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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就任後美國自由經貿
政策的走向
張心怡✽✽

美國與自由貿易
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最主要肇因於
貿易自由化和非法移民拉低工資，因此 2016 年的總統大選
中，民主與共和兩黨候選人的競選主軸與政見重心始終聚焦
於經濟、就業等國內事務問題。商人背景出身的共和黨總統
候選人唐納．川普（Donald J. Trump）認為，過去政府力倡貿
易自由化的結果，導致美國國內製造業衰退，連帶影響中產
階級勞工的失業和 GDP 成長的停滯，也讓美國對世界其他
國家產生逾 5,000 億美元的高額貿易逆差。為此，主張「美
國優先」的川普表示，當選後除了要解決非法移民的問題，
也將就過去美國簽訂的若干自由貿易協定中對美國不公平之
處做出修正與調整，特別是自 1994 年生效、造成美國工廠
外移而導致大量失業或工資被壓低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 簡 稱 NAFTA）以 及
讓美國減少近十萬個工作機會的《美韓自由貿易協定》（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而川普更語出驚人宣稱在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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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將正式宣布退出歐巴馬全力促成的《跨太平洋戰略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簡稱 TPP）；另一方面，川普主張縮減貿易逆差以提振
美國經濟，特別是針對中國大陸、墨西哥等長期對美國享有
高額貿易順差的貿易夥伴。
在川普頻頻發表反自由貿易言論的情況下，各界對於這
位可能翻轉美國數十年來遵循自由貿易政策軌道的總統，多
半有著「反對自由貿易」，甚至是「反對自由經濟」、行「保
護主義」的先行認定，並對川普政府上台後可能採取的貿易
保護主義以及對全球經濟所可能產生的衝擊感到極度擔憂，
不僅日本、中國大陸、墨西哥等曾被川普點名的國家均嚴陣
以待，就連 IMF 今年年初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y Outlook）中，也將美國新政府政策不確定性視為全
球經濟面臨的主要負面風險之一。
二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的經濟和軍事強國，並
以「自由貿易」為經貿政策基礎，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多邊貿
易活動，一方面成立「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簡稱 GATT）、「國際復興開發銀
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簡 稱 IBRD）以 及「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 IMF）等多邊經貿機制，推動全球性的貿易自由
化；另一方面也對多數採取「擴大出口」經濟發展策略的民主
國家開放自身國內市場，希望以此活絡這些國家的經濟，減
少共產黨顛覆動亂的空間，進而鞏固美國在民主陣營的領袖
地位，維護世界的穩定與和平。
然而，「自由貿易」（Free Trade）並非「公平貿易」（Fair
Trade），其尋求降低關稅或開放市場等作法，會因為國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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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差異而在貿易互動過程中產生不對等的利弊得失。長此
以往，諸如西歐、日本和後繼的亞洲四小龍等有著廉價成本
優勢的國家，利用戰後開放的自由貿易向美國市場大量輸出
產品，快速累積資本，並在經濟發展的規模和質量上出現階
段性的飛躍成長。反之，美國在國際貿易、工業生產以及黃
金儲備中所佔的比重逐漸下滑，經濟實力相對衰落。1971 年
時，美國首次在對外貿易上出現 27 億美元的逆差，1980 年
之後，貿易赤字不斷擴大，連帶影響預算收支的平衡，造成
政府預算和對外貿易出現雙重赤字的情形，2004 年美國更從
戰後最大的債權國變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2008 年的次級
房貸風暴與後續全球金融海嘯使美國經歷自 1930 年代經濟
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雖經歐巴馬政府八年執政而
股市大漲、失業率下降，國家財政赤字有所改善，惟產業外
移、社會不公等問題猶待解決，貧富差距更是嚴重惡化，對
外貿易逆差在 2016 年時更高達 5,023 億美元，國債則逼近 20
兆美金之多。

川普針對自由貿易的實際作為
依據過去的經驗法則，美國總統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中，
為了尋求新聞版面與民眾的支持，往往發表較為強硬的言
論，一旦上任後貼近執政的理性現實，實際政策的立場就會
軟化。由於川普有著為追求最大利益毫無底線且「甚麼都可
以談」的商人性格，而其競選時又曾針對自由貿易拋出諸多
聳聽的批評言詞，因此，對於勝選後川普是否真的強硬地兌
現政見、抑或態度軟化而調整立場，各界都十分關注。
川普在正式就任總統後，果然立即簽署行政命令，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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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美 國 退 出 他 認 為 將 傷 害 美 國 工 作 機 會 和 利 益 的 TPP ，
兌現他在競選時的重要承諾；至於被他痛批是一場災難的
NAFTA ，川普在 2 月 2 日接見參眾兩院重要議員時，表明
在現行的 14 份自由貿易協定和採購政策當中，將優先盤點
NAFTA 現行規定，了解 NAFTA 對美國的利弊關係，在遵循
《貿易促進授權法》（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簡稱 TPA）
相關程序與時間表的前提下，盡速重啟 NAFTA 談判。
在貿易政策部分，川普任命其競選團隊之經濟顧問威爾
伯．羅斯（Wilbur Ross）出任商務部長，並改由商務部來主
導美國貿易政策的制定，另外新設立白宮「國家貿易委員
會」（National Trade Council），提名其競選團隊另一核心經
濟顧問—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之經濟學者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擔任主任，專責就貿易談判戰略、減少貿易赤字、
提升就業機會等向總統提供政策建議；至於過去負責制定和
協調美國總體貿易政策並對外實行貿易談判的美國貿易代
表 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 簡 稱
USTR），則委派羅伯特．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出任
美國貿易代表。
從以上三個機構的權責劃分上來看，國家貿易委員會的
定位應為擬定美國貿易戰略、整合貿易政策的決策機構，而
商務部和美國貿易代表署則應為貿易政策的執行機關。其
中，商務部又明顯較美國貿易代表署更具影響力，此可由目
前貿易代表萊特海澤之任命案尚未批准，而有關重啟 NAFTA
協定談判的權責多由商務部來主導略見端倪。
信奉自由市場理念的商務部長羅斯，與川普想法一致，
認為所有自由貿易都應該有系統的每幾年就重新檢討一次，
以確保這些協定的運作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基此，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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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美國必須重新談判貿易協定，以將自己從「糟糕的貿易
協議」的「束縛」解放出來，而羅斯也屢屢點名首要檢討者即
是 1994 年生效的 NAFTA ，其不僅導致美國製造業衰退，連
帶剝奪許多美國勞工工作機會，更造成美國與墨西哥近來每
年貿易赤字近 600 億美元的嚴重失衡。
另一方面，美國貿易代表署也在 3 月 2 日公布《2017 年
美國總統貿易政策推動重點》（President's National Trade Policy Agenda for 2017），內容點明未來美國貿易政策將聚焦在以
下重點政策方向：1
• 確保美國勞工及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能享有公平機會；
• 排除影響美國出口（尤其包括農產品出口）的不公平貿
易障礙；2
• 制訂兼顧製造業、農業及服務業所有部門利益平衡的貿
易政策；
• 確保智慧財產權獲得充分保障；
• 嚴格執行貿易法，避免美國內市場遭到傾銷或補貼進口
產品扭曲，傷害國內業者與勞工；
• 避免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如 WTO）削弱美國在各項貿
易協定可獲致利益；
1

「2017 年 美 國 總 統 貿 易 政 策 推 動 重 點（President's National Trade
Policy Agenda for 2017）」，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編譯，
2017 年 03 月 10 日，http://web.wtocenter.org.tw/Mobile/page.aspx?
pid=290686&nid=126。

2

以我國而言，我國為美國第 14 大出口國，而美國去年對臺商品貿
易逆差高達 133 億美元，為維護貿易公平性和平衡逆差，美國屢屢
敦促我國應全面開放美國牛、豬肉及相關農產品的輸入。惟美國為
狂牛症疫區，我方基於食安考量，目前針對美牛輸入有限定部位和
月齡，美豬則因有含萊克多巴胺（瘦肉精）而不開放進口。

中華民國一○六年三月

第一四三期│

21

戰略安全研析│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 更新現有貿易協定以反應當前需求與市場條件；
• 確保美國擁有足夠經濟能力與製造業基礎，以鞏固國家
安全；
• 確保美國各產業勞工及經營者在國內外市場皆可獲得
最公平的待遇。
為實現前述目標，川普政府確認四項未來將優先推動的
貿易議題：
• 確保國家主權不受貿易政策影響；
• 嚴格執行美國貿易法規；
• 使用各種工具促使他國開放市場，加強智慧財產權法規
執行並提供適當且有效的保護；
• 針對全球主要市場國家協商既新又好的貿易協定。
在貿易逆差部分，川普在競選時曾痛批中國大陸壓低人
民幣兌換美元匯率，以使中國大陸出口商品更具優勢，相對
導致美國製造業就業機會的流失，因而承諾當選後要宣布中
國大陸為匯率操縱國。然而上任之後，川普雖然在 4 月 1 日
簽署兩道行政命令，要求徹查各國濫用貿易手段導致美國出
現龐大貿易逆差的情形，以及加強嚴格執法取締涉貿易傾銷
（Dumping）的外國業者；商務部長羅斯也點名調查的重心將
放在對美國長期享有貿易順差的國家，特別是去年對美貿易
順差達 3,470 億美元的中國大陸，其次是日本（690 億美元）、
德國（650 億美元）、墨西哥（630 億美元）、愛爾蘭（360 億
美元）、越南（320 億美元）等。但由於此行政命令的時間點，
特意選在「川習會」登場前數日，各界普遍認為川普欲以此
為由，向數日後到訪的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及美中貿
易逆差的問題，畢竟中國大陸是美國第一大貿易逆差國，尤
其在反傾銷案當中，中國大陸佔了三分之一。果不其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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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川習會」後，雙方加快貿易對話，以解決美中貿
易嚴重失衡的問題達成共識，並同意就美中貿易逆差啟動一
項「百日計劃」，目標是增加美國對中國大陸出口，減少貿易
逆差。
總結川普上任迄今已逾兩個月的作為而言，在自由貿易
議題上，他固然兌現退出 TPP 的競選承諾，表示此後美國不
再簽署大型區域貿易協定，也提及美國將改採公平的雙邊貿
易協定談判作為。至於選舉時揚言退出的 NAFTA ，川普則
指示盡速與加拿大、墨西哥展開大幅修正 NAFTA 的談判。
根據一份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擬定並在國會流傳的草案內
容顯示，美國在重啟 NAFTA 談判時，已設定提出至少四十
項以上的新目標，包括若大量進口造成國內產業嚴重損害或
威脅時，NAFTA 成員國可以恢復關稅，以及排除影響美國出
口（尤其是農產品出口）的不公平貿易障礙；惟針對 NAFTA
中最具爭議的條款，如讓成員國投資人可以繞過法院解決彼
此間糾紛之仲裁小組的設計，草案則言明將「改善爭端解決
程序」，而非取消仲裁小組。3
在貿易逆差部分，川普政府明確將改善貿易赤字視為扭
轉美國國內就業環境的重要關鍵，而他也透過頒布行政命令
來調查各國濫用貿易手段導致美國出現龐大貿易逆差，惟從
川習會後雙方宣布將啟動「貿易百日計劃」來看，美中在貿易
上顯然達成一定程度的合作共識，亦即美國未將中國大陸列
為匯率操縱國，以此換取與北京共同協調處理北韓的威脅，
雙方略顯緊張的貿易關係因之暫時舒緩。
3

	“NAFTA, Trump, Canada and trade: What’s going on? A guide”, The
Globe and Mail, April 06, 2017,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
politics/nafta-what-do-trump-and-canada-want/article3371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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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臺灣的影響與政策建議
目前，美國的貿易政策因川普上任時日尚短，仍存在許
多不確定性。惟檢視川普迄今在貿易政策上做出的調整作
為，不難發現川普已非如同競選時發表反自由貿易政見所傳
達的那般強硬，而從其公布之《2017 年美國總統貿易政策推
動重點》亦可看出，川普認為美國要的是「公平」的自由貿易
協定，而美國政府應該採取的是強勢的貿易制裁手段來對抗
其他國家的出口貿易，確保美國國內生產的商品在全球貿易
中的利益，吸引投資者再度回到美國國內投資，進而創造工
作機會。面對川普改採雙邊協商的方式，預計針對美國主要
貿易夥伴展開既新又「公平」的自由貿易談判之新貿易政策
方向，被商務部長羅斯點名為導致美國巨額貿易逆差國家之
一的臺灣，又當如何自處？
（一）密切觀察美中在北韓及其他重要國際議題上的互動與
合作是否以臺灣利益作為交換或犧牲：川習會後，美
國未將中國大陸列為匯率操縱國，後續不到一個月
內，川普兩度與習近平通話討論北韓問題，顯示川普
企圖採取經由中國大陸施加影響力來制約北韓的策
略。雖然川普言明係以中美貿易問題上給予中國大陸
更好的條件來換取中國大陸在北韓問題上的幫忙，惟
長遠來看，在美中關係合作大於競爭的氛圍下，我國
政府如欲避免成為兩強交易的籌碼，乃應在兩岸關係
上，採取更為靈活的立場，以增加自身的槓桿。
（二）緩推與美洽簽雙邊 FTA 問題：目前美國因在北韓問題
上與中國大陸合作，故短期之內，應不至於與臺灣展
開雙邊貿易的協商。然而，我國是造成美國貿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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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國家之一，且不論在 3 月初的《2017 年美國總
統貿易政策推動重點》或是美國貿易代表署 4 月初公
布的《年度貿易障礙評估報告》當中，美國均明顯針
對臺灣，敦促我應全面開放美牛、美豬的進口，其他
關切的農業議題還包括稻米採購體制、基改食品及有
機產品認證等，面對重視公平貿易而非自由貿易的川
普政府，此刻積極推動與美方洽簽雙邊投資協定甚至
FTA ，恐非上策。
（三）新臺幣可能維持升值的長期發展態勢：由於我國與中
國大陸、韓國、日本、德國和瑞士等在四月財政部公
布的《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外匯政策報告》中，被美國
列入外匯操縱國觀察名單，而新臺幣今年第一季對美
元匯率已暴升 6.4% ，央行又礙於美國的關切而無法積
極調節匯市，未來匯率波動幅度勢必將增大，這對於
我國高度仰賴出口的經濟成長模式以及近來初見的經
濟復甦，不啻為一大挑戰。面對新臺幣可能長期維持
升值的發展態勢，如何提升產業的競爭力，改變過去
出口代工的發展模式，並以擴大內需來降低我國經濟
對於出口的依賴，也是我政府應思考因應之另一重要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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