-Papers/Leaders-Declarations/2010/2010_aelm/pathways-to-ftaap.aspx
111
同前註 107，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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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和平崛起」與「友善、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並善用柔性權力(Soft power)
與自身雄厚經濟實力在金援、基礎建設、商業、環境與發展等方面試圖搭建與東
南亞國家間全方位的合作網絡，藉此逐步發揮潛在影響力，以低調卻務實地收編
與鞏固鄰近國家。 112 在區域主義層面，中國廣泛參與多個組織建制及協議如
APEC、ARF、六方會談、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與中國－東協睦鄰友好協議，
現階段中國協同東協推動匯編了東協加三與東協加六的RCEP，以此做為新型態
的東亞主義，也避免了中、日兩方各自擁戴東協加三與加六的抗爭局面，同時以
如此軟性的方式抑制美國勢力深入此區域。
東協向來採取大國平衡戰略，在強權間遊走並汲取資源以確保自身在紛亂的
國際政治中不被強權的爭鬥波及，並得以爭取獨立自主性，左右逢源與合縱連橫
是其外交政策的最佳註腳。東協雖與中國交好，確也為了避免其過度壯大轉而支
配自己而在2010年邀請美國參與東亞高峰會，開啟了「東協加八」機制。如此意
味著大開門戶給予亞太主義得以主導東亞區域事務的契機，同時增加了東亞主義
與亞太主義間 競合的變 數。同年 美國宣布 將東協的經貿 整合機制EAFTA與
CEPEA列在APEC發展FTAPP的架構下，即為亞太主義試圖主導東亞主義之佐
證。東協偏好避免強權獨大之均勢戰略，是故聯美制中，並以RCEP化解中日爭
奪東亞主義主導權之爭端，同時藉此稀釋美國推動TPP的強大動能。東協所關注
的是如何在強權環伺的國際政治中穩定發展，確保自身主體性進而擠身具有型塑
國際秩序的世界強權，同時建立區域共榮環境以造福成員國。在後冷戰時期世界
朝向多極化走向，亞太地區面臨多個權力競逐，東協試圖扮演平衡者角色，從中
推動對話機制協調衝突以維護區域秩序。然而就現階段觀察，東協已然成為中、
美兩方積極拉攏的對象，也成了東亞主義與亞太主義競合的場域，其似乎也難逃
112

楊昊，2009，〈東協-中國關係的新局面與新思維〉，國立成功大學，
http://proj.ncku.edu.tw/seataiwan/0422/younhou.pdf，登錄日期：2014.02.17。
45

被捲入強權鬥爭的命運。
後冷戰時期開始亞太區域即存在著多邊的權力拉扯，在不同的時序卻相似的
權力攻防背景下，TPP與RCEP再次觸動中國與美國的敏感神經。就更廣泛的層
次而言，也挑動了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間彼此交往又衝突的辯證關係－日本支持
TPP卻又同時做為東亞主義的倡議者；菲律賓做為美國的盟邦卻又是東協的一
員；中國跟美國在經濟上頗有唇齒相依的連結關係，卻又在政治上爭鋒相對；
ASEAN成員國也同時存在TPP與RCEP會員的重疊問題。唯一確定的一點是，區
域主義加上各國彼此聯合與衝突產生的次區域主義顯然為此區域帶來喧囂、繁雜
卻隱含著驅動成長的希望，長期的整合與衝突背景促成了此次TPP與RCEP的相
抗衡。113

113

同前註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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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美國重返亞太的核心戰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

TPP在歐巴馬「再平衡亞太」戰略下以經濟戰略之姿出台，立即為這個原為
四個環太平洋小國所訂的協議打響名號，奪得眾人矚目。同時成為當今亞太區域
除東協體系外，另一個領銜區域經貿整合之重要協定，並從四個國家擴增至現今
涵蓋環太平洋區域、東北亞與東南亞共12個國家的廣大經貿協議。

第一節

TPP 的發展源起與談判重點

一、 TPP 協定的緣起
2002年智利、紐西蘭與新加坡在APEC會議期間發起洽簽「太平洋三國更緊
密經濟夥伴」(The Pacific Three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P3 TCEP)活動，並於
隔年展開談判協商，三國皆關注於創立一經濟架構平台以提供未來緊密連結貿易
夥伴關係協定。114TCEP於2005年簽署訂定，同年汶萊加入，此協定於2006年付
諸實施，由於地緣位置之緣由而被外界稱為Pacific 4(P4)。P4雖然皆為中小型國
家，GDP總和僅佔全球0.8%，對外貿易占全球2.2%，無論是從經濟或是國家規
模觀之皆是個舉無輕重的協定。然而，P4卻擁有其他貿易協定所缺乏的顯著特
點，這些特點之後協助P4成為美國的戰略工具。115首先就地緣位置而言，四國橫
跨太平洋，串連亞洲、南美洲與太平洋三大洲，成為繼APEC之後的第二個跨太
平洋多邊自由貿易區。再來為開放性，四國皆為APEC下的成員，它可被視為是
APEC下的FTA，對於外部成員採高度開放性，藉以擴大市場，增加成長動能，

114

葉長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回顧、進展與展望：兼論其對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
可能影響與我國之因應〉，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與 RTA 中心)，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24846 登錄日期：
2014.2.12。
115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2011，〈從 TPP 的特點與美國加入的動因看亞太政經現勢〉，
《APEC 通訊》，139:8。
47

這個特點而後發展為TPP內的「開放性條款」。
TPP締約國的擴增動能提升是在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宣布加入後才大幅提
升，2008年小布希政府表示對於TCEP有關金融服務與投資議題有興趣，釋放出
可能參與談判的訊息。2009年歐巴馬甫上任之際，於2010年經過國會公聽會以及
與利害關係人商討後正式參與TPP談判，成為TPP第五個國家，引起全球關注。
後續在美國的大力主導下，秘魯與澳洲於同年相繼成為締約國，馬來西亞及越南
則在2010年TPP談判第三回合順利成為新成員，2012年墨西哥與加拿大也加入了
TPP。而日本自2011年起觀望TPP且礙於農業市場而望之卻步，不過在2013年也
確定加入成為第十二個成員國。TPP內部市場與經濟規模之成長動能逐步擴增，
成為東協加六與加三之外另一項引領亞太區域建構FTAAP之選擇。116
以較寬廣的區域經貿協議角度去理解TPP形成之脈絡，即可發現由於自1990
年代以降，區域整合趨勢蔚然成風，根據WTO統計，截至2014年1月，全球已生
效的RTA(Regional Trade Aggrement)與FTA已然高達377個，1171950年至1990年累
積總和的70個相比成長遽增。然而，與WTO體系內部成員國無論任何商品皆享
受同樣稅率相異，全球經貿體系內多個RTA與FTA彼此交錯，各自要求不同的關
稅稅率與原產地規則、減免稅率的商品全然相異且每個協議覆蓋的徵稅條件也不
同，如此可能形成如國際貿易學者Jagdish Bhagwati所言的「義大利麵碗效果」
。118
創建TPP或是RCEP的緣由之一就是試圖整合充斥在亞太區域內過多的RTA與
FTA。此外，TPP以及RCEP受到許多國家青睞之原因在於，當今WTO的協議因
涵蓋多國成員而使談判窒礙難行，導致進度緩慢，因此亞洲國家偏好這種小規模
116

同前註 114。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與 RTA 中心)，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ion_e.htm，登錄日期：2014.2.12。
118
義大利麵碗效果用來形容自由貿易區激增導致貿易規則複雜化之用語。典型的例子為每個自
由貿易區不同的原產地規則。如果一個國家加入二個以上此類之協定，可能即必須處理不同協
定的規則。 Bhagwati, Jagdish, 1995, “US Trade Policy: The Infatuation with FTA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726: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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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邊協議( mini-lateral arrangements)，在行使談判上較容易協商並充滿彈性。119
TPP 是優惠性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PTA旨在推行區
域多邊貿易體系。根據GATT協定第24條有關貿易協定有自由貿易協定，關稅同
盟兩種用語，兩者皆指貿易上對締約國提供較非締約國優惠之待遇，統稱為優惠
性貿易協定。120TPP是個綜合型的優惠性貿易協定，與一般自由貿易協定相比，
其內容除了涵蓋典型的、既定的條約內容，如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食品衛生檢驗
與檢疫措施協定、服務貿易、市場准入規約、競爭政策等，尚包含若干配合新世
紀全球發展所面臨之困難而增設的協定，如政府國營企業、智慧財產權規約、新
世代貿易投資條約、綠色議題以及勞工與人權條約。足以見得TPP試圖成為一活
的協議(living agreement)，意即隨著時代推進、科際整合亦或是新成員的加入而
更新議題框架、接納新興議題並與時俱進。
二、

TPP 談判重點與難處
TPP向來標榜自身為「21世紀的FTA」
，意圖涵蓋當今經貿以外之新興議題，

跳脫過往既定的經貿協議框架，並試圖解決因發展而產生的相關問題，成為亞太
區域內獨樹一格之區域協定。TPP的顯著特點包括在FTA基礎上跨越國界邊境直
接碰觸「邊境內」議題(behind border)如食品安全、國營企業、競爭政策、勞工
與人權議題等，已然改寫亞太自由貿易規範。然而，在進入談判之際眾多難處卻
隨著談判進行而浮上檯面，例如義大利麵碗效果即延沓了談判進度。由於TPP的
成員國各自皆背負多個持續進行的PTA參與TPP談判，在市場准入協定、關稅設
定以及法規上相異其趣，有些各自已經相互牽定協約，121另一些則無，致使談判

119

Sanchita Basu Das, 2013, “RCEP and TPP: comparison and concerns”, ISEAS Perspective, 2:1.
董玉潔、吳詩云，2010，〈評 APEC 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之未來展望-以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定為中心〉，《經貿法訊》，109:1。
121
如「東協－澳洲－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Australia-New Zealand Free Trade Agreement, AANZFTA)，「紐西蘭－新加坡更緊密經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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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性升高。職是之故，要如何將利益分歧、關注點相異或是目標不同，又承載
著各自PTA的12個成員國納入同一套龐大體系，同時PTA要如何嵌入TPP體系而
不造成衝突，這絕非易事。可以預見，橫亙在TPP前的會是條困難重重的談判之
路。
TPP談判模式係承襲WTO制度採行「單一認諾」(Single undertaking)模式，
以完成「一步到位」的FTA談判。「單一認諾」最早出現在1986年烏拉圭回合之
初的GATT/WTO制度，係為防止雙方只選擇對自己有利之結果或提早收割(Early
Harvest)談判結果。換言之，各項條款需於所有會員國對整體細節達成共識後始
能一致通過，任何談判結果皆為不可分割之整體，成員國只能選擇全盤接受亦或
是不接受任何談判結果。122TPP談判依照各個議題分為29個工作小組進行，若新
成員想加入談判，則必須與各國進行雙邊對話，接著與所有成員國進行會談，最
後經過所有成員國一致承認通過方得以加入。目前(2014)談判進行至19回合，TPP
終究無法在2013年如期完成談判，足見各方利益分歧難以妥協，理念差異之懸
殊，參見表一。
表 1 談判歷程
回合

地點

時間

第一回合

澳洲

2010年 3月

第二回合

美國

2010年 6月

第三回合

汶萊

2010年 10月

第四回合

紐西蘭

2010年 12月

第五回合

智利

2011年 2月

濟夥伴協定」(the New Zealand-Singapore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NZSCEP)，美國、墨西哥
與加拿大共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且多國已與
美國簽訂 FTA，包含秘魯、智利、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與紐西蘭。
122
陳稚卿, 2014,〈由峇里部長會議簡析 WTO 單一認諾制度〉，《經貿法訊》，156: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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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回合

新加坡

2011年 3月

第七回合

越南

2011年 6月

第八回合

美國

2011年 9月

第九回合

祕魯

2011年 10月

第十回合

馬來西亞

2011年 12月

第十一回合

澳洲

2012年 3月

第十二回合

美國

2012年 5月

第十三回合

紐西蘭

2012年 7月

第十四回合

美國

2012年 9月

第十五回合

紐西蘭

2012年 12月

第十六回合

新加坡

2013年 3月

第十七回合

智利

2013年 5月

第十八回合

馬來西亞

2013年 7月

第十九回合

汶萊

2013年 8月

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 重要議題與談判爭議較大的議題
討論議題

商品市場准

內容



成員國中分為已簽訂並生效之雙邊 FTA 國家以及尚未建立 FTA 兩派，美國

入
為了保障已獲得的權益而主張依照現行 FTA 運行，保留現有的開放規劃，
請尚未簽署雙邊 FTA 夥伴國自行協商，此主張獲得智利與越南的支持。然
而紐西蘭、新加坡與澳洲對此表示不滿，認為應該重啟談判制訂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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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產地規則



此為左右 TPP 談判順利與否的關鍵議題之一，在全球化下供應鏈錯綜景況

(Rules of
下要界定原產地十分困難，特別是在紡織業與農業，這個議題直到第19回

origin )

合也仍然懸而未決。美國在原產地規則有特殊規定－「從紗開始」(yarn
forward)123，對此原則抱持強硬態度。


越南也是成衣大國，因此對美國強加限制適用關稅之產品的項目與範疇表
示不滿。越南成衣業亦正積極活動盼能使用非 TPP 會員國原物料，並同時
適用於免關稅待遇進入各國市場。124馬來西亞也反對美國此倡議。第十五
回合時越、馬兩國表示在美國提出修正草案前，不願與美方進行農產品減
讓談判。125

智慧財產權



美國要求高標準的智慧財產權規範以保障自身產業，但此舉引起澳洲與紐
西來及開發中國家如越南與馬來西亞反彈。倘若採取美國之要求，將因無
法使用學明藥(generic drugs)而致使藥品價格過於昂貴，使貧窮人口無法負
擔該等藥物。馬來西亞政府即明確表示，不會同意任何導致國內藥物價格
上升之條款。126

123

「從紗開始」原則最早出現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其要求成衣製品從原料收集、紡紗、剪裁、
縫製到成衣皆在成員國內進行，藉以享受免關稅優惠。
124
許峻賓，〈TPP 的發展與我國參與的可能性〉，《APEC 通訊》，144：8。
125
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2014，〈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第 15 回合談判：美國 C&M
公關公司報告摘要〉，http://www.moea.gov.tw/Mns/otn/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7264，登錄
日期：2014.2.19。
126
洪祥偉，2013，〈TPP 新加坡回合談判重大進展〉，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及 RTA 中心)，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28999，登錄日期：
201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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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企業與



美國支持高度自由化市場，因此指責越南過多國營企業干預市場競爭造成

競爭政策
不公平結果，並設立草案要求「競爭中立」的管制環境。新、馬與越南對
美國做法表示不贊同。


第17回合之新興討論議題為國營事業與私營企業之競爭，美國提案公民營
世界應在同一條件下競爭。127



第18回合澳洲主張政府若認定某國營企業應其身分而獲利,必須向國庫繳交
抵銷款以維持公民營公平競爭，然而，美方以競爭中立原則對此制度強烈
反對。128

勞工與環境



美國主張高標準且具拘束力的勞工與環境協定，遭到開發中國家馬來西亞
與越南反對。129而後在第16回何各國同意依循國際勞工組織法規。



美國認為發生勞資糾紛時應立即採取爭端解決機制，然而，秘魯表示應當
在雙方溝通無果後才使用爭端解決機制。



環境議題方面，成員國討論了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漁業補助及非法捕
撈。秘魯與墨西哥皆主張「生物多樣性」。130

127

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2014，〈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第 16 回合諮商（祕魯外貿
部向該國業者簡報），http://www.moea.gov.tw/Mns/otn/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7938, 登錄
日期：2014. 2. 19。
128
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2013，〈TPP 第 18 回合談判進展報告〉，
http://www.moea.gov.tw/Mns/otn/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8692，登錄日期：2014.2. 19。
129
同前註 12。
130
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2013，〈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第 17 回合諮商情形〉，，
http://www.moea.gov.tw/Mns/otn/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8356，登錄日期：201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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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



美國提出開放網路資料自由流動，並倡議三個提案－跨境資料移動、將電
子傳輸產品歸為特殊類別、禁止要求在境內設立資料中心，此舉措可能會
涉及社會主義國家越南由政府控管資訊之特殊情形。

農產品與乳



澳洲因為隱私權顧慮而反對美國之協議



美國期望藉由 TPP 擴大稻米與牛肉至成員國市場的出口，澳洲則是計畫增

製品
加糖及牛肉出口，兩國再加上其他農產品出口大國如紐西蘭與加拿大皆頻
頻呼籲日本削減其農產品關稅以利出口。131

131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及 RTA 中心)，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32477，登錄日期：
201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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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國在重要議題的立場
談判議

優勢或敏 市場准入 市場開放

題

感議題

成員國
美國

中小企
紡織業有 將現行的
業、乳製 嚴格繁複 PTA 納入
品、農產品 的法規，希 TPP 中
望保護國
內成衣市
場;國內對
日本汽車
業不滿

智利

農產品

加拿大

要求日本
在汽車關
稅妥協

投資人與
地主國之
間爭端解
決機制
(ISDS)

開放農產
品市場與
農產品關
稅

堅持將
呼籲日本
ISDS 納入 降低農產
條款
品關稅

智慧財產 菸草
權

國營企業 資料自由 電子商務
與政府採 跨境流通
購

國內要求 希望讓菸草 指責越南 開放資料
更高標準 商在外國市 給予國營 自由流動
的規範如 場上獲得更 企業過多
在專利年 多的商業利 職權。並設
限、網路服 益，反對包 立草案要
務提供者 裝的警示標 求「競爭中
的規範、藥 語
立」的管制
品研發方
環境
面，並提供
草案。
反對美國

呼籲日本
削減農產
品之貿易
障礙

美國三項提 當糾紛發生
案—跨境資 時援用爭端
料移動、將 解決機制
電子傳輸產
品歸為特殊
類別、禁止
要求在境內
設立資料中
心。

彈性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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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法規與
環保

日本

農業市
場、汽車業
與電器業

新加坡

工業與服
務業有競
爭力

馬來西亞

原物料出 期望在紡 開放市場有
口
織品議題 困難
增加更多
彈性條
款。反對美
國紡織品
原產地立
場

主張不應
該將 ISDS
納入條款
中
重啟談判

汶萊
越南

反對美國

受到高價
藥品衝
擊，反對美
國嚴格智
慧財產權
條款

反對美
國，擔憂影
響國內主
權基金
在政府採
購條文方
面有困
難。在國營
企業反對
美國草
案，擔憂影
響國內主
權基金

反對美國
農產品、智 關注市場 開放市場有 無法接受
慧財產權 進入，並尋 困難
ISDS 納入
與人權
求優惠待
條款中
遇以進入
美國市
場。反對美
國紡織品

受到高價
藥品衝
擊，希望可
以維持原
有的規範
與廠商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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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美國
對國營企
業職權的
禁止

難接受保障
勞工權益的
法規

原產地立
場，在此方
面對美國
高度不滿
墨西哥

農產品

紐西蘭

農產品

澳洲

農礦大國 要求日本 重啟談判
在汽車關
稅妥協

祕魯

反對美國
重啟談判

呼籲日本
削減該類
農產品關
稅
無法接受 呼籲削減
ISDS 納入 農產品之
條款中，不 貿易障礙
允許任何
外國企業
事宜干涉
其法律條
文

反對美國 要求在菸草
包裝上列出
警示語

反對美國

希望可以 要求在菸草
維持其國 包裝上列出
內原有的 警示語
規範與廠
商的利益
並反對美
國

注重隱私 反對美國
權，反對
美國

認為美國
所提出之
智財權草
案內容對
開發中國
家有所損
害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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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美國，
認為應當在
爭端雙方對
話無果後才
採取爭端解
決機制。

三、 TPP談判發展的挑戰
新一輪的TPP談判(第二十回合)已於(2014)2月17號於新加坡舉行，17-21日召
開首席談判代表磋商，22-26日則召開TPP部長級會議。迄今TPP談判尚無法完成
具體內容與架構，其談判終結日程遠遠超出最初各方所預設的2013年10月。據日
本內閣府副大臣西村康稔表示，現階段TPP談判只完成65%，多個談判議題包括
關稅障礙、知識產權、競爭政策、政府採購及環境等領域仍是懸而未決，談判進
度大幅落後。132 從影響TPP談判推進的因素觀察，主要有三點：首先TPP談判進
程很大程度取決於自身特點，TPP推崇「黃金標準」，亦即對於貨品貿易自由化
程度有極高要求，且領域面向極寬，涵蓋議題延伸至以往自由貿易協定無法及之
處。自貿協定完成談判一向需要約略兩年的時間，因涉及國內外法規調和、產業
配套措施設計、法規落實與調整以及調解國內利益團體之歧見，涉及多國成員與
要求高標準的TPP自然需要花費更多時間才能完成談判。第二點為成員國國內利
益團體可能對談判進度造成制約。TPP參與國在發展水平和資源要素稟賦上存在
明顯差異，其幾乎涵蓋了所有的經濟發展模式，美國與澳洲雖為經濟強國，然而
其內需市場已近乎飽和，不足以支撐經濟成長，是故轉而觀望具有龐大潛力的市
場，亦即經濟蓬發的亞太區域。秘魯、汶萊、智利與新加坡則是倚賴與經濟規模
龐大之國家簽訂FTA，透過持續自由化拓寬市場規模至全球。
然而，成員國中多半國家對於自貿浪潮皆是抱持兩難的態度，一方面需要這
個機制來打通產品流通供應鏈並擴大市場，另一方面國內部分產業卻可能因加入
TPP而遭致衝擊，這是國內利益團體竭力反對的主因。133如，美國的汽車產業與
金融保險業在TPP生效後很可能面臨來自日本市場的衝擊，是故利益團體如底特
律的汽車公會頻頻向政府施壓。美國國內藥物公司也向政府談判代表強烈要求在
智慧財產權議題上不得讓步，需設定高標準並要求成員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以利產

132

中國財經新聞，2014，〈TPP：一場未如期完成的“21 世紀的談判”〉，
http://jingji.21cbh.com/2014/1-1/zMMDA2NTFfMTAyMTIzMA.html，登錄日期：2014.2. 19。
133
吳澗生，曲風杰，2014，〈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趨勢、影響及戰略對策〉，《國際經濟評
論》，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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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進入。再者，談判時面臨的分歧不僅很大程度來自成員國間彼此所堅持的立
場，亦或是國內利益團體的盤算，眾多利益團體與不同部門之間的利益分歧也常
是談判阻力來源。如美國紡織業者堅持嚴格的“yarn-forward”原產地規則以保護
產業，然後，國內零售業者如Walmart卻期望訂定較寬鬆的法制規定以避免成衣
價格過高而影響銷售。134尤有甚者，美國在進行談判時需時時匯報美國國會，且
經由國會認可後方得以定案，以確保談判結果不會與國家利益脫鉤。美國貿易代
表處亦需要定期與國內利害關係人會晤，告知談判內容與歷程。換言之，調和內
部利益衝突與獲得國會肯認皆使的談判進行更為艱難。
第三點係為敏感的議題領域對整體談判形成很大的阻力。例如農產品與乳製
品出口成員國中美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與日本有較大的立場分歧。就日本
產業而言，倘若如TPP強硬要求般毫無保留全面開放市場，則勢必會面對來自前
面四個農業出口大國的廉價農產品傾銷至國內，衝擊到國內未受保障的農業，造
成可觀的損失。職是之故，日本在談判時主張將大米、小麥、牛肉與乳製品等農
產品排除在取消關稅之外。然而，此舉措卻遭致其他四國抨擊並要求日本降低農
產品貿易障礙以及取消關稅。這項棘手的議題持續到第十九回合仍未有進展，反
而是新加坡、秘魯以及智利也加入反對行列，力勸日本全面廢除關稅，這對日本
而言確實是個艱困的局面。135
乳製品面向，美國為全球第二大乳製品出口國，近年來受惠於中國因所得提
升而快速增加對乳製品的需求，理應無須擔憂紐國的乳製品會打擊美國乳製品
業，然而部分美國酪農擔心的是自由化會壓制美國市場價格，影響某些酪農的既
得利益，故美國全國乳製品生產者聯合會曾要求政府將之排除在TPP談判之外。
136

乳製品談判現階段仍無明顯進展，美國是否仍會將乳製品列為排除名單，亦或

是開放將之列入21世紀改革的一部分，對TPP未來走勢影響甚大。若屬前者，則
134

Sanchita Basu Das, 2013, “RCEP and TPP: comparison and concerns”, ISEAS Perspective, 3.
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2013，〈TPP 第 19 回合談判進展〉，
http://www.moea.gov.tw/Mns/otn/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8717，登錄日期：2014.2.21。
136
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2014，〈當前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概況與初步評析〉，
http://www.moea.gov.tw/Mns/otn/content/SubMenu.aspx?menu_id=2680，登錄日期：2014.2. 23。
59
135

成員國將無置喙的餘地；若系後者，則似乎默認某些會員國將本國敏感品項排除
於談判之外，進而與TPP所聲稱的全面貿易自由化相牴觸。隨著加拿大、墨西哥
與日本相繼加入，乳製品市場開放問題似乎更加複雜化，三國皆對此品項設置高
關稅，並採取關稅配額制度(Tariff-rate Quota, TRQ)或是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
疫檢疫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SPS)137保障出口，但此舉卻會影響進口，引起美國不滿。138
至於智慧財產權問題，美國對此抱持高度關注，並提出TPP藥品智慧財產權
保護提案，包含專利連結、專利期限延長以及資料專屬權條款。然而，此項提案
遭到其他成員國強烈否決反對，開發中國家表示此舉措將導致藥物價格提升而使
國民難以負荷。
即使有著前述的爭議因素影響談判進程，TPP也確實有利於其推進的正面因
素：首先是亞太地區國家對加入TPP有著現實的需求和內在動力，區域國家多數
皆是採取出口導向政策，因此進一步開放市場實為其經貿發展需求。139且推動區
域整合的自由貿易其溢出效應對多數國家而言是利多於弊，大多數亞太區域國家
因而對TPP採熱烈簇擁態度，冀望其得以成為加速經濟成長之助力，同時建立互
連互通格局以利亞太區域繁榮。其次是美國的主導地位，其強大的影響力將有助
於TPP談判進行。最初由P4建立的TPSEP也是在美國宣布加入後而成為焦點，美
國實為壯大且使TPP步上軌道的主要功臣。美國在議題領域的主導地位也不可小
覷，秉持著維護國內勞工權益、盛興中小企業以及准入他國市場的立場，美國在
多項議題領域積極推動各項草案，試圖使利益傾向自身。換言之，即使強力推進

137

SPS 係針對食品衛生安全與動植物健康標準所訂定之基本國際貿易規範，它允許各國可訂定
自己的標準，但也規定相關法規與檢疫條件須有科學證據，且以符合保護人類、動植物生命或
健康所必須者為限；此外，些措施不可對具有相同或類似情況的國家採取任意或不當的歧視。
SPS 協定鼓勵會員採用國際標準、準則及建議，然而倘會員可提出科學上的證據，例如適當的
風險評估，也可採取較國際規範為高的保護措施。該協定也允許會員採用不同的標準與不同的
方法來檢驗產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WTO/SPS 協定〉，
https://www.baphiq.gov.tw/content_edit.php?menu=29&typeid=960&typeid2=1522，登錄日期：
2014.2.24。
138
同前註 137。
139
同前註 133，頁：68。
60

TPP是為了爭取更大的經濟利益與區域主導權，美國在試圖平衡國內外矛盾，在
盡力促成談判完成上仍是有目共睹。
綜言之，談判代表除了需要面對談判桌上各個為了國家利益嚴守立場的夥
伴，尚需平衡國內利益大異其趣，甚至彼此衝突的利益團體；縱然TPP談判過程
並非一帆風順，成員國仍然秉持著達到區域經貿整合與自由化的初衷，以此為前
提，各國盡快達成協議框架的意願也較為強烈，再加上美國傾注大量心血，強勢
主導並誓言完成談判，從而使的近期實現此一目標的可能性增強。

第二節 美國亞太戰略的實踐－TPP 的戰略意涵
TPP開啟了APEC制度下的自由貿易先河。小布希時期，政府並未對這個由
小國組成的自貿集團投射關注，單純認為其並不會有可觀的發展前景。歐巴馬執
政後，從TPP的開放性與跨域性觀察到其逐步擴大之前景以及對美國的戰略價
值，因而將其納入「再平衡」戰略的一環，140力圖在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上向亞
太地區實施全方位的轉移，並竭力在TPP中發揮主導作用。141檢視全部二十回合
之談判歷程，即可觀察到從TPSEP到TPP的建構成形與決策談判全程皆有美國的
勢力存在，前段的圖表就揭示了美國意圖在每個議題領域嵌入自身影響力以掌握
全局走勢。美國自身也不諱言表示將以TPP做為未來貿易政策範式，並將此定位
為未來FTAAP的發展基礎，同時讓美國FTA所具有的高標準推向整個亞太地區，
透露出將以TPP實現自身利益規劃並藉此來領銜整體亞太區域之企圖心，TPP做
為美國經貿戰略的實踐業已成型。142

140

賴榮偉，2013，〈攻勢現實主義與歐巴馬的亞太戰略發展〉，《育達科大學報》，35:11。
杜蘭，2011，〈美國力推跨太平洋夥伴關係戰略分析〉，《美國外交專論》，1:45。
142
v 郭德田，2009〈美國支援以「泛太平洋策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作為美國未來
貿易政策之模式〉，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及 RTA 中心)，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04356，登錄日期：
20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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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TPP 戰略之產出背景
TPP的跨域性、開放性與高標準之特點與美國經貿利益相嵌合，進而上升成
為政策工具。就更廣泛的背景脈絡而言，TPP與美國政經發展密切相關，2000年
後新興國家抑制消費，將累積的貿易盈餘輸往世界，並還流到美國市場，充沛的
資金流竄造就更多的衍生性金融商品開發，熱錢在房地產與股市流動哄抬價格，
一時之間美國景氣上揚並營造出彷彿經濟迅速成長的假像，美國消費者進而熱烈
地投入房地產市場以及舉債消費，廣大的消費需求從而成為刺激東亞地區輸出導
向國家經濟復甦的動能。然而，美國雷曼兄弟突來的破產為全球經濟蓬發的榮景
劃下句點，也貌似為美國經濟敲響喪鐘。在雷曼震撼後的美國歷經房市崩盤、泡
沫經濟破裂以及居高不下的失業率，美國當局試圖以金融政策減緩損失，是故大
力推行金融寬鬆政策。然而，單就金融面向似乎不足以挽救頹勢，反而在資金需
求並未增加的情況下，資金供給開始過剩，並轉往流向新興市場，造成經濟泡沫
重蹈美國金融危機的覆轍。體認到這個「結構失衡」問題乃是全球性，並認知到
美國經濟結構必須自倚賴消費轉向為輸出導向，美國訂定了以抑制消費、促進儲
蓄並限制進口為基礎的國際經濟戰略。143
在此，關於這個輸出導向經濟戰略有兩點需要加以理解，首先係「導正全球
失衡」，全球經濟在金融危機後面臨世界景氣恐慌期，美國選擇增加輸出，自內
需型大國轉向為出口大國，並鼓勵具有廣大市場的日本、歐洲與中國應擴大內需
並使民間需求持續增加，同時減少輸出，此舉措不僅利於美國，也可適時修正全
球失衡。其次，美國的輸出倍增戰略從內部觀察也包含「擴大就業」意涵，具體
而言，失業率與政權穩定性有直接關連，特別在民主國家，過高的失業率可能引
發民怨，進而造成政局不穩，使執政黨支持率下滑。職是之故，歐巴馬勢必要盡
全力以各種方式提升經濟成長與擴增就業市場，以挽救日益下降的支持率。換言
之，歐巴馬的輸出倍增戰略自內部而言具有藉擴大輸出以增加就業之目的，外部

143

中野剛志，孫炳焱譯，2012，《TPP 亡國論》，臺北：允晨出版，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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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導正全球失衡，挽救世界經濟之期許，同時涵蓋了美國與其他國家互惠又利
於自身的雙重目標。144TPP即是在此種急迫的政經氛圍下成為戰略工具，以做為
輸出戰略的一環，歐巴馬對其投注熱烈的厚望，並將其視為拯救國內經濟與穩固
政權基礎的最終戰略利器。具體而言，就美國觀點，TPP最主要實為挽救國內政
經頹勢，其餘的亞太政經整合、自由貿易政策倒是其次，這點從美國貿易代表署
釋出的文件以及歐巴馬2011年國情咨文報告中即可觀察到。145故，對於美國在談
判中大力主導、堅持強硬立場，並按國內政經利基而設計經貿規則之種種行為並
不意外。

二、 TPP做為美國出口戰略的一環
TPP的戰略意涵是多層次與多面向，在經濟面向最為顯著，就TPP如何與美
國國家利益相切合。包括：議題領域：首先理解美國產業結構中最具優勢的部分
以及敏感品項。美國的資訊產業、高科技產業與投資、金融服務業在全球市場極
具優勢，其製造業更是扮演支撐美國經濟的要角，優越的氣候地理環境也使國內
農業蓬勃發展。然而，乳製品、糖類卻向來是產業貿易中的敏感品項，也是每次
自由貿易談判時必然排除的品項之一。與一般已開發國家極為相似，美國因坐擁
高科技之資訊、生技技術，進而對於智慧或知識產權的保全相當重視。在TPP談
判中，美國堅持採取更嚴苛、超越一般標準之智慧產權規範，其長期以來對於智
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PRS)之保護無論是經由國內之立法、雙邊
144

同前註 141，頁：80。
歐巴馬不諱言 TPP 實為其經濟及對亞太政策的墊腳石: “USTR Froman underscored the
President’s focus on making trade a driver of America’s economic recovery and a pillar of our future
economic stability. He called the President’s trade agenda bold in scope, emphasis, and in ambition,
with TPP a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e committed to keep Americans informed and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ng process as efforts continue
this year.”
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3/august/Readout-TPP-Call-US-Stakehold
ers, accessed at 2014. 3. 15
2011 年歐巴馬國情咨文演說：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1/25/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USTR 釋出的談判報告多次提及美國對 TPP 的期望: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27292。登錄日期：201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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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As之簽訂或多邊談判參與，皆追求更高度之保護水準。146 然而，其他成員國
如智利、紐西蘭傾向遵行現行TRIPS(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規範，主張美國對於知識產權保護之提案可能會限縮TPP參與國在TRIPS
協定下所享有之保留。美國為了產業利益因而在此議題上堅持自身立場，使談判
僵局產生，也影響到TPP談判進程。147
針對國有企業(State Owned Enterprise, SOE)之新議題，美國向來對政府資助
之國營產業十分詬病，認為其偏惠措施如補助津貼、優先性採購將對產業公平競
爭關係造成損害，進而提出草案，要求若SOE持有一公司逾20%之股權，則該公
司須受限於附加之透明化通知義務，確保SOE不會侵蝕TPP協定下允諾之開放市
場進入協議。148然而，此提案遭致經濟命脈與國營企業相連結之新加坡及社會主
義體制國家－越南的嚴重抗議，提案要求附加之透明化通知可能會使企業被迫公
開重要商業資訊，致使其SOE遭受不公平競爭之衝擊。149此次爭論也使SOE議題
成為TPP談判中爭議性頗大之議題之一，影響此議題領域之相關談判進程。
考量國內經濟支柱來源的製造業與中小企業在金融風暴後嚴重受挫，面臨廠
商相繼遷移海外，工作職位流失，歐巴馬政權在一片民怨中岌岌可危，因而許下
將以突破過往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之TPP來挽救經濟之政見。具體而言，自USTR
所釋出的TPP大綱內容觀之，其戮力於跨領域議題，如會員國間的法規調和、經
由區域供應鏈的建立推動經濟整合創造就業機會、鼓勵中小企業參與國際貿易並
改善投資與貿易規範，以促進成員國內更有效的經濟治理。150其與美國當局疾呼
的關注中小企業、保障勞工權益、加強法規透明化以及經由綠色產業達成環保目
標之政見不謀而合。151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就曾指出TPP將進一步處理水平與跨部
146

吳詩云，2011，〈簡析泛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訂之爭議性議題－以市場開放談判模式與智
慧財產權保護程度為中心〉，《經貿法訊》，116：13。
147
同前註 146，頁：16。
148
田起安，2012，〈從 TPP 第十二回合之談判內容看其未來進程〉，《經貿法訊》，133：14。
149
同前註 148。
150
USTR, 2011, “Outline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fact-sheets/2011/november/outlines-trans-pacific-partnership
-agreement. 登錄日期：2014. 3. 3。
151
USTR,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27292.登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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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問題，這些舉措將連結美國企業與亞太地區的新興生產網絡，為中小企業拓寬
參與國際貿易的路徑，同時使成員國間法規制度更一致，美國企業也得以在多國
市場暢行無阻。152
再者，倘若TPP談判克服成員國間的立場分歧，順利依循美國國家利益發展
生效後，則美國的獲益將遠超於預期，且依照當前發展中或中小型國家的經濟發
展需求，以及已發展國家尋求更廣大的市場進入，在美國的強力主導下，各國可
能會以大局為重而對美國讓步，以盡快完成談判，收割亞太區域豐厚的經濟果
實。TPP在各方面尋求超越WTO(WTO plus)的黃金標準，根據2011美國商業聯盟
(U.S. Business Coalition)致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信件內容，其所謂「黃金標
準」的落實範圍大致包含市場准入、智慧財產權與投資條款。市場准入除了原有
美國設定的進入方式外，應全面性的涵蓋所有部門與次部門、傳統與電子商務等
所有貿易形式，並加上彈性的原產地規則來建構廣大的市場進入機會。在智慧財
產權面向，由於智慧財產權是保障美國產業成長的基石，TPP應在美國現行的貿
易談判基礎上，建立超越以往的高層級智慧財產權保護措施。在投資規範上，一
項完善的TPP協定應加入強力的投資保護措施、市場進入規範，以及包含投資人
對國家、國家對國家之間的爭端解決機制。153以此觀之，關於談判中智慧財產權、
投資貿易協定或市場准入的條約內文，皆是按照美國商界聯盟154，亦或是美國服
務業聯盟所提供之文件起草。換言之，TPP談判是為配合當代美國商界利益，設
計符合美國政經利基的經貿規則，其主張利於美國在下個全球經濟競賽中，經由
掌握國際規則，保障美國之優勢產業。155

期：2014.3.3。
152
簡玉貞，2010，〈TPP 完成第四回合談判 日本將積極爭取支持〉，工業總會貿易發展組，
http://wto.cnfi.org.tw/all-module9.php?id=137&t_type=s。登錄日期：2014.3.3。
153
廖舜右，2013，〈TPPR 與 CEP 的比較分析〉，《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6(7)：70。
154
美國 TPP 商界聯盟(U.S. Business Coalition for TPP)是個跨產業與部門的協會，涵蓋產業皆為
美國經濟支柱並體現美國經濟利益。商界聯盟試圖建構對國家最有利的 TPP 談判環境，並追求
完善、高標準的 TPP 條約，以增加美國農業、製造業與服務業出口機會及職位。更多資訊請參
閱：http://www.tppcoalition.org/。
155
天下獨立評論，2014，〈從紗開始：另一面向看 TPP〉，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04/article/1024，登錄日期：20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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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TPP雖然在經濟、人口規模並不特別顯著，然而其涵蓋了幾項切
合美國利益之要素：首先為具備美國之產業強項與重視之議題領域－知識產權、
服務貿易、投資、競爭條款以及法規透明度等多數發展中國家不願意接受之議
題；再者，TPP概括了具有約束力的環境與勞工標準，因此容易得到美國工商界
聯盟的支持。尤有甚者，美國按照自身政經利益將TPP型塑為未來自由貿易協定
之範式，以確立爾後的新型FTA會具備對自身有利之議題，這方面主要突顯在法
規透明度、工人權利與環境保護。此外，TPP如同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敲門磚，其
可藉由TPP有效建立與亞太市場與生產供應鏈之連結，搭配著輸出戰略進而將國
內中小企業推向全球供應鏈，以獲取更多工作機會，同時實現當局政府對於人民
的政見許諾。156

第三節

TPP 與亞太區域整合

2010年的APEC年會中一個重要議題為如何建構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以推動
全面性的區域經濟合作，當中較具體清晰的目標為建立FTAAP，以此做為APEC
的長期發展標的。157各國領袖決議將東協範疇下的東亞自由貿易區、東亞全面經
濟貿易夥伴協定與TPP列為協助發展途徑，正式肯認TPP在亞太區域具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美國藉由TPP鞏固的戰略、經濟夥伴聯盟將在亞太國際政治場域掀起
新一波的合縱連橫，確實體現了美國勢力試圖進入此區域的目標投射。是故，在
進到亞太場域實踐區域整合亦或是形塑區域秩序時，很大程度是依照美方意思在
行進。就長期以東協為整合推動者的東亞與東南亞區域各國而言，由美國領銜的
開放性亞太主義一舉藉由TPP進入此區，並試圖牽引區域整合程序。此舉措已對
區域主義與區域政治關係造成不小的衝擊，卻也帶來新的成長動能，如此必定會
在長期固守東亞主義的亞洲地區造就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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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2011，〈從 TPP 的特點與美國加入的動因看亞太政經現勢〉，
《APEC 通訊》，136:9。
157
吳福成，2010，〈亞太區域經濟整合(REI)的兩條路徑－東協加 N 和 TPP 的較勁〉，《台灣
經濟研究月刊》，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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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TPP 與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
亞太區域之區域主義在1997年遭亞洲金融風暴重挫後，呈現「唯獨亞洲」模
式。過去貿然採取西方經濟體制並開放外資進入卻遭致如此後果，區域國家對於
外國勢力進入的不信任感油然而生，從而轉向建立一個內向性(Inward)的區域主
義形式。觀察至今的亞太區域貿易安排，除了APEC外多是由東協做為推動者的
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所構成，成員國在地域上的開放性極低，很大部分皆侷限於東
北亞與東南亞，對於外部成員的抗拒意味濃厚。此舉措引起美國產官學界的擔
憂，對於恪守自由貿易信條之官員學者，亞太區域的經貿集團內向化可能致使對
區域外國家產生差別待遇，構成企業貿易進入障礙。158美國的關注具有兩層面
向，一是政治上遭到亞太區域國家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在經貿上擔憂產生區域集
團化的壁壘而影響到自身利益。特別是在1997年後，美國在此區域的缺席體現於
FTA之上。1992年開始歸因於東協內部成員國領土紛亂平息，始能自政治面向轉
為致力於經貿整合，截至2013年亞洲區域的FTA即涵蓋了高達257個簽署生效以
及在談判階段的FTA，當中以東協為首的FTA亦多達179個，足以見得此區域的
經貿整合是由東協所掌握，而美國則毫無置喙之餘地。觀察到亞太區域強勁的經
濟成長動能，且體認此區域龐大的內需市場有助於重建美國遭金融風暴受創後的
經濟，美國勢必需要與此區域建構更緊密的連結，是故選擇以自由貿易協定
TPP為幫助其達成目標之工具。就更廣泛而言，美國藉由TPP進入亞太區域
市場，同時試圖以此建立按著自身利益考量所打造的區域經貿整合格局，扭轉亞
洲向來盛興東亞主義而對自身不利的局面。
TPP對亞太地區的重要之處，在於亞洲太平洋地區充斥著過多由多個代工企
業領導的零散供應鏈，官方層級理解有必要採行無縫的區域經濟整合，使區域內
商品、服務與投資跨越邊界自由流動。TPP做為新的PTA不只是提供稅率減免，
而是要超越一般PTA深入邊境內消除妨礙貿易自由流動的障礙，只有這種協議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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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奕蘭，2006，〈FTAAP 的前景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未來〉，《台灣經濟研究月刊》，
29(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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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破除束縛使資源集中達到經濟共榮。159若詳加探究TPP對於亞太區域整合影
響，則最顯著的面向是其為最有希望達成FTAAP的直接路徑。確實自TPP的性質
與特點觀察其與區域整合之連結，可以確實發現TPP具備APEC，亦或是其他途
徑所欠缺可以成為FTAAP路徑的優勢。
TPP的優勢可以分為經貿以及地緣政治兩個面向，首先在經貿及區域自由化
層次，TPP可以有效達到法規調和：亞太區域涵蓋眾多FTA確實有效提升成員國
彼此經貿便捷度並促成貿易自由化。然而就經貿法而言，繁多的雙邊FTA在貿
易、進出口、原產地及關稅規則上相異其趣，如此可能造成跨國企業需適應相異
的法規，也會導致成本提升，對於整體的區域整合也勢必會產生削弱的力量。職
是之故，FTAAP即是APEC用以整合區域多個FTA之有效工具，而TPP之成立宗
旨亦涵蓋解決此區域義大利麵碗效果之願景。具體而言，TPP的特點之一是主張
處理「邊境內」議題，亦即在很大程度或多或少會觸及到一國主權，法規調和由
於牽涉內國法化、使本國法規向國際規則看齊，與開放國內資訊而成為此類敏感
議題，TPP試圖處理這類新興議題以解決當前FTA法規紊亂之現象，使其切合了
FTAAP之願景。
再者為高標準與高品質的條約規範：TPP最顯著的特點在於高程度的自由
化、關稅即時撤銷，以及不允許撤銷關稅的例外品項產生。簡言之，TPP在關稅
自由化面向可謂是達成所有FTA所追求的自由貿易之最終極目標，確實為21世紀
FTA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格局，並達到一個新的高度。TPP與WTO的規則或過
去的FTA相比，它是以較激進的貿易自由化為目標，且在TPP之下的相關貿易投
資之先進規則，今後有機會成為該地域的實質基本規則，可能從而使其他FTA相
形失色。由於TPP做為新世紀的自由貿易協定楷模，符合FTAAP主張全面自由化
的標準，較有機會受到APEC領袖的青睞。160內容涵蓋廣泛亦是其優勢，探究現
有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發展情況，可以發現當前基本制度仍是屬於FTA性質，但實
159

Deborah Kay Elms, 2013,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Looking ahead to the next
steps”, ABDI’s Working papers, 30.
160
同前註 159，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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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合作領域卻明顯超越傳統FTA的範疇，其已延伸到服務貿易與資運及技術轉移
等方面，經濟整合體現在更高層次之上。161TPP是為包括知識產權、金融服務、
人力移動、環境與勞務法規以及政府採購等新興議題之概括性協定，確實掌握了
當今發展趨勢，進而獲得東協加三與東協加六所沒有的優勢。162
在地緣政治層次，FTAAP重視整體亞太區域之貿易自由化，若從地理位置
觀察「東協加六」亦或是「東協加三」發展FTAAP之可能性，則這兩者可能並
非理想結構。具體而言，東協加三意指在東協十國外再加上中日韓三國，區域範
疇僅涵蓋了東南亞與東亞，也可能引發區域發展重心由東南亞轉向東北亞之隱
憂。163東協加六即使納入澳洲、印度與紐西蘭，地域開放性仍較低，也難以避免
會產生排除區域外國家之關注，因而這兩者做為FTAAP的途徑有其侷限性。TPP
的地緣優勢在於締約國分佈擴及整個環太平洋地區，地域開放性較切合FTAAP
所期望，可以用以推廣全區域的整合協定。

(二)、 TPP 與亞洲區域主義
受到金融危機的衝擊，東亞國家在2000年後多半採取「重區域、輕多邊」的
區域整合策略，意味著排除大範圍的國家參與建制，回歸到以亞洲為中心並基礎
以強化區域關係，主要建立包括東協國家與東北亞國家的區域論壇，不再以主張
開放性區域主義之 APEC 為協調平台，轉向以東協加 N 做為整合機制，奠定了
東協在區域主義發展中的地位，維持區域範圍、保持彈性與自由尊重各國的區域
整合，成了此時期的區域主義標幟。164在全球化現象的快速流動下，一個具有「全
球視野的區域主義」逐漸發跡，從近年來亞太區域 PTA、FTA 銳增，且談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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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九元，2011，〈TPP 的走向與趨勢：戰略意涵及對東亞區域合作的影響〉，《台灣經濟研
究月刊》，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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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系列的 FTA 仍維持較傳統、基本的內容走向，投資、服務、智慧財產權、勞工、環
境、競爭條約、政府採購亦或是市場自由化皆甚少著墨，因此在議題廣泛度上遠遠落後 TPP。
同前註 48，頁：9。
163
同前註 161，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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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岳，2013，〈東亞區域主義再建構：韓國參與東亞區域整合之進程與效應〉，《亞太研
究論壇》，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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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多為跨區域國家，以及協定內容涵蓋了整合程度較高的「世界貿易組織加值條
款」(WTO Plus)如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與電子商務便捷化領域即可觀察之。165
在全球化的動能進入後，亞洲區域主義日益複雜化，此區域逐步進入「競爭性自
由化」階段，意味著由於國家發展差異，各方按照自身利益盤算與能力參與區域
自由貿易安排。從長遠發展來看，競爭性自由化具有激活區域經貿發展之作用，
卻也可能導致不同的安排與規定互斥以及爭奪領導權之隱憂。亞太區域各國採取
多軌架構如各種建制、論壇、多邊與雙間途徑以建立跨區貿易生產鏈，致使 FTA
數量激增而造成義大利麵碗效果，同時不同區域主義與國家間的領導權鬥爭也浮
上檯面，此區域隱含權力競逐的多層級區域主義隱然成形。
TPP 是為美國用以搶進亞太市場，收割繁盛的經濟成果之戰略工具，美國可
有效掃除亞太市場的貿易壁壘，避免遭排除在亞洲經濟集團之外，同時在貿易創
造與轉移的效果下，擴大輸出並增加就業機會。166然而不可置否的是，TPP 對於
亞太區域確實有其助益存在。TPP 具有一宏偉目標－旨在建立使亞太地區貿易進
一步自由化的區域 FTA，其所關注的是高標準的區域經濟整合。167若 TPP 順利
成為 FTAAP 之可行途徑，即可適切整合區域重疊性高且繁雜的多個區域協定，
並適度平衡因紊亂的 FTA 所引起的貿易紛爭。TPP 所造就的經濟效益也是不可
小覷，根據2014年 IMF 估算 TPP 整體成員國之 GDP 總和可望占全球 GDP 總值
達40%以上，其經濟規模之龐大勢必得以引領亞太區域經貿成長。此外，TPP 將
會重新型塑此區域的合作型態，自雙邊、多邊提升至跨區形式，擴大合作範疇，
全面增強全球競爭力。就區域建制面向觀之，挾其黃金標準與廣泛的新興議題，
TPP 一舉對仍停留在傳統 FTA 形式的各種區域建制產生壓力，特別是區域軸心
－東協。職是之故，各個新興 FTA 無不追隨 TPP，盡力擴大規範品項與強化自
由度，並激勵各國致力於國內法規與產業改革以符合其要求，就整體面向觀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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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註 164，頁：2。
許峻賓，2013，〈亞太區域經濟與國際政治關係〉，《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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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毅，2013，〈CAFTA 的發展方略——TTP 和 RCFP 視角〉，工業總會貿易發展組，
http://www.cnfi.org.tw/wto/all-news.php?id=19749&t_type=s，登錄日期：201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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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造就區域經濟共榮。同時 TPP 也對區域協定與機制產生催生效果，亞太區域
另一廣受注目的區域協定－RCEP 即是在此種脈絡下產生，TPP 在繼 APEC 確實
為此區域帶來不同於東協模式的強烈動能。
TPP 之於亞太區域主義建構也有其負面之衝擊，隨著其會員國擴增，經濟規
模擴大，卻也造成壁壘現象，對於非會員國有歧視性影響，此種現象在經濟規模
龐大的日本加入後更形顯著。縱然會員國擴大會產生磁吸作用，然而卻也同時意
味著非成員國的損失增加。再加上東南亞區域眾多國家仍處於發展中階段，TPP
的高門檻與高標準並非其所能及，只能遭排除在外。此點也透露出 TPP 離成功
整合亞太區域各國仍有段距離，其引以為傲之黃金標準卻成了拒人於千里之外的
主因。再者是為影響東亞區域主義整合進程，TPP 的進入仿佛是將原本內向性的
東亞區域整合進程一舉擴展至亞太範疇，強行將祕魯、智利、加拿大、紐西蘭與
澳洲等太平洋國家與東亞國家並列為亞太區域國家。美國主導的 TPP 一方面將
美國帶入區域決策過程，強化其影響力；另一方面確削弱了東亞地區的內部凝聚
力，最終可能增加東亞經濟整合建設的難度。168
確切而言，東亞區域主義在近幾年逐漸藉由各項 FTA 與區域建制(CEFTA,
AFTA, ASEAN+3, ASEAN+6, ARF, AES)使區域國家彼此靠攏，集中經濟資源並
產生前所未見的凝聚力。TPP 強大的經濟動能以及東亞多國皆是美國的傳統盟友
與夥伴，這兩者所造就的磁吸效應促使多國分散資源轉而投向 TPP，歸入美國創
建的經貿體之下，此極有可能削弱東協為中心的輻軸體系之力度。TPP 將造就東
亞區域走向分裂的此種論述，是在假設 TPP 所代表的亞太主義與東協為首的東
亞主義彼此會相抗衡而非攜手共創區域共榮的前提下產生，就當前權力競逐的景
況觀之，尚未有跡象顯示中國與美國將參與對方的區域協定，且就實質面向而
言，TPP 談判已近尾聲，納入一經濟體制差異甚大的國家只會延沓談判進度，絕
非明智之舉。在沒有中國的 TPP 以及少了美國的 RCEP 之景況下，對於此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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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註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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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整合絕對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四節

小結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2011年的演講中提及「在21世紀的亞太地區，美利堅合眾
國會全盤進入」…「在未來的三十到五十年，美國將在亞太發揮主導作用」，明
確地揭示美國將全盤主導亞太區域，同時意味著美國將使亞太主義重新取得在區
域整合中的優勢地位。美國選擇以區域機制做為著力點，特別是針對東協架構下
的各種安排，意即東協高峰會，來做為起始點，試圖反制區域強權－中國，並藉
由多邊體系間接、溫和地逐步填入影響力，最終獲取主導權。169歐巴馬的亞太政
策以東亞峰會揭開序幕，隨後搭配著國內出口倍增戰略進入其政策中最重要的一
環－TPP 戰略的產出，經由按照國內需求打造國際經貿規則，以 APEC 做為發揮
平台成功將 TPP 推向 FTAAP 的主要路徑選項中，主導亞太經貿整合進程。
TPP 成為美國青睞的亞太戰略工具之原因有三：首先為其開闊的地域性使美
國得以明正言順地納入其位處亞洲重要的戰略夥伴與同盟－菲律賓、越南、日
本，而不會遭到區域整合過程的排斥，其會員國之開放性亦使美國觀察到其逐步
擴大之前景以及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再者，TPP 的議程與議題領域設定皆與美國
產業利益相切合。美國產業優勢與所關注的議題領域－智慧財產權保護、勞工環
保法規標準提升、各國法規調和、排除國營產業、全面開放市場、避免設置例外
品項、開放資訊流通、完善的投資與市場進入規範等，主要是為了保障美國高科
技產業技術不被遭竊取、中小企業的供應鏈得以自國內擴至全球以增加出口，同
時藉由法規調和一舉掃除不同 FTA 造成的交易成本與障礙，並顧及勞工人權利
益，TPP 可謂是按著美國商界與服務業聯盟之需求來打造，並以此達成歐巴馬對
美國人民承諾的出口量倍增，失業率減緩，成功提升經濟成長之政見許諾。然而，
美國強硬要求超越以往 FTA 之黃金標準卻是造成談判拖延的主因之一，成員國
國情、經濟體制與發展程度各異，致使其對於不同議題領域接受程度不一，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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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舜右，2011，〈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對峙下的東協加八〉，《政治學報》，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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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共識。未來期望以做為領導亞太區域整合為目標，各自讓步以盡快完成區域
整合願景。最後是為依照美國願景將 TPP 打造為主導 FTAAP 之戰略工具，TPP
受到矚目的一個因素也在於其試圖整合區域內繁雜的 FTA，並深入邊境內消除妨
礙貿易自由流動的障礙，使資源達到集中，進而在整個區域形成無縫的經濟整合。
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變化，因而促使在結構下美國進行戰略調整轉向亞
洲，然而美國資源不足以完全制衡中國，為了避免資源耗損，是故選擇強化亞太
同盟體系，建立美國領導下的泛太平洋經濟架構（Pan-Pacific economic
architecture）
。

170

做為美國重返亞太，意欲強化美國勢力在亞太區域的正當性與

合法性之投射，TPP 極有可能會對東亞主義進行的區域整合造成負面影響，並衝
擊到 ASEAN 在區域整合的主體性，多數學者預測在中國未加入的情況下可能會
造成區域整合分裂而形成集團化對峙，而區域各國也會壟罩在強權對峙的壓力之
下。然而，危機也常是轉機，亞太主義一舉輸入至東亞區域將重新激化此區繁盛
的 FTA 風潮，且高標準與超出過往規範的 TPP 將產生示範作用，並對區域國家
造成緊迫的壓力，因而爭相進行國內改革以追隨21世紀的黃金標準潮流，各種機
制之間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對於區域貿易自由化而言未嘗不是件好事。綜言之，
TPP 做為全球格局轉變下的產物，對於東亞地區而言是個挑戰同時也是契機。需
要探究的是，面對這樣的戰略設計，中國及東協將做出如何的應對，兩者的決策
以及與 APEC 的互動將牽動整體區域的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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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智庫，〈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對東亞一體化進程的影響〉，
http://www.1think.com.cn/ViewArticle/Article_4ffa4a807c07bcf4b4ef9bfbd2a90c8b_20131129_1470
2.html，登錄日期：201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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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國的戰略回應－RCEP

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係是單元層級加上結構層級所形成的結果，國家的權
力影響體系結構，而結構又影響國家行為。最好的佐證即為一國權力增強成為
極，進而使體系轉變為雙極或多極結構，連帶著其他國家的行為也跟著改變，171
或許以此為切入點可以探究近來的中、美外交關係。中國近年來綜合國力快速攀
升，得以登上國際舞台成為要角，於區域權力關係中影響力遽增，成為區域事務
具有實質權力的強國，一舉一動皆牽連著區域脈動。對於亞洲區域權力結構關係
實質上的變遷，美國受到此一架構的牽制而有所行動。美國在經濟受挫與背負出
口倍增的承諾下，選擇以再平衡政策為戰略架構，並以 TPP 做為經貿面向的具
體實踐。TPP 很大程度做為美國國家利益的投射，確實已發揮其對中國經貿與外
交關係上的影響。面對區域政治經貿結構的變遷，中國亦有相應的行為做為戰略
回應，兩國的戰略互動必然會引導區域局勢新的走向。
第一節

中國對 TPP 的外交回應

中國的外交戰略經歷多次轉變，多是因應國際、區域政經格局而做調整。鄧
小平時期遵循「韜光養晦」，尋求有利機會壯大自身而不強出頭，在適當時機擔
起「大國責任」進行「和平崛起」
，與區域國家和諧交往最終發展到和諧世界。172
然而，隨著2000年後軍事全面現代化、國家建設大舉落成、經濟逐年增長與海洋
戰略實力倍增，其綜合國力已非同日而語，在區域事務上發言份量遽增，越發有
強權之風範。中國對於侵害到自身利益的外交敏感事件一改以往溫和禮讓的外交
手腕，轉以較為強硬且必要時不惜以武力解決的態度，近年來多起領土主權爭議
即可觀察到中國據理力爭，毫不退讓之作風。中國外交政策的轉向可歸因於回應

171 包宗和，2011，〈結構現實主義的論點、辨述與反思〉，載於《國際關係理論》，包宗和主
編，臺北：五南出版，頁：50。
172 黃載皓，2013，〈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後中國的外交安全政策〉，《全球政治評論》，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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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秩序變遷，其一向將經濟實力視為影響國際均衡之主因，173金融海嘯產生的
矛盾、世界強權經濟實力的變化，以及亞洲區域戰略均衡的調整，皆使中國的綜
合國力正提升至新的階段，並獲得國際社會認同。然而，在面對美國以TPP做為
戰略攻勢進入亞洲地區時，中國體認到維持強硬的外交作風將對周邊國家產生威
脅，進而成為美國進入該區域的藉口。職是之故，習近平上任時轉向確認以「立
足亞太，穩定周邊」為基調來承接美方的攻勢，向東與東協交好，西向確保中亞
地域安全。

一、 TPP 對中國的影響
TPP對中國的針對性十分強烈，如何防範中國成為區域強權已成為歐巴馬政
權秘而不宣的政策宗旨，中國學者與官方咸認TPP是美國從經貿與地緣政治出
發，對中國進行圍堵之戰略。174美國藉由TPP與中國周邊國家持續交好，從長期
觀之確實會使中國與這些大國關係趨向複雜化，甚至會增加其地緣政治壓力，壓
迫到中國推進的「穩定周邊，立足亞太」之戰略機遇，對中國實現和平發展帶來
挑戰。175就長期區域發展而言，美國發展穩固的TPP聯盟關係進入東亞區域，即
會相對削弱中國在此地區的政經影響力，重構區域大國關係。中國、日本、東協
與韓國彼此在東協架構下有著緊密的經貿關係，美國推進重返亞洲政策，意欲動
員位處亞太區域的盟友，此舉即是在東亞主義下謀求區域與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
個選項，可能致使一些大國自與東亞國家的密切關係中抽離，將外交與經濟資源
重置轉向TPP，如此絕非區域強權中國亦或是區域平衡者－東協所樂見的景況。
對於中國而言，TPP對於其與周邊國家外交關係的影響，可能是複雜化中日韓自
由貿易區(CJK FTA)之協定，並將美國勢力帶入東北亞區域，致使RCEP與CJK談
判困難度倍增。
173

高朗，2004，〈後冷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之變與不變〉，《政治科學論叢》，21：24。
Wen Jin Yuan, 2012,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China’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2.
175
吳澗生，曲風杰，2014，〈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趨勢、影響及戰略對策〉，《國際經濟評
論》，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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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TPP的高標準條款會在區域起示範作用，長期而言會改變此區域經貿
規則，將之導向符合已發展國家利益的國際性規範，如此勢必增強國內對於推進
體制改革的呼聲。且TPP對於非成員國也會產生壁壘性作用，意味著其與TPP成
員國之經貿交易利潤會低於成員國相互交易，因而損失比較優勢。176再者，TPP
多項非傳統條款將致使企業成本與國外制裁增加，例如嚴格的智慧財產權將增加
付費品項，亦不利於企業間模仿創新跟產品升級。177更甭提TPP嚴格的勞工與環
保法規，將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形成如何的制裁，影響其貿易往來。TPP跨越傳
統FTA範疇，涵蓋智慧財產產權保障、勞工權益關注以及國有產業限制等多項利
於美國的規則條款，如此以美國利益為導向的經貿體系未來勢必擴大並顛覆
WTO框架下的多邊貿易體系，形成由美方所主導的國際經貿規則，並衝擊到經
濟體制相異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對TPP的回應
隨著干擾中國與鄰近大國的交往進程，使東亞各國進行資源重置建立傾向美
國的政策，TPP極大可能在地緣安全、大國外交與經貿收益上對中國產生影響，
對於中國來說難以避免不將其視為威脅性戰略的存在。確實在中國國內也有聲音
主張應將TPP視作是個選項而非全然是威脅，此派人士主張TPP作為具有黃金標
準與超越一般FTA的前瞻性之21世紀協定，勢必會對中國內部產生推進產品製造
標準與出口體系結構改革之動能，從而將中國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制推向符合
歐美等國之高標準架構，並深化改革開放程度，就經濟升級轉型而言未嘗不是個
好的選擇。另一種相似的觀點為將TPP視為先進的貿易標準，其可能是推動亞太
區域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的重要途徑，這種觀點也得到APEC多個領袖的肯
176

FTA 本來就是屬於貿易自由化與保護主義之間的妥協產物，其在會員國之間有效屏除非關稅
障礙，然而對外部國家卻會造成貿易歧視。由 FTA 所產生的貿易效果一向稱之為「貿易轉移」
與「貿易創造」貿易創造意指，由於關稅削減讓來自 FTA 會員國的進口商品比國內同類商品便
宜，會員國之間的貿易量會大幅提高，進而促使會員國之間的資源和生產要素流向效率較高的
部門，各自集中生產具有比較利益的貿易產品。貿易轉移則是，由於 FTA 對集團外非會員國繼
續保持原有關稅，因此會員國往往傾向於購買 FTA 內部生產的便宜商品，以致於過去在會員國
與非會員國之間的貿易機會，逐漸轉移至 FTA 會員國之間進行。廖舜右，2013，〈RCEP 與 TPP
的比較分析〉，《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6(7)：69。
177
同前註 173，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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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將TPP列為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之跳板。TPP不全然是美國的戰略夢，倘若
中國借助美國主導的TPP一舉完成產業自由化，並享受內部毫無流通障礙的廣大
市場，藉由擴大出口支撐以經濟成長，則TPP同樣是使中國國家利益最大化之戰
略。178然而，如同前述，中國現階段加入談判的機率是微乎其微，且國內決策者
的認知也普遍傾向TPP戰略說，從而對TPP抱持著謹慎的態度。
中國於習近平執政後外交路線確立於「穩定周邊，立足亞太」，以此為基調
發展出抗衡TPP之相關戰略。或許可以將習近平與李克強於2013年出訪中亞及東
南亞國家，包括對中亞四國－土庫曼斯坦、哈薩克、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
坦進行訪問，參與上海合作組織會議，參加第21屆APEC會議，出席於汶萊舉行
的東協高峰會、東協加三高峰會以及東亞高峰會，接著2013年出訪泰國與越南的
東南亞之行等外交行為，視作是其對TPP的回應開端。
經濟與安全合作是中亞區域國家與中國合作關係中的兩大基石，此次出訪中
亞四國與參與上海合作組織會議的重點也在於這兩面向。經濟合作的內涵是以能
源供應為主軸，這也與中國當前經濟發展需求相切合。習近平此次出訪中亞與土
庫曼斯坦及哈薩克都簽訂了石油與天然氣供應合作協定，將能源供應鏈分散至多
管道，確保未來能源供應不會受到西方國家牽制而危及中國經濟成長。中國與哈
薩克訂定高達300億美元有關油氣領域的協議，並啟動了一條700英里長的天然氣
輸送管道，同時與烏茲別克斯坦簽訂一項涵蓋石油、天然氣及鈾礦的協定。179與
中國接壤的中亞諸國具有豐富的礦產能源資源，最受中國重視的即在於西方勢力
尚未在此區域紮根，其能源輸通道與中東海上航線相較之下仍未受到掌控。在安
全合作面向，習近平成功與除了塔吉克斯坦之外的中亞三國訂定《關於建立戰略
夥伴關係聯合宣言》。對中亞諸國而言，中國具有雄厚的資金，對於簽署投資或
貸款協定也不如西方國家要求許多諸如人權或其他民主的附加條件，對於中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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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蓉，2012，〈中國應對 TPP 的對策：研究前沿和爭論的焦點〉，《廣東商學院學報》，
6：2-3。
179
花俊雄，〈習近平主席訪問中亞和東南亞的戰略意義〉，海峽評論，
http://www.haixiainfo.com.tw/275-8966.html，登錄日期：201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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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給予高度尊重，確實是個理想的交易夥伴。
在地緣政治版圖上確認了與中國西部接壤的中亞地區是傾向中國而非西方
強權，中國隨即將觸角延伸至位於東南邊的東協海上諸國，鞏固彼此信任基礎避
免受美國勢力侵蝕。習近平在停留於印尼期間會見印尼總統Susilo Bambang
Yudhoyono，雙方發表「中國－印尼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未來規劃」(Future Direction
of China Indone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標誌著彼此更緊密的外交
關係。同時，習近平以《攜手建設中國－東協命運共同體》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
並於演講中對東協國家釋出多項利多投資合作政策。此外，習近平出訪馬來西亞
期間與元首Abdoel Halim會晤，確認將兩國關係提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並完成多項投資合作計畫。180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則是在中國與東協領袖會議上指出，期望與東協國家簽署
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以朝向更高層次的合作關係。確切而言，李克強提出兩點政
治共識，包括：推進合作的根本在於深化戰略互信，拓展睦鄰友好；深化合作的
關鍵是聚焦經濟發展，擴大互利共贏。同時，中國與東協將推動七個領域合作：
一是積極探討簽署大陸與東協國家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二是啟動大陸與東協自貿
區升級版進程；三是加快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加強本地區金融合作與風
險防範；五是穩步推進海上合作；六是加強安全領域交流與合作；七是密切人文、
科技、交流等合作，促使雙方的合作朝向更寬廣與高水準的領域方向發展。181
由此次習、李的中亞與東南亞之行所釋出的政策理念與利益盤算做觀察，即
可觀察到中國的企圖心與確切的外交政策；中國延續「睦鄰政策」的脈絡，持續
推進其周邊國家的外交政策，強化既有的中國與東協關係，並與「穩定周邊，立
足亞太」之理念相呼應。同時，冀望藉由訂定「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將雙方關係
自「經濟共同體」強化至「命運共同體」，以期在政治、經濟與文化各面向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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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評論，http://www.haixiainfo.com.tw/275-8965.html，登錄日期：2014.4.1。
中央社，2013，〈李克強：積極與東協簽睦鄰條約〉，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310090384-1.aspx，登錄日期：20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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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密切的接觸。182長久以來，中國即致力於拓展與鄰近國家關係，當中又以東協
最受中國珍視，東南亞地區做為中國的「南大門」，於地緣戰略安排上重要性不
言而喻。183中國與東協自 2003 年起即建立起深厚的夥伴關係，這可推溯至 2003
年簽署的《中國-東盟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
，如今中國與東
協邁入中國－東協戰略夥伴關係十周年，同時亦在 2011 年成功召開「中國－東
協北京經濟論壇」，成為雙方有史以來首度舉行的雙邊經濟論壇，也為雙方高層
提供定期會晤的互動機制。
在經濟互動上，東協在 2011 年超越日本躍升為僅次於美國與歐盟之中國第
三大貿易夥伴，在 2015 年前達成雙邊貿易總額 5000 億美元的願景並非難事。習
近平此次東南亞之行首站即是中國在東南亞區域最大的鄰邦－印尼，其更成為首
位受邀站上印尼國會講台的領導人，倡議中國必須與東協各國共建 21 世紀的「海
上絲綢之路」。此設想不僅釋出中國願意停止過往有關海上領土主權爭議的紛擾
善意，於安全戰略意涵上更與「珍珠鍊戰略」相呼應，將世界主要能源通道如麻
六甲海峽、荷莫茲海峽與印度洋連結，並與東協國家共享海洋權益。習近平更在
行動上落實其內涵，不僅與汶萊共同發表《開發海上油氣資源》的聲明，亦與越
南成立「海上共同開發磋商工作組」協議，為雙方互利互信共同開發工程奠定基
礎。184一位與會人士對於中國與東協關係發表評論：「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
變化，東協與中國大陸除須更加深化雙方經濟整合以達成目標之外，也應憑藉彼
此間更為有效的合作行動做為輔助。」中國深知在美國發起對中國的全面圍堵之
際，強化與區域平衡者－東協的密切關係得以有效防堵美國。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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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註 180。
同前註 178。
184
孫若儀，〈新時代的絲綢之路〉，海峽評論，http://www.haixiainfo.com.tw/275-8962.html，登
錄日期：2014.4.3。
185
郭俊廷，2011，〈第一屆「中國大陸－東協北京經濟論壇」推動雙邊關係之發展〉，中華經濟
研究院(WTO 與 RTA 中心)，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19347，登錄日期：
20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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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中亞四國，期間出席上海合作組織之理事會會議
與 G20 開發中國家領袖會議，實為醞釀一項廣大的經貿戰略，意即「絲綢之路
經濟帶」。習近平在哈薩克共和國的那札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首度提出這個構
想，重構中亞四國曾為遠古絲路沿線的歷史脈絡。習近平藉由與鄰近國家盡快推
動《國際道路運輸便利化協定》，開闢從中亞一路延伸至印度洋與波斯灣的交通
運輸走廊、建立貿易與投資便利化協議以深化此區域經濟合作，並成立能源俱樂
部，確保能源穩定且持續的供求關係。同時，在近幾年攀升為烏茲別克、哈薩克
共和國與土庫曼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以此與西邊國家建立關係逐步勾勒絲路經濟
帶的藍圖，再透過交通網絡成形以及人流物流暢通，與此區域共同建設絲路經
濟，確保歐亞各國產生更密切的經濟聯繫，且未來雙邊會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186

絲路經濟帶實為中國廣大的西進政策一環，中亞連結著中東，一舉串連著全球

能源資源最豐沛地區，若得以搶先在西方勢力進入之前，與之建立起穩固的經濟
帶，不僅利於中國西部內陸沿邊地區開放發展，亦是藉由加強聯繫以及經濟合作
導入成長動能，協助中亞國家進行建設發展，有效穩定內部分離主義與極端宗教
的紛擾，藉此確保區域安全不受威脅。長遠來看，此舉措還有更深層的戰略意涵，
在經濟上連結中亞樞紐有助於西進中東、歐洲與非洲，在美國勢力自亞太區域步
步向中國逼近之際，以絲路經濟帶穩定西部國家發展，在此區域輸入和平以穩固
極端份子勢力，有助於中國西部沿邊國家開發。從戰略意義上而言，此區域更得
以成為美國勢力自東邊海洋進犯時中國的後備區，故其安全戰略與經貿意義確實
是習近平認真掌握並加以利用。
簡言之，在美國以地緣戰略逐步包圍中國之際，中國在外交上同樣以地緣政
治搭配經貿戰略進行反制。向西其以絲綢之路經濟帶連結歐亞大陸，並將中亞諸
國納為盟軍；向東南邊則以海上絲綢之路搭配珍珠鍊戰略將印度洋、南海、東海
與麻六甲海峽及沿邊國家一舉納入外交版圖，並藉由將其與東協提升至更高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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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評論，http://www.haixiainfo.com.tw/275-8962.html，登錄日期：2014.4.1。
80

的戰略夥伴關係，來共築一個強而不霸的東亞區域強權

第二節

RCEP的發展源起與談判重點

若將新世代海陸「絲綢經濟帶」視為中國對美國的外交反制，則RCEP則為
中國試圖以多邊區域建制挾區域力量對美方進行的反圍堵。RCEP從談判原則、
議題領域到談判模式皆與TPP有極大的差距，且兩者分屬於不同的勢力，在雙方
會員不完全重疊的狀況下，恐將衍生出對ASEAN亦或是APEC的衝擊，造成雙方
會員國利益相對峙，對於區域整合發展恐有負面影響，如分化整合資源與在不同
勢力拉扯下降低區域向心力。

一、 RCEP 的背景與緣起
RCEP的形塑要回溯至1997年金融風暴後，區域內對西方勢力不斷涉入逐漸
生厭，「唯獨亞洲」模式的區域主義氛圍漸起。然而，區域內部卻產生各種不同
勢力彼此競逐主導東亞區域整合，東協考量到地區合作的重要性，故開始積極與
區域外夥伴對話。「東協加三」機制即是東協為了區域穩定而創建的，其一舉納
入區域強權－中、日、韓共同致力於區域整合。187然而，中國對於此機制的主導
權高於其他兩國，在東協加三的架構上發揮主導力，推動「東亞自由貿易區」(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 EAFTA)的研究工作。面對中國積極投入區域整合建設活
動，日本亦不甘落後，轉而在東協加六基礎上推行「廣泛的東亞經濟夥伴協議」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of East Asia, CEPEA)，形成在東亞整合進程
中的中、日角力。然而，隨著東協加N數目倍增造成多個FTA重疊，東協從而試
圖在東協加N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統合性的協議藉以收編多個東協加N，同時消
弭中國與日本之間的紛爭。東協在2011年第19屆東協領袖高峰會提出「東協區域
廣泛經濟夥伴關係架構」(ASEAN RCEP)，並於2012年的第21屆東協高峰會中通

187

同前註 180，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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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RCEP的綱領文件。188
RCEP參與成員國除了東協十國外，尚包括東協加六的六個成員國－日本、
中國、韓國、紐西蘭、澳洲與印度，預計將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189

RCEP的目標則如東協秘書長蘇林(Surin Pitsuwan)於第13屆亞歐商業論壇所

言：「目前為止，東協已與這六個對話夥伴中的五個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而我們即將在11月下旬展開的RCEP談判，就是希望將
這五個既有的FTA資源加以整合。」他認為一旦RCEP順利完成談判，其集結的
經貿資源將使東亞整體成為最受全球矚目的區域。190

二、

RCEP 談判模式與歷程
東協在2011年8月第43屆東協經濟部長會議中首次提出推動RCEP的構想，隨

後東協透過與成員國以及東協加六的六個國家進行深入的協商逐步落實RCEP的
基礎工作。2012年2月各國外長在經濟部長非正式會議中確立RCEP基本內容與走
向，強調共同強化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及投資三項議題，同年8月經濟部長會議
通過《RCEP談判指導原則與目標》(Guiding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for
Negotiating the RCEP)，RCEP的雛形逐漸成型。191談判起始點是要至2012年11月
於東協高峰會由16國領袖共同發表《啟動RCEP談判聯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Launch of Negotiations for the RCEP)正式宣布開始RCEP談判後才啟動，預
計於2015年年底前完成談判，同時成立「貿易談判委員會」。
《RCEP談判指導原則與目標》指出整合東協各項FTA的RCEP，其宗旨與目
188

許峻賓，2013，〈東亞區域整合與能源合作的推動〉，《APEC 通訊》，167:11。
李宜恩，2013，〈RCEP 召開首次部長會議，確立 2015 年完成談判之目標〉，中華經濟研究
院(WTO 及 RTA 中心)，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32478，登錄日期：
2014.4.3。
190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及 RTA 中心)，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26567，登錄日期：
2014/4/3。
191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及 RTA 中心)，
http://www.aseancenter.org.tw/CenStudyDetail.aspx?studyid=26&natstudyid=1，登錄日期：
20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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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是在東協及其FTA夥伴之間達成一個現代化、全面性、高品質以及互益共榮的
協定，同時RCEP將涵蓋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經濟與技術合作、智慧財
產權、競爭政策、爭端解決及其他議題。此外，RCEP也強調穩固東協在建設區
域經貿關係、致力於經濟整合以及強化參與國家間的經貿合作之中心地位。
RCEP談判依循WTO規範，包括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二十四條(GATT Article
XXIV)以及服務貿易總協第五條(GATS Article V)中對於關稅同盟與自由貿易區
(FTAs)提供建構及運作方式，以及管理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於服務貿易部分的決
定事項。192RCEP談判也將重點置於納入加速投資貿易以及提升成員國在投資貿
易關係上透明度之條款。同時，RCEP談判國的經濟領袖有鑑於締約國的經濟型
態與發展程度的差距，也一致同意在談判中對於特定條款及議題採行彈性機制，
避免因倉促加入RCEP導致衝擊過大，並給予東協低階發展國家特殊安排，例如
貨品貿易早期收貨清單等優惠。193 RCEP協議內也會增添技術合作與能力建構
(Capacity Building)的條款，以協助低度發展國家完全參與談判並獲得RCEP帶來
的經貿效益。RCEP對於談判成員將採行開放式條款，任何在東協FTA架構下尚
未是RCEP談判國的國家亦或是外部經濟體皆歡迎參與。194
RCEP第一回合談判於2013年5月9-13日在汶萊展開，啟動三個工作小組－服
務貿易、貨品貿易與投資談判的談判進程，會期之間主要就這三個議題領域的未
來發展做討論。另外，各國代表也對其他涵蓋在〈Guiding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for Negotiating the RCEP〉的議題，如經濟與技術合作、智慧財產權、競爭政策、
爭端解決做初步的意見交換。

192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及 RTA 中心)，
http://taiwan.wtocenter.org.tw/issue/issueREG_intro.asp?id=29，登錄日期：2014.4.5。
193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及 RTA 中心),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www/Epaper/wtoepaper/article372.htm，登錄日期：
2014.4.5。
194
Guiding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for Negotiating the RCEP,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C4QFjAA&url=http
%3A%2F%2Fwww.iadb.org%2Fintal%2Fintalcdi%2FPE%2FCM%25202013%2F11581.pdf&ei=9uY
_U5qjG8jWkgWPioGYAQ&usg=AFQjCNGuUoPRyExJStgZ1ANBtvslCxdKAg&sig2=xagcZBpl7Ii4
lKIZaloexg, accessed at May 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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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第二回合談判在同年9月24-27日於澳洲展開，談判主軸圍繞著確立服
務貿易章節討論；貨品貿易方面，各方重點討論關稅減讓模式、條文章節的架構
設計等問題，並就關稅與貿易資料交換、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式等問題進行交流，
同時也決定成立原產地規則小組及關務程序與貿易便捷化小組。195
RCEP第三回合談判於本年(2014)1月20-25日在馬來西亞舉行，16個參與談
判國在本回合持續針對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及投資領域的技術性議題展開磋商，
主要內容包含市場進入模式、RCEP框架以及條文要素，同時各方也於此回合確
立談判範疇與談判方式。為進一步推動談判在廣泛領域取得進展，各參與國也決
議成立競爭、智慧財產權、經濟與技術合作以及爭端解決等四個新的工作小組。
截至當前，RCEP已經成立了七個工作小組以及關稅程序與原產地規則兩個次級
工作小組。196
RCEP目前已經舉行三場談判，第四場談判將於2014下半年召開，預計舉行
十個回合，並於2015年前完成協商。RCEP是在五個東協加一FTA之基礎上建立，
然而不僅16個談判參與國經濟發展程度有異，其相互訂定的五個FTA的開放程度
也有所差異。例如，各方的貨品關稅減讓197與貨品開放品項即不一致，與此相關
同時是多個自由貿易談判最關切的議題之一即是農產品輸出，農業製品在各談判
方貨品關稅、開放品項以及產業結構差異下，對於農業佔產業比重、以此衍生的
利益與需求也是不盡相同。RCEP十六個國家可以大致區分為三種農業型態國
家：首先是農業發達大國如澳洲與紐西蘭，由於其農業極具競爭力，因而對農業
全面開放與自由化抱持著熱烈簇擁的態度，同時排斥有所保留的農業開放型態；
195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RCEP 第二回合談判在澳洲舉行 〉
http://www.aseancenter.org.tw/ASEANnewsDetail.aspx?id_news=183，accessed at 2014.4.5。
196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RCEP 第三回合談判於馬來西亞順利舉
行 〉，http://www.aseancenter.org.tw/ASEANnewsDetail.aspx?id_news=197，登錄日期：
2014.4.6。
197
每個東協加一 FTA 中有不同的貨品貿易關稅減讓項目及稅率，不同國家採用不同的關稅減
讓，甚至同一個國家對於不同的簽署國亦有不同的關稅減讓標準，需要合併；另再以服務貿易
及投資為例，5 個「東協加一」中，僅「東協加紐澳」、「東協加中國大陸」和「東協加韓國」
有涉及此部分，因此對於未簽署服務貿易及投資協議的日本及印度，如何整合將是一項挑戰。
RCEP 期望整合五個 FTA 可能還需要許多磨合的空間。引自陳逸潔，2013，〈RCEP 談判進展
及可能涉及之農業議題內容〉，《WTO 及 RTA 電子報》，373:4。
84

第二種為農業淨出口國家如韓國與日本，農業多是這類國家的敏感產業，政府會
給予其適當的保護；最後一種為農產品出口開發中國家例如越南與泰國，他們期
望在享有差別待遇與受到保障的情況下擴大已開發國家的市場，進行輸出。198觀
察五個東協加一FTA，雖然其關稅減讓模式有所差異，但仍秉持著東協的彈性發
展原則，對於東協內的低階發展國家給予緩衝年限，亦或是允許例外品項，而
RCEP應該同樣會行使高度彈性的農產品減讓關稅模式。
其它也可能成為影響談判走向的議題領域尚包含服務貿易，RCEP以TPP做
為標竿，亦期許達到全面性的服貿自由化，在《RCEP談判指導原則與目標》中
RCEP羅列了四項自由化範圍將涵蓋的模式(Mode 1-4)。其自由化目標極具野心，
惟觀諸東協國家在東協加一FTA中提出的服務業自由化承諾內容，其實相當保
守。在東協與中國簽署的東協加一FTA中，東協成員國中僅有馬來西亞、新加坡、
菲律賓與泰國願提出進一步的市場開放承諾，其他國家如越南與柬埔寨並未做出
承諾，東協與韓國訂定的FTA情況亦相當類似，199未來要達成各國全面對服貿自
由化做出許諾可能有其難度。RCEP涵蓋的議題中「競爭政策」亦引起各方疑慮，
完備的競爭政策得以確保健全的商業環境，有效激勵產業競爭進而促成產業升級
以及消費者獲利，RCEP亦可藉由競爭政策條款向外界宣示亞洲區域的商業環境
業已成熟。然而，有鑒於其經濟體制與經濟發展程度不一，成員內部分國家可能
會對嚴格的競爭法律產生抗拒，未來RCEP是否會具體落實嚴格的競爭政策，尚
有待觀察。

198

同前註，頁：3。
徐遵慈，2012，〈東亞整合新路徑：《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之發展前景與我國之
因應對策〉，《貿易政策論叢》，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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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RCEP 之談判原則與內涵
談判原則

內涵

1. 以東協+1 FTA 為
基礎

RCEP 會以現存五個東協+1 FTA 為基礎，試圖擴大與深
化其自由化範疇。

2. 與 WTO, GATT 及 RCEP 會遵循 WTO，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二十四條
GATS 一致

(GATT Article XXIV)以及服務貿易總協第五條(GATS
Article V)的條約

3. 尊重差異性(special 東協會依照各國發展程度給予適當且彈性的待遇，以消
and differential

解低度發展國家面臨自由化所受到的衝擊。

treatment)
4. 東協中心性

RCEP 談判將以東協為中心，並尊重東協的領導地位

5. 開放性(open

允許其他未參與 RCEP 談判之東協 FTA 夥伴及其他外部
的經濟夥伴(external economic partners)於 RCEP 完成諮商

clause)

後方得加入
資料來源: 《Guiding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for Negotiating RCEP》官方文件與
中華經濟研究院

表 5 RCEP 涵蓋的議題領域及其內涵
項目

內容

1. 貨品貿易 RCEP 將逐步撤除成員國之間流通之所有商品的關稅及非關稅壁
壘，以達到高程度的貿易自由化，同時最優先消除的關稅品項將
依循東協內低程度開發國家的需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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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貿易 RCEP 將以 WTO 與東協+1 FTA 為基礎，持續推動消除 RCEP 締
約國間的貿易歧視姓程序(Discriminative measure)

3. 投資

RCEP 將在區域內創造一個自由化、具競爭力的投資環境，RCEP
有關投資的談判將涵蓋四個支柱－促進投資、投資保護、投資便
捷化與投資自由化。

4. 經濟與技 經濟與技術合作將縮小成員國間的發展差距，同時確保 RCEP 能
術合作

使成員國達到相互利益最大化。

5. 智慧財產 藉由經濟整合與實行智慧財產權保護，來降低由智慧財產權在貿
易與投資所造成的相關障礙。
權
6. 競爭政策 建立讓成員國得以提升競爭力、經濟效率以及顧客福祉的基礎
7. 爭端解決 提供一個有效快速與透明的諮詢及調解的機制
機制
資料來源：《Guiding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for Negotiating RCEP》官方文件與
作者自行整理

第三節

TPP 與 RCEP 之比較

全球化時代來臨，全球高度互賴的緊密關係致使集團化的軍事衝突逐步消
逝，反而以區域為單位所進行的經貿集團競合成為可預見的時代趨勢。當今亞太
區域最受矚目的經濟整合計畫當屬TPP與RCEP，雙方皆為此區域注入成長動
能，同時牽引著亞太區域的發展動向。而區域國家面臨不同勢力引導從而擇一加
入亦或是同時加入，形成了兩個經貿集團成員不完全重疊的現像。TPP與RCEP
背後實為區域整合中東亞主義與亞太主義對於區域主導權的紛爭，亦為美中戰略
對抗的延續，其發展趨勢值得關注。兩個區域整合計畫皆以開拓區域經濟發展為
主軸，然而雙方在談判模式或內容上有著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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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RCEP與TPP的比較與分析
TPP與RCEP的談判方式與整體氛圍有所關連，TPP採用「一步到位」與單一
認諾制度，意即協議簽署之日即為談判完成之時，成員國得以商議的空間甚少；
反觀RCEP，在其談判範圍與基礎上依循「東協模式」(ASEAN Way)，採取彈性
及循序漸進方式，如同積木堆砌般穩當地往上堆疊，使低度開發國家得以充分參
與談判協商，最終建立一套達成各方共識且具有共同利益的經濟合作協定。RCEP
保留東協簽訂FTA之先行模式，協議簽署之日並不意味著談判結束，這可能只是
後續談判的開端。遵循著東協模式的RCEP將談判參與國之「發展差異性」列入
優先考量，這亦為其談判原則之一，在諸多議題如貨品與服務貿易、競爭政策及
開放自由化品項皆納入特殊及差別待遇條款等措施，對於低度發展國家極大的包
容，無非是希望更大程度吸引ASEAN國家熱烈參與。200同時在其談判原則中，
RCEP承認參與國的多樣性，並在此原則下列入「經濟、技術合作與能力建構」
條款，期許的是藉由促使低階開發中國家進行經濟轉型與國內改革，最終減低東
協彼此的差距，深化彼此經濟關連並享受RCEP帶來之經濟利益。
TPP與RCEP雙方皆以高程度的自由化為號召，試圖在固有的FTA中做出突
破與創新，以呼應全球化時代經貿高度互賴之趨勢。然而，若以更細緻的視角做
觀察，則雙方仍是有差異存在。TPP的顯著特色之一即是期望建立一個高標準、
高品質的經貿協議，明確要求百分之百的貿易自由化。TPP談判除了要求撤除關
稅與非關稅壁壘等傳統的議題外，也納入各類邊境內議題如政府採購、資訊流
通、勞工環境法規、競爭原則與國有化產業，其追求百分百自由化之野心得以自
這些超越以往WTO規範的黃金標準略窺一二。另一方面，RCEP雖也主張高程度
的貿易自由化，然而在「東協模式」關注各國平衡發展的原則下，可能會遵循以
往簽署的FTA容許例外品項與設置彈性措施，這方面在《RCEP談判指導原則與
目標》有做出明確的闡釋。整體而言，RCEP會比較傾向關切縮短成員國之間的

200

廖舜右，2013，〈RCEP 與 TPP 的比較分析〉，《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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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彼此達到區域共榮，因而會設立多個彈性款項，整體偏向平衡發展。且
RCEP談判是以東協加一FTA為基礎，各方已有基本共識存在，多項議題也並非
從零開始。RCEP以東協為中心，向心力也較強，預估談判困難度相較下會比TPP
低的多。反觀TPP採行一步到位與單一認諾模式，也嚴明標示拒絕例外品項的產
生，較易達成百分百自由化之期許。然而，嚴苛的標準卻也成了談判進度的絆腳
石，容易造成發展中國家對其杯葛而拖延進程。RCEP與TPP同樣作為區域整合
計畫的共通點在於，得以有效收編區域內繁雜的小型FTA，以避免過多法規並行
形成義大利麵碗效果。再者，雙方皆可做為驅動力，藉由高程度的談判標準促使
成員國進行國內改革，特別是與經濟自由化相關的政策如透明度與勞工政策，可
有效推動低度發展國家向來窒礙難行的法規改革。201
表六
比較項目
特色

TPP與RCEP比較

跨太平洋夥伴協議 TP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 RCEP

第一個連結起跨太平洋區域國家 以五個東協加一 FTA 為基礎，為全
的 FTA，在內容上超越過往的

球經濟規模最龐大的自由貿易協定

FTA，主張百分百的自由化
緣起

源於紐西蘭、汶萊、智利與新加 源於五個東協加一 FTA
坡在 2005 年簽訂的 P4 協定

成員國

12 個國家-加拿大、澳洲、秘魯、 東協十國加上六個國家－中國、日
越南、日本、美國、馬來西亞、 本、韓國、印度、澳洲及紐西蘭
新加坡、紐西蘭、汶萊、智利與
菲律賓

宗旨

建構一個得以因應 21 世紀挑戰的 形塑一個比現行 FTA 何做更進一步
區域貿易協定 WTO-plus 與

201

深化的區域經濟整合協定

Sanchita Basu Das, 2013, “RCEP and TPP: Comparisons and Concerns”, ISEAS Perspecti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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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領域 WTO-X 議題：貨品、服務貿易自 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技術與
由化、智慧財產權、原產地規

經濟合作、智慧財產權、競爭政策與

則、競爭政策、爭端解決機制、 爭端解決機制
環境保護與勞工法規、國有化企
業、政府採購
談判模式 「一步到位」與「單一認諾」，追 注重個別國家差異，允許設立彈性條
求「黃金標準」因此排除例外品項 款與貿易開放緩衝期，給與低度發展
國家或具敏感性產業的國家差別待
遇，以「平衡發展」為目標
談判難處

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或是國 若過度強調平衡發展，將影響其欲達
內有弱勢產業之成員國對於黃金 成的超越過往 FTA 自由化程度之期
標準的某些規範難以接受，因而 許
影響整體談判進程。且美國主導
議程走向，可能引起其他國家反
彈

談判優勢

美國強勢領導、已開發國家期望 以東協為核心，彼此具有向心力，且
收割亞太地區經濟成長果實以及 有東協加一 FTA 做為談判基礎，諸
開發中國家關注亞太區域更廣大 多議題無須從零開始
的市場，皆為 TPP 談判進展的動
能

在與 TPP 成員國不完全重疊的景況
未來的挑 亞太區域經濟大國中國並未加
戰
入，未來可能形成中－美對峙的 下，未來可能會形成抗衡關係，進而
緊張關係

分化亞太區域向心力，影響區域整合
進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以及修改自廖舜右，2013，
〈RCEP與TPP的比較分析〉，
《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6(7)：69。

二、 RCEP的戰略意涵
RCEP與跨區域的TPP相比，誠然是東亞區域既有區域合作的延伸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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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得益於區域國家對各種區域安排反覆推敲與權衡。RCEP實為立足於五個FTA
之上的新興自由貿易協定，意味著將延續以往東亞區域合作特質如程序透明化、
經濟技術合作、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以及經濟整合，同時力圖在智慧財產權、國有
化企業以及環境勞工法規等有關國家經濟與社會議題上有所突破與創新。202
對東協而言，RCEP的推動係出於政治與經濟考量，經濟層次上是因當前東
協加一的關稅減讓項目依照各國發展情勢有所不一，致使實質效益尚未在區域經
貿合作彰顯，其繁複的原產地規定亦造成進出口程序繁雜耗時，東協希望藉由
RCPE改善上述制度性缺陷，以提升東協與夥伴國家間的貿易自由化程度。203政
治面向上，RCEP是東協重新取得區域整合領導權的重要契機。2000年後隨著中
國與韓國經濟規模與國力迅速擴增，東亞區域中心逐漸朝東北亞傾斜，東北亞國
家藉由CJK FTA(China, Japan, Korea FTA)逐漸握有發言權，再加上近期TPP緊鑼
密鼓地在2012年開啟談判程序，美國在區域內影響力遽增，在此種艱困的局勢下
建構一以東協加一為核心向外擴散至東亞區域夥伴國家之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是
為保障自身地位最適切的舉措。204
對中國而言，自從經濟開放以來對外洽簽FTA所持的戰略思維是全面性與總
體性的。首先，挾其強大的經濟實力與他國締結FTA得以有效掌握區域主導權，
亦可迅速對其他強權的經濟部署做出回應。自區域的宏觀層次觀察，對周邊國家
採取FTA戰略得以有效改善對外關係，同時符合中國一貫的務實、和平原則，藉
由經濟夥伴關係來化解各國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並以此戰略推動亞太經濟整
合，形塑負責任大國之形象。在全球層次，中國將與資源豐沛以及利於自身發展
的主要國家建立跨區域經濟關係，如此得以確保完整的資源供應，且其影響力也
將擴展至國際，使中國不會在國際場域中缺席。205以中國視角觀之，參與RCEP

202

賀平、沈陳，〈RCEP 與中國的亞太 FTA 戰略〉，國際問題研究，，
http://www.ciis.org.cn/gyzz/2013-05/30/content_5993470.htm，登錄日期：2014.4.27。
203
林俊甫，2013，〈區域綜合經濟夥伴協定(RCEP)推動進展與相關議題〉，《經濟前瞻》，148：
90。
204
王文娟，2013，〈東亞 FTA 的新發展趨勢—區塊化發展〉，《經濟前瞻》，148：69。
205
葉長城，2012，〈中國大陸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新趨勢：兼論對台灣的影響與因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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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了其一以貫之的「睦鄰、富鄰、敦鄰政策」與穩定周邊戰略。中國期望強化
與東亞區域之連結，特別是東協，東協國家作為中國大陸的鄰國，同時亦與美國
有長期合作的歷史經驗，1997年金融危機後在引領區域整合進程時也越發有領導
者的風範。中國認為RCEP做為經濟整合的重要途徑具有廣博的發展空間，長期
而言，除了深化區域國家間關係亦可擴大雙方貿易創造效應。同時強化與周邊國
家的經濟夥伴關係。

三、 TPP、RCEP與亞太區域整合
宏觀而言，RCEP與CJK FTA同屬東亞主義下的區域整合安排，RCEP象徵東
亞主義在新世代的重新崛起，最終目標在於建立屬於東亞的區域整合。東協意欲
與亞太主義進行整合路徑之爭，期望亞太之區域主義最終遵循1997年後的「唯獨
亞洲」模式，排除區域外勢力並回歸至「東協中心性」
。綜觀TPP與RCEP兩者背
後承載的亞太主義及東亞主義，雖然於戰略面向實屬中、美抗衡，然而於區域主
義面向仍共享達成區域整合之展望，只是雙方做為自由化進程，於思維模式與範
式上仍有差異。如同前述，RCEP承襲東協模式強調彈性與差別待遇，給予低度
發展國較長的調適時間，並追求在既有議題上做深化與改進，其議題領域並未如
TPP有過多之擴展。RCEP同時注重能力建構與經濟技術合作，冀望得以縮小成
員國間的差距。TPP涵蓋超過二十多項新興議題，多半的邊境內議題已然深入國
家疆界，觸及一國經濟與社會法規，而其高舉的黃金標準對於已開發國家而言有
其難度，對開發中國家更顯艱鉅。206
整體而言，RCEP放慢整合步調，以彈性的方式配合參與國，其不僅關注區
域整合，亦重視參與國之社會發展，與TPP相比其仍處於初級的區域經濟整合階
段。主要是因RCEP多個成員國間尚未洽簽FTA，且參與國程度十分參差；而TPP
則是強調國家體制改革以配合其發展進程，其要求百分百程度的自由化，亦開始

略安全研析》，90:31。
206
邱奕宏，2013，〈東亞區域主義的匯流：RCEP〉，《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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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處理會員國社會層面的經貿措施。以此觀之，TPP與RCEP實為整合層次不
同的兩個大型區域經貿協定。然而，無論其使用模式與手法為何，在RCEP與TPP
的最終目標皆為擴大並深化區域經貿自由化幅度的前提下，兩者之間的差異或許
得以成為雙方相互補強的動能，最終匯流至FTAAP，在經貿整合面向不全然會落
至相互惡鬥之局面。207另一方面，TPP與RCEP亦昭示亞太區域貿易協定已經超
越一般雙邊貿易協定範疇，轉向多邊經濟運作的合作新型態。此外，一般咸認中、
美各自引領的RCEP與TPP將進行競逐，且雙方皆互視為威脅的存在而抗拒加入
TPP及RCEP。然而，在實際面向，中國對於TPP的疑慮大多來自於經濟體制差異，
如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於2011年表示，TPP的高門檻與限制例外品項的規範是影
響中國加入TPP的主因。208但隨著中國最主要貿易夥伴－日本在2013年參與談
判，以及TPP談判議題涵蓋對中國有利的投資保護協定後，中國官方於2014年博
鰲論壇上轉變態度，表示對參與談判有高度興趣。209此種立場上的轉換大多是出
於經貿利益考量，足以見得中國當前的戰略思維仍是以持續發展經貿，擴大經濟
收益為主軸，與企圖主導各項議題領域以建立自身利益為導向的美國相比，中國
在RCEP談判歷程中目前並未試圖成為主導者，在引領區域整合中亦十分尊重東
協的核心地位。中國與美國近年來逐漸放下防備，歡迎對方加入TPP與RCEP，
彼此爭相競爭區域主導權之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第四節

小結

中國自胡錦濤時期確立了「和平發展」的外交路線，對外關係除了兩岸糾紛
之外，一向以「和平崛起」的大國自居，以務實的外交路線搭配經濟援助與合作
建立起穩定的外交關係。近年來隨著習近平的掌權，其外交走向更擴展為「穩定
周邊，立足亞太」
，如此的發展態勢亦可在對TPP的回應中觀察到。TPP實為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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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蕙逸，〈經濟與政治交錯的東亞區域情勢 台灣的轉機？（下）〉，想想論壇，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570，登錄日期：201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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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貿網，〈王毅：中國大陸目前不擬加入 TPP〉，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bizsearchdetail/5633388/C/，登錄日期：201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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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註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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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平衡的經濟戰略，同時承載著地緣政治上的盤算，美國得以經由TPP此策略工
具來鞏固既有盟友如日本、越南、澳洲、與菲律賓，並與新的盟友如紐西蘭與東
協發展更緊密的夥伴關係。長期而言，確實會阻撓中國持續建立的穩定周邊戰
略，削弱其政經影響力，並於區域發展方面造成各國進行外交資源重新配置，進
而複雜化區域政治關係。經貿面向上，TPP做為新世紀的FTA榜樣，勢必成為之
後FTA追隨的對象。然而，TPP本身實為高度發展國家，特別是美國，依著自身
利益考量所量身打造，區域內一些國家必定無法承擔其高標準規範，進而損害國
內敏感產業。且TPP產生的貿易壁壘作用也不可小覷，一旦生效，非成員國再與
成員國進行貿易交換，勢必將因關稅問題而損失比較優勢。同時，其嚴苛的環保
與智慧財產權標準將對非完全自由貿易體制的國家如中國與越南形成制裁，對於
非成員的中國確實有影響存在。
在面臨其外交戰略遭到阻撓、區域中大國關係變遷因而影響了中日韓自由貿
易區談判，中國仍維持一貫的周邊外交戰略以應對TPP，在此基本路線上延伸出
地緣政治與經貿合作的回應策略。經濟與能源安全戰略的開展由國家主席習近平
的中亞之旅揭開序幕，以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一舉將中國西邊的中亞四國納為盟
軍，並以簽訂各項能源合作協定如石油與天然氣供應合作協定，與共同建構能源
輸送線確保未來的能源輸入管道多樣化，不至於遭到西方把持而危及經濟成長。
在地緣政治上確保了與中國接壤的中亞國家支持，中國隨即轉向東南邊的區域平
衡者－東協，以洽簽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與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將兩邊關
係自經濟共同體升級為命運共同體，鞏固彼此信任基礎避免受到美國勢力的拉
扯。
中國向西以絲綢經濟帶確保經濟安全，向東南邊則以多邊區域整合力量－
RCEP集結東協共同對美進行反圍堵。RCEP實為東協既有協議的延伸，其談判模
式亦追隨東協模式的彈性規範、經濟技術協助、注重個別國家差異、允許設立彈
性條款與貿易開放緩衝期，並以「平衡發展」為目標。RCEP承載了多層次的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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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意涵，對於東協而言，RCEP得以有效整合現存五個東協加一FTA，改善關稅
制度與原產地規則上因各國法規不一而產生的制度性缺陷，同時在區域經濟整合
面向亦得以有效降低成員國進出口貿易的交易成本與繁複的程序，增加區域供應
鏈競爭優勢。在權力關係上，則得以在東亞重心隨著CJK向東北亞傾斜時，適當
將區域整合領導權重新轉回東協手上，增加其發言份量。
RCEP對於中國則具有全面性與總體性的戰略意涵，中國對外洽簽FTA的思
維維持從經濟開放以來的戰略理念，意即以廣泛與區域國家締結FTA達到建立夥
伴關係，進而完成區域集團部署，亦可對其他強權的區域安排做立即回應。同時
以此種夥伴關係化解各方對中國的敵意，對於建立和平大國形象有其助益。以更
細緻的角度觀之，與東協成員國共同參與RCEP不僅得以強化彼此經濟互動，在
區域外交關係上也得以確保不至因美國防堵而遭到完全孤立。
探究RCEP與TPP兩個由兩大強權主導，貌似相衝突的區域整合安排，自兩
者差距甚遠的基本原則、談判制度、規範與涵蓋議題即可理解，處於相異整合階
段的雙方之間確實存有相互補強的空間，不至於走向全然的惡性競爭。RCEP遵
循東協模式，在談判指導原則中明確標示「尊重差異」，表示將給予低度開發國
家更大程度的發展空間，依照發展情勢逐步前進。其更將「經濟技術合作」列為
談判重點議題，期許藉由RCEP的貿易創造與轉移產生廣泛的共榮效應，縮減成
員國的經濟差異。在此種氛圍下的RCEP將有異於談判「一步到位」的TPP，將
更關注簽約國的社會發展。受成員國發展步調參差的影響，RCEP預估能達成的
自由化程度有限，依層次而言實屬較初階的整合協議。TPP對於成員國的發展步
調關注甚少，反之，期望參與國加強國內改革與自由化進程以追隨其黃金標準，
屬於高標準、高自由化且成熟的FTA，RCEP與TPP兩者實屬不同層次的協議，彼
此存在相互補強的空間，如TPP得以鞭策發展中國家進行制度改革，RCEP則得
以使區域各國達到平衡發展並縮小發展差距，區域國家亦可依照利益偏好在兩者
之間進行選擇。雙方的主要宗旨之一皆為達成區域經貿自由化，在此共識之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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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落入惡鬥之局勢，若兩者運作得當或許最終得以共同匯流至FTAAP，共創亞
太區域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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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全球化時代，區域經濟整合逐漸成為權力競爭的主要手段，特別是自冷戰時
期即承載了多重強權競逐的亞太區域。全面性地觀察，在亞太區域整合進程中，
區域國家間絕非僅存有性質單純與單一層次的經濟夥伴關係。此區域背負著遭強
權操弄與分割的歷史經驗，各國相異的歷史脈絡與長期缺乏共感記憶，再加上背
後各強權持續至今的利益盤算，致使當今區域秩序呈現中美對峙的戰略格局，並
加上其他強權如日本與東協，共同建構一個以經貿整合之姿呈現的戰略態勢，取
代冷戰時期美蘇霸權在此區域相互對峙的恐怖平衡。
本文研究主旨在於中美於亞太區域的競逐，同時以宏觀性角度理解中美對峙
背後的亞太區域脈絡，試圖爬梳 TPP 與 RCEP 相互競爭的背景。再者，以更細
緻的視角檢視 TPP，從其談判歷程與議題分析觀察強權對議題領域的操控，並按
著自身利益打造的區域經貿協議。接著將視角轉向另一強權－中國，其選擇與東
協結盟以 RCEP 作為反制的戰略工具。同時，探尋兩者以區域經貿安排進行的競
合對於區域主義發展有何影響，並將導向如何的走向。最終，本文也對台灣參與
現今亞太區域的兩大經貿協議有所著墨，藉由從經貿獲益以及政治敏感度面向分
析台灣的因應對策，以及未來的政策選擇提出建議。
現實主義學門，特別是對於權力均衡多做關注的新現實主義，將區域視為一
個體系，當中各方行為者如國家維持自冷戰終結後權力關係上的平衡。然而，區
域外行為者－美國，近年來接連受到反恐戰爭與金融危機的重創導致國力相對減
退，同時出於大國沒落的危機感，決定以再平衡政策重返亞洲藉以獲取此區域資
源，致使此種勢力均衡遭到衝擊。TPP 的快速擴張與美國的高調重返亞洲已然改
變區域的大國權力關係，同時影響未來的發展格局。另一方面，受到此權力關係
重構的波動，區域強權中國選擇在外交上向東協傾斜，同樣以區域經貿協議－
RCEP 為戰略工具對美國的強烈攻勢做回應，雙方的對峙隱含崛起強權出於對現
況不滿，進而試圖挑戰現存霸權以對現況做修正之意涵。兩強的權力競合在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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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主義觀點中實屬國際無政府體系中的常態，以此為核心來理解 TPP 與 RCEP
以及未來的區域發展趨勢，勢必會導出區域陷入各方權力消長並形成集團式爭鬥
之結論。另一方面，自由主義從自由貿易視角關注兩大協議帶來的貿易移轉與貿
易創造效能，同時樂見 RCEP 與 TPP 對此區域注入的成長動能，以及為爾後的
自由貿易協定起示範作用，將有助於區域走向更高層次與縱深的自由化。自由主
義聚焦於 TPP 對美國產生的經濟效應，具體而言，在國內經濟一片頹勢之下，
標榜著百分之百自由化的 TPP 得以一舉敲開亞太區域廣闊市場的大門，輸出國
內因金融危機而滯銷的貨品，達成美國的出口倍增戰略，同時掌控談判內各議題
領域，與國內優勢產業做連結，最終建立一以自身為核心的區域供應鏈。
然而，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兩者對於 TPP 與 RCEP 在區域內的競逐，解釋
上有稍嫌不足之處。例如，自由主義忽視了自由貿易協定背後強烈的政治戰略盤
算，兩者間的競爭恐對區域整合造成變數；而現實主義過多著墨於中美的權力競
逐，對於各方可能在更大的經貿利益下選擇合作，與推進亞太區域整合的相關討
論並未多加關注。本文自國際戰略與制度霸權視角提出，在當今新安全觀下，經
濟與安全雙軌並進成為國家主要思維，特別是在承襲了冷戰時期權力競逐，延續
至今成為多方勢力競合，卻又在1997年金融危機後經濟越發互賴的亞太地區，此
地區的經貿利益與權力關係常是呈現聯合又衝突的辯證關係，過度單一或絕斷的
劃分勢必難以釐清此區域紛雜的脈絡。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以下將就研究發現分為亞太區域整合背景、美國的 TPP 戰略、中國的
回應以及最終兩者對於區域整合未來走向的牽引，四個層次做討論。首先為亞太
區域整合背景。區域國家自1997年金融危機後對於西方經貿體制的不信任感油然
而生，遂內向性地展開以東亞為核心的合作與經貿整合建設，當中最受矚目的即
為東協加 N 系列雙邊協議，東協領銜的東亞主義輪廓逐漸明朗。同時，區域內
另一波整合勢力－亞太主義承載著來自跨太平洋國家對於區域整合主導權的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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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關注，也以 APEC 作為戰略工具進駐此區域，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的對峙於焉
開展。近年來隨著主要強權－美國政權輪替及外交戰略重心轉向，以及象徵全球
政經整合的多哈回合談判停滯不前，東協逐步成為驅動區域經貿自由化、整合與
更穩定的政經發展之領頭羊角色，當中幾個重要建制如由 CEPEA 轉型的東協加
六、前身為 EAFTA 的東協加三、東協高峰會、東協區域論壇與東協加八等，再
加上多個次區域建制如中小型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皆對形塑區域秩序與鞏固東亞
主義有著顯著性作用，提供區域經濟合作關係走向緊密連結的契機。
本文在爬梳了亞太區域長期遭強權涉入的歷史經驗，以及近期彼此拋下歷史
紛爭，選擇進行共同經貿整合後，發現此區域特殊的背景造就現今 TPP 與 RCEP
的競合態勢。以廣泛的層次理解，亞太區域自冷戰時期即歷經了兩極對峙、而後
的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之爭，到近期逐漸浮上檯面的 TPP 與 RCEP 背後的中美
抗衡，雖然背負著強權拉扯的歷史經驗，但區域國家間卻又因近年來的經濟整合
而產生緊密的經貿互賴關係與地域上的聯合情感，進而形成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
間既聯合又衝突的辯證關係。也是在此種複雜的背景之下產生 TPP 及 RCEP 的
抗衡，其與區域主義那種既互賴卻又競爭相似的辯證關係，保留了雙方存有相互
補強與合作的空間，而不至於產生全然的衝突關係。
其次為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TPP。其產出背景為因面臨2008年金融風暴重
創與反恐戰爭而陷入頹勢的美國經濟，面臨房價崩盤、失業率攀升與經濟結構性
失衡，致使經濟成長停滯，在政權正當性因經濟衰退而逐漸消退時，歐巴馬政權
觀察到亞太區域因中國崛起與東協主導之經貿整合而展現出強勁經濟成長，因而
期望以區域經濟整合(REI)為途徑進入此區域以攫取其成長動能。TPP 前身為
P4，其成為美國的戰略工具是出於其特質－跨域性。就地緣位置而言，其得以一
舉將太平洋兩端的國家連結至一經貿共同體，成為繼 APEC 之後的第二個跨太平
洋多邊自由貿協議。再者是其開放性。TPP 承襲了 APEC 的開放性條款，對於外
部成員採高度開放性，美國觀察到其高度開放空間在未來將得以開闊亞太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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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因而對其有所青睞。TPP 可視為 APEC 之下的 FTA，不僅涵蓋了 APEC
的開放性與高度自由化，亦更加深化，如此在 APEC 逐漸沒落時將可取代其成為
亞太主義的領頭羊。
TPP 作為美國出口倍增戰略的一環，其戰略意涵在經濟方面最為顯著，美國
得以藉由其主導地位引領談判走向，打造一符合自身利益的區域經貿規則，並建
立以自身為核心的區域供應鏈以挽救經濟頹勢。美國的高科技與資訊產業、投資
及金融服務業在全球市場極具優勢，為了保障其專利技術不會遭到仿效，美國在
談判中亟力要求更高程度與嚴苛的智慧財產權規範。即使遭到智利與紐西蘭的杯
葛，美國亦堅持要放棄現行的 TRIPS 而採行更高標準的規範。法規調和，TPP
其中一個特點在於其跨越國家邊界直接觸及國內經濟法規，此舉勢必會對國家，
特別是低階發展國家造成衝擊。然而，在美國立場，制度的調和使成員國間進出
口條款一致，對美國的直接利益在於未來美國企業將得以在區域內暢行無阻。其
他議題諸如原產地規則、全面開放市場、避免例外品項設置、開放資訊流通與透
明化、對國有化企業持股限制、設立投資保護機制與爭端解決機制等。若與美國
服務業聯盟亦或是商界聯盟的標準做對照，即可理解 TPP 談判是為配合美國商
界利益，設計符合美國政經利基的經貿規則，以保障美國在新世代產業的利益。
地緣戰略；美國得以藉 TPP 鞏固其位處亞洲的戰略夥伴－菲律賓、日本、新加
坡與越南，同時得名正言順地參與區域整合進程而不會遭到排斥，並在自身資源
不足以完全制衡中國時，藉著聯盟夥伴關係集結資源來圍堵。在經濟與安全雙軌
並列的思維之下，TPP 於焉成為美國的最佳戰略工具。
再來係為中國的外交反制－RCEP。本文研究發現中國對美國的反制在外交
上是採雙邊乃至多邊關係並重的戰略部署，而戰略思維則涵蓋了地緣政治、經濟
與安全考量，「和平發展」、「穩定周邊，立足亞太」及「區域參與」為其外交實
踐的最佳註腳，且在習近平執政後更有聚焦於東協之勢。RCEP 為中國多邊外
交、區域參與及周邊發展的體現，同時也是應對 TPP 的主軸戰略。RCEP 對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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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具有多層次的戰略意涵：經濟上，一個更加整合的東亞商業環境與一致法規有
利於中國的進出口產業，同時擴大與東亞區域貿易夥伴的貿易創造效應。外交
上，亦可藉此深化與東協的紐帶連結，並支持東協為核心的區域整合機制，其戰
略意涵為藉由 RCEP 與區域國家建立經濟夥伴關係，以此化解長期由美國操弄的
「中國威脅」疑慮，重新形塑一對區域整合有所貢獻的負責任之大國形象，以確
立在區域內的地位並確保不受美國牽制。
對於多位學者傾向認為中美硬碰硬的直接抗衡，本文在探究中國的外交行為
後主張中國實為採取守勢姿態，在應對上採避險外交政策。如同前述，中國維持
一貫的外交路線－穩定周邊及加強與東協的戰略夥伴關係，並在地緣政治上向西
藉由簽訂能源供應協議以及經濟與技術援助將中亞四國納入同盟體系中，如此確
保能源供應穩定不致遭壟斷，此區域亦可成為西方進犯時中國的後備區，在未來
區域整合進程中也有與東協的同盟關係做支撐而不致被美國勢力排除。確切而
言，中國在地緣政治與經濟的戰略部署是為防範美國勢力進入區域而影響自身的
政經利益，如此守勢的姿態在現階段不會與美國產生直接衝突。此外，中國當前
的戰略重心既然聚焦於強化周邊關係與化解來自美國的戰略威脅，如此與東協爭
奪區域主導權就不在其選項中。對於外界指稱中國將實質主導 RCEP 的此種論述
有其缺陷，觀察目前 RCEP 走向確實背後需要中國強力支援才得以運行，然而中
國並未如同美國在 TPP 各項議題展現主控權，意圖操控其走向，基本上中國仍
是尊重東協的領導地位。
最後，本研究發現 TPP 對於亞太區域的影響呈現在多個面向。經濟層次上
TPP 藉由法規調和與原產地規則統合多個 FTA，有效解決自2000年後因 FTA 遽
增而造成區域繁雜紊亂的進出口與貿易法制。TPP 亦得以其黃金標準規範重新形
塑區域經貿規則，將其提升至一個新的高度，並針對新世代產生的相關議題做因
應。TPP 憑著其高標準或許得以驅動國家內改革，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勞工權
益、環境法規與決策透明度等議題，可以為此區域注入新動能，加強區域整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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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東亞區域整合進程中，TPP 大舉擴張勢必產生磁吸效應，使部分成員將重
心與資源轉至 TPP，如此可能會削弱東亞區域之向心力，對於未來此區域進行整
合產生負面作用。權力關係上，美國在東亞區域仍存有一定的影響力，當其大動
作地重回此區域並高調地涉入區域事務，其所牽連的是多個區域盟友如日本、新
加坡與澳洲，如此對於區域權力平衡勢必造成秩序重構，為區域走向增加變數。
尤有甚者，一般咸認美國與中國各自代表的 TPP 及 RCEP 將在區域進行區
域主導權與權力競合，此種論述可能過於單一而有失之偏頗之處。如同前述，亞
太地區長期存在東亞主義與亞太主義之爭，如此的背景脈絡確實延續至今，形成
美國為首的亞太主義以及東協為核心的東亞主義相較勁的態勢，雙方欲爭奪的實
為區域整合的主導權，自美國試圖掌控 TPP 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區域經貿規則，
以及東協從1997年肩負起區域整合領頭羊的角色即可理解。然而，兩大協議卻不
全然存在衝突矛盾關係，檢視雙方的議題領域、利益訴求與標準規範後，可以觀
察到 RCEP 與 TPP 分屬於不同層次的整合過程。RCEP 接受會員國的發展差異
性，較能體現低階發展國家的利益需求，並對談判參與國的平衡發展多加著墨，
其談判模式傾向循序漸進，同時允許例外清單的設置以及較長時間的適應期。易
言之，RCEP 偏向協助發展中國家過渡到自由化體制，在性質上屬整合協議中的
初階階段。相對地，TPP 為了因應新世紀所衍生的諸多挑戰而在議題領域中做了
很大的擴展，因而跳脫過往單單專注於經貿整合與自由化的框架，成為區域中最
受矚目的經貿協議。其特點包含多項議題穿越國家邊界，直接碰觸到邊界內的議
題，諸如食品安全、勞工與人權、國營企業與競爭政策等，顯示對於一國社會經
濟制度的要求，達到經貿協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再加上對貨品與市場要求百
分之百的開放，皆使 TPP 成為高層級的 FTA。以建設性視角觀之，兩者相異的
整合階段與自由化程度，得以使區域國家按照自身需求進行選擇，在議題領域不
完全重疊之下，兩者具有相互補強的空間。同時，兩者或許在初始階段會進行競
爭，然而隨著協議輪廓逐漸清晰，雙方不至於陷入負面鬥爭，彼此相互鞭策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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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談判步伐或是優化自身條件等良性競爭卻是有目共睹。中國與美國的競合也並
未呈現戰略性鬥爭，面對美國的地緣戰略圍堵，中國僅僅採取守勢並藉由鞏固與
周邊國家的夥伴關係以抵銷美方攻勢。此外，近年來中美雙方逐步釋出善意，邀
請對方參與 TPP 及 RCEP，雙方不再呈現高度緊繃的權力競逐關係，使區域跳脫
了以往兩極對峙的格局，得以朝向一個更加繁盛與和平的方向行進。
綜言之，亞太區域在新世紀的區域制度性合作與經濟整合上展現多元化樣
貌，多重特性的區域安排如對話性論壇、雙邊、多邊到近期由 TPP 引領的跨域
合作協議，再再顯示冷戰後亞洲地區在經濟整合上的繁盛榮景。亞太主義與東亞
主義範疇下的建制如 APEC、東協區域論壇、東協加 N、TPP、RCEP 安排無不
相互競爭，優化自身以建立更有利的條件。然而，此種多元紛雜的特性卻也凸顯
出此區域在未來要走向更高層次的區域整合時的挑戰。首先為區域國家的異質
性，各國彼此的經濟體制、發展腳步與各自背負的歷史經驗不一，宗教與政治體
制也相對多元，分歧性極大的區域國家在短短20年間要建立起共同情感確實是個
挑戰。區域權力關係的紛雜也是整合過程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美國出於在亞
洲影響力減退的擔憂，因而以 TPP 重返亞太；中國急遽崛起成為區域新強權；
東協對於東亞地區整合的主導權多加關注；以及日本同樣有意主導東亞整合進
程，卻另一方面又受制於美國，這波權力關係上的競逐勢必成為未來區域發展上
不可抗拒的變數。再者，當今多個亞太國家在參與區域事務時仍是以自身利益為
導向，缺乏整體性的區域共同體思維，因而穿梭於多個整合機制中找尋得以主導
的機會。如此觀之，橫亙在亞太區域整合前的貌似是條困難重重的道路，然而近
年來隨著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目標的確立，區域大國亦對此表示支持，各個國家
也逐漸接受以此為發展標竿，多個多邊自由貿易協定亦是以此為最終發展目標。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文最終試圖提出政策建議及願景分析，以期台灣決策人士對TPP與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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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協議做政策調整與因應，同時觀察兩個協議如何牽引亞太區域變遷。
首先為 TPP 與 RCEP 對於未來亞太區域走向的影響。在經貿面向，TPP 與
RCEP 已改寫區域自由貿易規則，特別是超越傳統型態 FTA 的 TPP，勢必成為之
後經貿規則的榜樣，且當協議生效後其嚴明的原產地規則與法規調和，得以有效
解決區域內眾多 FTA 導致的法規重疊與紊亂現象，使區域內經貿往來降低障礙，
對於區域經濟發展有實質的助益。TPP 在區域內的產出同時標誌著跨區域多邊協
定的興起，其將使東亞與廣泛的亞太地區做連結，增加其開放性，未來區域得以
包容更多不同層次的經貿制度安排。RCEP 秉持著區域平衡發展之理念冀望訂定
一個使區域共榮的自由貿易協定，其多項條款皆與技術及經濟援助有所關聯，未
來協議生效後得以促使低階發展國家獲得成長動能，縮小區域國家間差距。
第二個面向為政經權力關係的變遷。藉由 TPP 與 RCEP 兩個經貿協議的簽
署，就內部而言區域國家間得以走向更緊密的夥伴關係，此種綿密的經貿網絡可
望外溢到政治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自過往即存有的歷史與領土衝突之緊張關
係。然而，就外部觀之，TPP 開啟了東亞及東南亞區域的大門，使美國堂而皇之
地進入此區域，從而使亞太區域成為國際多個強權林立之地。美國對於區域國家
實為敏感因素，不僅是因為其霸權身分或是對此區域經濟動能的觀望，更多是其
與美國長久以來存在的聯盟關係，將對區域權力關係增添變數。美國重返的最大
影響或許是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之競合，以往內向性地固守區域內整合的東亞主
義，現今需面臨來自開放性亞太主義的挑戰以及領導權的爭奪，因 FTAPP 願景
而再度受到區域重視的 APEC 及其背後支撐的美國，未來勢必與東亞主義的領頭
羊－東協有所競合，區域國家需要謹慎處理有美國存在的區域關係。然而，宏觀
而言，即使未來區域內會有些許的摩擦，區域國家所關注的仍是減少貿易成本與
投資障礙，以及振興區域經貿發展，因此達成 FTAAP 成為了共同目標，在此種
氛圍下各種衝突與摩擦也不至於演變到大規模的衝突。區域強權關係亦有經濟因
素做為緩衝，中國當前的主軸為和平發展國家經濟，因而對於與東協爭奪區域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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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權不感興趣，且盡量與周邊國家保持友好的經貿合作關係；而美國重返亞洲泰
半也是為了攫取此區域的經濟成長動能，與區域國家相對峙亦不在其戰略之中，
從中、美雙方近年來卸下戒心邀請對方參與談判的舉措中即可得知。作為全球經
濟規模最大的兩個協議－TPP 與 RCEP 之貿易創造效應絕對不容小覷，其將可能
成為世界成長動能。同時，這兩者亦牽引多個強權群聚於此區域，改變國際權力
態勢；涵蓋了這兩個新時代 FTA 的亞太地區，在未來勢必成為全球政經重心，
引領世界政治與經濟脈動。
再者為對台灣的政策建議。TPP與RCEP對於中小國家而言是個不可多得的
契機，兩種相異模式的區域經貿安排各有其利弊，若是選擇一併加入或許得以藉
此獲利，吸收同時來自美國與中國的市場動能。有鑑於TPP與RCEP若生效，則
其各類規範如原產地規則，將會對此區域的生產供應鏈與市場進入產生變遷，進
而形成一種排外的內向性壁壘效應，自外於此整合進程絕非明智之舉。台灣地處
東北亞權力中心之戰略性位置，於生產供應鏈上也有絕對的優勢，若得以排除萬
難順利參與TPP與RCEP，雙軌並進，將可視此為進入國際市場的敲門磚。於經
貿面向開闊與各國洽簽FTA之契機，為長遠經濟發展鋪路，確保台灣得以成為區
域供應鏈的一環。
TPP與RCEP成員國皆為台灣的重要貿易夥伴與主要投資地區，TPP成員國與
台灣經貿往來就佔了GDP的 35%，RCEP更高達 57%，參與談判享受關稅減讓所
創造的出口效果，絕對是長期經貿發展的必要目標。210政府深知參與區域整合進
程對於台灣開拓發展機會的重要性，對於TPP一直有高度興趣期望加入談判。總
統馬英九於第二任期深化台美關係，促使兩國官員頻繁交流，不僅於 2013 年 3
月恢復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TIFA)，美國布魯克林研究院前副院長Vincent Siew更於同年 9 月發表演說表示台
灣參與TPP的戰略意涵(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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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沃牆，〈台灣加入 TPP 與 RCEP 的機會與挑戰〉，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www.npf.org.tw/post/1/13404，登錄日期：20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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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當中他引述前國務卿Hillary Clinton對台灣的論述，認為台灣一向是「美
國在泛太平洋地區最忠心的經濟與安全夥伴」，211同時認為依憑兩個因素可以將
台灣納入TPP，意即美國再平衡政策的經濟支柱戰略中。台灣需要TPP做為動能
來重振經濟。台灣正面臨經濟轉型，亟需外部力量來驅動結構變遷，同時重塑人
民與投資者的信心。台灣極佳的戰略性地緣位置以及與中國大陸的緊密連結，使
台灣成為進入中國市場的敲門磚。例如，日本看中其特點，因而於 2011 年與台
灣簽訂雙邊投資協議。美國若能與台灣建立夥伴關係，其企業勢必能獲得更多參
與東亞市場的機會。212
以此推論，有鑑於台灣的關鍵位置、與中國共享的語言文化連結以及出於對
《台灣關係法》的落實，美國已經對台灣釋出許多善意，歡迎台灣成為TPP第 13
個談判國，惟實際參與談判仍需克服許多難關。213例如，開放國內市場與百分之
百調降關稅，對於台灣一向敏感的農業絕對是項挑戰。
相較之下，RCEP 主張的自由化程度與涵蓋議題不若 TPP 般的縱深，然而其
特點在於會考量成員國的性質與可行性，循序漸進地推進自由化議程，台灣加入
可擁有較多彈性空間。RCEP 內強權主導的色彩也較為薄弱，不似美國在 TPP 談
判中試圖掌握所有議題領域，依照自身利益量身打造一套國際經貿規則，讓參與

211

Hillary Clinton: Taiwan for decades “has been a faithful, democratic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mains an “important economic and security partner” in the Asia-Pacific.
212
Vincent Siew: First, Taiwan’s economy is facing a challenging period of transition, where a TPP
membership will provide Taiwan with a strong external stimulus and vehicle to carry out structural
reforms and rebuild people’s confidence on Taiwan’s economic prospects.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confidence will be conducive to investments that are critical to Taiwan’s long-term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Second, Taiwan’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t the center of East Asia and its shared cultural
background with mainland China, as well as its law-abiding society, make Taiwan a favorable access
point for the island’s trade partners to tap into mainland China’s market. In view of these opportunities
embedded in a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Tokyo signed a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with Taipei in
September 2011. By including Taiwan in the TPP, the United States thus lends a much-needed hand to
a faithful friend at a critical juncture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enables
U.S. businesses to leverage their partnership with Taiwanese counterparts to foray into East Asia’s
dynamic markets.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aipei,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TPP,
http://www.amcham.com.tw/topics-archive/topics-archive-2013-0/vol-43-no-12/4028-commentary.
accessed at : May, 3, 2014.
213
同前註 212。
106

國備感壓力。且 RCEP 由於以五個東協+1 FTA 做基礎，預計會較 TPP「先發後
至」，214對台灣的經濟效應也會更加突出，台灣亦可擴展與多個區域國家洽簽雙
邊 FTA 的機會，同時尋求建立經濟夥伴關係。215同時於大國外交上，有鑑於政
府近年來的外交路線轉移，加上台灣與中國大陸洽簽 ECFA 建立經貿往來基礎，
使兩岸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利於台灣加入 RCEP 更勝於 TPP。然而，RCEP 目
前尚不接受新成員國入會，預計於2015年才將開放，這段期間台灣應把握機會致
力於國內法規改革與產業調整做好預備。此外，一般咸認中國對於台灣的對外行
動必定多加阻撓，影響台灣參與 TPP 與 RCEP 談判。然而，本文發現中國官方
其實並未多加反對，僅是從經貿體制面向對於台灣的貿易條件是否適合加入表示
質疑，216在近期從中國官方也有兩岸一同加入 RCEP 與 TPP 的呼聲出現，217或
許過往一直在台灣外交決策圈迴旋的中國壓迫論在此次並未如預期中強烈，台灣
仍是保有一定的自主空間，如此更是政府部門需掌握的契機。整體而言，對於亞
太整合新態勢做回應，台灣首先對內應創造有利條件，同時整合公、私部門資源，
為台灣推動自由化建立共識，並針對立法部門與國內主要產業進行政治上個別說
服(Retail politics)。在產業面向，農、工與服務業上進行改革並大幅開放，同時
政府亦需針對敏感產業及早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以避免我國勞工與產業受衝擊；
對外持續推動洽簽 ECA/FTA 布局，積極展開自由化進程，並妥善運用台灣身為
APEC 成員身分，對於低度開發國家予以經濟技術協助，強化自身在供應鏈的地
214

意指 RCEP 雖然談判起步時間較 TPP 晚，然後因談判難度低因此得以較快達成協議，
Business Times, 2013,
http://www.nst.com.my/business/nation/a-whirlwind-visit-that-leaves-an-inspiring-trail-1.580918,
access at May 4, 2014.
215
台灣與 RCEP 貿易集團成員國的經貿互動程度也明顯地高於 TPP 成員國，約佔台灣總貿易值
的六成以上，台灣與 RCEP 貿易集團成員國的產業分工關係也筆 TPP 成員國更為緊密。此外，
東協國家占台灣貿易比重亦日益提高。若能順利加入 RCEP，其利益將更勝於 TPP。將更有助於
台灣的對外貿易活動和經濟產業發展。宋鎮照、蔡相偉，2012，〈亞太經貿開起雙軸競爭格局之
新秩序：RCEP v.s TPP 發展之政經分析〉，《戰略安全研析》，90:22。
216
美國之音，2012，〈加入 TPP：台灣是否要看中國臉色〉，
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article-20120329china-taiwan-tpp-144869585/1149593.html，
登錄日期：2014.6.2。
217
中國評論新聞，2014，〈兩岸共同加入 TPP 的可能性與台海和平發展〉，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136&kindid=0&docid=102890672，登錄日
期：2014.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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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並爭取任何有助我國提升區域參與的契機。218

218

同前註 36，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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