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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東亞區域整合的當前東亞區域整合的大國競合關係大國競合關係

當前東亞區域整合發展新趨勢，似可以從幾

個面向來分析各主要大國在區域內的競合關係。

東協〈ASEAN〉10國加上日、中、韓等三國的

「10+3」，已隨著今年東協和中國大陸建立自由

貿易區〈FTA〉、東協分別與日韓兩國簽署的自由

貿易區協定陸續要實現，以及東北亞日中韓等三

國啟動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先期研究工作，而有進

一步發展的態勢。今年五月東協10+3財長會議將

籌資成立區域的信用擔保與投資基金，以擴大區

域債券市場的發展；特別是日本鳩山政府倡議推

動「東亞共同體」構想，雖然仍屬長期性的發展

戰略，但因建立東北亞日、中韓三國的自由貿易

本期重要內容

◎ TPP的現況與發展

◎ 國內外經濟景氣情勢

◎ 亞太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動態

◎ 巴西貿易障礙觀察

◎ 本會赴立法院報告概況

區已展開研究，加上東協將於2015年建立東亞共

同體，以及東協-中國大陸-台灣區域經濟合作的進

一步深化，在在都提供了「東亞共同體」構想實

現的很大可能性。

（接下頁）

■ 吳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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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3與東北亞區域整合東協＋3與東北亞區域整合

今年五月將召開的東協10＋3財長會議，決定要

籌資7億美元作為區域的信用擔保與投資基金，主

要是為了擴大東亞區域債券市場的發展。值得注意

的是，它將有別於過去區域內的債券發行都以美元

計價，而開始推動發行以本國貨幣計價的債券。日

本一項有關「東亞共同貨幣」的研究報告指出，

總額7億美元的信用擔保與投資基金的實現，應可

被視為未來發展「東亞共同貨幣」的嘗試階段，即

使它僅是一個過渡時期，但這也是必要的過程。然

而，將來此一共同貨幣會是以人民幣、日圓，或是

其他貨幣為主，已因中日兩國持續暗地在爭奪區域

整合的主導權，短期內恐難有定論。

放眼東亞區域，在中國大陸南方與東協的邊

界、中國大陸北方與俄羅斯的邊界，邊境貿易人民

幣相當流通；中國大陸東南沿海與台澎金馬地區，

因兩岸交流頻繁，人民幣也有一定程度的流通量；

加上中國大陸既已是「世界工廠」、又是「世界市

場」，經濟產業轉型過程已吸引眾多投資生產貿易

向其靠攏，人民幣地位漸有崛起態勢。但客觀而

言，目前中國大陸仍舊缺乏可以作為各國榜樣的政

經體制，有部分東南亞國家仍存在「中國威脅論」

聲音，這也提供日本趁勢切入，通過對東南亞國家

〈特別是湄公河區域〉的開發援助，透過深化雙方

的多領域關係，以執行其與中國大陸「軟抗衡」。

然而，隨著中國大陸在東協10+3合作機制越

來越擁有影響力，以及日本鳩山政權積極在推動

「東亞共同體」構想，推動建立「日中韓自由貿易

區」、「東亞共同貨幣」，以及其他東亞多邊形式

的安全機制，就成為中日兩國在各自的東亞區域合

作戰略的重疊點、也是競逐點。而在中日兩國的區

域合作主導權較勁下，韓國的角色也自然成為平衡

點和槓桿點，在2009年10月召開的東北亞領袖高

峰會中，中日韓三國均同意於2010年三月在韓國

首爾設置秘書處，並啟動建立日中韓三國自由貿易

區的正式聯合研究，儼然具有朝向一個有別於東協

的東北亞一體化之架式。這個發展趨勢的最大象徵

意義是，一旦東北亞「日中韓自由貿易區」正式成

立後，將來進一步再把東協銜接起來，日本鳩山首

相的「東亞共同體」構想也就更具有現實性。

美中日在東亞區域整合的較勁美中日在東亞區域整合的較勁

就台灣的立場看來，儘管目前「東亞共同體」

構想的地理範圍和成員國尚未把台灣納入，但未來

並非沒有任何希望參與。主要原因是，美國的立場

在「東亞共同體」構想能否實現也扮演關鍵的角

色。美國方面已間接暗示，不樂見東亞區域存在由

單一國家支配的龐大組織；同時，在美日經濟外交

合作策略上，則鼓勵和支持日本把具有共同民主價

值的紐澳和印度納入「東亞共同體」構想，力求在

「多國平衡」的方式下來推動此一東亞區域整合。

相對的，日本方面也積極予以配合，此即「美日同

盟」的典型合作表現之一。由於台灣與美日兩國都

一樣重視民主價值觀，同時在東亞區域、甚至亞太

區域的經貿版圖上也都擁有一席地位，將來建構

「東亞共同體」獨缺台灣，將會是很奇怪的結果。

至於鳩山首相在提出建立「東亞共同體」構想

初期，外界都誤以為日本新政府的立場將會逐漸

「脫美入亞」，但實際情形卻是，鳩山出任首相

後一直採取兩手策略，包括執政後並未立即前往

中國大陸進行友好訪問，甚至在「日美同盟」屆

滿50年之際，還強調未來新修訂的內容日美合

作對亞太區域安全的重要性。不久前，鳩山首相

在國會進行施政報告時，曾嚴肅而篤定地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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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共同體的建構，當以不影響「日美同盟」

為大前提，同時日本也不排除與美國維持某種形

式的合作」。從鳩山首相以上的說詞，不難發現

在推動「東亞共同體」構想進程，美國的立場仍

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從東協10＋3到中美「G2」新格從東協10＋3到中美「G2」新格
局局

至於上文提及的東協+3，其發展隨著2010年東

協與中國大陸建立自由貿易區，以及東協即將分別

與日本和韓國實現自由貿易區，東協+3成為東亞

區域整合的主渠道，形勢越來越明朗化。特別是，

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美國市場的需求衰退，

使日本警覺到傳統出口貿易依賴美國市場的時代已

經過去，並開始調整其出口貿易戰略，除了將拓展

市場目標轉向「金磚四國〈BRICs〉」之外，並積

極挺進中國大陸市場。韓國的情況與日本一樣，

但在因應美國市場的需求衰退所帶來的挑戰，則

是積極與中國大陸發展出一個新型的「韓中市場

〈KOREINA〉」概念。同樣地，中國大陸和東協

目睹美國市場的需求衰退，除進行擴大內需之外，

也積極對外簽署各種形式的自由貿易協定，並重新

建構區域產業分工新格局。

根據統計，以中國大陸為主導地位的東協+3，

其區域內貿易量在2006年為38.3%，至於東協+6

〈日、中、韓、紐、澳、印度〉則高達將近42%，

這兩項比重未來還很可能會繼續升高。預期未來，

當美國若與東亞國家在經貿市場的連結逐漸減弱

後，在雙方政治上的連結也恐會慢慢地脫鉤，而

隨著東協+3的具體成形，中國大陸的影響力再擴

大，將來與美國抗衡的「G2」格局，就不再是虛

幻的名詞了。

東協-中國大陸-台灣經貿圈正在浮東協-中國大陸-台灣經貿圈正在浮
現現

相較於東亞區域整合發展趨勢，台灣正在

與中國大陸洽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

〈ECFA〉」，這或許是台灣連結東亞區域合作的

必要途徑。台灣在因應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以及

傳統最大出口市場美國的需求衰退之挑戰，已採取

所謂的「新鄭和計畫」，全方位拓銷中國大陸、東

南亞、中東、東歐、歐洲、中亞、俄羅斯、墨西

哥、巴西等地區市場，ECFA只不過是台灣全球布

局的一個選項。由於台灣與中國大陸在地理上相

近，且擁有長期的經貿、投資合作關係，更有綿密

的產業分工，特別是在中國大陸的台商以百萬人

計，將來兩岸簽署ECFA後，台灣即可發揮外商前

進中國大陸市場的平台角色。  

除了台灣可作為外商前進中國大陸市場的平

台，目前在東南亞地區的台商也可發揮轉進中國大

陸市場的平台，將來台灣商人、中國大陸台商、東

南亞台商應策略性串連成「鐵三角」，如此一來，

即可在東亞區域各種形式的區域整合當中，共創

「三贏〈win-win-win〉」新局。回顧早年日本曾

推動所謂包括琉球、台灣、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甚

至東南亞地區的「華南經濟圈〈或蓬萊經濟圈〉」

計畫，但因當時中國大陸經濟尚未崛起，加上兩岸

關係仍然緊張，以及中國大陸對日本的政治疑慮，

最後該計畫並未能實現。現在東協與中國大陸已實

現自由貿易區，加上中國大陸正在推動海西經濟區

計畫，兩岸也在洽簽ECFA，整個大環境已慢慢浮

現出一個東協-中國大陸-台灣經貿圈的新格局。

（作者現任台經院國際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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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的現況與發展：P4到TPP的現況與發展：P4到
P8, P9, P10P8, P9, P10

區域
整合

起緣起緣

新加坡、紐西蘭、智利、汶萊等四國的泛太平

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P），2006年2月完成正

式簽訂。原則上原始會員國同意在2015年以前，

各國全面廢除100%（貿易額、品項數目兩方面）

的進口關稅。繼越南之後，2008年2月，美國也

初步表示參加投資金融服務談判的意願。2008年

9月22日，美國貿易代表Susan Schwab宣佈將加

入TPP協商。2009年的APEC領袖會議中，美國總

統歐巴馬表達參加TPP的政府立場。受此激勵，

澳洲、秘魯也表示有意加入。美國的加入將對TPP 

的規模，產生相當大的作用與影響。參與TPP談判

的官員亦表示，美國的加入將為擁有21個會員國

的APEC注入新動力，可望協助其長久以來試圖成

立的亞太自由貿易協定（FTAAP）。

重要性重要性

TPP由原始成員(P4)加上有意參與的新成員成為

P8，這八國在2009年3月開會討論後，越南率先獲

准加入TPP，意味著將壯大這個新興經濟體在亞太

地區的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紐西蘭駐越南大使

James Kember指出，TPP成員國正式接納越南以

「副會員」身分，參與TPP的談判。而馬來西亞與

加拿大亦表示參加TPP的意願，使得原本的P4在

很短的時間內有成長為P10的可能。因此，TPP被

視為協助越南和東南亞國家，加強接近美國市場的

鑰匙，也是擴大亞太貿易自由化協定的基礎。

TPP與APEC連結性相當高，但合作模式比起

APEC更具有約束力，因此部分國家仍保持觀望。

不過原始成員國十分期待且歡迎其他APEC成員加

入，這似乎表示TPP的積極程度不同於APEC。面

對WTO已延宕多年的杜哈回合談判，TPP也可能

成為額外的先行通道，來創造跨太平洋自由貿易

區，並能因應全球金融危機。APEC的長遠目標是

成立亞太自由貿易區，TPP可謂同路人，因此成員

國也都主張以TPP作為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初步

合作架構。APEC的21國已至少有10個會員已經加

入或表達願意加入TPP的立場，在某種程度上，已

經達到量變造成質變的作用，對東亞區域整合勢必

產生新的衝擊。

近日發展近日發展

TTP於今年3月15日至19日，在澳洲舉行為期

五天的擴大事宜談判。本次的參與國為：原四

國（新、紐、智、汶）+新四國（美、澳、秘、

越）。由於美國將參與TPP列為貿易優先政策，

並尋求擴大現有8個國家參與的TPP之規模，也視

TPP為達成更廣泛經濟整合之途徑，而非僅是自由

貿易協定的相關意向之確立。這使本次在澳洲墨爾

本登場的擴大TPP談判成果(範圍與深度)，可望成

為新一代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同時這也是美國總

統歐巴馬就任以來所採取的第一個有關貿易的重大

舉動。本次談判至少有六大議題的談判團體參與其

中，包括：原產地原則、農業、貿易技術障礙、智

慧財產權、法律，以及制度性議題。

■ 廖舜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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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談判的特殊性此次談判的特殊性

本次會議只是先針對TPP之談判範疇進行討

論，非常類似兩岸要洽簽的ECFA，換句話說，是

先針對項目與領域進行討論，而關稅降低與開放事

項的實質問題，則留待未來的會議討論。此外，參

與國將使TPP超出一般自由貿易協定的侷限。這表

示相關談判界限將超出傳統談判，並使TPP將看起

來非常類似紐澳之間更緊密經濟關係協定，故相關

國家將必需在政治方面訂出談判範圍。這與傳統

FTA談判，先討論相關核心議題，包括關稅、非關

稅障礙、服務業貿易及智慧財產權，將有所出入。

可見TPP似乎將以不同已往方式來進行，以增加經

濟互動的深度與廣度。

P8以外的國家之動向P8以外的國家之動向

除目前參與擴大的8國，美國也計畫能將日、

韓、馬來西亞，與更多國家一起帶入未來TPP的

談判集團，以收集體效益並塑造區域共同行動之

效。其中，馬來西亞與加拿大已表達參加意願，

但是美國原本欲爭取日本以觀察員身分與會，卻

受到原四國拒絕。日本自身則採取謹慎態度密切

觀察TPP進展。其實，中日韓三國對於區域整合

進程與方式各有所好，目前中國首重推動東亞自

由貿易區〈EAFTA〉、ECFA，並著重國內經濟

穩定發展。日本則持續推動東亞綜合的經濟合作

〈CEPEA〉，鳩山首相則以「東亞共同體」名

之。而韓國此刻正積極促使與歐盟的FTA完成（可

望3月底完成談判並簽約）。在美國與馬來西亞中

斷FTA談判後，美國也已向馬來西亞表示，期待能

經由TPP與馬來西亞建立自由貿易協定關係，而非

再透過兩國雙邊協定重啟談判；加拿大雖被視為

TPP可能參與者，但加拿大在評估後，目前立場傾

向於加入TPP。

TPP的擴大TPP的擴大

雖然目前TPP談判僅有8個成員國參與，但各國

均同意持續開放討論新會員事宜。TPP現階段的共

識為，將於2010年年底前，決定是否允許其他國

家加入談判，或是選擇在談判期間，讓其他國家可

加入目前之談判。其中選項還包括由目前8個成員

國先行完成談判後，再邀請馬來西亞及加拿大加

入；或在談判完成前，在某一有利時點，讓其他新

成員加入。現階段下，TPP成員國基本上都認為，

要促使TPP成為亞太自由貿易協定重要基石，因此

對於新成員加入議題，TPP將繼續開放討論，並在

未來做出決定。此外，為簡化加入TPP之程序，未

來擬加入之會員，以附加適用該協定方式加入，

不須再次展開諮商。目前TPP成員國之基本觀點均

認為，將促成TPP成為堆疊亞太自由貿易協定之積

木，故對新成員之堆疊加入議題，TPP將繼續開放

討論。

時程計畫時程計畫

2010年TPP將至少舉行3次會議，除本次墨爾本

會議外，並預定於本年6月及12月分別舉行會議，

相關談判之非正式完成時間預計可能於2011年11

月完成，以配合美國在夏威夷主辦APEC高峰會的

時程，如此一來，不僅可增加TPP的聲勢，也可突

顯APEC在區域整合主導的影響力。因此預估，今

年6月份的第二次談判將可完成大部份的實質談判

(關稅減讓與開放程度)，較困難的敏感部門(人員移

動、投資、服務業)則將於12月之前進行討論。

美方的政府立場美方的政府立場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3月11日在進出口銀行年會

（Export-Import Bank's Annual Conference）致詞

時表示，相信TPP將是一個21世紀的貿易協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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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這不僅會有利於勞工、企業、農民，甚至與

美國所追求的價值一致。美國東亞助理國務卿Kurt 

Campbell 於3月10日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以

「東亞與太平洋之區域概觀（Regional Overview 

of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為題發言指出，

TPP將是創造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平台，可增進美

國與世界上成長最快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利益，並有

助於創造與維持美國高所得、高品質的工作機會。

此外，依美國貿易代表署之2010年規劃，TPP將

是美國現階段推動FTA的主要目標。美國總統為此

亦積極提出各項配套方案，如救濟失業方案，一方

面振興美國經濟與就業，一方面為日後各項FTA作

準備。美國貿易代表Kirk甚至希望TPP最終成為涵

括APEC所有經濟體的貿易協定

美方的策略與考量美方的策略與考量

美國對參與TPP的官方立場是為創造亞太區域

經濟整合的平台，同時促進與世界經濟成長最快區

域之互惠關係，但其實仍藉此拯救其國內經濟的期

許有所關聯。且以美國地位來看，美國雖是APEC

的主要成員，但參加沒有其他強權所主導的TPP，

更能突顯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美國在TPP談判

時的策略應用，著重清潔能源項目與新興產業部

門，盼能為其製造業、農業、服務業等創造出口成

長。另一方面，「東協加三」的形成可能對美國之

衝擊，是降低250億美元的出口貿易，以及損失20

萬高薪階級的工作等。美國對於TPP的想法則是使

之成為一個更廣泛的區域協定，並希望有朝一日可

以納入中國、日本、南韓、台灣，以及其他亞太地

區的主要經濟體。美國對於TPP所設定之優先議題

為促進清潔能源與重大經濟議題、增加製造業、農

業與服務業的出口，以及推動保護美國的智慧財產

權。

未來談判可能遭遇難題未來談判可能遭遇難題

在農業方面，美國與紐西蘭則可能再次遭遇談

判的難題。過去美國保護本國農業，避免外來農產

品對本國農業造成衝擊。但目前情況已非如同15

年前之單方面情況。紐國Fonterra公司(全球最大

酪農合作社)與美國酪農業已建立相關複雜之商業

關係，美國酪農業經由Fonterra公司完善之配銷系

統來出口乳品，同時過去10年，乳品出口亦成為

美國酪農業之重要部門。此使美國酪農業已自反對

所有乳品進口之高度保護立場，轉變成較不保護和

注重出口利益之理念。而美國與馬來西亞，未來也

將面臨類似的問題。回歸到總體面來看，在其他區

域整合計畫當中所遇到的類似問題，TPP仍要面對

一樣的難題。這部分最敏感的莫過於農業議題。

TPP對台灣的可能性：台灣一直積極想要參與

區域經濟的整合，但卻往往卡在中國的態度。台灣

每年外貿總額高達3500億美元，國際貿易是台灣

經濟成長的重要動力，必須抓緊東亞各國雙邊協定

的風潮，加深與貿易夥伴的合作。在經濟角色上，

振作再起，才能避免被邊緣化的危機。目前APEC

已有將近二分之一的會員都是TPP的成員或準成

員，再加上新成員參與TPP的方式相對而言非常簡

化(不需再重啟談判，而只是透過附加適用該協定

的方式加入)，因此TPP在今年APEC第二次資深官

員會議中，很可能成為討論的重點之一。台灣有必

要針對TPP設計更具體的立場與論述，而非僅止於

表達樂於參與的意願，並可開始進行有關簽署TPP

的相關可行性研究。比起參與受到中國主導的「東

協+」系統，TPP似乎是另外一條不錯的選項。

（作者為中華台北 APEC研究中心顧問暨中興大

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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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美國經濟雖然呈現復甦態勢，但是復甦力道依

然有限，因此聯準會在近期內升息機會仍然不大。

美國經濟研究聯合會（Conference Board）

最新公佈的2010年2月份領先指標微幅上揚至

107.6%，為連續第11個月的上揚，造成2月份美國

領先指標上揚的細項因子共有4項，上揚幅度由大

至小依序包括：聯邦基金之利率差擴大、實質貨幣

供給增加、賣方業績成長，以及製造業新訂單之

「消費性用品及相關原物料」項目上揚。同月份造

成領先指標下滑的細項因子則包括：製造業每週平

均工時減少、股價指數下滑、2月份的密西根大學

消費者信心指數下滑、申請建築許可件數減少、製

造業新訂單「非國防耐久財」項目減少，以及首次

請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增加。

在消費者信心方面，美國經濟研究聯合會公佈

的2010年2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由1月的56.5點，

下滑至46.0點，其中預期指數下滑了13.5點，而現

況指數下滑4.8點。此外密西根大學公佈之2010年

3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由2月的73.6點，下滑至72.5

點，其中預期指數下滑1.2點，而現況指數下滑1.0

點。美國經濟研究聯合會與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

指數下滑的原因，在現況指數上與短期油價波動有

關，而在預期指數上則是民眾憂慮美國的債務擴

大，使得未來復甦的不確定性增加。

歐元區歐元區

歐盟統計局（Eurostat）維持先前公佈之經濟

成長率數值，2009年第四季歐元區16國（EA16）

實質GDP成長率，與2008年同期相比為-2.1%。

而同一季，歐盟27國（EU27）的經濟成長率則

為-2.3%。雖然仍然屬負成長，但歐洲地區的經濟

衰退幅度相較於前一季已屬趨緩。歐洲地區的前

總體
經濟

■ 陳淼、孫明德、邱達生

一、國際情勢一、國際情勢

綜合國內外經濟景氣相關統計及趨勢資料顯

示，全球經濟走勢漸趨穩定，投資信心恢復，全球

經濟已經走出谷底。國際經貿組織與經濟預測機構

陸續提出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大多向上修正

其對2010年全球經濟成長率之預測，加上亞洲新

興國家經濟仍維持擴張態勢，全球景氣復甦動能可

望維持。 

美國美國

美國商業部經濟分析局（BEA）維持上次公佈

數值，但些微上修投資與進出口成長率。美國在

2009年第四季實質GDP成長率展現更加明確的

復甦跡象，其與前一年同期相比為0.1%，以季

成長率而言，屬全球經濟危機在2008年年底擴大

以來的首次正成長。有關內需市場方面，美國的

2009年第四季民間消費成長率與2008年同期比為

1.0%，與GDP一樣為由負轉正的成長，且耐久財

的消費成長率更高達4.3%。至於第四季民間投資

成長率則是-12.3%，雖然仍為負值，但已經較前

幾季大為改善。而在外需方面，美國的第四季的出

口成長率為-0.8%，而進口成長率則為-6.7%，較

諸前幾季亦出現明顯的進步。

美國勞工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公佈

之2010年2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為

2.1%，而同月份失業率為9.7%。較諸1月，美

國CPI些微下滑，而失業率則持平。美國聯準會

（Fed）為因應經濟危機，在2008年總共降息七

次，最後聯邦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FOMC）在

2008年12月16日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設定

在0至0.25%之間，直到目前為止並未更動利率水

準。加上CPI在近期已經接近2.0%的聯準會上限，

國內外國內外經濟景氣經濟景氣情勢分析情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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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經濟體-德國、英國與法國於2009年第四季與

2008年同期相比之經濟成長率分別是：-2.4%、-

3.3%，以及-0.3%，只有英國經濟有些微上修，

德、法則維持與先前公佈數值一致。然而此三大經

濟體之相關經濟成長率數值皆比前三季佳，意味歐

洲地區的景氣復甦進一步明朗。

有關就業情況方面，根據歐盟統計局公佈數

值，歐元區2010年1月份的失業率為9.9%，與

2009年12月份失業率持平，但明顯的高於2009年

同期的8.5%失業率。此外歐盟在2010年1月份的

失業率根據估計為9.5%，也是與2009年12月的失

業率持平，但是比2009年同期的8.0%高。歐洲經

濟的領先指標在後危機時代出現持續性的上揚，且

屬於落後指標的失業率，並沒有進一步的惡化。而

在個別國家方面，則以2010年1月份荷蘭僅4.2%

的失業率表現最佳，拉脫維亞與西班牙的失業率則

分別高達22.9%與18.8%，問題相當嚴重。

有關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方面，歐盟統計局

估算2010年2月份歐元區的CPI為0.9%，比1月份

CPI年增率下滑0.1個百分點。以目前歐元區的CPI

水準來看，已經脫離通縮陰霾，且因經濟成長力道

不足，所以亦無通膨跡象。歐洲央行（ECB）可

望仍然持續實施較為寬鬆貨幣政策，目前主要利率

為0.25%，尚為ECB成立以來的最低利率水準，且

以目前的經濟成長數據來看，ECB在近期之內緊

縮貨幣政策的機會不大。

歐元區在2 0 1 0年2月的綜合經濟觀察指標

（Economic Sentiment Indicator, ESI）為95.9

點，相較於修正後之1月份數值，些微下滑了0.1

點，屬連續10個月上揚後的首次下滑。歐盟統計

局表示：2010年2月份歐元區的ESI項下的製造業

與零售業兩項信心指數出現下滑，但服務業與消費

者信心指數，則出現上揚，至於營建業信心指數則

與上個月持平。

日本日本

日本內閣府下修先前公佈之2009年第四季的實

質GDP成長率，與2008年同期相比為-1.0%，下

修幅度為0.6個百分點。然而相較於全球經濟危機

擴大以來的季成長數值，日本經濟下滑的速度確

實已經明顯的趨緩，且與美、歐情形類似，展現

景氣復甦跡象。日本2009年第四季民間消費成長

率，與2008年同期比為1.1%，為2008年第一季以

來首次恢復正成長。而第四季民間投資成長率則

為-13.7%，也已較前三季為佳。此外日本第四季

出口與進口成長率分別是-5.0%與-15.4%，也優於

前三季的表現，意味著隨著景氣復甦，日本在內需

與外需方面也逐步恢復活力。

2 0 1 0年1月的日本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為-1.3%，雖較前一個月上揚了0.4個百分點，但通

貨緊縮的陰影並未完全去除。至於失業率方面，日

本在2010年1月份的失業率為4.9%，比前一個月

下滑0.2個百分點，意味就業市場也逐步好轉。全

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日本是世界三大已開發經濟

體之中，對失業率管控最好的國家。但是由於通縮

壓力依然存在，失業率也有待進一步改善，因此日

本央行（BOJ）可望繼續以較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因

應當前的經濟情勢，目前BOJ設定的基本貸款利率

維持自2008年12月19日以來的0.3%，而無擔保隔

夜拆款利率則在2010年3月18日調整為0.1%。

日本內閣府公佈的2010年1月領先指標為96.7，

比2009年12月份指標上揚2.0點，屬連續第11個月

的上揚。2010年1月份日本領先指標呈現上揚的細

項因子共有7項，由上升幅度最大至最小來排序分

別是：半年期勞動生產力成長率上揚、企業倒閉率

下降、加班指數上升、利差上揚、實質貨幣供給增

加、機械與建築料件新訂單增加，以及企業實質經

營利潤上揚。而在2010年1月下滑的細項因子則包

括：新屋起造減少與股價指數下跌。日本央行的

「全國主要企業短期經濟觀測調查」信心指數則是

1月份日本領先指標中，唯一與上個月份持平的因

子。

此外2010年2月的日本消費者信心指數為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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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比起前一個月上揚0.8點。2010年2月份信心

指數的三個問卷項目中，在所得成長信心方面上揚

0.9點，就業信心指數上揚1.1點，消費者購買耐久

財的意願指數則成長0.1點。由於領先指標持續上

揚，加上落後指標也逐漸好轉，因此提升了日本消

費者的信心指數。

中國中國

根據中國統計局公布數據觀察，2010年前2月中

國固定投資成長26.6%，較2009下半年有下滑現

象，其中內資企業投資成長29.7%，港澳台商投資

成長9.5%，外資企業則較2009年同期減少1.4%，

中國固定投資成長不如2009下半年，主要原因除

可能是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對內資企業產生影響外，

外資企業投資意願尚未自金融海嘯中復甦，加上中

國面對的缺工、工資上漲、對美貿易磨擦，以及人

民幣升值壓力等問題，都可能是外商投資保守的重

要考量。

在消費部分，中國民間消費在2010年前2月持

續擴張，較2009年同期成長17.9%，且隨著需求

增加，物價漲幅開始上揚，2月份中國CPI上漲

2.7%，其中又以食物類產品漲幅最高，達6.2%，

由於中國近期西南各省天災影響，農業產出遭受嚴

重衝擊，未來將可能帶動物價漲幅持續擴大。

在工業生產部分，2010年前2月中國工業產值年

增率達20.7%，較2009年同期提高了16.9個百分

點，除了國有企業產值及民營企業分別成長20.7%

及22.2%外，外資企業(含港澳台商)產值也成長了

20.3%，暫時擺脫2009年低迷的情況。在貿易部

分，2月中國出口945億美元，成長率為45.7%，

較1月提高了24.6個百分點，進口則為869億美

元，成長率高達44.7%，受春節因素影響，單月順

差58.5億美元，較1月有所減少。

展望中國近期經濟表現，主要將受兩項不確定

因素影響。首先，在美方強力施壓下，人民幣匯率

升值預期大增，一旦升值幅度若未達美方期待，將

可能引發貿易摩擦，無論產生何種結果，均將對中

國出口表現產生不利影響；其次，在寬鬆貨幣政策

的環境下，加上國際原油價格上揚帶動，原本就有

通膨隱憂的中國物價水準，若天災對重要農業省份

影響無法解除，將可能持續大幅上揚，除可能造成

貨幣寬鬆政策退場時點提前，更可能影響外商企業

出口成本及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二、國內情勢二、國內情勢

在貿易方面，全球景氣的持續回溫，帶動我國

生產與出口等相關經濟指標，惟1、2月貿易數字

因2009年有金融海嘯，以及農曆春節假期而引發

比較基數一致性問題，儘管如此，2月在外貿需求

擴增之帶動下，出口較2009年同月增加32.6％，

總值達166.9億美元，較2009年同月增加41.1億

美元；進口增加45.8％，總值158.0億美元，出、

進口相抵，貿易出超9.0億美元，較2009年同月減

少8.5億美元。累計1至2月出口總值為384.4億美

元，較2009年同期增加54.0％，進口總值350.5億

美元，較2009年同期增加77.3％，貿易出超33.9

億美元，較2009年同期減少17.9億美元。

在生產方面，受惠全球主要經濟體已開始復

甦，帶動外貿市場買氣，尤其消費性電子產品需求

迅速回溫，帶動產業增產，惟2月份受農曆春節工

作天數較少影響，工業生產較上月減少13.95%，

但較上年同月因比較基數偏低影響，仍增加

35.17%，其中製造業增加36.42%，電力及燃氣

供應業、建築工程業分別增加8.01%、44.68%，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用水供應業則減少8.15%、

0.51%。

在物價方面，2月適逢農曆春節，七大類指

數均呈上揚，加上國際油價走揚，油品價格漲

25.87%，2月消費者物價較上年同月漲2.35%；

扣除新鮮蔬果、水產及能源，2月核心物價較2009

年同月漲1.01%。1至2月消費者物價較上年同期

漲1.30%：其中商品類上漲3.28%，服務類則下跌

0.22%；核心物價則下跌0.06%。另一方面，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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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為5.76%，較前月上升0.08個百分點，較上

年同月仍上升0.01個百分點。儘管景氣衰退似乎開

始止穩，但勞動市場仍面臨嚴峻挑戰，失業率變化

趨勢須再持續觀察。

就金融市場而言，除受到農曆春節假期使得投

資人抱股過年心態轉為消極，同時受中國人行無預

警調升存款準備率、美國表示將嚴格控管大型銀行

機構風險性投資業務、美國聯準會意外提高重貼

現率，以及歐洲債務危機未能有效化解，增添國

際股市投資風險，對於我國股市也造成直接的衝

擊，2月台股指數呈現下跌2.67%。雙率部份，市

場預期美國聯準會仍持續維持低利率影響，美元

套利交易逐漸成形，但在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仍

高，持續影響歐元及金融市場等外部因素以及央行

調節，2月份新台幣兌美元平均匯率為32.094元，

較1月平均匯率31.896元貶值0.198元；金融業隔

夜拆款利率月初為0.102%，月底為0.108%；最高

為0.108%，最低為0.102%；全月加權平均利率為

0.104%，低於上月之0.108%。

三、展望三、展望

隨景氣逐漸復甦，各國市場亦轉趨穩定，根據

各主要政府及研究機構最新公佈的生產與貿易面數

據顯示，美國景氣已經開始邁向復甦，歐洲三大經

濟體之相關經濟成長率數值皆優於前三季，日本最

新公佈的領先指標也呈現好轉，加上亞洲新興國家

經濟仍維持擴張態勢，因此可望維持全球景氣復甦

動能。

依據台經院今年2月分對製造業廠商所做的問卷

調查結果顯示，認為當月景氣為「好」的廠商所

占比例較前月調查結果減少11.8個百分點，製造業

廠商看壞2月份景氣之比例則增加4.8個百分點。若

從整體廠商對未來半年景氣看法來觀察，2月看好

比例自1月之44.6%增加至50.8%，持平比例則由1

月之46.7%下滑至42.3%，而看壞比例則從1月之

8.8%減少至6.9%。探究其因，由於年底銷售旺季

已出貨完畢，加上因農曆春節造成工作日縮短，多

數產業營收較1月衰退，加上未來半年將步入產業

淡季，製造業廠商對當月看法多傾向保守，但由於

國際經濟環境有逐步朝向復甦的方向，對於下游終

端產品需求亦有提振的效果，縱然未來半年仍處於

產業淡季，但下游客戶拉貨情況仍為積極並對於訂

單能見度有所提升，加上新興市場需求仍可望維持

熱絡，帶動業者銷售及報價表現轉佳，因此預期未

來半年製造業景氣呈現小幅成長的走勢。

將製造業對2月分及未來半年景氣看法經過台經

院模型試算後，2010年2月分營業氣候測驗點為

116.43點，較1月修正後之117.34點下滑0.91點。

依據台經院今年2月份對服務業廠商所做的問卷

調查結果顯示，在消費部分，由於國內經濟景氣逐

步轉佳，加上2月分為農曆春節檔期，帶動商品與

服務的需求，使得消費買氣增溫，批發零售業景氣

看好；餐飲部分，由於景氣回溫與邁入年底聚餐旺

季，帶動外食人數上升，餐飲業看好當月景氣；在

金融市場的部分，2月台股指數下跌2.67%，證劵

業呈現衰退走勢；由於春節長假，工作日縮短，銀

行業之放款量呈現衰退，加上國內外經濟情勢震

盪，金融商品投資獲利減少，銀行業景氣小幅衰

退。觀察整體服務業對未來半年景氣看法，在景氣

可望持續好轉的助益下，金融商品投資及個人消費

可望持續增溫，使受訪服務業廠商看好未來半年景

氣，服務業景氣呈現成長。本次服務業2月份營業

氣候測驗點為125.82點，較前月修正後之125.36

點上升0.46點。

（作者分別為台經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

產諮會主任、國際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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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範圍內不必要的貿易障礙，以確保各

項非關稅措施之執行，例如簽發許可、貨

品品質及食品安全衛生標準等合作機制，

各方並亦承諾至2018年將至少撤銷90%稅

號貨品關稅障礙，同時將開放大部分投資

及服務業項目，增加彼此專業人員之就業

機會。2此協定涵蓋範圍較全面，且自由化

的進程也較快，所以對東協衝擊較大，談

判過程也相對困難；對紐澳而言，則因紐

澳之間的經濟關係目前僅達FTA的階段，兩

國第一次共同對外談判FTA，也是一項挑戰
3。 

（二）東協－韓國投資協定：2009年6月2日，東

協與韓國在濟州島高峰會上，完成投資保

障協定的簽署，也完成東協與韓國全面經

濟合作關係的架構協定。此一協定旨在創

造東協與韓國之間自由、便捷、透明並具

有競爭性的投資環境，並期望透過以下方

式達成目標：4 積極的投資制度自由化； 

創造對東協與韓國的投資人及資金有幫助

的環境；在互惠基礎上推動合作；鼓勵並

推動東協與韓國之間的資金流動與合作；

增進投資規定的透明度，以及提供投資保

障。 

（三）東協－印度貨品貿易協定授權條款：2009

年8月13日東協與印度簽署貨品貿易授權條

款之後，雙方的市場規模總計將達275億美

金，範圍涵蓋雙方90%，超過4000項的貨

品，其中甚至包括部分敏感性商品，如棕

櫚油（包括原油與精煉油）、咖啡、紅茶

與胡椒。5但商品調降關稅的方式將以「多

軌多速」的方式進行，東協不同國家與不

同的商品均有不同的速度；商品調降關稅

區域
整合

■ 黃暖婷

在杜哈回合談判膠著的背景下，近年來亞太各

國均積極洽簽自由貿易協定，也隱隱然形成了一組

組不同的「輪軸輻條（hub and spoke）」模式。

鑒於區域規模自由貿易協定前文已有論述，本文

將聚焦於亞太地區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現況與進

展，從東南亞國協（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以下簡稱「東協」）、中

國大陸、日本、韓國等四個重要「軸心（hub）」

著手，簡要敘述各「軸心」於2009年簽署或有新

進展的重要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藉以描繪出亞太地

區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圖像，並加以評析。

東協東協

2009年，東協於2月27日簽署紐澳－東協自由

貿易協定（Australia-New Zealand-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AANZFTA），6月2日與韓國簽

署投資協定，8月13日與印度簽署貨品貿易協定授

權條款1，加上始於2001年，生效於2010年1月1日

的「東協－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可說是成果豐

碩的一年。東協－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將於後文之

「中國大陸」項下介紹，在此先簡述紐澳－東協自

由貿易協定、東協－韓國投資協定與東協—印度貨

品貿易協定授權條款：

（一）紐澳－東協自由貿易協定（AANZFTA）的

範圍涵蓋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包括金融

和電信服務）、電子商務、自然人移動、

投資、爭端解決，以及動植物檢疫、標

準、技術規定、合格評定程序、智慧財產

權和競爭等層面，並罕見的包括了經濟合

作工作計畫（Economic Cooperation Work 

Program, ECWP），是目前東協所簽過涵

蓋範圍最為廣泛的自由貿易協定。該協定

規範各方履行成立合作機制之承諾，廢除

2009年雙邊自由貿易協定2009年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最新進展分析最新進展分析

1 紐澳－東協自由貿易協定與東協—印度貨品貿易協定授權條款，亦於2010年1月1日生效。
2 工業總會貿易發展委員會，2009 年4 月10 日。〈東協與澳洲、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預估在本年度內執行，開放彼此間專業人士及
服務業市場、以及減讓關稅〉。http://www.cnfi.org.tw/wto/all-news.php?id=8321&t_type=s  Latest Accessed 1 September 2009.

3 洪財隆、黃暖婷，2009。〈「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展望研究──兼論我國加入跨太平洋經濟戰略伙伴協定之可行性分析」研究案出
國報告書〉。台北：台灣經濟研究院。

4 〈Asean-Korea FTA on Investment signed〉,2 June 2009. http://www.bilaterals.org/article.php3?id_article=15196&lang=en
5 〈ASEAN and India Sign the Much Awaited Free Trade Area〉,13 August 2009. http://www.aseansec.org/PR-ASEAN-India-Sign-

Much-Awaited-FT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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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寮國、越南、柬埔寨與緬甸境

內，享受零關稅待遇；剩下包括部分紡織

品與電子產品等10%的商品，則被列為暫

緩降低關稅的敏感名單；根據中國官員的

估計，商品量將涵蓋7000項；就服務業

方面，東協與中國大陸將在商業服務與觀

光旅遊等服務業市場上享受互惠的優惠待

遇。預計2010年中國大陸與東協的貿易額

將達2000億美金，成為就經濟規模而言，

次於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全世界第三

大自由貿易區。

日本：日本：

雖然日本對於東亞經濟整合向來有自己的想

法，但是在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上卻相對保守謹

慎；2009年日本FTA的最新進展，即是與越南簽

署自由貿易協定，並於2009年4月21日由越南總理

批准。日越自由貿易協定涵蓋貨品與服務業貿易、

改善商業環境，以及勞工與技術合作；未來十年兩

國92%的產品將享受零關稅待遇，而越南的農漁

業產品及日本的工業產品也將各蒙其利。較為特別

的是初期日本將對越南提供諸如訓練護士、發展協

力產業、建立成衣與紡織業部門的雙邊對話機制、

增進食品衛生及相關安全與標準檢查等援助，然而

日越雙方對彼此的市場缺乏了解，也將是未來的挑

戰。9 

韓國：韓國：

與台灣在第三地市場競爭最為激烈的韓國，分

別於2007年與美國，2009年與歐盟、印度簽署貿

易協定，並與東協完成自由貿易協定中的投資協

定10，足見韓國的企圖心；2009年，韓美自由貿易

協定（Korea-US Free Trade Agreement, KORUS 

FTA）亦有新發展。以下分別簡述之：

（一）韓美自由貿易協定：美韓FTA談判已於

2007年4月正式完成，並已獲得韓國國會的

正式批准，如果美國國會批准即可正式生

效。根據協定，韓美兩國在協定生效後將

清單可分為2個「正常軌道（Normal Track, 

NT)」、一個「敏感軌道（Sensitive Track 

,ST）」以及一個「高度敏感軌道（Highly 

Sensitive Track, HST）」，而東協國家

中，菲律賓、柬埔寨、寮國、緬甸與越南

也有特殊的降稅速度設計。此外，此一協

定的優惠關稅待遇將由原產地內容最低

35%的加值門檻、稅則號列變更，以及特

定產品規則所構成，料將成為未來爭端的

來由。6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FTA的最新進展，包括與新加坡的FTA

正式生效於2009年1月1日，以及眾所矚目的「東

協－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於2010年1月1日正式

生效。茲簡述如下：

（一）中國大陸－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此協定共

115條，分為初始條款、一般定義、貨物貿

易、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式、貿易救濟、

技術性貿易壁壘及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

服務貿易、自然人移動、投資、經濟合

作、爭端解決、例外、一般條款和最後條

款等14章，並包含7個附件、2項換文。根

據Singapore FTA Network7提供 的資料，

中國大陸－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之優惠將

涵蓋所有中國大陸所有出口到新加坡的產

品，以及95%新加坡出口至中國大陸的產

品，其中超過85%的出口品在2009年1月1

日達到零關稅，剩下10%也於2010年1月1

日達到零關稅。此外新加坡與中國大陸也

同意簡化通關程序，以便利貨品貿易，主

要在於第三方開立發票、提供貿易商更多

確定性的進一步規則，與增進風險管理以

便利低風險貨物的交易與清算。

（二）東協－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根據路透社的

資訊8，在東協－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內，

90%的中國大陸商品於2010年在印尼、汶

萊、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與泰國，

6 Raphael B. Madarang，〈Ever heard of the ASEAN-India FTA?〉,The Philippine Star, 5 January 2010. http://www.philstar.com/
Article.aspx?articleId=538085&publicationSubCategoryId=66

7 http://www.fta.gov.sg/ index.asp
8 〈FACTBOX -China and ASEAN to launch world’s 3rd biggest trade zone〉，Reuters，1 January 2010。http://www.bilaterals.

org/article.php3?id_article=16560&lang=en
9 〈Vietnam ratifies FTA with Japan〉，21 April 2009. http://www.bilaterals.org/article.php3?id_article=14912&lang=en
10 東協－韓國投資協定已於「東協」項下敘述，此處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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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取消雙邊貿易中85％的工業品關稅，

剩餘15％的關稅將在之後的3年到15年逐

步取消。在與美國的協商之下，韓國最在

意的敏感性商品－稻米，並未列入關稅減

免清單，但將陸續取消其他諸如豬肉、雞

肉、柑橘等項目之關稅11；美國牛肉輸韓禁

令則於2008年4月由李明博總統宣布取消，

引起當時韓國國內相當大的政治風波，甚

至導致內閣總辭。雖然美國在歐巴馬上任

之後的FTA政策尚未完全明朗，但2009年

11月13日歐巴馬在日本的演說中也提到希

望與韓國的貿易協定有所進展12。

（二）韓歐自由貿易協定（Korea-EU Free Trade 

Agreement）：韓國與歐盟的FTA於2009

年7月13日完成談判。協定正式簽約生效之

後，韓國在未來3年內將要免除96％歐盟產

品的關稅，並在7年內達成完全免關稅的目

標；歐盟方面則預計在未來3年內免除99％

韓國產品的進口關稅，並在5年內完全開

放市場。此外，韓歐自由貿易協定也納入

環保標準的相關規則，並預估此一FTA將

一共增加韓國2~3％的GDP與2.5~5％13的

出口。 對韓國而言，與歐盟簽訂FTA有助

於韓國進一步開拓歐洲市場，而對歐盟而

言，韓歐FTA的最大意義除了享受彼此關

稅降低的利益之外，也可藉以克服韓國的

「技術貿易障礙」（如標準與管制等）並

取得服務貿易（如通訊、金融與法律）市

場進入的優惠條件。14

（ 三 ） 韓 印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關 係 協 定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授權條款）：自

2006年2月在首爾舉行的韓印高峰會揭開

韓印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CEPA）的洽

談起，歷經3年6個月，韓印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終於在2009年8月7日簽定。未來

10年內，韓國將免除或減低90％印度商品

的關稅，而印度也將免除或減低85％印度

商品的關稅。15儘管根據韓國國際貿易協會

（Korea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 

KITA）的研究 ，由於印度的市場開放程

度較低，以及部分韓國主要出口產品適用

的是關稅減讓，且關稅減讓將以長期為基

礎，導致韓印CEPA的短期經濟利益不高，

然而韓國政府也同時在協定中包含兩國服

務業人力的自由流動，並且把目前出口低

迷的柴油發動機、火車頭、電梯等包括在

零關稅項目，可見韓國與印度洽簽CEPA著

眼於中長期，並非只有短期利益的考量。 

由上述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不難發現亞

太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方向，不再是單一國家可以

乾綱獨斷，而需要透過各國的協商與角力來決定。

就東協於2009年簽署的各項雙邊貿易協定來看，

可以確定東協目前具有做為一個整體從事洽簽自由

貿易協定的實力，即便未來東協－中國大陸自由貿

易區的發展受人矚目，而日本對於聯合東協的「東

亞共同體」也向來有所耕耘，但是東協也積極的與

韓國、印度發展經貿合作關係，未來東協在區域內

各大國之間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持續關注。而從韓

國積極與各大經濟體洽簽FTA的動作，則可觀察到

韓國似乎企圖利用與大國洽簽FTA，積極對外開拓

市場，並且提高自身在亞太區域內的影響力。相較

於此，長期洽簽FTA不利，出口產品又與韓國高度

相似的台灣，必須要更加積極的思考如何將經貿力

量延伸至各大經濟體內，並且建立自己不可取代的

利基，方能避免在亞太經貿的過程中被邊緣化的命

運。

（本文轉載自《2009-2010太平洋區域年鑑》；作

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11 范凱云，2008。〈亞太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發展趨勢〉。「2008-2009太平洋區域年鑑」。台北：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
委員會。

12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3th, 2009. Text of Obama’s Tokyo Address. http://blogs.wsj.com/washwire/2009/11/13/
text-of-obamas-tokyo-address/tab/print/ Latest Accessed 16 November 2009.

13 Korea Herald. July 14 2009. “Korea, EU conclude FTA talks.”http://news.asiaone.com/News/AsiaOne+News/World/Story/
A1Story/20090714-154667.html Latest Updated 1 September 2009. 

 Korea Herald. July 14 2009. “Korea, EU FTA to bring unprecedented
 benefits.”http://www.koreaherald.co.kr/NEWKHSITE/data/html_dir/2009/07/1
 4/200907140056.asp Latest Updated 1 September 2009.
14 Troy Stangarone, “Korea-EU FTA Represents a Challenge for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keia.org/Publications/

Insight/2009/09November.pdf
15 Korea Herald. August 8th, 2009. “CEPA with India.” http://english.yonhapnews.co.kr/Editorials/2009/08/08/39/1300000000AE

N20090808000300315F.HTML Latest Accessed 1 Sept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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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的情況發生，大大增加了企業出口巴西的難

度。

進口許可證分成兩類 進口許可證分成兩類 
巴西政府在進口關稅徵收時還設置了最低限價

或參考價，並據此徵稅，如進口價低於最低限價或

參考價，海關將另行課徵差價稅；對低報價或有傾

銷行為的貨物徵收附加稅。另外，巴西進口的大部

分商品都必須辦理進口許可證。進口許可證分為

「自動進口許可證」和「非自動進口許可證」兩

種。  
「自動進口許可證」審批過程比較簡單且自動

批准。「非自動進口許可證」針對的產品主要是那

些需要經過衛生檢疫、特殊品質測試的產品，對民

族工業有衝擊的產品及高科技產品，以及軍用物資

等國家重點控制的產品，具體涉及大蒜、蘑菇、絕

大部分化工產品、絕大部分醫藥原料和成品、動植

物產品、輪胎、紡織品、玻璃製品、家用陶瓷器

皿、鎖具、電扇、電子計算器、磁鐵、摩托車、自

行車、玩具、鉛筆等。申請非自動許可證的審批過

程比較複雜，需要出示各種檔和證明，並要經相關

機構會簽。

此外，巴西對玩具進口實施非常嚴格的檢測要

求，要求進口玩具必須在巴西選定的五家國內實驗

室進行強制性抽樣檢測，而不認可其他實驗室的測

試報告。

巴西也要開始對進口家電實行強制認證。從

2011年7月1日開始，87類巴西國產或進口家電及
其相關產品（包括工業用電器產品）在市場上銷售

前應通過強制措施品質認證。法令規定，自2011
年7月1日起，禁止家電企業或進口商生產或進口
未通過品質認證的產品。涉及的產品主要包括：吸

塵器、電熨斗、電烤爐、理髮剔鬚用具、烘烤機、

縫紉機、充電器、電熱毯、電子手錶、按摩器、吹

風機、家用割草機、投影儀、水泵、烘乾機、空氣

篩檢程式、熱水器、滅蟲器、壓榨機、電烤肉架、

電磁爐、電動牙刷等。

巴西苛刻的進口政策，攔住了不少產品的進

入。成品要出口到巴西似乎比較困難，在巴西的自

由貿易區設立加工廠，充分利用巴西的一些稅收優

惠政策，可能是進入巴西一種比較好的選擇。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

根據世界銀行(2008)年6月7日所發表報告指
出，拉丁美洲大國巴西，其出口貨品雖然多元化，

但與國際市場整合的程度仍小；巴西也是全球32
個出口成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巴西農產品出口仍

須繳納高額稅捐。在進口方面，巴西對大多數商

品的進口關稅平均稅率為17%，其中最高稅率達
35%，這個稅率就全球而言並非最高，但卻高於拉
丁美洲的平均關稅稅率。 
該報告並指出，在125個國家中，巴西之貿易障

礙(對進口的設限程度)排第92名，位於中國、巴拉
圭、智利、烏拉圭、俄國、玻利維亞及委內瑞拉

之後，阿根廷排第96名。香港及新加坡設限程度
最低，瑞士排第4名，美國排第11名，歐盟排第21
名。 
目前巴西的貿易額占國民生產總額25.9%，這

個比率比拉丁美洲平均值6%高出許多，亦比部分
已開發國家之21%為高，中東國家比率最高，達
39%。 
另根據WTO 2009年對「巴西貿易政策之評估

報告」 顯示，巴西增加整體關稅保護，最簡單
的平均適用關稅由2004年元月份的10.4%上揚至
11.5%，主要原因是非農業產品平均關稅上揚1.1
個百分點，來到11.6%；而農產品(WTO定義)平均
稅率仍維持在10.1%的水準。進口最高稅率35%適
用範圍，主要為輪胎、紡織、服務和汽車，占所有

進口項目比約為4%。巴西所有適用關稅都是依價
(ad valorem)計算。在進口約束稅率方面，平均為
30.2%，降低約束稅率與適用稅率之間的差距，廠
商可望因此受益，因為可以增加對巴西貿易的可預

測性。

易言之，巴西雖是南美的消費大國，但進口成

本較高，尤以日用消費品稅率較高。巴西政府為了

保護本國企業的利益，對進口的貨品設置了層層障

礙。如巴西進口貨物一般以ＣＩＦ計價，並徵收高

額的關稅，一般進口商品完稅後的成本價是ＣＩＦ

價的１.８∼２倍。
巴西與進口稅有關的稅收主要有三項：進口

稅（ I . I）、工業產品稅（ I .P. I），貨物流通稅
（ICMS），進口稅和工業產品稅是聯邦稅，貨物
流通稅是州稅，不同的州貨物流通稅也不同（聖保

羅約為18%、南部州13-14%、北部州7-8％）。特
別是巴西的關稅調整無需送交國會批准，而由行政

機構直接公佈生效，因此常會出現今天公佈，明天

國際
商情

■  余慕薌

巴西貿易巴西貿易障礙觀察障礙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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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給職，屬義務協助推動我國的實質經貿外交工

作。

接著，洪秘書長報告了本會今年的主要工作項

目。大致可以分為國際與國內工作兩大類。在國際

工作方面，我國除了常態性的每年參與PECC大會
與常務委員會等國際會議之外，近期在國際參與的

重大成果包括：

成功加入PECC核心小組-執行委員會（23席僅
取11席）3；

PECC四席主席位置，本會即佔兩席（財委會、
特別基金管理委員會）4，亦即本會在PECC擁有
相當的主導地位；

參與PECC旗艦研究計畫「區域現況（State of 
the Region, SOTR）」報告，SOTR計畫每年將成
果呈報APEC部長會議參考；
今年3月15日，我國參加PECC外圍的「亞洲企

業高峰會」，由本會協助議題研擬工作。我國代表

辜濂松所提的擴大「清邁換匯機制」與「以東亞整

合前進亞太自由貿易區」等倡議，皆獲得同意並成

為會議宣言的一部份。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親自參

加「亞洲企業高峰會」閉幕接受會議宣言，並承諾

將宣言提交今年APEC領袖會議討論。
此外，本會歷年積極倡議並參與PECC國際計

畫，倡議建立區域債券市場、分享我國中小企業成

就、並主導永續發展與綠色經濟議題。

同時，本會亦積極進行雙邊交流，今年將持續

去年經驗，邀請國際政經專家，來台進行研究討論

與意見交換。 
而在國內工作方面的成果則有：每月進行亞太

重要議題研析；發佈國際經濟議題與趨勢分析；每

月出版「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每季出版“Asia 
Pacific Perspectives”英文季刊；出版「太平洋
區域年鑑」；維護CTPECC網頁（區域經濟整合
網）；此外，針對區域重要議題，邀請專家，每季

舉辦「太平洋企業論壇」，並每年舉辦「亞太青年

事務培訓營」，及其他亞太區域議題座談會。

2009年3月22日，本會赴立法院外交暨國防委員
會進行報告。本會之上級主管機關為外交部，故由

外交部林次長永樂首先進行了報告。

林次長首先說明，「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PECC）」係亞太地區產、官、學借貸表組成之
區域國際經濟合作組織，PECC作為亞太各會員討
論區域經濟合作及其他重要議題之平台，目前已發

展成為APEC重要智庫，歷年均積極向APEC提出
建言並屢獲採用。

林次長指出，我國係透過「財團法人太平洋經

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於
1986年加入PECC，歷年來積極參與PECC，厚植
人脈並研究議題，已在PECC建立了主導地位。我
國目前擔任常務委員會成員、執行委員會成員、財

務委員會主席、特別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等重要職

務，並每年舉辦「太平洋企業論壇」、「太平洋經

濟共同體研討會」以及出版研究刊物等。相關研究

與辦理國際會議或活動成果，除提供外交部參考之

外，亦間接對APEC之議題發展發揮影響力，符合
我國家利益。

在林次長的報告之後，本會洪秘書長德生接著

就本年度的會務運作情形與成果提出了報告。

洪秘書長首先簡要說明，成立於1980年9月的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是一個由亞
太地區產、官、學界代表共同組成的國際性經濟合

作組織，我國於1986年入會並享有與其他會員完
全平等之權利與地位。我國委員會名稱是「太平洋

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英文簡稱為

CTPECC1。

洪秘書長接著指出，本會設立目的為加強太平

洋地區之國際經濟合作關係，促進經濟合作。並以

民間力量，協助強化我國對外的實質經貿外交。由

於PECC其他會員國都不是我國的正式邦交國，因
此這是一個與非邦交國，諸如美、加、紐、澳、

日、韓、東協等進行第二軌道經貿文化交流的重要

平台。本會設有董事會，根據本會捐助章程，董事

分別遴選自產、官、學各界代表2。且本會董事皆

會務
動態

■  編輯部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赴立法院報告赴立法院報告

1 CTPECC為了加入PECC，於1984年成立，但董事會於1991年正式成立，第一任董事長為辜振甫先生。
2 現任(第七屆)當選董事名單如次：辜董事長濂松、侯副董事長清山、洪副董事長德生、張副董事長安平、江董事丙坤、林董事碧
炤、周董事京懷、高董事志尚、陳董事博志、章董事文樑、黃董事有才、黃董事介正、黃董事茂雄、趙董事藤雄、傅董事棟成、單
董事驥。

3 執委會共11席，分別是澳洲、加拿大、智利、中國、印尼、日本、韓國、紐西蘭、新加坡、中華台北、美國。
4 財務委員會共有五席，包括：澳洲、智利、日本、新加坡、美國、中華台北，而特別基金保護委員會有五席，包括汶萊、中國、韓
國、新加坡、中華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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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 」係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出版，為國內產官學所組成的
非營利性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對於本刊物內容有任何指教者，請逕洽本會編輯部執行編輯黃國治，更改收件

資料請洽林金鳳小姐。

連 絡 地 址：台北市德惠街16-8號7樓
連 絡 電 話： （02）2586-5000分機 529、535 
傳 真： （02）2594-6528
P E C C 網址： http：//www.pecc.org
CTPECC網址：http：//www.ctpecc.org.tw/

意見箱

會議簡介：會議簡介：

為了回應全球化的挑戰、及因應自2008年以來，全球經濟持續衰退的危機；近年來亞太地區也逐漸認
知到經濟成長與知識經濟、能源安全及氣候變遷等問題的關連性。有鑑於日本即將於今年11月13-14日在
橫濱舉行APEC領袖高峰會，而「以知識為基礎的成長」是其主要議題之一。又值此經濟危機逐漸脫離谷
底之際，著實有待其他結構性因素的轉變及新技術的研發，以進一步推動經濟成長。現下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科技之發展，儼然已成為新世代的商機以及技術，故我國如何能在促進雲端科技產業發展的同
時，借鏡亞太主要國家的雲端產業發展趨勢，以提高我們在相關產業的競爭力，以適時因應經濟復甦後新

的經濟模式對新的產業的需求，將是本次會議希望達成的目標。

故我等欲假2010年度第一場的「太平洋企業論壇」，針對未來亞太地區於雲端運算產業裡的供應鍊分
佈情形，做一深入淺出的說明與介紹；並就我國與亞太區域於雲端運算產業裡的重要性、及未來之趨勢發

展，透過本論壇集思廣益、藉由多方對話以增進各方對該議題的瞭解，於我國未來之因應對策激發更多的

火花，以看清局勢、因應局勢，並掌握相關產業發展之契機。

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民國 99年 4月 19日 (星期一 )
會議地點：會議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信義路 5段 1號 103教室 )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
　　　　台灣經濟研究院

會議議程（暫定）：會議議程（暫定）：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3:30-14:00 與會人員報到

14:00-14:10 主持人致詞暨會議緣起介紹 CTPECC洪德生副主席
14:10-14:30 專題演講: 我國與亞太區域在雲端運算產業裡的重要性（題目暫定） 工業局電子資訊組呂正華組長

第一場次：亞太地區於雲端運算產業裡的供應鍊分佈

14:30-14:35 主持人 CTPECC洪德生副主席
14:35-15:15
(每人20分鐘)

與談人 擬邀業界代表(接洽中)
與談人 資策會產業情報所詹文男所長

15:15-15:35 問題與討論

15:35-15:50 中場休息

第二場次：如何在雲端運算中找到台灣科技業的下一個春天

15:50-15:55 主持人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邱達生副研究員

15:55-16:35
(每人20分鐘)

與談人 Symantec 莊添發資深技術顧問
與談人 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 陳豫德經理

16:35-16:55 問題與討論

活動
訊息 2010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2010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雲端運算:「雲端運算: 亞太地區的下一個科技革命」 亞太地區的下一個科技革命」

連絡專線：連絡專線：台灣經濟研究院（02）2586-5000轉 529林小姐或轉 533藍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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