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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貴委員會邀請，就「『一帶一路』、『TPP』、

『RCEP』發展現況對我國全球經貿戰略布局之影響與

因應作為」進行報告，以下謹提出本會說明，敬請各

位委員先進指教。

(一)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具政經戰略：

1.中國大陸為解決經濟減速、產能過剩、發展不

平衡的問題，並藉掌控「陸權」、「海權」，以

經濟合作擴大政治安全影響力，其領導人習近

平於 2013 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包括「絲綢

之路經濟帶」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2.據相關資料，「一帶一路」沿線有 44 億人口、

65 個國家，約占全球人口的 63％、全球貨物

與服務貿易的 24％。陸方對外說明「一帶一路」

係為加強與沿線國家的「五通」合作（政策溝通、

設施連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並在 2014

年 12 月成立絲路基金，2016 年 1 月啟動亞投

行運作，作為「一帶一路」的兩大資金平臺。

(二)過去發展已初見成效：中國大陸發改委於今

（2017）年 3 月宣稱，中國大陸已與近 50 個國

家簽署合作協定、與國際組織簽署 70 多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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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在交通運輸方面，中國大陸已與沿線國

家簽署 130 多個涉及鐵路、公路、海運、航空

和郵政的雙邊和區域運輸協定。

(三)舉辦「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以檢視成果並展現

積極意圖：

1.本（106）年 5 月 14 至 15 日中國大陸於北京

召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共有

29 位國家元首及政府領導人出席論壇，一向

不表支持的美國亦派員與會，另有 130 多個

國家及 70 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民間團體、

企業家等參與，與會人數達 1,500 多人。

2.習近平於本次論壇宣布在既有 400 億美元絲

路基金的基礎上，再加碼 1,000 億元人民

幣，並提供 3,800 億元人民幣專案貸款。此

外，提出「經濟全球化」及開放與包容等，

以提高在全球經濟話語權。

3.習近平亦重申「和平共處五原則（互相尊重主權

及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

共處）」、「不會重複地緣博弈的老套路」、「不

排斥也不針對任何一方」，以減少相關國家疑

慮。

4.中國大陸在論壇前夕宣布亞投行會員增為77

個。習近平在會後記者會宣布與有關各方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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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合作協議達 68 個，並通過聯合公報，指出

將努力促進在 WTO 框架範圍內的開放型多邊

貿易體系，重申在公平競爭基礎上擴大貿易

及投資的重要性。惟據報導，歐洲多國因對

環保及採購透明化仍有疑慮，拒絕簽署。

5.中國大陸與越南簽署聯合公報，內容明載越

南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支持兩岸統一及

反對臺獨。

(四)「一帶一路」面臨經濟及政治風險與困難：

1. 「一帶一路」相關建設投資金額龐大，且涉及

多國參與，財務及債務負擔問題不易解決。國

際評級機構惠譽指出，未來投資回報是否足以

清償債權人，存在高度不確定性。中國大陸是

否有足夠財力，以及如何藉亞投行資金平臺推

動計畫，許多國家仍存觀望態度。

2. 「一帶一路」沿線地緣政治關係錯綜複雜，本

次印度即因不滿「中巴經濟走廊」方案，計畫

在印巴主權爭議的喀什米爾地區興建水壩而

缺席峰會。此外，中亞絲綢之路沿線及東南亞

地區具有重要區位優勢、豐富自然資源、各界

矚目的新興市場等，中國大陸及美國在此區域

角力已久，且各國對於中國大陸的積極態度，

仍存有戰略控制疑慮及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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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PP 由 12 個會員國（美國、新加坡、紐西蘭、汶萊、

智利、澳洲、秘魯、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加拿大及日

本）於 2016 年 2 月 4 日簽署，依 2016 年 IMF

統計數據，含美國在內 12 個會員，TPP 經濟規

模達 28.5 兆美元，涵蓋全球 38% GDP，其中，

美國及日本佔我對外貿易總額 23.3%。

(二)美國總統川普於本年 1 月 30 日宣布退出 TPP

後，外界雖大多認為 TPP 發展前景黯淡，但日

本仍有意主導不含美國的 TPP 生效磋商，並期

待在 TPP 生效後美國回歸 TPP，惟川普政府似

已決心放棄 TPP。此外，澳洲及智利等國亦曾

表示歡迎中國大陸參與 TPP 談判。目前 TPP11

個會員對於 TPP 的未來存在不同看法，後續發

展仍待持續觀察。

(一)RCEP 係由「東協（汶萊、印尼、馬來西亞、柬埔寨、

寮國、新加坡、緬甸、越南、菲律賓及泰國）加 6（中國大

陸、韓國、日本、澳洲、紐西蘭及印度）」共 16 國組成，

主要由東協主導，自 2013 年初啟動 RCEP 相關

談判。2016 年 RCEP 占我國貿易總額 58.6%，達

2,995 億美元，我國對 RCEP 成員之累計投資額

占我國對外投資額之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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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於 RCEP16 個成員經濟發展程度差異大，且多

數東協夥伴間未簽署雙邊 FTA，各成員立場歧

異，難以達成共識。本（106）年 3 月 3 日 RCEP

完成的第 17 回合談判，僅就經濟技術合作及中

小企業議題達成共識，針對貨品貿易、服務貿

易、投資、智慧財產權等重大議題仍存歧見。

第 18 回合已於本（106）年 5 月 2 日至 12 日(菲

律賓)召開，第 19 回合暫訂於 106 年 7 月於印度

舉行。依目前進展，在今年底前完成 RCEP 談判

恐不樂觀。

在美國川普總統傾向以雙邊協定取代多邊或區

域經濟整合、TPP 前途未卜的情況下，不排除

部分亞洲地區國家將重心轉向 RCEP 與亞太自

由貿易區(FTAAP)的可能性，由於中國大陸是重

要參與國之一，我未來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將面

臨更多考驗。

(一)「一帶一路」相關建設都透過中國大陸國營企

業與地方政府推動，海協會會長陳德銘雖曾多

次率臺商考察「一帶一路」，惟臺商著力點及獲

利機會不多。沿線國家對工業化製造和產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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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資本的需求雖大，但基本上仍掌握在中國

大陸國企手上，目前大陸臺商參與機會極為有

限，具體商機不明顯。

(二)若大陸持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是否造成

運輸及物流成本大幅下降，增進中國大陸與他

國產能合作及建立跨境產業鏈，而對未來臺灣

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及全球供應鏈布局造成挑

戰，本會將持續密切關注。

(一)臺灣是小型經濟體，經濟成長依賴對外貿易。

中國大陸是我國重要經貿往來對象，且彼此仍

存互補及互利互惠空間。我政府自去年 520 以

來，持續向陸方釋放善意，並依中華民國憲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相關法令處理兩岸事務，

希望中國大陸可以考量新情勢，展現彈性與善

意，以增進民眾福祉作為改善兩岸關係新起

點，思考雙方互動的新模式，讓兩岸累積互信，

為未來兩岸經貿互利雙贏、互榮發展尋找可能

性。

(二)政府將持續落實並穩健推動兩岸已生效的 21

項協議，並配合立法院，及早推動通過兩岸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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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監督條例立法，以利推動後續兩岸協商，並

為兩岸經貿繁榮、和平穩定發展創造條件。

(一)為強化經濟活力和自主性，積極參與區域經濟

整合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政府已成立「行政

院國際經貿策略小組」，持續針對新的情勢，檢

視我相關經貿措施及法規，進行體制調和工

作，做好準備。並將密切掌握 TPP/RCEP 發展動

態，表達參與意願，同時透過參與其他區域經

濟整合活動，多元布局全球市場。

(二)政府將持續推動新南向政策，爭取更多市場商

機，惟絕非取代中國大陸市場。「新南向政策」

與「一帶一路」是完全不同的模式，兩岸在區

域發展上存在共同利益及不同優勢，未來不排

除在適當時機，和對岸就相關議題及合作事

項，展開協商和對話，促使新南向政策和兩岸

關係相輔相成，創造區域合作新典範。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 委員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