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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 年 12 月 30 日正式生效的 CPTPP，同時具有地緣政治、地
緣經濟與地緣科技的價值。伴隨著英國、中國、台灣、韓國等國的加
盟申請，CPTPP 正在快速地擴大其影響力。而日本、中國與韓國也提
出外交與貿易戰略，因應 CPTPP 架構下的互動關係。日本是透過經
濟安全保障概念，將 CPTPP 與其「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戰略相
結合。中國是將 CPTPP 視為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及突破美國經濟圍
堵的關鍵。韓國則是善用既有 FTA 網絡，創造其參與 CPTPP 的優勢。
而 CPTPP 架構下的印太經貿發展，將因日中韓三國互動而出現變化。
關鍵詞：CPTPP、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科技、經濟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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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進入 2022 年之後，全球主要的媒體大多聚焦於下述三個重要議題。第
一，俄烏戰爭。俄羅斯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以阻止北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東擴，去除烏克蘭境內的新納粹主義（去納粹
化）為由，對烏克蘭展開特別軍事行動，俄烏兩國進入戰爭狀態。第二，
新冠肺炎新變異株 Omicron 強勢崛起，一度導致各國防疫陣腳大亂，全球
疫情再度升溫。第三，中日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正式啟動。對日本、中國與韓
國而言，在相關經貿協議談判進度不如預期之際，RCEP 是日中韓首度簽署
的自由貿易協定，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影響巨大。
依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的試算，RCEP 生效後受惠最大的國家為日本。在
新增的 420 億美元經貿利益中，日本可望獲得 202 億美元（汽車、鋼鐵與
化學為主）的貿易利益，其次為中國的 112 億美元，再次為韓國的 67 億美
。對出口導向的日本與韓國來說，市場的擴大意味著 GDP
元（NHK，2021）
的成長。以日本為例，根據日本政府的分析，RCEP 的完全生效將會為日本
GDP 帶來 2.7% 的成長（木 内 登英，2022）。就內容來看，日本出口中國的
無關稅品類比例，今年將從 8% 提升至 25%，最終提升至 86%。
對中國來說，隨著 RCEP 的生效，中國近 30% 的出口都可以實現零關
稅待遇（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21）
。而中國今年對日本的無關稅品類
則為 57%，最終將提升至 88%。這意味著，中國企業將以更低的成本進口
先進技術、重要設備、關鍵零組件、日用消費品、醫藥和護理設備，及進
口設計研發、節能環保等生產性服務，以推動中國產業與市場消費的升級。
對韓國而言，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預估，韓國未來 10 年 GDP 將
因 RCEP 的啟動而增長 0.41% 至 0.51%。主要是因為 RCEP 生效後，中國對
東協國家的出口將增多，間接導致大量出口中間財的韓國也會進一步增加
對中國出口。此外，RCEP 的啟動有助於促進中日韓三國的經濟合作。在中
日韓三國間，目前只有中韓兩國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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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間都尚未簽署 FTA。RCEP 的簽署不僅為中日、韓日之間形成了間接
FTA，也可為日中韓開展新的經濟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機（白雲飛，2020）。
在此發展脈絡下，中國商務部於 2021 年 9 月 16 日，向『跨太平洋夥
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秘書處所在地的紐西蘭，提交了申請加入 CPTPP 的書
面信函。之後，台灣也於同年 9 月 22 日正式提出加入 CPTPP 的申請。韓
國則 2018 年 12 月 30 日生效的 CPTPP，即成為觀察日中韓經貿關係互動趨
勢的重要平台。有鑑於此，本文將從亞太經貿格局變化以及經濟安全概念
的發展趨勢著手，分析 CPTPP 的地緣價值，進而論述日中韓經貿關係的發
展與相關國家的戰略思維。

貳、經濟安全保障與 CPTPP
一般而言，國際政治經濟領域所指稱的區域經濟整合，是指區域上或
地理上接鄰的國家，透過彼此合意的協定建立互惠的制度，以去除生產要
素的移動限制，使區域市場逐漸合而為一的過程。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區
域經濟整合可以消除域內資源分配的失衡，並透過產業的整合優化進行經
濟結構的互補，以達成縮小區域內部經濟差異，提升區域經濟發展的目的
（Pelkmans, 2011）。從政治的觀點來看，區域經濟整合除了可以減輕區域
內部的政治紛爭，建立區域國家的信賴關係之外，也可以強化區域整體的
國際影響力（Kodama, 1996）。
大多數的研究均顯示，區域經濟整合範圍的擴大，會直接提升區域整體
的經濟成長率（日本 経済 研究 センター，2007；童振源，2009）
。即便如此，
若區域國家之間缺乏一定程度的「經濟互賴」（economic interdependence）與
「文化關聯」（culture linkage），就不易形成經貿協議的交流平台與合作機
制。值得注意的是，從 1980 年代中期開始蔓延的全球化趨勢，一方面加速
了歐盟（EU）與其他區域經濟整合的形成（如北美地區的 NAFTA），另一
方面則是促成了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立。在亞太地區，則是在全球
化趨勢與亞洲金融風暴的共同影響下，發展出以東南亞國協（ASEAN）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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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所形成的各種雙邊與多邊的 FTA 協定。
伴隨著 ASEAN 在經濟制度上進行協調與合作，並推動「ASEAN 自由
貿易區」（AFTA）的發展，中國、日本與韓國為了維繫與強化其與 ASEAN
的經貿關係，紛紛與東協簽署 FTA，逐漸形成以「東協加三」（ASEAN＋3）
為基礎的「東亞自由貿易地區」（East Asia Free Area）雛形。另一方面，東
亞地區三大主要經濟體的中國、日本與韓國，在彼此經貿關係日益緊密的
發展趨勢下，也於 1999 年 10 月的馬尼拉「ASEAN+3」高峰會後，啟動「中
日韓 FTA」的構想。
自此之後，FTA 即成為日中韓三國建立各自經貿網絡關係的重要戰
略。然而，這三國的 FTA 戰略卻有些微差異。中國推動 FTA 的政治考量大
於經濟考量，因此締結對象是內部特別地區（如與港澳簽署的 CEPA），周
邊的發展中國家（如 ASEAN）
、資源國家（如智利、澳洲）與政治盟友（如
巴基斯坦、柬埔寨）為主。日本推動 FTA 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維繫日本
企業的生產與流通網絡，另一方面是為了確保生產資源與市場。因此，日
本除了推動商品自由化的 FTA，也強調投資自由化、保障智慧財產權的經
。韓國推動 FTA 的策略，是達至經濟最大效益為目的；
濟合作協定（EPA）
因此在簽訂對象國的選擇上，是以雙方貿易依存度的高低為優先考量（李
世暉，2012）。

一、經濟安全保障的崛起
在亞太各國 FTA 簽署風潮方興未艾之際，中國的經濟實力開始對周邊
國家乃至於全球經貿造成重大影響。2010 年，中國與日本在釣魚台海域發
生爭端後 1 ，中國乃以通關手續尚未完備為由，全面停止對日本的稀土出
口。由於稀土是日本汽車、電腦、手機、數位相機等製造業與科技工業商
品的必要原料，而日本又高度依賴中國稀土的資源；因此，當中國實施稀
1

是指 2010 年 9 月 7 日，中國的拖網漁船「閔晉漁 5179」在有主權爭議的釣魚台列嶼（日
本稱之為「尖閣諸島」）12 浬海域內，與兩艘日本海上保安廳船艦相撞。船長詹其雄當
場遭到扣留，並遭琉球那霸地檢署以「故意妨礙公務之執行」起訴。此一衝撞事件以及
中日兩國在領土主權上的強硬態度，導致中日關係的急速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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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對日出口管制之際，日本高科技產業與製造業界立即陷入一片混亂（李
世暉，2016）。
與此同時，中國積極建立本土電子產業的上下游與周邊產業，由原本
進口、採購零組件的政策，轉為扶持中國本地廠商生產與提供。在中國政
府的租稅優惠、利息補貼、限用國產等政策支持下，包括電腦及周邊產業、
通訊網路產業、電子產業、光電產業以及部分半導體生產製造在內，形成
完整的「紅色供應鏈」
。依據《日本經濟新聞》的調查，2020 年全球主要商
品與服務份額中，中國企業在 70 個調查項目裡，有 17 個品項佔據全球市
占率首位。包括移動通訊基地設備、車載電池、個人電腦、鋰電池隔膜、
太陽能面板、大型液晶面板、中小型液晶面板、鏡頭、國際信用卡品牌、
香煙、造船、大中型卡車、原油運輸量、粗鋼、洗衣機、冰箱、家用空調
領域等。這顯示中國在全球電子科技與家用產品供應鏈上，已產生強大的
影響力（黃欣，2021）。
在中國逐步建立其在全球供應鏈的主導地位之際，美國與中國在地緣
政治、地緣經濟上的競爭愈形劇烈，並成為 2018 年美中貿易衝突的背景。
之後，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紫光、華為、海康威視等科技公司，進
行嚴格的技術禁運；而關鍵軟硬體創新平台以及半導體供應鏈的管制，亦
日趨嚴格，揭開了經濟安全保障（economic security）的序曲。
在此脈絡下的經濟安全保障，可以定義為：政府透過國際政治經濟的
協調合作與國內制度的建立，維持、改善國家經濟與國民生計的理論思維
與政策方針。吾人可透過下列三個面向，來理解經濟安全保障的內涵。首
先是以經濟為手段，在國際社會中維護國家的健全與發展。此一層面所關
注的議題除了如何提升國家總體的經濟實力之外，對於資金、科技的管制，
也被列為經濟安全保障的範疇。其次是將經濟安全保障視為國家安全的根
本目標。此一層面所關注的議題，主要是維持戰略性天然資源（能源與重
要礦產）與戰略性社會資源（金融）的穩定供需關係。最後是將經濟安全
保障視為國家的核心利益。此一層面所關注的議題，包括國際經濟合作的
積極參與、國家經濟結構的合理化調整、核心產業與核心企業的競爭力強
化、國家經濟福利的整體保障等（李世暉，2015a、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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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2020 年之後，延續美中貿易戰與經濟安全保障氛圍，美國的經貿
戰略乃是持續規劃與同盟國（夥伴國）共享科技供應鏈相關情報，並在相
關生產品項互補，同時可在緊急時期迅速互通有無，進而擺脫對紅色供應
鏈的依賴。而於 2021 年 10 月上任的岸田文雄體認到，面臨戰略物資匱乏、
技術外流等課題，日本有必要建構強韌的供應鏈，進而構建自律型的經濟
構造。對此，岸田文雄提出「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並新設「經濟安保擔
當大臣」（首任大臣由小林鷹之擔任），來整合與規劃日本經濟安全保障的
相關資源、政策措施。
2021 年 11 月 26 日，日本政府成立「關於經濟安全保障法制有識者會
議」，聘任上山隆大、角南篤、土屋大洋等學者專家擔任委員，規劃「經濟
安全保障推進法」的重點。經過三次的專家會議，確定日本的經濟安全保
障相關法制是與夥伴國在高科技供應鏈、能源、醫療資源等「必要且須充
分 」（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 的 物 資 上 ， 達 成 「 戰 略 自 主 」（ strategic
autonomy）和「戰略不可替代性」（strategic indispensability）。而其主要的
政策概念，則被歸納為下列四項主要內容：供應鏈的強韌化、維持基礎建
設功能、專利的非公開化，以及確保基礎技術（NHK，2022）。
首先，在供應鏈的強韌化面向，日本來說，半導體、EV 電池等重要產
業所需之關鍵零件，必須透過政策來提高其在日本生產的比例。其次，在
維持基礎建設功能面向，在資訊、網路等國家安全思維的考量下，日本將
過去關注的國防設施，擴大至電信、能源與金融系統的軟硬體設備。第三，
在專利的非公開化面向，對於企業所擁有的敏感技術專利，由政府支付一
定之金額，要求專利擁有者不得公開專利內容。最後，在確保基礎技術面
向，日本政府整合國內產官學在敏感技術上合作的各項規定，以確保生物
醫學、AI、量子電腦、Beyond 5G（6G）、航空太空、新材料、機器人等敏
感技術的研發與應用。
在實際推動面向上，除了在內閣府下設立經濟安全保障會議，在經產
省設立經濟安全保障室之外，也透過日本外務省設立的「科學技術外交推
進會議」，以科技外交結合區域經濟整合，共同推動日本的經濟安全保障。
此一「科學技術外交推進會議」
，是由外務大臣科技顧問擔任主席，延聘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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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政治學者、科技政策學者、科技專家、國立開發研究法人的理事長等共
20 名成員。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安全保障所提及的供應鏈、敏感科技等領
域，日本的國際戰略是透過經貿與科技外交，與同盟國（美國）、夥伴國家
（歐盟、台灣）進行合作，其鎖定的經濟安全保障國際合作舞台主要是
CPTPP。
表 1：日本科學技術外交推進會議成員（2020 年～）
主席 松本洋一郎
（外務大臣科技顧問）
安宅和人 Yahoo Japan 策略長（CSO）

副主席 狩野光伸
（外務大臣次席科技顧問）
石井菜穂子

東京大學教授（國際合
作）

石村和彥

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AIST）
小川尚子
理事長

日本經團連產業技術
本部副本部長

梶川裕矢

東京工業大學教授（科技政
策）

金森サヤ子

大阪大學教授（保健政
策）

金子惠

國立情報學研究所（NII）副
教授（無線通訊）

川合眞紀

自然科學研究機構分
子科學研究所所長

北野宏明

Sony Computer Science
Laboratories, Inc. 社長

久間和生

農研機構理事長

佐橋亮

東京大學教授（國際關係）

武内和彦

地球環境戰略研究機
關（IGES）理事長

田中明 彦

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校長
（國際政治）

林春男

防災科學技術研究所
理事長

濵口道成

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理
事長

三島良直

日本醫療研究開發機
構（AMED）理事長

菱田公一

明治大學特聘教授（流體工
學）

永田恭介

筑波大學校長（病毒
學）

森田朗

次世代基盤政策研究所
（NFI）代表理事

若山正人

東京理科大學副校長
（數學）

資料來源：參酌外務省（2020）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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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PTPP 的地緣價值
2018 年 12 月 30 日正式生效的 CPTPP，是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政權
推動印太戰略的兩根支柱之一（另外一根是安全鑽石）
。因此，即便川普時
期的美國退出 TPP（CPTPP 的前身），日本也持續發揮其影響力來促成
CPTPP 的成立與發展。CPTPP 的條文，大致可將其特點分為下列四項。分
別是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全球供應鏈的規範（如檢疫、智慧財產權等）、
深化整合並兼顧成員國權限（如例外規定）
，以及對應國際社會經濟課題（如
勞動、環境等）（中川淳司，2017）。而在全球經貿版圖急速變遷，區域經
濟整合快速進展，以及科技產業供應鏈重組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CPTPP
的地緣價值，可從下列三個面向進行說明。
首先是地緣政治（geo-politics）面向。地緣政治的分析本質在於釐清國
。在國際政治系統出現權力分
際政治權力與地理環境的關係（Cohen, 1973）
化之際，以動態思維思考不變的地理特徵則是現代地緣政治概念的核心。
被視為印太戰略支柱之一的 CPTPP，在形成之初就有其地理上的概念意
涵。印太的地緣政治上意涵，是一種以超過 2 億 5,000 萬平方公里的「海洋
的聯結」
，來含納印度洋與太平洋周邊國家的泛地理區域設定，進而呈現亞
洲次區域體系之間的積極串連（楊昊，2018）
。而此一透過區域經濟整合的
跨域地理概念想像，再結合「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以及四方會談（日
本、美國、印度、澳洲）之後，直接影響區域內部的地緣政治結構。
其次是地緣經濟（geo-economics）面向。地緣經濟是從地理的角度出
發，分析特定區域範疇內以經濟手段來謀求國家利益的概念。在地緣經濟
時代，決定一國國際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經濟實力與科技力量為基
礎的綜合國力（Luttwak, 1990; 1993）。過去 10 年以來，印太地區國家的經
濟急速成長，不僅讓印太地區成為全球注目的焦點，也進一步深化該區域
的經濟交流與延伸貿易合作網絡，打造出具體的「市場的鏈結」
。諸如東南
亞與南亞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包括東協經濟共同體（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的建成、印度市場的興起等，均使得亞洲經濟整合的過
程日益複雜、開放且多元（楊昊，2018）。印太經貿與市場的鏈結，除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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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在既有雙邊貿易協定與投資計畫上，巨型區域主義（mega-regionalism）
的 CPTPP 已成為域內國家關注的焦點。
最後是地緣科技（geo-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8 年開始的美中貿
易衝突，改變了主要國家經濟外交領域的政策順位。冷戰結束之後，主張
市場開放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推動了 WTO 的成立，並加速
推進了全球化的發展。一時之間，降低、廢除國際貿易壁壘，以及以效率
運用全世界資源的思維，成為進步的象徵。然而，當科技成為國家競爭力
的核心要素後，「由誰來定義、控制未來科技模式、架構與議程」的地緣科
技就顯得異常重要（李世暉，2020）
。而在地緣科技所延伸出的科學技術發
展、管理策略，讓強調智慧財產權、科技安全、科技治理的 CPTPP，重要
性大增。
值得注意的是，同時具有地緣政治、地緣經濟與地緣科技價值的
CPTPP，伴隨著英國、中國、台灣、韓國等國的加盟申請，正在快速地擴
大其影響力。即便當時選擇退出 TPP 的美國，也為了因應印太地區的局勢
變遷，提出了「印太經濟架構」（India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
與傳統區域經濟整合強調的市場開放、降低關稅不同，印太經濟架構是針
對貿易便利化、科技標準、供應鏈韌性與數位安全等的新政策思維，與印
太地區國家伙伴尋求共同合作目標。
因此，美國欲推動的印太經濟架構，並非單純追求經貿合作與經濟利
益，而是將經濟安全列為比經濟利益更優先的議題。換言之，經濟合作只
是手段，經濟安全才是目的。此一戰略思維，與日本的經濟安全保障政策
思維相同，均透過與夥伴國家的經濟合作，來達成自國與夥伴國家的經濟
安全。然而，無論是 CPTPP 還是印太經濟架構，在推動時是否會影響其與
威權國家（中國）的經貿交流，是日本與韓國關心的重點。
以日本為例。日本經濟對於威權國家（主要是中國）的貿易依存度，
從 2000 年的 30%上升至 2020 年的 40%。其中，對於中國的依存度是從 2000
年的 15% 上升至 2020 年的 26%。而對威權國家貿易依存度超過 50% 的貨
物品項，也從 2000 年 22% 上升至 2020 年的 38%（JETRO, 2021）。在美中
貿易戰之後，此一高依存度成為日本經濟安全保障上的脆弱點之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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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經濟安全保障上的因應對策，可以分為進口來源的多元化、危機管
理體制的強化與科技力的提升。
例如，精密半導體製造所需的氫氟酸，中國的生產佔全世界的 60%，
。然而，氫氟酸的
日本所需的氫氟酸更是有 90%來自中國（邱立玲，2022）
原料「螢石」
，中國的蘊藏量只占全球的 15%。日本政府可出面與其他友好
國家（如墨西哥）合作，共同開採螢石，製造半導體產業所需的氫氟酸，
以分散供應鏈的風險。在強化對中國科技影響力的部分，則可聚焦報導體
製造機械（塗佈機∕顯影機、針測機、晶圓切割機等）、建設用機械、產業
用機械等項目。

參、日中韓的 CPTPP 戰略
一、日本的 CPTPP 戰略思維
在美中經貿與科技出現嚴重對立之前，日本國內輿論專注 CPTPP 的重
點，一直是第一級產業（農林漁）可能遭受的衝擊。但隨著中國強力推動
「一帶一路」、「中國製造 2025」等區域戰略規劃之際，中日兩國也從過去
的經貿互補關係轉向地緣經濟競爭。進入 2020 年之後，與科技製造業相關
的經濟貿易環境，進而成為影響日本思考經貿競爭、企業發展與 CPTPP 戰
略的關鍵。特別在美中貿易戰加劇之際，日本轉為積極重視敏感科技的發
展、強韌供應鏈的建構等與經濟安全保障密切相關的政策思維。
事實上，CPTPP 是戰後日本結合地緣政治、地緣經濟與地緣科技的重
大國家戰略之一。如前所述，圍繞著印度太平洋場域，以「自由、開放」
為主要政策意涵的日本印太戰略，必須倚靠一個可維持日本國家利益的區
域貿易機制。因此，CPTPP 即成為日本推動「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的
重要平台。有鑒於此，吾人可從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科技的角度，
透過日本積極發展的經濟安全保障概念，論述日本的 CPTPP 的戰略思維。
首先是地緣政治面向。日本關心的重點，是如何在自由與開放的印太
地區，構建日本的安全與發展環境。為了達成此一核心目標，日本一方面

CPTPP 架構下的日中韓經貿關係研究

85

提升因應外在威脅的應變能力（如增加防衛預算、鬆綁先制攻擊的限制、
強化日美協同作戰等），另一方面則是積極與妥善處理日中關係。眾所周
知，過去的 1972 年體制下，日本同時維持日美安保體制與日中友好關係，
並在戰略模糊的概念下，與台灣發展緊密的供應鏈關係。在此地緣政治背
景下，經濟安全保障成為影響中日台關係的新變數。對日本經濟安全保障
而言，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的關鍵表現在下列兩個領域。第一，台灣海峽危
機就是日本危機，是影響日本海上生命線的重大危機。第二，台灣是日本
尋求經濟夥伴、建立強韌科技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而目前日本所關注
的重要政策領域，則是以 CPTPP 下的高科技供應鏈（半導體、車用電池、
及次世代通訊等）為關鍵。
其次是地緣經濟面向。有鑑於 TPP 對印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關鍵性，以
及參與成員的指標性，目前區域內的國家均無法忽視此一經貿協議的影響
力。日本在區域經濟整合的起步雖然較晚，但可透過 CPTPP 的啟動與運作，
一方面進行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推動日本國內相關制度的變革，提升日
本的國家競爭力。另一方面則是借助 CPTPP 的實質影響力，重建其與周邊
國家的經貿關係，直接影響影響印太地區經濟整合的內容與進程。值得注
意的是，目前日本是印太國家中，同時參與 CPTPP 與 RCEP 兩大區域經濟
整合最重要，也是最大的經濟體。在可預見的未來，日本將善用此一特殊、
關鍵的角色，進一步強化其在印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重大影響力。
最後是地緣科技面向。被視為高標準的 CPTPP，原本就在智慧財產權、
科技治理等領域投入相當多的關注。對日本而言，如何透過 CPTPP 相關機
制，確保與強化在半導體、生物醫學、AI、量子電腦、6G、航太、新材料、
機器人等敏感技術領域中的共同規範，是打造日本未來競爭力的重要外交
與經貿政策平台。以地緣科技下的半導體產業為例，日本為了建立可承受
國際環境劇烈變化的半導體供應鏈，以及強化日本半導體產業在全球市場
的競爭優勢，於 2021 年 6 月制定了《半導體戰略》。在國際環境部分，此
一半導體戰略強調必須避免經濟脅迫與不公平貿易，以及與具共同價值觀
的國家進行產業政策上的協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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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的 CPTPP 戰略思維
自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7 年 12 月提出「百年
未有之大變局」的論述之後，隨著中美貿易戰的加劇、COVID-19 疫情的全
球大流行，以及東亞周邊情勢的嚴峻化發展，此一論述已成為中國制定對
內與對外政策的背景，以及思考因應策略的理論基礎。例如，在習近平的
主導下，中國共產黨於 2021 年 11 月 8-11 日召開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
次全體會議，通過關鍵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
驗的決議》
。會中開宗明義提及：過去一年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
COVID-19 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織影響下，中國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國內
COVID-19 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各項任務極為繁重艱巨（中國共產黨第
十九屆中央委員會，2021）。
對中國來說，設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目標之際，如何在構建
新發展格局、推進科技自立自強面向上，透過經貿與外交戰略來應對來自
外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風險挑戰，是一項重要的考驗。其中，在構建新
發展格局面向上，習近平於「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
議」（2021 年 8 月 30 日）中強調，中國要推動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
市場體系。重視以對外開放促進中國國內市場持續發展，一方面要穩步拓
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另一方面要鞏固推進商品、服
務、資金、人才等要素流動型開放，讓中國企業在參與國際競爭中發揮積
極作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2021）。
在此一背景脈絡下，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即成為中國構建新發展
格局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而申請加入 CPTPP，則是其構建新發展格局的
關鍵一步。事實上，當中國於 2021 年 9 月 16 日正式向 CPTPP 條文保存國
（秘書處）紐西蘭提交申請加入書面信函之際，確實讓相關各國感到驚訝。
雖然部分國外媒體判斷中國此一行動，是為了反擊美國、英國、澳大利亞
的新安全協議「AUKUS」（洪聖斐，2021）；但若是以中國的「構建新發展
格局」概念思維來看，申請加入 CPTPP 乃是勢在必行的外交、經貿與安全
戰略。

CPTPP 架構下的日中韓經貿關係研究

87

雖然 CPTPP 的總體經濟規模並沒有 RCEP 大，但 CPTPP 擁有更低的
關稅和更高的貿易自由度，還涵蓋了加拿大、秘魯等美洲國家，可提升中
國參與主導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中國社科院透過不同情景的
分析，中國加入 CPTPP 將會拉動 GDP 增長 0.74% 至 2.27%，出口則會增長
4.69% 至 10.25%。美國經濟智庫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的研究也顯示，如果中國不加入 CPTPP，中國的總收入將因貿易轉移效應
而損失 100 億美元，若加入 CPTPP 則能獲得 2,980 億美元的經濟收益
（BBC，2021）。
2021 年擔任議長國的日本，對於中國的申請是抱持觀察的態度與謹慎
的立場。例如，當時的日本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西村康稔認為，要看中國是
否有決心遵守高標準規定；當時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表示，有必要確認
中國是否真的已做好符合高水準加盟基準的準備。首相岸田文雄也強調，
若考慮到中國的國有企業作法、對智慧財產權的因應等，讓人疑慮中國是
否能符合 CPTPP 的高標準（西村豪，2011；太高橋俊樹，2011）。
面對 CPTPP 成員國，特別是日本的疑慮，中國採取的因應策略手法，
主要可分為兩個面向。首先在國內面向。習近平於 2021 年 8 月 30 日召開
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強化反
壟斷深入推進公平競爭政策實施的意見》、《關於改革完善體制機制加強戰
略和應急物資儲備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見》、《關於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的意見》、《關於更加有效發揮統計監督職能作用的意見》等重要文件，期
盼透過加快健全市場准入制度、公平競爭審查機制、數字經濟公平競爭監
管制度、預防和制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制度等政策，構建中共參
與及主導區域合作的法制基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2021）。
此外，中共國務院也召開以「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為主題的「2021
國是論壇」（2021 年 9 月 23 日至 24 日），強調「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十
四五」的重大戰略方向，主張要從出口導向、被動融入經濟全球化，轉向
基於內需、主動選擇經濟全球化；從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
轉向創新驅動發展為主；從片面追求增長速度，轉向統籌發展與安全；從
過度依靠廉價勞動力的人口數量紅利，轉向更多依靠人才及人力資源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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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哲元，2021）。
對於 CPTPP 主導國日本的消極反應，中國一方面則是以外交部發表意
見表示：「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達成的基礎上，中方加
入 CPTPP 有利於推動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也有利於促進全球日後經
濟復甦，貿易發展和投資成長」（吳倩，2021）
。另一方面是善用 COVID-19
疫情下周邊各國對經濟回復的需求，降低 CPTPP 成員國的反對力量（大西
。此外，中國也透過商務部管道，對外表達中國的決心。例如，
康雄，2021）
針對 CPTPP 中與中國現有制度設計和規則執行存在較大差異的六大領域：
環境、智慧財產權保護、資料、國企、勞工等，曾任中國商務部部長的陳
德銘於 2021 年 11 月 13 日公開表示，中國申請加入 CPTPP，是一項自我增
加壓力的挑戰、彰顯中國在制度性開放的決心，中國將會從制度上對國企
改革、電子商務、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甚至環境勞工等領域，設置更高
標準的規則（楊日興，2021）。
此外，在 2021 年 11 月 4 日的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
習近平演講致詞進一步表示，中國將深度參與綠色低碳、數位經濟等國際
合作，積極推進加入 CPTPP。同時，也將持續推動改革開放，鼓勵自由貿
易試驗區創新發展。而中國申請加入 CPTPP 後，在談判過程中將持續縮減
外資准入負面清單，推動農業和製造業開放、擴大開放服務業，依法給予
內、外資企業同等待遇（賴瑩綺，2021）。
總的來說，中國的 CPTPP 戰略思維，可以歸納為下述兩個面向論述。
第一，以「構建新發展格局」創造習近平時期的「發展戰略機遇期」。2021
年 4 月 30 日，習近平於《求是》雜誌發表題為《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
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文章，強調當前中國的發展仍然處於重要
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機遇和挑戰之大都前所未
有，總體上機遇大於挑戰（習近平，2021）。在美中對抗格局不變的「挑戰
情況」下，中國可透過參與 CPTPP，一方面破除美國對中國實施經濟圍堵
的戰略意圖，另一方面將中日韓三國整合在同一高品質的自由貿易協定，
藉此加速中日韓 FTA 的談判，以及構建國內與國外的新發展格局。由此，
習近平可在嚴峻挑戰下，營造下一個階段的戰略機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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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擺脫科技的對中國包圍網，以科技創新確保經濟安全。中國積
極參與的 CPTPP，成員國並未包括美國。因此，藉由區域經濟整合，中國
不僅可對抗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轉移對美出口份額至亞太其他國家，以
緩解中美貿易戰的衝擊；更可將半導體重鎮的日本、韓國拉入中國的「雙
循環」
，降低科技冷戰的衝擊。特別是半導體是目前中國發展所需之戰略物
資，日本在半導體材料、半導體設備領域處於領先地位，而韓國則在顯示
面板和存儲領域具市場優勢。在美國的壓力下，技術管制等因素雖然存在，
但若 CPTPP 順利地簽署與談判，之後將有助於中國與日韓兩國在半導體等
領域的合作。

三、韓國的 CPTPP 戰略思維
自 2013 年起，韓國政府即持續討論參加作為 CPTPP 前身的 TPP 相關
議題。不過，中國對於韓國參加當時由美國主導的 TPP，曾透過經濟與外
交行動進行了牽制。因此，時任韓國總統的朴槿惠重視加強與中國的關係，
選擇擱置 TPP，積極與中國談判 FTA（『中韓 FTA』於 2015 年於 12 月 20
日 正式 生 效 ）， 並 參 加 由 中國 主 導 的 「亞 洲 基 礎 設施 投 資 銀 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而繼任的文在寅總統，在 CPTPP 政
策上則是受到下列三個因素影響，遲遲不願意明確表態。首先，韓國一直
觀察在川普政權時期退出 TPP 的美國，是否會在拜登政權時期選擇回歸
CPTPP。其次，中美貿易衝突持續加劇，儼然形成包括關稅、科技產業供
應鏈在內的冷戰對峙。在中美關係緊張的情勢下，與美國、中國經貿關係
密切的韓國必須謹慎因應。最後，文在寅任內的日韓關係因慰安婦、徵用
工議題再度陷入緊張，日本主導的 CPTPP 對於韓國的申請，抱持消極與負
面的態度。
然而，當 2021 年 9 月中國和台灣先後申請加入 CPTPP 後，國際政治
經濟情況出現改變。過去以來積極參與雙邊、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韓國，
出現了可能被排除在巨大經濟圈之外的危機感。此一危機感，推動了韓國
政府的行動。雖然因中韓兩國之間雖有中韓 FTA 及 RCEP 等雙邊與多邊自
由貿易協定，但開放程度均不高。由於中國是韓國最大的出口國家，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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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ᓁᗝ۞α̶̝˘Ąࡶ઼̚ΐˢ CPTPP ޢ၆ј઼಼ࣶ̂ฟٸξಞĂ၆ᔹ
઼ົயϠ̙̈۞ٽଵᑟड़ڍĄტЪ˯҂ณĂ͛дᓁдЇഇ۞
͇˘ޢĞ2021 ѐ 5 ͡ 9 ͟ğĂϒёᅍІϦኛΐˢ CPTPPĄ
၆ٺϦኛΐˢ CPTPP ۞ՙؠĂᔹ઼઼̰۞Ћຽхд̙Т۞ຍ֍Ąᙒ
ј۰ᄮࠎĂRCEP ۞ᙯඁฟͪٸπྵҲĂϹٽᕖ̂۞ड़ڍѣࢨć҃ CPTPP
ߏ͟ώă፫̂߷ăາΐăΐो̂ăݑඈ઼ણΐ۞ͪπ FTAĄࡶߏ̚
઼έ៉ણΐĂֲ͉гડ۞ֻᑕᙥซ˘Վజૻ̼Ăᔹ઼நᑕΐˢĄҭͅ
၆۰ᄮࠎĂᔹ઼۞ՠ֘ξಞϫ݈ܲإѣ 8% ۞ซ˾ᙯඁĂтڍΐˢ CPTPP
פޢঐᙯඁĂ͟ώ֘۞઼̚જՠ֘ĞEVğซ˾፬ᆧĂൺഇ̰ᔹ઼۞
ՠ֘யຽѣΞਕዎצχᑝĄѩγĂྺய۞ݡξಞฟٸĂᔹ઼઼̰ξಞ๕υ
ᆧΐᆊॾᚮ۞˧ۋซ˾ྺயݡĂጱᔹ઼઼̰ྺຽϠயૄᖂ૪ሚĞ࿚͢
Ӵ͉ࢡĂ2021ğĄ
༊ᔹ઼ՙຍϦኛΐˢ CPTPP ޢĂтңפۋј઼ࣶ۞͚Ăͽ̈́тңа
ᑕ઼̰۞ͅ၆ᓏĂߏјΑᄃӎ۞ᙯᔣĄϫ݈Ăᔹ઼၆ٺϦኛΐˢ CPTPP
۞ጼரүࠎĂߏචϡߊѣ FTA შඛ౹ౄᐹ๕Ąᔹ઼ FTA შඛԆፋĂҌ 2022
ѐ 5 ͡ࠎͤ̏གྷϠड़˞ 17 ࣎ FTAĂдБЩЕ݈ࡱĄᔹ઼ϫ݈ᄃ CPTPP
 ̚7 ઼̏ѣᗕᙝ FTAĂᄃֽҘֲ̈́զѣĶᔹ઼ů םڌFTAķాඕĂ
ᄃ͟ώТࠎ RCEP јࣶĂϫ݈ΪᄃግҘ࣯՟ѣ FTAĞᆒ̂ѐĂ2022ğĄдϏ
ֽϦኛΐˢͽ̈́ᄃј઼ࣶኘҿϹঘ̝ᅫĂᔹ઼ΞӀϡߊѣ FTA ፟טĂͽϫ
݈ҋϤ̼ઇࠎኘҿૄᖂĂΞ౹ౄ˘̝ؠᐹ๕Ą

肆、結論
༊઼̚ăᔹ઼ᄃέ៉᎕ໂϦኛΐˢ CPTPP ̝ᅫĂ઼࡚ߏТՎ೩О
͉གྷᑻߛၹĄଂгቡ۞֎៍ޘ၅Ă઼̚ଯજᄃણᄃડાགྷᑻፋЪĞΒ߁
RCEPăCPTPPğĂѣ၆ԩ઼࡚О͉щБЪү۞ጼரຍஉĄ҃௫ܕπ˵
ᜈͽĶၹޙາ൴णॾԊķࠎ८͕ໄهĂᒉౄ઼̚൴ण۞ጼர፟࿃ഇĄ࡚
઼˘͞ࢬ࿅ࡍୣγϹĂᒉౄ࡚͟ᔹщБЪү၆ֲڌٺгડπᘦࢦ۞ؠ
ࢋćΩ˘͞ࢬߏдࡊԫயຽᅳાޙϲĶଵੵ߆̒ڼķ۞ૻิֻᑕᙥĂ

CPTPP 架構下的日中韓經貿關係研究

91

並透過與日本、韓國的雙邊 FTA，以及 2022 年的印太經濟架構形成對中國
的經貿與科技包圍網。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在印太區域經濟整合逐漸深化，具主導地位的日
本積極形成 CPTPP 戰略以及經濟安全保障戰略思維的過程中，台灣的科技
研發實力與強大的 IT 產業製造能力，是日本發展敏感技術、建構強韌供應
鏈時的最佳合作夥伴。另一方面，對遞出 CPTPP 申請的台灣而言，如何取
得主導國日本的支持，及其他成員國的友善互動，是推進台灣加入 CPTPP
的關鍵。眾所周知，台日之間的經貿互動密切，2020 年的雙邊貿易總額達
692.8 億美元。其中，日本是台灣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國，而台灣則是日本的
第四大貿易夥伴國（李世暉，2021a）。然而，在複雜多變的印太情勢下，
過往台日的緊密經貿關係，並未能取得日本對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具
體支持。
這是因為，過去以來的台日經貿合作，主要集中在執行面的技術合作。
但在區域經濟整合與 CPTPP 成為主要國家的地緣戰略之際，原本的經貿、
技術合作關係，已擴大至高科技供應鏈的經濟夥伴關係。例如，美國與台
灣在 2021 年 11 月 23 日舉辦了「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conomic Prosperity
Partnership Dialogue, EPPD），聚焦供應鏈韌性、經濟脅迫、數位經濟與 5G
網路安全、科學與技術等議題。而日本半導體戰略在規劃階段，即涉及到
研發技術合作、供應鏈重組等多面向的臺日互動。由日本政府出資 4,000
億日元，補助全球代工龍頭台積電（TSMC）於日本熊本縣設立 22∕28 奈
米的製程的 12 吋晶圓工廠，就是日本半導體戰略最重要的具體政策。
總的來說，日本以經濟安全保障概念思考 CPTPP 之際，主要乃是關注
下列五項重點領域。第一，資源供給與使用的穩定；第二，貿易平台與網
絡的安全；第三，國家經貿競爭力的強化；第四，區域經濟整合的參與及
主導；第五，高科技產業鏈的強韌化（李世暉，2021b）。其中，中國是日
本建構經濟安全保障的重要對象國，台灣則是具有共同戰略利益的夥伴
國；而韓國在安全保障上與日本同步，但在經濟貿易的部分領域則與日本
存在著競爭關係。在可預見的未來，CPTPP 架構下的印太經貿發展，將因
日中韓三國權力互動而出現變化，台灣則因其關鍵地位扮演一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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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CPTPP 之外的美國，也將持續透過其經貿實力，以印太經濟架構來直
接影響印太地區的各項經濟安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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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PTPP, which entered into force on December 30, 2018, has the
value of geo-politics, geo-economics, geo-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application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China, Taiwan,
South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CPTPP 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influence.
Japan, China and South Korea have also proposed diplomatic and trade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under the CPTPP
framework. Japan has integrated the CPTPP with it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through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security. China
considers CPTPP as the key to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US economic containment. South Korea is making
good use of the existing FTA network to create its advantages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CPTPP.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under the
CPTPP framework will change due to the interaction of relations among
Japan, China and South Korea.
Keywords: CPTPP, geo-politics, geo-economics,
technology, economic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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