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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簽署後
區域經濟整合的動向及因應

中經院WTO及 RTA中心副執行長
 文《李淳》 

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並
於 2018年底生效。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後，更加速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之談
判，並順利於 2020年 11月簽署，隨著 CPTPP及
RCEP陸續完成或生效，加上美國拜登新政府即將
上任，對於亞太區域經濟之動向，以及對我國與
臺商之影響，值得關注。

前言

由於亞太地區是全球供應鏈的核心，原本區
域經濟整合的發展就很熱絡，且區域貿易（自由
化）協定有大型化的趨勢。然而美國川普總統於
2016年 (民國 105年 )上任後立即退出「跨太平
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且宣布其僅對雙邊經貿協定有興趣，使
得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前景面對極大之挑戰。所
幸 TPP繼續在日本領導下更名於「跨太平洋夥伴

2020年 11月 15日，東協與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澳洲、紐西蘭共 15國透過視訊簽署 RCEP，
越南總理阮春福 (左 )等人在虛擬簽字儀式上拍手歡呼。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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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之進展及影響

東南亞國協10國以及紐澳、中國大陸、日本、
南韓與紐澳等 5國在 2020年 11月 15日正式簽
署 RCEP協議。此項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協定之談判
始於 2012年，共歷時 8年方完成，且整體關稅
廢除率達 91%。未來 RCEP之生效條件，為必須
獲得至少 6個東協國家及 3個非東協簽署國提交
RCEP協定批准書於存放機構，在完成上述批准程
序的 60日後，RCEP即可正式生效，一般預計最
快也需至 2022年方會生效。

RCEP之影響力對臺灣看似頗大，主因係中國
大陸為 RCEP成員國，亦即我國對 RCEP之出口雖
佔我國出口貿易近 6成，惟其中有 28%係出口到
中國大陸。不過 RCEP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貿協
定，因為其包含了兩個功能。第一個功能，是針
對目前已經生效超過 10年、東協跟 5國所簽署的
4個「東協加一」自貿協定（FTA）（東協―中、
東協―日、 東協―韓及東協―紐澳）進行合併，
同時更新內容。第二個功能，則是把中、日、韓、
紐澳 5個外部夥伴間的失落環節（missing link，
尚無自貿關係者），藉由 RCEP建立自貿關係。這
個特別的差異性質，意謂對臺灣的影響也需要分
兩部分來觀察。

一般而言，自貿關係指的是給彼此優於「世
界貿易組織」（WTO）的關稅、檢驗、通關、投
資及透明化等待遇。目前臺灣最擔心的問題，是
競爭對手有無取得比臺商更好的關稅優惠。先看
東協市場，目前我國出口至 RCEP約 72%金額的
產品已免關稅，主要是我國出口至中國大陸、日
本、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國的最大宗項目為積體
電路、半導體等資通訊產品，這些產品已因資訊
科技協定 (ITA)及第二代資訊科技協定 (ITA2)降至
零關稅，等於 RCEP對我國 7成出口無任何影響。

再看剩下的 3成要付關稅的產品，主要是電
機、紡織、塑化及鋼鐵，RCEP的「新增」雖有影
響但仍有限，由於RCEP是升級版，不是全新改款，
因而衝擊的關鍵在相較於過去「東協加一」新增
了多少優惠。

以越南為例，新增的關稅優惠大約涵蓋了 6%
至 7%的產品，因此不少我們擔心的產品都影響
有限。以針織品為例，我國出口越南跟競爭對手
中國大陸的關稅相同都是 12%，但在 RCEP下，
越南並未額外對大陸降稅。又如塑化ABS聚合物，
越南承諾對韓國降稅，但要分 10年才完成，由於
東協 4個 FTA已經生效 10餘年，我業者歷經痛
苦轉型升級或重新布局，多數已找到調整解方。
近年來臺灣在東協市場進口佔有率不減反增：從
2017年起前進 2名，成為東協第 5大進口來源。
反觀日本近年進口率逐步下降、韓國則起伏不定，
顯示 FTA固然有挑戰，臺灣經過辛苦調整，也找
到因應方式。

RCEP最大影響，來自中日、日韓這 2個不再
失落的新自貿關係。中國大陸佔我國出口 3成，
未來日本產品若因 RCEP享零關稅，臺廠會有額外
壓力，我國目前出口大陸關稅較高的重要產品為
液晶面板、工具機及塑化製品。立式工具機方面，
陸方並未調降日、韓關稅，維持現狀；液晶面板
大陸確實對韓國有降稅承諾，但要第 10年；塑化
ABS聚合物也對韓國降稅，但時間更長達 19年。

以上 RCEP額外自由化規模小、自由化時間長
的特徵，讓臺灣取得時間的調整彈性，立即威脅
較少。然而此一結構並非意謂自貿協定都沒衝擊，
而是因為 RCEP屬於野心較低、開放較和緩的協定
（檢驗調和、通關、投資也是類似性質）。同時，
我國業者不是因此沒有挑戰，如面板、機械持續
面對來自紅色供應鏈的威脅，只是 RCEP帶來的額
外壓力較低而已。

臺灣積極提高產品競爭力，強化與亞太供應
鏈連結 ，以降低 RCEP形成的衝擊。圖為 

2019 COMPU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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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雖如此，我國石化、紡織、鋼鐵、電機等
產業，在東協市場仍面臨高於對手的關稅，競爭
壓力持續存在。部分臺廠面對壓力，加速產品的
差異化、拉開價格區間，或赴東協設廠生產，改
善了競爭劣勢。對於改善速度較慢、能量受限的
臺廠，則是政府要加大協助力道的對象。因應之
道，除加速爭取加入 CPTPP外，近年供應鏈重組
帶來的機會，也是臺灣可積極把握，回應無法加
入 RCEP的重要策略。

亞太區域整合之展望

RCEP及 CPTPP之完成對於在 APEC架構下推
動之「亞太自貿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有正面意義。2014年 APEC領袖
宣言採認的「推動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北京路徑
圖 」（Beijing Roadmap for APEC’s Contribu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TAAP）中，各國便強調未
來 FTAAP將以 TPP與 RCEP兩大區域貿易協定作
為支柱及推動之基礎。

然而未來仍有變數。首先美國川普政府並不
支持 FTAAP，但新任拜登明白表示支持多邊主義，
故是否會改變美國對 FTAAP之立場，值得關注。
其次，或許是長期目標，短期內美國對 CPTPP之
立場更為關鍵。

CPTPP是從美國歐巴
馬政府時代推動的「跨太
平洋夥伴協定（TPP）」
轉化而來，然而拜登及其
副手賀錦麗卻多次指出對
其部分內容（特別是勞工
及環保）不甚滿意，要重
返必須重談，不過拜登確
定當選後，華府諸多權威
智庫對於拜登要如何落
實其「重返領導、連結盟
友、重振多邊主義、重視
印太」4政見上，均不約
而同指出 WTO及 CPTPP
是美國展現對印太區域之
重視及連結盟友的最佳
選項。反之，若 RCEP及
CPTPP美國都缺席，亞太
各國走出自己的道路，美

國重返領導地位只是空談，言者諄諄，對拜登必
然產生壓力，對於重返 CPTPP，是否會出現如同
美中貿易戰的情況，選前主張是川普的主要錯誤，
選後改口暫不退場，值得注意。

另一個變數則是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表
示將積極考慮加入 CPTPP。習近平的完整發言，
是說中國期待「早日建成亞太自貿區，同時歡迎
RCEP完成簽署，也將積極考慮加入 CPTPP。」將
這三個關鍵字連在一起講的意義，或許是在彰顯
中國大陸致力推動 FTAAP的立場。

以目前 CPTPP的規範義務，中國大陸要加入
仍有相當多的挑戰，不過也有人擔心北京加入意
願，會影響臺灣的申請。其實，若大陸果真為加
入 CPTPP而推動體制改革（例如解除網路及 App
封鎖、揭露完整國企清單、減少產業扶植），
臺灣及全球受益程度可能不低於各國直接加入
CPTPP，應該樂觀其成，不過目前尚未見到推動改
革的跡象。

供應鏈重組區域整合趨勢

區域整合是以跨國間之法律工具（FTA協定）
消除貨物、資金、人才等資源移動限制之解除為
手段，提升各國經濟福祉為目標。然而，在達到
前述目標未必只能仰賴 FTA為基礎，實際上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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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來的全球 /跨國供應鏈之發展，也是一種經
濟整合之表徵，只不過這種整合是產業部門及企
業間的跨國整合。

觀察全球供應鏈的發展足跡可發現，過去 30
年來供應鏈網路的生長基本是以能力、效率為脈
絡養分，FTA協定是加分項目但非基本條件。中國
大陸的崛起就是最好的案例；中國大陸迄今跟西
方市場沒有任何一個 FTA，卻一樣成為連美國、歐
盟都深感威脅的供應軸心。在此情況下，雖然臺
灣加入 FTA協定限制很多，但全球臺商串連起來
的臺商供應鏈生產網絡，填補了部分的衝擊，支
持了臺灣經濟的持續發展。

在此背景下，目前美、歐、日等主要國家
積極推動的全球供應鏈網路結構重整，除了「能
力」、「效率」外，又加入了「信賴」、「安全」
等新條件，這四個關鍵因素的有無，同樣是能否
參與供應鏈的關鍵。臺灣雖然 FTA協定的加值比
較少，但絕對具備「能力、效率、信賴、安全」
的條件，雖然比他國辛苦一些，但並非無路可走。

臺灣因應之道

面對亞太各種經濟整合加速趨勢，臺灣因應
的目標清晰，就是如何維持臺灣在供應鏈中的核
心地位。對此，企業有其因應之道，但在政策上
有幾點需要儘速加強改變之處。

第一，要更加重視全球臺商網絡。目前政府
鼓勵與吸引臺商回流，但臺商赴東協投資生產，
就等同於在企業層級加入了 RCEP，而供應鏈重組
更需要有新的海外布局思維。建議政府可考量成
立專責單位，協助中小企業以美、日、東協及印
度為目標的海外布局。

第二、不能只有資通訊，要更重視其他製造
業。目前臺灣出口榮景是靠資通訊業帶動，成績
亮眼。但機械、金屬、化學等工業基礎卻十分吃
力，光看合併後的數據，暗點就會被亮點遮蓋。
建議政府應成立專責單位，協助非資通訊部門的
發展。

第三，要全力建立臺灣是「信賴、安全」夥
伴的機制及品牌，確保臺灣繼續滿足任何供應鏈
的資格，此外，全力推動加入CPTPP亦有重要性。
雖然我國出口 CPTPP之 11國零關稅比重同要超
過 7成，但 CPTPP有很多超越 RCEP的意義。首
先 CPTPP現有成員均為美國、日本推動可信賴及
安全供應鏈遷移的潛在對象，加上美國可能重返，
其作為下世代供應鏈變革基礎的可能性持續增
加。其次，CPTPP最主要的意義，在於其中包含
例如管制影響評估、行政透明化及利害關係人意
見徵詢、科學風險評估等許多行政程序改革及現
代化義務，均與臺灣推動行政現代化之方向相同，
臺灣需要加入這種高標準協定，以藉由國際義務
作為加速國內改革速度之動能。我國前一次進行
大規模經濟體制改革，包含廢除菸酒專賣、開放
電信市場並改制電信總局、郵政公司化、經營保
險開放等，都是 1990年代為加入WTO所推動之
改革經驗。

加入 CPTPP並非免費午餐，「日本五縣農產
品與食品」問題同樣是禁止進口有無科學證據的問
題。隨著各國都已陸續放寬限制，我國應可以開始
思考分階段開放的方式，先針對如千葉縣等距離遠
的地區先行開放部分數量再慢慢擴大，用漸進式的
方式找到食安及加入區域整合的平衡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