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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歐盟自由貿易協定 (FTA) 政策乃其共同貿易政策之一
環，歷經長期實踐，已發展出很多種類之 FTA，以及非常複雜
的層級式貿易關係。歐盟自 2006 年起已選擇性針對韓國、印
度、巴西、ASEAN 等對象，優先推動新一代 FTA。新一代 FTA
強調服務、投資、競爭、政府採購等領域的市場開放、非關稅
障礙排除，以及智產權的保護及公平貿易，以提昇歐洲企業及
產品的競爭力，並對歐洲就業及經濟成長有所貢獻。新一代
FTA 簽署對象國家很多皆為台灣在歐盟市場的主要競爭對
手，更是值得重視。本文將從法律文義解釋及國際政治經濟學
政策研究等觀點，分析歐盟 FTA 的發展背景、目標與種類，
並以歐韓 FTA 個案研究，說明歐盟新一代 FTA 對非會員國的
影響，以及對 WTO 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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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 的大量湧現，乃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經濟關係的一種新興現象及重要趨勢。
1948 年至 1994 年期間，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共收到 123 件有關貨品貿易的區域貿易
協 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 通 知 。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於 1995 年成立並運作之後，截
至 2011 年 11 月 15 日另行收到 505 件 RTAs 通知，313 件仍然有
效。WTO 目前有 154 個會員，僅蒙古等少數會員未簽署 RTAs，其
他會員皆簽署一項以上的 RTA；目前會員仍進行多項 RTAs 之談判
(WTO, n.d.)。WTO 列舉較著名的 RTAs，例如：歐盟、歐洲自由貿
易協會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北美自由貿易協
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南錐共同體
(Southern Common Market; MERCOSUR)、東南亞國協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 ASEAN)，以及東南非共同市場 (Common
Market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COMESA) 等等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n.d.)， 其中又以歐盟最為重要，已發展
至貨幣同盟，擁有 27 個會員，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與貿易實體。
2009 年，歐盟生產占全球 29%，全球貨品貿易 17%及服務貿易 26%
(WTO, 2011a)。
歐盟乃戰後發展最為成功的 RTA，事實上整合程度已達貨幣同
盟階段。歐盟也是全球目前唯一已達到貨幣同盟高階整合的 RTA。
歐盟從其前身歐洲煤鋼共同體於 1952 年成立之後，即已積極推動
對外簽署 RTAs 政策，並已建立一套「層級式體系」(a hierarchical
system) 的對外貿易關係。歐盟於 2006 年 4 月起推動新一代 FTA
政策；並於 2010 年 10 月 6 日與韓國簽署一項 FTA。歐韓 FTA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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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新一代 FTA 政策所簽署的第一項 FTA；也是與亞洲國家簽署
的第一項 FTA。歐韓 FTA 全面性涵蓋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智慧
財產權保護，以及一些投資、競爭、政府採購、永續發展等新議題。
這些議題皆為歐盟具有競爭力的產品部門或政策領域，也是歐盟於
1996 年 WTO 部長會議倡議進一步貿易自由化的所謂
「新加坡議題」
(Singapore issues) 以及 WTO-plus 議題，以排除非貿易障礙為主要
目標，凡此皆具有重大意涵及影響，值得深入研究 (WTO, 2010:
72-73)。1
歐盟自 1950 年代運作以來，其貿易政策即包括：多邊、雙邊
及單邊等綜合組合。2006 年以來，FTA 政策顯示歐盟貿易政策的
調整從多邊參與與單邊優惠，逐漸積極推動雙邊 FTA，以回應歐盟
在快速全球化面對的挑戰及潮流趨勢。歐盟乃以共同市場為基礎，
共同貿易政策又是其所享有的專屬權利，也是歐盟對外關係最具影
響力的一項政策領域。所以歐盟向來強力支持 GATT/WTO 多邊主
義。歐盟於 1999 年至 2006 年期間暫停 FTA 的建構，關注於 WTO
杜哈回合 (Doha Round) 談判。另外，歐盟早期 FTA 或優惠貿易協
定，目的主要用於加強與殖民地國家貿易關係或歐洲國家申請加入
歐盟的過渡機制，建立以歐盟為主軸 (anchor) 的層級式貿易架
構，其中一項核心內容乃單邊提供對象國家貿易優惠。歐盟依據
2006 年全球歐洲文件，積極推動與一些特定國家洽簽 FTA。新一
代 FTA 強調互惠、市場開放、就業機會、經濟成長與競爭力等策略，
可說是歐盟貿易政策的一大調整。
歐盟自 1962 年參與 GATT 甘迺迪回合 (Kennedy Round) 多邊
貿易談判後，積極支持並推動多邊貿易關係。GATT 第 28 條第 1
1

新加坡議題包括：貿易與投資、競爭、政府採購、貿易便捷化 (trade facilitation) 等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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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各會員將不定期推動多邊貿易談判。WTO 設立協定第 3 條
規定 WTO 的一項重要功能，乃為會員提供多邊貿易談判論壇，並
為談判結果的執行、管理及運作提供架構。多邊貿易談判對於降低
關稅、排除非關稅障礙與歧視性待遇，促進國際貿易擴張，扮演一
項重要功能。
WTO 於 2001 年 啟 動 杜 哈 發 展 議 程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DDA) 多邊貿易談判，共有 20 項談判議題，較烏拉圭回合
15 項更多 (WTO, 2001)。重要議題是在於解決下列國際貿易問題：
農業出口補貼、服務業、非農產品市場開放 (Non-Agriculture Market
Access; NAMA)、WTO 規則及爭端解決的改革等；另外旁及一些貿
易相關新議題：投資、競爭、政府採購透明化、環境、電子商務、
貿易便捷化等項目。與發展相關者包括：小型經濟體、貿易與債務
及財政、技術移轉、技術合作與能力建構、低度開發國家以及特別
與不同待遇等 (邱政宗，2002: 227; Jackson, 1995: 26-27)。
2008 年 9 月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WTO 強調各會員應該拒絕
貿易保護主義，避免相互貿易報復，不利全球經濟復甦。WTO 也
重視與國際貨幣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及世界
銀行的合作關係，以促進全球貿易與金融的穩定。WTO 仍決定推
動 杜 哈 發 展 議 程 ， 維 持 改 革 進 程 及 貿 易 政 策 的 自 由 化 (WTO,
2009a)。
多邊貿易談判由多數國家所同時參與，較雙邊談判擁有更多機
會促成貿易自由化；並且可避免國與國間逐一舉行雙邊談判之繁複
程序及可能產生不同談判結果而引發新貿易爭端。多邊談判鼓舞了
GATT/WTO 及各國貿易政策改革，雖然有時並不顯著但仍穩定地
進展。事實上，GATT 多邊貿易談判對世界貿易自由化取得重大成
就，例如已開發國家之平均實質有效關稅在 WTO 生效前已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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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GATT/WTO 皆藉由多邊貿易談判制定一些新協定，形成國
際貿易新規則；所以，多邊貿易談判對 GATT/WTO 而言，形成「立
法性」(law-making) 會議，歐盟乃積極參與，提出政策立場，一來
保護本身利益，二來也得以借機影響或主導國際規則之發展方向，
形成 GATT/WTO 政策之主流思想。2
多邊貿易談判雖然有許多優點，但是談判往往需要費時多年，
而其結果一般也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會逐漸被執行。多邊貿易談判通
常不能立刻解決所有貿易衝突或問題。多邊談判之協定往往是歐美
強權妥協結果，一來政治性高於經濟性，二來往往也忽視了其他國
家利益，而使談判結果又成為新的利益衝突或貿易爭端來源。歐盟
在 2006 年貿易策略文件，雖然強調支持 WTO 多邊貿易體系，但
是同時重視對外洽簽 FTA，以追求打開外國市場、創造就業、提昇
經濟成長，以及強化歐盟產業及產品全球競爭力等目標。由於 WTO
杜哈多邊貿易談判進展有限，尤其在 WTO 多次部長會議歐盟倡議
將貿易相關的競爭、投資、政府採購及貿易便捷化等所謂新加坡議
題，做為貿易自由化及制訂新規則的重點，卻遭受開發中國家的反
對之後，歐盟已將 FTA 列為促進貿易自由化的重要手段；利用 FTA
促進雙邊貿易自由化，減輕貿易對手國對自由化的抗拒或其國內廠
商保護主義的壓力 (Young, 2007: 789-811)。
綜上所述，WTO 未來走向仍然是多邊貿易體系與區域貿易協
定共存的一種競合關係。WTO 多邊主義有賴歐盟與美國等經濟強
權的支持，尤其在推動簽署 FTA 時，仍應誠信遵守 WTO 相關義務
規定，這也是符合歐盟及美國本身的利益，尤其做為 WTO 領導會
員的應有責任 (Sbragia, 2010: 379)。
2

立法性國際會議，例如 1973-1982 之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影響各國利益非常
重大深遠，評論詳見 Jennings & Watts (1997: 1183-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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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歐盟 FTA 政策
一、發展背景與政策目標
歐盟貿易政策主要在於促進自由與公平貿易，尤其是打開外國
市場，確保歐盟出口及歐洲廠商的公平待遇，提高歐盟廠商貿易及
投資機會及歐盟產品的競爭力。歐盟並將透過多邊、區域、雙邊或
單邊貿易政策及措施，追求其貿易目標。多邊層級主要透過 WTO
架構；區域主要透過歐盟擴大或與其他貿易集團雙邊合作關係；雙
邊層級主要藉由簽署 RTAs 或經貿合作協定；單邊方面，主要由歐
盟提供普遍化優惠關稅制度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 或實施貿易制裁等措施，以促進貿易進一步自由化，尤其在
服務貿易與貿易相關的投資、競爭、政府採購、貿易便捷化，以及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等領域；並對永續發展目標有所貢獻。
歐盟新一代 FTA 政策乃以歐盟執委會於 2006 年 4 月 10 日發
布 的 一 項 「 全 球 的 歐 洲 ： 在 全 球 競 爭 」 文 件 為 基 礎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本文件之緣起是歐盟鑑於 1990 年代已進入後
冷戰時期，國際經濟關係已發生根本性變化，尤其貿易與資本的快
速流動，金融商品與通訊資訊的創新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並加深
了各國經濟相互依賴與貿易整合的發展。歐盟乃以全球觀點，建構
一項更加全面性、整合性及前瞻性的貿易政策，其目標是在於提高
歐盟經貿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以期對歐盟經濟成長與就業創造有
所貢獻。FTA 乃歐盟新的貿易政策的一項重要設計及政策目標。
歐盟 FTA 的政策目標是希望透過 FTA 創造下列機會：
(1) 替歐盟貨品與服務產品打開新市場；
(2) 增加投資機會；
(3) 藉由降低關稅，降低貿易成本，並增加貿易數量；

歐盟新一代自由貿易協定政策之研究

679

(4) 藉由排除非關稅障礙，促進貿易便捷化；
(5) 提高貿易流動的可預測性，降低廠商營運成本或風險；
(6) 提高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以及促進競爭、政府採購、環境
保護等法規調和及永續發展。
FTA 對歐盟而言，並不陌生。歐盟自 1950 年代即透過雙邊經
貿協定之簽署，以強化與歐盟會員國有殖民關係或歐洲鄰邦國家的
經貿關係。FTA 是歐盟與非洲、迦勒比海及太平洋國家 (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countries; ACP) 之經濟伙伴協定，以及中美洲
及安迪諾集團 (Andean Community) 聯繫協定談判的一環。歐盟認
為目前的雙邊協定在支援上述聯繫或鄰邦關係，其運作及發展皆稱
良好；但是在發展與亞洲主要貿易伙伴關係方面，歐盟所獲市場機
會及貿易利益卻不理想。歐盟因此認為其對外雙邊經貿協定仍有一
些侷限性；同時為了使貿易政策協助創造工作機會及刺激經濟成
長，未來選擇 FTA 對象時，必須以「經濟因素」做為主要考慮依據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9)。
歐盟 FTA 簽署對象據此將以經濟規模與成長等市場潛力，以及
對歐盟出口利益採取關稅及非關稅障礙的保護程度，做為衡量新的
FTA 伙伴的主要經濟標準。另外，歐盟也會將潛在 FTA 伙伴與歐盟
競爭者間的 FTA 或 FTA 談判將來對歐盟經濟或出口利益可能產生
的影響，納入考量。歐盟 FTA 同時會考量其對歐盟有特殊聯繫關係
的 ACP 或鄰邦國家，尤其是優惠待遇可能產生的影響，一併加以考
慮。
依據上述標準，歐盟將韓國、ASEAN 及 MERCOSUR 並列為簽
署 FTA 的優先對象，因為這些經濟體具有龐大市場機會及發展潛
力，高度貿易保護，並且積極與歐盟競爭者締結 FTA。印度、俄羅
斯、海灣合作理事會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也擁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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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潛力及高度保護，因此對歐盟而言也具有締結 FTA 的直接利益。
中國也符合多項標準，但由於其同時呈現機會與風險，而須進一步
謹慎評估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9)。歐盟將俄羅斯與海灣合
作理事會，以及拉丁美洲安迪諾集團，納入 FTA 對象，是有經濟戰
略層面考量，用以確保石油、天然氣、銅礦及其他能源或原物料的
穩定進口，以及合理價格供應歐盟消費。事實上，歐盟 FTA 對象，
例如俄羅斯與中國，也是經濟快速成長國家，具有潛在高消費能
力，可以提供歐盟更多出口機會及貿易利益 (Dür & Zimmermann,
2007: 772)。
歐盟高峰會於 2000 年 3 月 14 日「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 3 其四大目標是：促進研發與創新、創造更具動能的經
濟環境、投資於人力培育，以及發展綠色經濟。在知識經濟時代，
創新是維持歐洲經濟競爭力的重要關鍵，歐盟也將致力於創新法律
規範的架構，尤其致力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以創造良好的經貿環
境。在國際層面，除了 WTO 架構，歐盟希望透過 FTA，強化智產
權的保護，尤其是在新興經濟體有關智產權保護的執行，並以智產
權保護與執行的承諾做為是否簽署 FTA 的一項重要考量。歐盟同時
也將「地理標示」(geographical indication) 的保護列入 FTA，以維
護歐盟傳統的農業及產業利益。4 歐盟執委會於 2010 年 11 月 9 日
提出「貿易、成長與世界局勢」的通知文件，揭露歐盟未來貿易政
策方針與執行重點，其中與 FTA 政策相關者，包括：(1) 多邊及雙
邊談判並重，將推動與 ASEAN 及歐洲鄰邦國家簽署 FTA；(2) 深化
與美國、中國、日本、俄羅斯、印度及巴西等策略伙伴之關係；以

3

Presidency Conclusion, “Lisbon European Council 23 and 24 March 2000,”
24/3/2000, Nr: 100/1/00, points 8-13.

4

Ibid. at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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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3) 透過 FTA 排除法規障礙，包括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及投
資等項目，增加歐洲廠商的市場機會，並對歐盟的就業、發展與商
業有所貢獻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a: 9-12)。
2000 年「里斯本策略」乃歐盟針對其於二十一世紀歐洲經濟發
展所規劃的總體策略，其範圍是全面性涵蓋所有經濟活動，包括貿
易政策與 FTA 政策。里斯本策略是由歐盟高峰會所通過，里斯本條
約 (Lisbon Treaty) 架構下歐盟條約第 13 條已將歐盟高峰會納入歐
盟單一組織架構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之內，使歐盟高峰會
具有歐盟憲法性條約地位，其決議因此具有高度政治意涵與政策導
引作用。歐盟條約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歐盟高峰會應就歐盟發展
提供必要的指引，同時必須界定歐盟一般性政治發展方向及優先目
標。歐盟高峰會雖然不具立法功能，其結論一般由執委會提案，以
完成相關立法程序，據以推動並落實相關政策。因此歐盟執委會
2006 年「全球的歐洲：在全球競爭」文件，基本上也是反映並落實
2000 年歐盟高峰會「里斯本策略」的一項政策方案。
新的歐盟條約第 21 條規定，歐盟將依據其理念與原則尋求與
第三國、國際、區域及全球性組織發展關係及建立伙伴關係。歐盟
也將在聯合國架構下，促進以多邊方案解決共同問題。第 21 條因
此得被視為歐盟對外發展多邊、區域、雙邊、單邊等多層級貿易關
係的其中一項法源依據。
在歐盟 FTA 推 動程序方面，依據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 (European
Union, 2010) 第 207 條規定，歐盟 FTA 談判是由執委會事先取得歐
盟部長理事會 (the Council) 的授權 (authorisation)，即俗稱的「談
判指令」(negotiating directive) 之後，代表歐盟與特定 FTA 對象展
開談判。談判指令一般包括談判的職權範圍、目標及指導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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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於談判過程會與其會員國及歐洲議會緊密合作。FTA 談判結
果最後須由理事會簽署及歐洲議會同意，並經由全體會員國批准才
能生效。理事會針對一般立法程序洽簽的協定，其決策表決模式是
依據條件多數決做出決定；但就服務貿易、智產權、外人直接投資、
文化及視聽服務、社會健康及教育服務等事項，則仍採取一致決表
決模式。所以，執委會在談判過程維持與歐洲議會及會員國的密切
合作關係是有其必要的，以便 FTA 談判結果的通過及有效執行
(Piris, 2010: 284-285)。
TFEU 第 207 條第 3 項規定，執委會在執行共同貿易政策而從
事對外談判時，應徵詢理事會所指派之特別委員會之意見，尤其是
之前所謂的「一三三條規委員會」(Article 133 Committee)。里斯本
條約生效後，133 條號已變更為 207 條，該委員會也更名為「貿易
政策委員會」(Trade Policy Committee)。貿易政策委員會乃隸屬於
理事會之一貿易政策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由各會員國所派遣之資
深或高階經貿專家或官員所共同組成。所以，委員會成員對本國政
府經貿政策目標、其他會員國利益，以及歐盟共同貿易政策之運作
皆有通盤並且深入之瞭解；委員會成員也皆為經貿外交沙場老將，
熟悉實際談判技術，以爭取本國最大利益，主導歐盟共同貿易政策
方向 (Leal-Arcas, 2010: 494-497)。
貿易政策委員會每月固定在布魯塞爾 (Brussels) 集會。會議程
序一般將各國所提數案併呈、綜合討論，經由各國討價還價、利益
交換而取得妥協決議，建議執委會參考，執委會據此建議擬定最後
提案或展開對外談判。貿易政策委員會雖然僅是一諮詢單位，但是
因其與理事會以及各國政府之密切關係，而使其建議具有高度專業
性以及政治性色彩而為執委會與各國政府所高度重視。貿易政策委
員會因此在歐盟共同貿易政策決策過程扮演一不容忽視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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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es, 1993: 130-133)。貿易政策委員會因此形成會員國或泛歐利
益團體遊說之主要對象之一。另外，該委員會決策不對外公開，其
決議因此欠缺透明性，對於歐盟一般消費者或納稅人、非會員國等
利益之保護非常不利 (Grant, 1993: 27-46)。
歐盟在新的 FTA 政策架構下，於 2007 年 1 月啟動與中國談判，
2007 年 5 月與韓國、ASEAN 及烏克蘭，2007 年 6 月與印度，以及
2008 年 6 月與俄羅斯的談判。FTA 形成歐盟目前對外貿易政策的
重要一環。

二、歐盟 FTA 種類
歐盟對外簽署的 RTAs 及 FTAs，依其目的及性質可分為下列幾
種類型 (Cremona, 2010: 249-267)：

(一) 加盟歐盟候選國協定
歐 盟 於 1963 年 與 土 耳 其 簽 署 「 安 卡 拉 協 定 」 ( Ankara
Agreement)5 做為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的前置協定。土耳其於 1999
年 12 月正式成為候選國 (candidate)，並於 2005 年 10 月展開加盟
談判。歐盟與土耳其於 1995 年決定推動一項關稅同盟協定，促進
雙邊經貿合作關係，雙邊建立了共同關稅稅率及對外貿易政策，歐
盟並給予土耳其優惠關稅待遇；另外雙方進行一些技術標準的調和
工作。6 歐盟第五次擴大，共有 10 個中、東歐國家於 2004 年及 2007
年加入歐盟。歐盟於入會前與中、東歐國家簽署了「歐洲協定」
(Europe Agreements) (European Commission, 2001b)，協助這些國家
的政經與社會轉型，以符合加入歐盟的標準，尤其是實施民主及法

5

OJ 1973, C113/2.

6

Decision 1/95 of the EC-Turkey Association Council, OJ 1996, L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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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保障人權、市場導向經濟改革、尊重及保護少數民族等。7 針
對候選國的 RTA，其本質上仍是促進經貿合作性質的 FTA，不過具
有濃厚政治及社會意涵，以促進政治民主化，擴大歐洲民主大家
庭，以及中、東歐社會及地區的穩定。歐盟目前候選國家包括巴爾
幹半島西邊的克羅埃西亞 (Croatia)、馬其頓 (Macedonia)，歐盟提
供了穩定及聯繫的安排與協助。8

(二) 鄰邦國家協定
歐盟與歐洲自由貿易區的挪威、冰島及列支登斯登
(Liechtenstein) 簽署了「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
協定，乃屬第一項集團國家或區域組織間的多邊貿易協定。EEA 本
質上是一項 FTA，但事後發展，深化了整合程度，擴大至貨品、人
員、服務及資金四大自由流動，申根 (Schengen) 共同簽證，以及
歐盟內部市場相關法規的適用等廣泛領域；但是不包括農業、漁
業、對外貿易、對外政策、經濟暨貨幣同盟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共同外交及安全、內政與司法等事務。冰島於 2008
年 9 月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已申請加入歐盟，並於 2010 年 7 月展
開入會談判。EEA 協定因此也是一項申請加入歐盟的聯繫協定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0a: 1)。瑞士乃 EFTA 成員，但
是沒有批准 EEA 協定。歐盟與瑞士於 1972 年另行簽署一項 FTA 協
定，僅涵蓋貨品貿易自由化及一些部門，例如交通運輸、科技合作、

7

加入歐盟的哥本哈根標準，詳見 Bull. 6-1993, point I. 13. 評論詳見 Inglis (2000:
1173)。

8

COM (2003) 285, 21 May 2003; 以及 Council Regulation 1085/2006/EC of 17 July
2006 establishing an Instrument for Pre-Accession Assistance (IPA), OJ 2006,
L2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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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農產品貿易及相互承認、申根簽證等事項。9 與其他鄰
邦協定比較，歐盟與 EFTA 及瑞士的協定乃以經濟整合為主要考
量，政治及安全目標的意涵較不濃厚；但是申根簽證及人員自由移
動仍有高度社會意涵及重要性。
第二類歐洲鄰邦協定是與地中海國家簽署的「歐洲與地中海聯
繫協定」(Euro-Mediterranean Association Agreements; EMAs)，歐盟
依據 1995 年 11 月巴塞隆納會議 (Barcelona Conference)10 陸續與
突尼西亞、摩洛哥、約旦、以色列、埃及、阿爾及利亞、黎巴嫩等
國家簽署 EMAs 協定。11 歐盟與巴勒斯坦當局也簽署了一項過渡協
定 (Interim Agreement)。 12 歐盟 EMAs 協定的目標乃基於互惠
(reciprocity)，與地中海鄰邦建立長期性伙伴及共同發展關係；並期
待建立一個自由貿易區，包括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及資本自由移動的
可能性。
另外，歐盟希望透過 EMAs 協定促進地中海地區國家的地區整
合，甚至建立一項地中海國家 FTA 架構，最後達成歐盟與地中海間
FTA 的終極目標。EMAs 協定也建立一項「政治對話」(political
dialogue) 架構，以促進地中海地區的穩定及和平；同時減輕政治動
盪 或 戰 亂 的 難 民 向 歐 洲 湧 進 的 壓 力 與 負 擔 (Philippart, 2003:
201)。地中海鄰邦與歐盟會員國有長遠深厚歷史淵源及關係。歐盟
自 1950 年代起即已重視此一鄰邦關係。地中海國家自殖民國獨立
後，歐盟自 1960 年代起也與摩洛哥及突尼西亞簽訂聯繫協定，以

9

歐盟與瑞士協定，見 OJ 1972, L300/189.

10

Bull EU 11-1995.

11

分見 Tunisia, OJ 1998, L97/1; Morocco, OJ 2000, L70/1; Jordan, OJ 2002,
L129/3; Israel, OJ 2000, L 147/3; Egypt, OJ 2004, L304/39; Algeria, OJ 2005,
L265/2; Lebanon, OJ 2006, L143/2.

12

OJ 1997, L187/3.

686

歐美研究

加強合作關係。13 歐盟於 1970 年代進一步推動「全球性地中海政
策」(global mediterranean policy)；1995 年推動巴塞隆納進程；2004
年整合成為歐盟「歐洲鄰邦政策」(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ENP) 的一環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a)。
第三類歐洲鄰邦協定是與前蘇聯解體後獨立國家簽署的「伙伴
及合作協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s; PCAs)，例如
俄羅斯、烏克蘭、摩多瓦 (Moldova)、阿美尼亞 (Armenia)、亞茲
拜然 (Azerbaijan)、喬治亞、卡查斯坦 (Kazakhstan)、烏茲別克及
Kyrgyz 等國。14 PCAs 強調基於最惠國 (most favored nation; MFN)
原則的貿易關係，但是歐盟一般給予這些國家 GSP 待遇。歐盟同時
強調與這些國家的政治對話，技術與財政援助以促進這些國家的政
經轉型、法治發展及人權保障。歐盟支持這些國家加入 WTO，並
以 WTO 架構及原則做為與這些國家進一步發展全面性 FTA 的基
礎。
歐盟於 2007 年 2 月已啟動與烏克蘭談判 FTA；於 2009 年將烏
克蘭、阿美尼亞、喬治亞、摩多瓦、亞茲拜然及貝魯斯 (Belarus) 等
六國列為「東方伙伴」(the Eastern Partnership)，成為將來進一步談
判 FTA 的優先對象。15 歐盟與俄羅斯及東方伙伴的歐洲鄰邦協定
或政策，其中一項戰略考量是確保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及礦物原料
以合理價格的穩定供應 (Morgado Dos Santos, 2010)。歐盟於 2009
13

English version, OJ 1973, L239.

14

Russia, OJ 1997, L327/1; Ukraine, OJ 1998, L49/1; Moldova, OJ 1998, L181/1;
Armernia, OJ 1999, L239/3; Azerbaijan, OJ 1999, L246/3; Georgia, OJ 1999,
L205/3; Kazakhstan, OJ 1999, L196/3; Uzbekistan, OJ 1999, L229/3; Kyrgyzstan,
OJ 1999, L196/48.

15

European Council conclusion and Declaration on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20 March
2009. 另見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on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COM (2008)
823,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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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乃全球最大能源進口地區與第二大消費地區。另外，歐盟期冀藉
由這些協定以促進這些國家的政經轉型、法治發展、重視人權保障
等，也超越了純經濟考量，具有高度政治、安全及社會意涵 (WTO,
2009b: x)。

(三) 發展協定
發展協定乃歐盟與開發中國家簽署的 RTAs，用以促進對象國
家的發展。歐盟一般提供 GSP 或其他優惠待遇，包括經濟或技術性
援助。歐盟對外簽署的發展協定最著名及重要者，是早期與 78 個
ACP 國家或伙伴所簽署的洛梅公約 (Lomé Convention)，事後轉型
為「柯多努協定」(Contonou Agreement)，16 以及目前談判中 7 項
經濟伙伴協定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EPAs) 協定，包括
南非、東南非、東非、西非、中非、太平洋及迦勒比海等集團國家。
ACP 國家乃從法國、比利時、荷蘭、英國等歐盟會員國獨立的開發
中國家，與歐盟具有深遠歷史關係，歐盟自 1950 年代以來，即提
供 諸 多 的 貿 易 優 惠 。 GSP 係 由 聯 合 國 貿 易 暨 發 展 會 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於 1970
年代第四次特別委員會議期間由 18 個已開發國家同意實施之一種
貿易優惠制度，藉以促進開發中國家之出口，改善其產業結構及提
高國民所得，達到民生富裕之目的。歐盟於 1971 年開始實施 GSP
制度。另外，歐盟自 1976 年與 ACP 非洲、亞洲、加勒比海國家簽
署洛梅公約，片面給予這些國家貿易優惠或技術援助，以方便其產
品進入歐盟市場取得貿易機會。17
16

Partnership agreement between the ACP states of the one part,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 of the other part (Cotonou Agreement), Bull.
EU 6-2000, point 1.6.83. 協定內容詳見 OJ 2000, L317/3.

17

歐盟 GSP 法律依據是 1971 年之六項製成品 GSP 規則，一項農產品 GSP 規則，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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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GSP 法規是 732/2008 規則，施行期間從 2009 年 1 月至
2011 年年底。18 截至 2011 年 2 月底止，共有 176 個開發中國家或
地區是歐盟 GSP 的受惠對象，於 2008 年 GSP 受惠產品約 6,300 項
目，金額高達約 686 億歐元。主要受惠產品是紡織品、機器及零件、
礦產、塑膠、金屬礦產、牲畜及相關肉類產品、鞋類、雨傘及皮衣、
化學產品及蔬菜等，這些皆是開發中國家重要出口項目。歐盟「武
器除外」(Everything But Arms) 安排，提供 49 個低度開發國家
(LDCs) 零進口稅率，且無進口數量限制的待遇。另外在「GSP 附
加」(GSP+) 計畫下，提供開發中國家額外稅率減免，以鼓勵開發
中國家的永續發展及善治或履行上述永續發展及善治相關的國際
協定。於 2009 至 2011 年共有 16 個開發中國家受惠於 GSP 附加的
計畫 (European Commission, n.d.a)。
歐盟於 1971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 GSP。在 1994 年 GATT 烏
拉圭回合之後，歐盟於 1994 年 6 月 1 日，規定 GSP 兩項政策方針，
一項傳統一般性標準措施，規定受惠國、貿易優惠、及畢業等條件；
另一項是額外特別性獎勵措施 (special incentive arrangements)，對
積極採取提高勞工及環保標準之受惠國，提供額外貿易優惠。19 歐
盟事後訂定之 GSP 規則因此皆有勞工基本權利之人權條款、環保條
款及毒品管制條款等規定。20 歐盟乃開發中國家最大出口市場，在

見 OJ L142 of 28 June 1972. GSP 源自 UNCTAD 1970 年 10 月 12 日之“Agreed
Conclusions,” UNCTAD, Doc. TD/B/AC5/36. 另外 GATT 大會於 1971 年 6 月 25
日決議也確定 GSP 之合法使用，GATT, BISD 18S/24, 1972.
18

Regulation 732/2008 applying a scheme of generalised tariff preferences, OJ 2008,
L211/1. 現行 GSP 法規是 Regulation 978/2012。

19

European Commission,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Role of the GSP 1995-2004,” COM (94) 212, Bull. EU 6-1994,
point. 1.3.9.1. 評論詳見李貴英 (2004: 675-735)。

20

Regulation 328/94 OJ 1994, L348/1; Regulation 1256/96 OJ 1997, L160/1.

歐盟新一代自由貿易協定政策之研究

689

1999 年占開發中國家出口 55%，高於同年美國 38%，日本 6%，加
拿大 1%。在 1999 年開發中國家出口到歐盟市場產品，97%享有零
稅率，所以 GSP 對開發中國家之貿易利益非常重要 (European
Commission, 2001a: 1;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0)。
歐盟提供開發中國家的貿易優惠，除了 GSP 之外，另外包括：
技術協助、合作訓練、金融補貼、出口融資、風險保證、債務展期
或免除、經濟援助、能力建構 (capacity building) 等廣泛項目，以
協助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在經濟援助及貿易優惠條件下，並非所有
開發中國家之經濟發展都非常成功。開發中國家本身內部問題，制
約了其發展。許多開發中國家發展的失敗，要歸咎於國內政治腐
敗、官僚結構、管制經濟、政府干預、法治不彰等不當公共政策或
不民主政經體制，限制了市場機制及人民發展潛力 (張佛泉，1993:
86-87; Weller & Ulmer, 2008: 16-21)。所以，開發中國家除了經濟
援助、貿易優惠、市場機會等條件之外，仍須配合政治、經濟、法
律、社會等方面之結構改革，才足以確保經濟發展之成功，並融入
世界經濟體系。
自從 1990 年歐盟與開發中國家簽署的發展協定，因此內含一
項「人權條款」，做為協定的必要條件，以協助開發中國家的政經
改革及善治發展 (洪德欽，2004: 143-202)。歐盟執委會於 1998 年
3 月明白指出：「歷史顯示第 4 號洛梅公約修正第 5 條人權條款乃
永續經濟及社會發展之前提條件。最近幾十年清楚顯示永續性人類
發展需要一個尊重人權、民主原則及法治之組織及政治環境。發展
與人權之聯繫也被聯合國發展權宣言公開承認。因此，各國雖然得
自由選擇其社會之政治及經濟模式，但是此等模式必須符合有關人
權之普世原則及遵守區域及國際相關公約及法律決議。」(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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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1998: 4)21 因此，人權保障與各國經貿發展存有一定關
聯性，實乃相輔相成，關係密切 (Fields, 2003: 97)。
於 2000 年 6 月 23 日簽署之「柯多努協定」，重申「人權條款」
乃必要條件，因為該協定之基礎是：「尊重人權、民主原則及法治、
及善治。」(respect of human rights, democratic principles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good governance)。柯多努協定第 9 條規定人權條款，第
96 條及第 97 條規定諮商與不履行條款。人權條款因此形成歐盟在
1990 年 代 以 後 ， 對 外 關 係 及 雙 邊 發 展 協 定 之 一 項 重 要 特 徵
(European Commission, 2001b: 1)。

(四) 全球市場進入協定
全球市場進入協定著眼於新興經濟體，例如中國、印度、巴西、
俄羅斯、韓國等國家的市場機會。另外，歐盟也將一些具有發展潛
力的區域貿易集團，例如 ASEAN、南錐共同市場及海灣合作理事會
等，列為談判及簽署 FTA 對象 (Robles Jr., 2011: 379-400)。除了考
慮市場機會之外，歐盟目標尚包括確保石油、天然氣等能源以合理
價格的穩定供應；強化區域貿易集團間的合作關係，以提高歐盟國
際地位或影響力；推銷歐盟貿易規則及歐洲理念等多元性、策略性
意涵 (Maur, 2005: 1570-1578)。
歐盟的 FTA 政策強調第三國市場機會，並排列優先對象採取系
統性及主動性的談判策略，以打開外國市場。歐盟也將重視履行
WTO 的承諾與義務，俾能確保監督他國遵守 WTO 的義務。歐盟
也藉由俄羅斯等國家申請加入 WTO 的雙邊談判，要求對方排除對
歐盟出口的貿易障礙或歧視性措施。歐盟尤其致力於排除外國市場

21

另外，1998 年修訂第四號洛梅公約內容詳見 Agreement Amending the Fourth Lomé
Convention following the Mid-term Review, OJ 1998, L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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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十大類貿易障礙：(1) 關稅障礙；(2) 複雜性通關程序及歧視關
稅規則與措施；(3) 技術性規則與標準等障礙；(4) 動植物衛生檢疫
措施的濫用或誤用；(5) 限制原物料的出口；(6) 智產權的侵害；(7)
服務與投資障礙或限制；(8) 限制性政府採購規則；(9) 濫用貿易防
衛措施；以及 (10) 不公平使用政府財政援助或其他補貼。歐盟 FTA
政策經由對第三國市場開放的達成，落實共同貿易政策 (common
commercial protocol; CCP) 改革，並對歐盟經濟成長、就業創造與
競爭力提高等目標有所貢獻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4)。
歐盟傳統的 FTA 以加強與開發中國家或歐洲鄰邦國家的聯繫
關係或經貿合作為主要目標；一般以貨品貿易自由化為主要內容，
歐盟並提供貿易優惠待遇，協助 FTA 對象國家的經貿發展。全球市
場進入協定乃歐盟新一代 FTA，除了以新興經濟體為主要對象之
外，新一代 FTA 內容主要有下列特徵，包括：強調競爭導向、互惠
貿易、市場機會、永續發展、服務貿易、智產權保護及投資保障等。
在歐盟 FTA 政策強調競爭導向方面，除了廢除關稅及數量限制
措施之外，必須盡可能地全面涵蓋服務與投資方面的自由化，以達
成較高程度貿易自由化為目標。歐盟新的 FTA 政策並且將透過法規
趨同 (regulatory convergence) 以處理非關稅障礙，包括強制性貿易
便捷化，智慧財產權及競爭等條款。金融、租稅、司法互助等領域，
歐盟也重視 FTA 原產地規則的便捷及效率，以反應全球化在時間流
程便捷化的現實需求。FTA 也應內括行政協調機制，以監督 FTA
的屢行並解決相關爭端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9)。
在推動對外 FTA 政策時，歐盟也考慮透過雙邊貿易關係，加強
永續發展，因此 FTA 可能包含勞動標準與環境保護等領域的合作條
款。歐盟同時表示會將貿易伙伴的發展需求以及對開發中國家可能
影響，尤其是 FTA 對低度開發國家進入歐盟市場的優惠待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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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考量。因此，對歐盟給予開發中國家優惠待遇的可能影響乃是
歐盟對外展開 FTA 談判之前所進行的整體影響評估的一部分。歐盟
FTA 對象國家與其他歐盟競爭者簽訂 FTA 也是歐盟的一項考量因
素，歐盟目標是至少要取得完全平等 (full parity) 待遇，避免其在
FTA 對象國家市場遭受不利競爭待遇。所以，歐盟 FTA 政策，除了
經濟為主要考量之外，另外包括非經濟因素的社會、環境、人權、
發展等考量，甚至加強與開發中國家或歐洲鄰邦合作或聯繫關係等
更為廣泛或一般性的政策因素，並且是以「個案」(case-by-case) 考
量為基礎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9-10)。
歐盟 FTA 政策將更加重視新貿易領域的市場開發與規則建
構，特別是服務業、投資、競爭、智慧財產權與政府採購等領域的
貿易自由化或法律保護，因為這些領域對歐盟有重大經濟及貿易利
益 (Raza, 2007: 84)。歐盟認為某些歐盟主要貿易伙伴，針對上述部
門所採取的非關稅障礙，於 2009 年產生大約 960 億至 1,300 億歐
元的潛在負面影響，相當於 9%至 12%歐盟整體出口金額。服務業
乃歐盟經濟的基石，於 2009 年占其 GDP 及就業約 70%，是歐盟擁
有比較利益的部門，也是歐盟出口最具成長潛力的項目。於 2009
年，服務貿易占歐盟出口貿易 30%；歐盟服務貿易占全球服務貿易
出口及進口比例各為 27%及 25%。全球服務貿易的逐步自由化是未
來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歐盟因此將與主要貿易伙伴，尤其限制市
場進入或僅做出些許 WTO 承諾的伙伴，透過 FTA 談判促進服務貿
易自由化，尤其排除市場進入、國籍、居住地、所有權、持股比例、
法人種類、經濟需求測試、國家安全審查等非關稅障礙 (European
Commission, 2008: 5-6, 8, 2011b: 14, 17)。
在投資方面，歐盟認為改善在第三國投資環境，對歐盟及地主
國 (host states) 的外資流入及經濟成長會有重大貢獻。歐盟乃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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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資本輸出地區，歐洲對外投資對地主國的外匯累積、技術移
轉、就業創造、租稅收入及經濟合作等等，皆能扮演一項重要角色。
由於生產、供應與貿易的全球化，於第三國市場自由投資的條件與
環境，對於歐洲跨國公司的國際經營策略，變得更加重要。歐盟也
將透過 FTA 促進地主國投資便捷化或自由化的發展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8-9, 2011b: 15)。
在競爭方面，第三國如果缺少符合 WTO 或國際法的競爭與國
家補貼或財政援助等規範，將形成非關稅障礙或變相的保護措施。
歐盟認為發展國際規則以及在競爭政策方面的合作，才足以確保歐
盟公司在第三國不會因本地公司之不合理補貼或反競爭行為而蒙
受損失，這對歐盟而言具有戰略性利益，因為大多數國家皆採取不
同種類或不同程度的補貼政策，而且欠缺透明性，對歐盟公司在該
國市場，明顯處於不利競爭地位。在政府採購方面，各國一般也皆
有優惠本國廠商的相關規定，而使歐盟公司遭受歧視待遇，甚至斷
絕了貿易機會，對運輸工具、公共建設、公共設施、環保能源、科
技醫藥等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歐盟公司而言，非常不利且不公平
(Oxfam International, 2008: 4-5)。
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方面，很多開發中國家，甚至新興經濟體
對智產權的保護明顯不足，大幅降低了歐盟公司在該等國家的市場
機會或投資意願。歐盟認為違反智產權保護，乃剝奪權利持有人因
其投資可得的收益，且最終會對最創新、具有創造力公司的生存造
成風險與威脅。除了私人財產權保護之外，食品、藥品、化妝品及
玩具等仿冒品，與公共健康及競爭也息息相關，乃是值得重視
的問題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b: 6)。
綜上所述，歐盟基於本身擴大、地緣政治、歷史關係、發展需
求、經濟合作、聯繫關係等不同背景與需求，建構了全球最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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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層級式 RTA 網絡關係。各個層級 RTA 皆有其目標與作用，
反映出歐盟 FTA 政策的選擇性操作，及對非會員國的歧視性。

參、歐盟與韓國 FTA 個案分析
一、歐韓 FTA 可能經濟影響分析
歐盟與韓國維持密切貿易關係。於 2010 年的貨品貿易，歐盟
向韓國出口 280 億歐元，進口 387 億歐元。於 2009 年的服務貿易，
歐盟對韓國出口 60 億歐元，進口 39 億歐元。於 2009 年投資，歐
盟在韓國投資 5 億歐元，從 1962 至 2009 年累積投資總額 289 億歐
元；韓國於 2009 年對歐盟投資 99 億歐元。韓國是歐盟第 9 大貿易
伙 伴 ； 歐 盟 乃 是 韓 國 第 二 大 出 口 市 場 (European Commission,
n.d.b)。歐盟與韓國雙方簽署一項「貿易與合作架構協定」於 2010
年 4 月 1 日生效，事後重新談判以進一步強化雙方合作關係，並於
2011 年生效。架構協定將與歐盟與韓國 FTA 有一法律聯繫，另外
包括政治與全球性議題，例如人權、禁止大量毀滅性武器擴散、恐
怖主義、氣候變遷及能源安全等，所以比 FTA 經貿議題更加廣泛
(European Union, 2001)。
韓國被 2006 年歐盟「全球的歐洲」貿易策略列為洽簽 FTA 的
優先對象。歐盟與韓國 FTA 談判於 2007 年 5 月於首爾啟動，經過
八回合談判，於 2009 年 10 月 15 日達成共識，並於 2010 年 9 月
16 日由歐盟部長理事會批准，歐韓雙方於 2010 年 10 月 6 日在布
魯塞爾舉行的歐盟韓國高峰會正式簽署 FTA 協定，惟擱置具有爭議
性之防衛條款 (European Commission, n.d.d)。2011 年 2 月 7 日歐
洲議會國際貿易委員會以 21 比 4 票初審通過歐韓 FTA，惟附帶決
議納入用以限制韓國汽車進口激增的防衛條款，以保護歐洲汽車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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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歐洲議會於 2011 年 2 月 17 日以 465 票同意，128 票反對及
17 票缺席通過歐韓 FTA。此項 FTA 乃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洲議
會第一次依據一般立法程序行使批准 FTA 的新權力，在歐盟決策程
序頗具歷史性與憲法性的意義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0b: 1-2; European Parliament, 2011a: 1, 2011b: 1)。歐盟部長理事
會於 2011 年 4 月 11 日通過一項執行歐韓 FTA 雙邊防衛協定的規
則 (regulation)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1: 1)。韓國國會
於 2011 年 5 月 4 日也通過歐韓 FTA 協定 (Na & Lee, 2011)。歐盟
與韓國 FTA 已於 2011 年 7 月 1 暫時性生效 (European Union,
2011a, 2011b)。
各國 FTA 談判，事先會從事 FTA 的潛在經濟影響分析。2007
年 3 月歐盟委託哥本哈根經濟 (Copenhagen Economics) 的弗朗索
(Joseph Francois) 教授，利用數量化一般均衡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模式，納入全球貿易分析計畫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 數據，對歐韓 FTA 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歐
韓雙方均將從 FTA 獲利 (Copenhagen Economics, 2007)。該報告後
經歐盟執委會修正，顯示在 GDP 歐盟預期可成長 0.08%，韓國則可
達 0.84%。消費者福利效果方面，歐盟僅增加 0.02%，韓國則可達
1.12%，此乃源自韓國貿易條件改善，吸引外資及更多選擇機會。
在貿易方面，韓國對歐盟出口成長預期可達 38.4%，歐盟對韓出口
成長預期可達 82.6%，此乃由於韓國維持較高保護體制。貿易金額
方面，歐盟對韓出口預期增加 330 億至 410 億歐元；韓國預期增加
達 340 億歐元 (Decreux, Milner, & Péridy, 2010: 4-5)。
就歐韓 FTA 所創造出的總體經濟利益而言，韓國獲得 2/3，歐
盟僅獲得 1/3，此乃因為歐盟經濟規模及市場較韓國為大，另外韓
國的貿易障礙也較歐盟為多。另外依據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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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KIEP) 的研究，也
獲得類似結論，歐韓 FTA 生效後，韓國 GDP 可望成長 2-3%，出口
貿易增加 2.5%-5% (姚鴻成，2010: 2)。韓國實質獲利較歐盟為高，
歐盟更加堅定將服務、投資、競爭、智產權、地理標示等歐盟具有
競爭力項目，納入 FTA，成為核心內容，從事非關稅障礙的排除及
智產權的高標準保護。
自由貿易區因為會員國間相互排除貿易障礙，所以會增加會員
間「內部貿易」。另外，FTA 成員間就已貿易自由項目，不得適用
進口救濟措施，將降低廠商經營成本，提高貿易關係的可預測性，
這是 FTA 的另一項重要利基。22 自由貿易區成立後，如果低成本
會員國產品代替高成本非會員產品之進口，會擴大生產規模、市場
腹地；由生產利得及消費者福利，提高生產效率、資源有效使用，
而提高會員國社會福利水準，產生所謂「貿易創造」(trade creation)
效果 (洪德欽，2000: 215-216)。另外，自由貿易區也有降低關稅
行政手續及成本、減少走私活動、強化對外談判地位、加強會員國
政經合作關係等效果 (Jackson, 2000: 107-108)。

二、歐韓 FTA 主要內容
歐韓 FTA 內容包括 15 章、3 項議定書 (protocols)、一份聯合
公報及數項附件 (Annexes and Appendixes)。15 章分別是：(1) 目
標與一般定義；(2) 國民待遇與貨品市場進入；(3) 貿易救濟；(4) 技
術性貿易障礙；(5) 動植物衛生及檢疫措施；(6) 關稅及貿易便捷
化；(7) 服務貿易、公司設立及電子商務；(8) 給付及資金移動；(9)
政府採購；(10) 智慧財產權；(11) 競爭；(12) 透明性；(13) 貿易
22

廢除進口救濟措施才符合 GATT 第 24.8 (a) (i) (b) 條款廢除其他限制性貿易法規之
規定。評論見 Mitchell & Lockhart (2009: 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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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永續發展；(14) 爭端解決；以及 (15) 組織性、一般與最後條款。
三項議定書是：(1) 原產地規則；(2) 關稅事項的相互行政協助；以
及 (3) 文化合作。
貨品貿易最核心內容是廢除關稅及排除其他非關稅障礙。歐韓
FTA 生效後 5 年內，雙方關稅達成 98.7%貿易自由化，一些敏感性
農漁產品的過渡期間是 7 年。FTA 生效後，歐盟立即移除 76.7%進
口關稅；韓國移除 69.4%進口關稅。歐盟保留 39 項，韓國保留 44
項產品不減免關稅。歐韓 FTA 歐盟出口至韓國每年約可減免 16 億
歐元，韓國出口至歐盟則可減免 11 億歐元的關稅。FTA 生效第一
天歐盟出口即可獲得韓國大約 8 億 5 仟萬歐元的關稅減免。歐盟出
口受益較大的產品分別是機器及其相關設備、化學產品、紡織品、
玻璃、皮革、鞋類、鋼鐵等。農產品受益較大者包括豬肉、威士忌
及乳酪產品等項目。韓國整體農產品關稅減免將達 3 億 8 仟萬歐
元。針對敏感性工業產品，例如小型汽車、電視、錄影帶、液晶電
視 (LCD) 等消費性電子產品，歐盟僅於 FTA 生效後第五年才排除
關稅；大中型汽車則有 3 年自由化期間 (European Commission,
2011c: 4-5)。
汽車是歐韓 FTA 談判過程，爭議性較高的一項議題。2008 年
韓國對歐盟出口大約 41 萬輛汽車，金額總計約 51 億美元；歐盟對
韓出口大約 4 萬 2 仟輛汽車，金額總計 20 億美元。韓國汽車最大
出口市場是美國，第二是歐盟；歐盟為保護汽車廠商，其進口關稅
是 10%，遠高於韓國 8%，美國 2.5%；如果歐韓雙方皆移除進口關
稅，韓國出口至歐盟汽車每輛將降價 1,300 美元，大大提高其在歐
盟市場的競爭力。為了保護歐洲汽車廠商採取階段自由化策略，針
對小型及中大型汽車各有 5 年及 3 年的緩衝期。另外，歐洲議會附
加防衛條款，用以對抗韓國汽車的大量進口激增，防範損害歐洲汽

698

歐美研究

車廠商 (European Commission, 2011c: 12-13)。
事實上，歐韓 FTA 第 3 章亦有貿易救濟相關規定，例如包括一
項雙邊防衛條款 (bilateral safeguard clause) 允許各方於進口激增，
導致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時，採取暫時性調高關稅的防衛措
施。與 GATT 第 19 條防衛條款不同之處，在於歐韓適用防衛條款
時必須進行一項「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測試，同時必須將採
取防衛措施的行政成本納入考量。另外，在關稅減讓期間結束後，
亦即針對已經完全貿易自由化的產品項目，不得再援引貿易救濟措
施。
在非關稅障礙方面，歐韓 FTA 乃歐盟簽署的第一項 FTA，內
容涵蓋特別部門性非關稅障礙的規定。FTA 有 4 件相關附件包括：
消費性電子產品、汽車產品、藥品及化學產品，針對相關非關稅障
礙，例如技術規則、標準、符合性評估程序 (conformity assessment
procedures)，以及其他技術性或不必要官僚行政規章、手續等加以
規範。在電子消費性產品方面，雙方認可的國際標準將被認定為符
合評估程序；另外韓國將承認歐盟認證及測試結果，包括歐盟的自
我符合聲明 (self-declaration conformity)。在汽車方面，韓國除了同
意採取國際安全標準之外，並認可歐盟產製汽車的車載診斷系統
(on-board diagnostic; OBD) 設計的「Euro-6 規則」(Euro-6 norm) 等
同於韓國相關標準。汽車將來其他新標準將參考聯合國歐洲經濟委
員會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
的標準 (European Commission, 2011c: 9-10)。
在藥品方面，韓國同意訂定一項藥品定價及給付規則，以提高
透明性，同時依據國際慣例相互承認對方核發藥品符合評估證書。
在化學產品方面，歐盟則將其化學產品法規架構的倫理 (integrity)
理念與良好實驗操作及測試指導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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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Guidelines) 引介至附件，尋求在化學產品評估與管理方面的調
和模式。歐盟在非關稅障礙領域可說是從事歐盟相關法規、政策與
理念的輸出，但對於歐韓雙方貿易進一步自由化，避免雙重認證評
估程序、減少行政手續及財政負擔，提高透明性及經營效率等，皆
有正面性效益 (European Commission, 2011c: 11)。
在服務貿易方面，歐韓 FTA 乃歐盟所有簽署 FTA 中最具雄心
的協定。歐韓將大規模地承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範圍與項目；尤其
大 大 超 越 韓 國 對 WTO-GATS 承 諾 ， 以 及 目 前 杜 哈 回 合 的 要約
(offer)。歐韓 FTA 服務貿易範圍包括：交通、通訊、金融、法律服
務、環境及建築等部門。服務貿易自由化，除了跨國服務與市場進
入，另外包括服務業及非服務業有關投資的公司設立 (establishment)，亦即立業權，以及自然人的移動等項目。韓國同時考慮取
消或放寬歐盟企業在韓國投資金額上限的限制 (European Commission, 2011c: 16)。
服務貿易的市場進入限制措施，如果以數量基礎表現其相當的
關稅稅率程度，亦即所謂的「關稅當量」(tariff equivalence) 經濟模
式，則韓國與歐盟的服務貿易於 2006 年各自相當於 46%與 17%關
稅稅率的保護程度。歐韓 FTA 將可大幅提高雙邊服務貿易自由化程
度，對歐盟服務貿易在韓國的市場機會，尤其有利 (Copenhagen
Economics, 2007: 32)。
在通訊服務，韓國將放寬對歐盟企業在韓國持有股權上限的限
制，以及允許歐盟衛視直接播放，亦即在韓國直接跨境提供服務，
不須透過韓國廠商的中介服務。環境服務將開放非工業污水服務
(sewage services)。在運輸服務方面，歐盟船運公司將在韓國獲得完
全市場進入、設立分支機構，以及其他多項船運相關的服務機會。
另外，歐盟亦得在韓國市場提供國際快遞服務。在建築服務，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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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廢除目前分包 (subcontracting) 要求。在金融服務方面，歐盟金
融公司將在韓國獲得實質市場進入 (substantial market access)，尤其
得將在韓國分公司或分支機構資料向歐盟母公司傳送的自由。在法
律服務方面，歐盟法律事務所將允許在韓國開業，提供外國投資者
或韓國客戶有關非韓國法律事務的服務，以及雇用韓國律師提供跨
國訴訟或爭端解決服務。歐盟律師亦得使用其母國的律師名稱，例
如 Solicitor、Avocat 或 Rechtsanwalt 等。服務部門乃歐盟具有競爭
力及貿易利益的產業；歐韓 FTA 服務業甚至包括某些投資自由化條
款，這些對歐盟皆較為有利。
第 9 章政府採購方面，韓國與歐盟皆是 WTO 政府採購協定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GPA) 的會員，因此第九章
原則上是以 GPA 為基礎。但是第九章涵蓋一些 GPA 尚未涵蓋項目，
例如公共工程 (public works) 承諾及 BOT (Built-Operate-Transfer)
契約，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的 BOT，因此對雙方廠商皆具有很大商
業利益。
第 10 章智慧財產權方面，顯著超越 WTO 的 TRIPS 協定規範。
第 10 章包括著作權、設計及地理標示，以及以歐盟相關法規為基
礎的智產權執行條款。著作權規定針對音樂使用必須提供著作權人
適當費用，以符合國際著作權的發展新趨勢。設計保護包括未登記
的設計，以填補 TRIPS 在此一方面尚未規範的漏洞。第十章包括多
項地理標示條款，韓國將被禁止使用歐洲著名地名的酒類、乳酪及
香腸等農產品的地理標示名稱達 160 項；歐盟僅被禁止使用一項韓
國寶城綠茶 (Boseong Green Tea) 名稱。
歐盟全部農產品 GI 皆將受到保護，例如法國香檳 (champagne)
酒，蘇格蘭或愛爾蘭威士忌 (whisky)、綠葡萄酒 (Vinho Verde) 或
多凱 (Tokaji) 葡萄酒，以及來自波爾多、里奧哈 (Rioja) 及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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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葡萄酒、巴代利亞啤酒及捷克啤酒 (Ceské pivo)、義大利薩拉米
(salámi) 香腸及帕瑪 (Parma) 火腿、曼徹格 (Manchego) 起司或帕
瑪森起司 (Parmigiano Reggiano cheese)、西班牙蒙契格 (Manchego)
起司等。智產權乃歐盟競爭力的核心項目，所以歐盟對智產權保護
特別重視。歐盟不但要求智產權包括傳統的商標、專利、著作權等，
甚至延伸至地理標示，並且依據歐盟規定與標準落實智產權的執
行，歐韓 FTA 提供了一項超越 WTO 的智產權保護，對歐盟頗為有
利，不過也可以激勵韓國廠商重視智產權，以及創新研發，長期而
言，仍得提高韓國產品的競爭力及附加價值。
第 11 章乃競爭規定，要求各方維持競爭法律體系，防止聯合
行為，濫用支配地位及違反競爭的合併，因為這些反競爭行為或卡
特爾獨占地位，阻礙公平競爭。雙方同意訂頒有效競爭法律，建置
競爭主管機構，並遵守程序正當性。競爭法也適用於公營事業，以
及其他特許或享有特權的企業。雙方並將就競爭法規的實踐加強諮
商及合作，以提高競爭政策的透明度以及執行效率。第 11 章包括
詳細競爭法規定，很明顯受到歐盟很大影響，這在 FTA 乃是另一項
重要發展，乃歐韓 FTA 的另一項特徵。
第 12 章乃規定透明性，其目的在於提供雙方企業廠商一個更
加具有效率及可預測性的法規體系與經營環境。第 12 章規定：(1)
提供雙方利害關係人就新的法案評論或表示意見的機會；(2) 建立
調查或聯絡機制以解決執行競爭法規產生的相關問題；以及 (3) 競
爭政策執行必須遵守正當程序，包括提供行政救濟的適當管道。第
12 章超越 WTO 透明度，例如 GATT 第 10 條，相關規定，這也是
歐盟強力運作的另一項結果。
第 13 章乃貿易與永續發展規定，包括共同承諾以及一項合作
架構，尤其針對環境與勞工，推動持續交流與緊密對話。第 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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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建立組織機構以監視及執行雙方在永續發展的承諾，並讓市民社
會 (civil society) 參與決策過程。在勞工部分，共同承諾遵守國際
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核心勞工標準
以及批准並執行 ILO 通過的相關勞工公約。第 13 章將提供雙方勞
工比 ILO 的核心勞工標準更高水準保護。在環境方面，雙方承諾更
加有效執行雙方共同簽署的所有國際環境協定，同時如同勞工標
準，提供環境更高水準保護。針對永續發展，雙方同意推動強力的
監視架構，包括市民社會參與公共監視過程；另外成立獨立性專家
小組以解決雙方在永續發展的歧見，並提供永續發展專業性諮詢及
意見。
第 14 章乃爭端解決，FTA 爭端基本上參考 WTO 爭端解決相
關規定。歐韓爭端第一步是透過諮商解決。然而，諮商未果，第 14
章規定雙方將成立一由三位專家組成的「仲裁小組」(arbitration
panel) 受理爭端。仲裁小組將舉行一場對外公開的聽證會，利害關
係人及企業被允許向小組表達意見或透過法庭之友 (amicus curiae)
提供意見。小組將於成立後 120 天之內做出判斷 (ruling)，對雙方
具 有 拘 束 力 。 另 外 第 14 章 亦 含 有 一 項 調 解 機 制 (mediation
mechanism) 以解決非關稅障礙問題。本項機制重點並非在於審查
一項措施的合法性，而是尋求一項快速有效的解決方法。調解員的
諮商意見或解決建議必須於其任命之後 60 天內提交，惟該意見或
建議不具拘束力。調解並不排除進一步訴諸爭端解決的可能性，然
而歐韓貿易爭端將優先適用 FTA 爭端解決機制。第 14 章在時間及
流程方面，也較 WTO 爭端解決程序更加快速便捷，這也是歐韓 FTA
另一項特徵。
以歐韓 FTA 為例，歐盟新一代 FTA 政策具有下列特徵：(1) 與
多國以及多個區域貿易集團同時進行談判；(2) 以具有市場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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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規模的經濟體或新興市場為優先對象；(3) 新一代 FTA 以開放
外國市場為主要目標，以促進歐盟經濟成長、充分就業，及企業與
產品的競爭力；(4) FTA 內容將更加全面性、內容涵蓋貨品、服務
貿易的自由化，以及投資、競爭、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永續發展等相關議題；(5) FTA 必須取得會員國、歐洲企業、消費
者等歐盟貿易政策利害關係人的共識，FTA 推動過程皆廣泛徵詢各
方 意 見 ， 擴 大 政 策 參 與 層 面 ， 並 提 高 透 明 性 (Brown, 2011:
307-308)。
歐韓 FTA 已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在實際效果方面，歐
盟執委會表示 (European Commission, 2012)，此協定以漸進方式逐
步廢除工業及農產品關稅。第一次關稅減讓於 2011 年 7 月 1 日開
始實施。歐盟與韓國至 2016 年 7 月 1 日將廢除工業及農產品貿易
98.7%進口關稅。歐韓雙邊貿易於 2031 年 7 月將 99.9%免稅。整體
而言，僅有少數農產品例外。因此，在實施的前 9 個月，與 2007
年以來同期相比，歐盟對韓出口成長 67 億歐元或 35%。歐盟在這
段時間內對其他國家的出口亦有成長 (25%)，但對韓出口成長之水
準 (35%) 顯示提廢除關稅已有某些效果。
依此協定而廢除或部分減免關稅的產品，歐盟對韓出口的成長
已更為快速，亦證實了該效果，例如：(1) 於 2011 年 7 月 1 日關稅
被廢除的產品 (例如酒類、部分化學產品、紡織品與成衣、鋼鐵製
品，機器及其相關設備，相當於 34%歐盟對韓出口) 出口成長 27
億歐元或 46%；(2) 於 2011 年 7 月 1 日僅部分自由化的產品 (例如
汽車與農產品，相當於 44%歐盟對韓出口)，成長為 30 億歐元或
36%；(3) 關稅不變的產品 (例如部分農產品，相當於 18%歐盟出
口)，成長為 10 億歐元或 23%；這表示在此協定中受韓國關稅自由
化所影響的產品，其出口比原本會以其他方式出口之成長多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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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歐元。另外，部分特定產品的出口成長已比平均更為快速，例如：
(1) 豬肉出口幾乎高達 120%，相當於 2 億歐元的新貿易量；(2) 皮
包與行李箱的出口成長超過 90%，大約為 1.5 億歐元；(3) 用於半
導體產業的歐盟機械出口非常成功，對韓國出口成長高達 75%，相
當於 6.5 億歐元的額外出口；以及 (4) 歐盟汽車出口成長超過
70%，相當於 6.7 億歐元的新車銷售。

肆、歐盟 FTA 政策的意涵與影響
一、歐盟 FTA 政策的意涵
(一) 歐盟貿易政策的變遷
新一代 FTA 代表歐盟貿易政策的變遷，除了繼續支持 WTO 多
邊主義之外，將兼採 FTA 政策，以打開新興經濟體國家之市場。以
歐韓 FTA 為例，歐盟認為該項 FTA 符合歐盟新貿易策略目標，乃
是一項最具企圖心、全面性的雙邊貿易協定，對歐盟將有十大利
益：(European Commission, 2011a: 1-4)
(1) 歐盟產品，包括農產品將獲得關稅減讓，降低成本，增加
競爭力，同時擴大雙邊貿易。
(2) 歐盟服務業將增加在韓國的市場機會。
(3) 有效排除電子、電機產品、藥品及醫療器材等產品的非關
稅障礙。
(4) 增加歐盟汽車的市場機會，尤其排除一些技術性貿易障
礙，毋須進行耐撞、煞車等特定的高成本測試，韓國將承
認歐盟認證或測試的有效性。
(5) 增加政府採購機會。
(6) 提供智慧財產權及地理標示更加完整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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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強化競爭規範，促進歐盟企業在韓國的公平競爭。
(8) 提高規範的透明性，強化歐盟企業在韓國經營效率。
(9) 對永續發展做出承諾；
(10) 有效且迅速地解決爭端，促進雙邊貿易合作關係。
歐盟強調其 FTA 是以 WTO 為基礎，以在不同層級追求貿易自
由化為目標。所以歐盟 FTA 不但傾向遵守 WTO 相關規定，且內容
將更全面性涵蓋貿易相關的新議題，深化 FTA 整合程度，同時在新
議題方面形成 WTO 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先行實驗場域，提供 WTO
新議題自由化一些先行經驗及激勵作用，產生 WTO 加分效果 (洪
德欽，2005: 285; Horn, Mavroidis & Sapir, 2010: 1565-1588)。歐盟
因此認為其所簽署的 FTA 除了可促進雙邊或區域貿易自由化，促進
市場開放及改善經濟環境之外，對 WTO 及其他會員產生學習效
果，對 WTO 而言是一種 WTO 加分的外溢效果。歐盟 FTA 對 WTO
多邊主義因此是一個踏腳石，而非絆腳石，也是階段性多邊貿易自
由化的重要驅動力量 (Freund, 2010: 1603; Mandelson, 2006: 3)。

(二) FTA 與歐盟對外行動
歐盟 FTA 政策乃歐盟貿易政策的一環。里斯本條約於 2009 年
12 月 1 日生效之後，第 3 條規定，歐盟於 CCP 具有「專屬權限」
(exclusive competence)。TFEU 第 206 條規定歐盟貿易政策的一般性
目標是：藉由建立一個關稅同盟，歐盟將對世界貿易和諧的發展，
逐步廢除國際貿易與國外直接投資的障礙，以及降低關稅及其他貿
易障礙等共同利益有所貢獻。TFEU 第 207 條第 1 項進一步規定，
CCP 應該基於統一原則，包括有關關稅稅率、簽署稅率或貨品貿易
與服務貿易相關貿易協定、與貿易相關的智慧財產權、國外直接投
資等自由化相關措施、出口政策及傾銷與補貼等貿易保護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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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並應符合歐盟對外行動的原則及目標。23 里斯本條約下，服務
貿易與貿易相關的智產權及投資事項，屬於歐盟 CCP 的專屬職權，
這乃與先前歐盟條約不同之處，可見歐盟 CCP 範圍的擴大 (Piris,
2010: 281)。
里 斯 本 條 約 架 構 下 新 的 歐 洲 聯 盟 條 約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EU) (European Union, 2010)，前言揭示歐盟將追
求自由、民主、尊重人權及基本自由與法治等原則。TEU 第 3 (1) 條
規定，歐盟目標在於促進和平，其理念以及歐洲人民的福祉。第 2
條規定歐盟乃奠基於尊重人類尊嚴、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尊
重人權等理念。第 3 (5) 條規定在對外關係，歐盟將支持與促進其
理念、利益並保護歐盟公民。歐盟並將促進地球的和平、安全與永
續發展，各種族間的團結及相互尊敬，自由與公平貿易，消除貧窮
與保護人權，嚴格遵守並發展國際法等目標。所以，歐盟貿易政策
以及 FTA 政策也須符合上述歐盟一般性目標及原則 (Dimopoulos,
2010: 165-169)。
TFEU 將共同貿易政策放置於第五部 (Part Five) 歐盟對外行動
之下，貿易政策因此是歐盟對外行動的一環。第五部其他規定包
括：一般規定、發展合作、人道援助、限制措施、國際協定、與第
三國及國際組織關係、歐盟代表團、團結條款等章節，這些皆是執
委會職權。另外，TEU 第五篇 (Title V) 規定歐盟對外行動，包括
共同安全防衛政策，提供歐盟實施民事、軍事行動的能力，以維護
和平、預防衝突，以及加強國際安全。歐盟並將設立一個專職的「歐
盟外交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統籌歐盟對外事務，任期五年。高級代
表同時擔任歐盟執委會副主席，得強化與執委會的協調工作。歐盟
23

英文原文是：“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shall be conduc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of the Union’s external action.” Article 207 (1) TF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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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政策與 FTA 在對外行動後盾支持下，將發揮更大效率及效果
(Leal-Arcas, 2010: 503-504)。
TFEU 第 138 (2) 條首次導入「統一代表」(unified representation) 之概念。新的 TEU 第 17 條第 1 項與第 24 條，TFEU 第 220
條與第 221 條規定歐盟應確保其不同領域行動之間，以及其他政策
之間的一致性。歐盟對外關係將調整以往僅具象徵意義的「共同立
場」或「共同行動/聯合行動」模式，改由歐盟高峰會及理事會以一
致決之非立法行為制定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交由歐盟外交事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與會員國執行 (王泰銓，2008: 682; Louis, 2008: 291)。新約
的 TEU 第 3 條第 5 項規定，歐盟之對外關係應支持並促進其價值
與利益，並對和平、安全、永續發展、自由與公平貿易、保護人權
以及國際法之發展等做出貢獻。藉由整合下列對外政策工具，歐
盟做為全球舞台行為者之角色將會擴大，政策工具包括 (House
of Common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2008: 30-49)：
(1) 設立新的歐盟外交事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以及執委會副
主席，這將提昇歐盟對外行動之影響力、一致性與能見度。
(2) 新 的 「 歐 洲 對 外 行 動 服 務 」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 部門將提供高級代表行政支援。24
(3) 歐盟之單一法律人格將強化歐盟的談判能力，使其在世界
舞台上發揮更大影響力且成為第三世界國家與國際組織更
具能見度的伙伴。

24

Council Decision of 26 July 2010 establish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OJ 2010, L201/30. 評論詳見 Missiroli (2010:
43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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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已在歐盟法案中對某項國際協定之決定做好準備，或該
決定使歐盟必須行使其內部權限，或是該決定可能影響共
同規則或改變其範圍，歐盟應對該國際協定之決定有專屬
權限。25
(5) 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的進展將維持特殊的決策制度安排，
同時寬容會員國組成的較小團體從事加強合作。26
高級代表職權主要有：(1) 負責「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包
括 CFSP 的提案及執行事項；(2) 就 CFSP 相關事務成為歐盟代表；
(3) 擔任外交事務理事會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主席；以及 (4)
確保歐盟對外行動與事務的一致性。27 高級代表同時也是歐盟執委
會副主席，身兼歐盟理事會及執委會兩大機構的要職，所以被戲稱
為戴著一頂「雙頭帽子」(double hat)，然而也有潛在內部利益衝突
之可能。28 歐盟於 2009 年 11 月 19 日在布魯塞爾舉行一場臨時性
的非正式歐盟高峰會，選出 Catherine Aston 女士出任歐盟首任 CFSP
高級代表，此項任命決議並於 2009 年 12 月 1 日正式生效 (European Union, 2009: 2)。29

25

Article 3 (2) TFEU.

26

Articles 42-46 TEU.

27

Articles 13 (1), 18 (4), 21 (3) TEU; 以及 Articles 7, 215 TFEU. 評論詳見 Van Elsuwege (2010: 987-1019)。

28

Interveiw with Dr. Guy Ledoux, Director of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at Taipei, on “Treaty of Lisbon–Taking Europe into the 21st Century,” at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10 March 2010. 評論
詳見 Editorial Board (2010: 601)。

29

另見 European Council Decision 2009/879/EU of 1 December 2009 elect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OJ 2009, L315/48; Council Decision
2009/909/EU of 1 December 2009 laying down the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OJ 2009, L322/35; 以及 Council Decision
2009/910/EU of 1 December 2009 laying down the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of

歐盟新一代自由貿易協定政策之研究

709

在對外關係領域，里斯本條約賦予歐盟明確的發言權 (clear
voice)，整合歐盟之經濟、貿易、人道發展、政治與外交政策及行
動，在全球促進歐盟之利益與價值。歐盟亦應確保其不同領域對外
行為間的一致性，以及這些行為與歐盟其他政策的協調 (Cremona,
2006: 3-4; Zienlonka, 2008: 474-475)。里斯本條約為歐盟導入了單
一法律人格，使歐盟可做為單一實體發言及行動。里斯本條約也提
高歐盟對外關係的效率與一致性；整合歐盟各種對外政策，例如外
交、安全、貿易、發展、人道援助與國際談判，強化歐盟在與全球
事務及國際組織的發言權，並提高歐盟的國際地位，歐盟的貿易政
策與對外關係，在歐盟單一組織架構以及整合策略下，預期發揮更
高效率與影響力 (Wouters, Coppens, & De Meester, 2008: 143)。
新的歐盟條約第 21 條規定歐盟對外行動將依據其理念與原
則，在全球更廣領域，推動民主、法治、普遍性及不可分割性的人
權與基本自由、尊重人格 (human dignity)、平等及團結原則，遵守
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歐盟將界定及推動共同政策、行動及合作，
以追求下列目標：
(1) 捍衛其理念、基本利益、安全、獨立性及倫理；
(2) 支持及鞏固民主、法治、人權及國際法原則；
(3) 維護和平、預防衝突及強化國際安全；
(4) 促進開發中國家永續性經濟、社會及環境發展，尤其是脫
貧；
(5) 鼓勵所有國家整合到世界經濟，包括藉由逐步廢除國際貿
易限制；
(6) 協助發展國際措施以維護及改善環境品質，以及全球自然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OJ
2009, L3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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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有效管理，確保永續發展；
(7) 對遭受天然或人為災難的人群、國家及地區提供協助；
(8) 促進國際體系的多邊合作及全球善治的發展。
歐盟在發展及執行不同對外行動，包括共同貿易政策，必須將
第 21 條相關的歐盟理念、原則及目標納入考量，以確保歐盟不同
對外行動間，以及對外行動與其他歐盟政策間的協調、一致及效
率，並在其對外行動方面，發揮更大作用與影響 (Cardwell, 2010:
21-40)。
歐盟執委會於 2010 年 3 月 3 日發布一項「歐洲 2020：智慧、
永續及包容性成長策略」文件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c)，針
對 2011 年至 2020 年規劃的貿易策略是：
(1) 完成進行中多邊及雙邊貿易談判，尤其是與具有強勁經濟
潛力國家的談判。另外重視既有協定的有效執行，尤其聚
焦於非關稅障礙的排除；
(2) 就綠色產品及科技、高科技及服務等部門進一步打開外國
市場；另外就高成長的上述新興產品部門，推動國際標準
化規則；
(3) 與 主 要 伙 伴 舉 行 高 階 戰 略 對 話 (high-level strategic dialogues)，討論市場開放、法規架構、全球失衡、能源與氣
候變遷、原物料、全球性貧困及貧富不均、教育與發展等
策略議題。歐盟將強化與美國、中國、日本及俄羅斯的關
係。
(4) 從 2011 年起於歐盟高峰會春季會議舉行之前，發布一項歐
盟企業在海外市場遭遇的貿易及投資障礙年度報告。
歐盟乃一全球性成員，將謹慎地對待其國際責任，尤其將與開
發中國家發展一個真正的伙伴關係，以協助開發中國家脫貧，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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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長 ， 達 成 千 禧 年 發 展 目 標 (Millenium Development; MDG)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c: 22)。歐洲 2020 年貿易策略已超越貿
易事項，涉及一些政治意涵戰略性議題。歐盟對外關係的發展，無
可避免地受到歐盟職權與政策領域擴張，以及其作為全球行為者企
圖心增強的影響。據此歐盟 FTA 與對外行動的關聯性乃成為一項關
注的焦點；FTA 與對外行動，必須相互支持、真誠合作，藉此強化
歐盟在對外政策的一致性及有效性。30 這也反映在里斯本條約生效
後，歐盟貿易政策以及新一代 FTA 已成為歐盟對外政策的一環，必
須支持歐盟對外政策目標，以追求更廣泛或更高階的歐盟利益。

二、歐盟 FTA 的影響
(一) 對 WTO 的影響
歐盟 FTA 的影響，較受關注者是對 WTO 多邊主義及規範，以
及 WTO 會員利益等方面的影響。在對 WTO 的影響方面，FTA 乃
一種對第三國具有歧視性的貿易優惠協定，傾向「內部自由、外部
保護」。會員國相互間排除貿易障礙，但是往往對外維持保護體制；
而使貿易自由化效果不能自動、無條件地普及所有 GATT/WTO 會
員，對 GATT 第 1 條不歧視最惠國待遇條款形成一重大例外。第二
是，歐盟 FTA 有優先對象，在「選擇性」政策運作下，對不同第三
國採取差別待遇，也與 GATT/WTO 不歧視原則或 GATT 第 13 條
不歧視實施數量限制措施規定有所不合。第三是，歐盟 FTA 在貿易
自由化方面如果領先多邊貿易體制，則區域組織成員將熱衷於區域
內部貿易，對 WTO 信譽及功能之發揮，有所影響。第四是，歐盟
FTA 間之貿易爭端將改變 GATT 以往國與國間爭端之模式，對 WTO

30

Opinion 1/94, para.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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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另一嚴竣挑戰 (Bhagwati, 1991: 58-79; Brown & Stern, 2011:
352-353)。
在對 WTO 規則的影響方面，戰後區域性經濟組織之成立，一
般皆任意忽視 GATT 第 24 條義務要求，包括實體義務及程序義務。
另外，對於受影響之第三國所提出之諮商或補償請求，也皆任意忽
視。前芝加哥大學教授 K. W. Dam 認為 GATT 第 24 條規定對
GATT/WTO 自由貿易理念乃一重大例外，嚴重腐蝕 GATT 第 1 條
不歧視最惠國待遇原則，而使 GATT/WTO 多邊貿易體系功能不
彰，並且有將 GATT 或 WTO 區隔為數個競爭區域或對抗集團之可
能，影響到 WTO 多邊主義信譽之建立 (Dam, 1970: 290-295)。
歐盟本身乃一最成功的 RTA，所以歐盟與 WTO 的互動關係，
以及歐盟 FTA 對 WTO 及會員的影響，也深受重視。歐盟 FTA 政
策是同時與多國進行協商，包括對象也是區域貿易組織或協定的貿
易集團。歐盟與 RTA 間的 FTA 或貿易優惠安排，在很多情況，也
會影響到第三國利益及 WTO 相關規定。在經濟發展程度不對等之
區域組織間，例如歐盟與 ACP 國家間之洛梅公約及柯多努協定，雖
然是戰後南北關係合作之一種創新模式，然而，歐盟片面給予 ACP
國家貿易優惠措施，對於其他第三國相對形成歧視待遇，也違反了
GATT 第 1 條規定。所以，歐盟給予 ACP 之貿易優惠雖然值得同情
卻不值得鼓勵，除非對開發中國家一視同仁，遵守最惠國待遇規
定。另外，歐盟貿易優惠如果不能被 ACP 國家有效利用或如果附加
一些政經條件，例如政經改革或人權保護等，也將加深集團相互間
之不對等關係或片面依賴關係；如果這種貿易優惠助長受惠國既得
利益之保護，甚至形成一些國家「單一出口貨品結構」，則對該等
國家之資源有效使用、產業結構調整及經濟健全發展並非有利
(Gunning, Kox, Tims, & de Wit, 1994: 92-95; OECD,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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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 WTO 體制的影響方面，歐韓 FTA 內容很多項目例如地理
標示、服務業、藥品、競爭、投資、永續發展等項目，仍未完整被
WTO 所規範。歐盟藉由 FTA 涵蓋這些新議題，雖然得提供 WTO
先行經驗；然而也有將歐盟理念及法律對外輸出，對其他 FTA 談判
產生示範作用，或在多邊貿易談判爭取更多支持 (Maur, 2005:
1566-1567)。以地理標示為例，在 WTO 實踐仍存有極大爭議，地
理標示依據 WTO 的 TRIPS 協定第 22.1 條規定，乃指為辨別一商品
產自一會員領域，或其領域內某一地區或地點的標示，而該商品的
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主要係歸因於該地理來源者。由於消
費者針對貨品產地來源已愈來愈重視，地理標示無形中增加商品特
質，具有相當商業價值，尤其已經建立商譽的商品。所以地理標示
的保護受到歐盟的重視。然而，地理標示的保護在 WTO 談判，針
對其通知、註冊、註冊的法律效力、費用與成本、特殊與差別待遇，
以及參與模式等六大議題，以歐盟與美國為首的兩大集團，針對註
冊的法律效力與參與模式兩大議題，在立場仍存在極大的差異性，
而使進展有限 (WTO, 2011b: 1)。
歐盟針對農業產品與食品、酒類及烈酒已建立歐盟內部市場的
地理標示保護及註冊系統，並開放第三國產品的申請註冊。31 地理
標示申請文件包括：名稱以及產品描述、地理區域定義、地理區域
相關因素、標示細節、規格事項以及申請者名稱。第三國申請者必
須事先已取得其母國地理標示的保護。歐盟審查如果符合標準，將

31

歐盟法規分見農業產品與食品：Regulation 510/2006 on the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 indications and designations of origin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stuffs, OJ 2006, L93/12; 酒類：Regulation 479/2008 on the common organization
of the market in wine, OJ 2008, L148/1; 以及烈酒：Regulation 110/2008 on the
definition, description, presentation, labelling and the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spirit drinks, OJ 2008, L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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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於其官方公報，六個月內如無反對意見，進一步登錄於歐盟地
理標示註冊名簿；如有反對意見則邀請利害關人協商後再做出是否
准許註冊的決定。截至 2009 年 3 月，歐盟農產品及食品共有 818
項地理標示註冊，包括一個第三國名稱哥倫比亞咖啡 (Café de
Columbia)；酒類與烈酒各有 1800 項及 327 項地理標示註冊 (WTO,
2009b: 92-94)。
WTO 有關地理標示保護的談判進展有限，歐盟乃重視在 FTA
列入地理標示條款。歐盟主張在無相反的證據下，當一國註冊一項
地理標示即具有符合 TRIPS 協定第 22.1 條定義的表面證據 (prima
facie) 效力。各會員主管機構於作成關於商標或地理標示之註冊或
保護之決定時，必須諮詢該註冊資料庫，並將其資訊納入考量。各
會員主管機構只有在經過適當證明之後，始得主張 TRIPS 協定第
24.6 條通用名稱的例外規定 (WTO, 2008: 3)。歐盟與瑞士等 109
國提案隱含 WTO 會員應強制 (非自願) 參與該制度，並將第 22.1
條地理標示及可否援引例外條款的舉證責任由其他會員負擔。歐盟
此等「表面證據」的主張將增加其他會員的司法負擔及行政成本 (吳
詩云，2011: 7-10; WTO, 2011b: 1)。

(二) 對第三國的影響
在對第三國利益的影響方面，歐盟透過簽訂不同形式的 FTA 或
貿易優惠協定，已對大部分 WTO 會員提供各種類別的貿易優惠，
大約占歐盟進口貿易 85%，其效果又不立即且無條件普及第三國及
WTO 所有會員，形成 GATT 第 1 條不歧視原則與最惠國待遇的最
大例外。WTO 於 2009 年指出僅剩澳洲、加拿大、我國、香港、日
本、韓國、紐西蘭、新加坡及美國等 9 個 WTO 會員沒有得到歐盟
貿易優惠，與歐盟維持 WTO 架構下 MFN 正常貿易關係，反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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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最不優惠國」(least favored nation) (Joshi, 2011: 901-905; WTO,
2009b: viii)。歐韓 FTA 生效後，則僅剩包括我國在內少數 WTO 會
員，對這些國家在歐盟市場的競爭地位，非常不利。尤其，韓國是
我國在歐盟及國際市場的一個主要競爭對手，歐韓 FTA 對台灣非常
不利，尤其會削減台灣一些特定主力產品在歐盟市場的競爭力。
歐盟向來是台灣與韓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資本及技術的來源
地。2010 年台灣與韓國分別為歐盟第 14 及第 9 大貿易伙伴；貿易
金額分別是 389 億歐元及 666 億歐元；分別占歐盟對外貿易 1.4%
及 2.3%；分別對歐盟享有貿易順差 93 億歐元及 106 億歐元。2010
年台灣對歐盟主要出口項目是：辦公室及通訊設備 (45.3%)、交通
設備 (9.8%)，其他機器 (12.8%)、鋼材 (2.5%)、化學產品 (3.2%)、
其他半製成工業產品 (8.9%)、紡織品 (1.3%)、成衣 (0.5%)、其他
工 業 產 品 (9.8%) 等 。 歐 盟 對 台 灣 主 要 出 口 項 目 是 ： 交 通 設 備
(9.2%)、辦公室及通訊設備 (7.0%)、其他機械 (32.3%)、農產品
(4.9%)、燃料及礦產 (4.8%)、化學產品 (15.7%)、鋼材 (2.7%)、其
他半製成品 (4.2%)、其他工業產品 (7.2%) 等。
韓國對歐盟主要出口項目是：辦公室及通訊設備 (33.0%)、交
通 設 備 (28.5%) 、 其 他 機 械 (11.7%) 、 化 學 產 品 (4.0%) 、 鋼 材
(3.1%)、農產品 (1.1%)、燃料及礦產 (3.6%)、紡織品 (1.5%)、成衣
(0.3%)、其他工業產品 (7.4%)、其他半製成品 (4.2%) 等。歐盟對
韓 國 主 要 出 口 項 目 是 ： 交 通 設 備 (14.8%) 、 辦 公 室 及 通 訊 設 備
(4.8%)、其他機械 (30.4%)、農產品 (4.8%)、燃料及礦產 (4.5%)、
鋼材 (2.9%)、化學產品 (11.7%)、其他工業產品 (9.2%)、其他半製
成品 (4.7%)、鋼材 (2.9%)、衣服 (1%)、紡織品 (0.7%) 等 (European
Commission, n.d.b, n.d.c)。
上述數據顯示歐盟市場以及技術對台灣與韓國的重要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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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灣與韓國對歐出口產品有很高的同質性，在歐盟市場相互處
於競爭關係。歐韓 FTA 生效後，韓國產品享有 5%至 10%關稅優惠，
對台灣的面板、半導體、消費性電子等辦公及通訊設備、汽車零組
件等交通設備、機械、鋼材、紡織品及塑膠等產品將產生嚴重負面
性影響。歐韓 FTA 生效後，由於投資限制的放寬，可能吸引歐洲廠
商前往韓國投資，如果從事技術合作或技術移轉將有助於韓國技術
升級，產品也得透過歐商行銷通路，回銷歐洲或其他市場。歐洲廠
商增加對韓國投資是否產生排擠效應，減少對台灣的投資，也是一
項值得關注議題。
2003 年 WTO 坎昆部長會議多邊貿易談判受挫，韓國為了避免
在區域貿易整合趨勢下被邊緣化，開始積極推動 FTA。韓國於 2003
年提出同步推動多個 FTA 談判政策，並制訂談判路線圖 (roadmap)，列舉談判優先對象是日本、新加坡、東南亞國協及印度；中
長期對象為中國大陸、歐盟及美國。同步推動多個 FTA 在於迎頭趕
上主要貿易伙伴，並已建立很多 FTA 關係；另外在對象國家間也有
相互激勵作用，加速談判的進行。2008 年韓國進一步提出「全球
FTA 網絡」(Global FTA Network) 新策略，強調韓國洽簽 FTA，除
了傳統調降關稅之外，將追求更高目標，以提昇韓國企業對外出口
競爭力 (中華經濟研究院，2008: 1)。
韓國目前已經生效的 FTA 包括：智利 (2004)、新加坡 (2006)、
歐 洲 自 由 貿 易 協 會 (2006) 、 東 南 亞 國 協 (2007-2009) 、 印 度
(2010)、歐盟 (2011)、美國 (2012)；已簽署尚未批准者包括：祕魯
(2010)；談判中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海灣合作委員會、澳洲、
紐西蘭、哥倫比亞及土耳其；另外評估中包括：日本、MERCOSUR、
中國大陸、中日韓、俄羅斯、越南、以色列、南非關稅同盟 (Southern
Africa Customs Union; SACU) 及中美洲等。韓國經過多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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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FTA 政策成果豐碩，已然建立了全球 FTA 網絡關係，成為東亞
FTA 中心，大大提高其國際經濟地位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Korea, 2010a: 34, 2010b: 1)。尤其歐韓 FTA 乃歐盟與
亞洲國家第一項 FTA，韓國經濟在國際經濟的重要性，經由歐盟背
書，更加確定 (Bendiek & Kramer, 2010: 471)； 也帶給韓國莫大信
心，將服務、投資、競爭、智產權、永續發展等納入 FTA，有助於
其產業的技術升級與結構調整 (Heydon & Woolcock, 2009: 226)。
歐韓 FTA 如果領先於美韓 FTA 生效，對美國也會產生激勵作
用，加速美國國會的批准程序，避免歐盟捷足先登，使美國廠商在
韓國市場較歐盟廠商處於不利地位 (Cooper, Jurenas, Platzer, &
Manyin, 2011: 21-23)。美國也是台灣與韓國的重要貿易伙伴及出口
市場，台灣與韓國在美國也是處於競爭地位，美韓 FTA 生效後，提
高韓國產品在美國市場競爭力，對台灣外貿將是另一次重大打擊。
韓國積極與中國、ASEAN 洽簽的 FTA 亦有相同影響。歐韓 FTA 乃
歐盟與東亞國家簽署的第一項 FTA，得以提高歐盟與韓國的國際地
位，並激勵其他談判中 FTA 的加速進行。新加坡等台灣主要競爭國
家也會積極推動對歐盟的 FTA 工作，形成骨牌效應的連動關係，對
台灣在歐盟市場帶來更大競爭壓力 (Pollet-Fort, 2011: 31)。所以，
歐韓 FTA 效應，除了是以經貿效果為主之外，也會產生政治的作
用，對歐韓雙方而言，頗具意義，其外部影響也將非常重大深遠 (汪
威錞，2010)。
歐盟新一代 FTA 代表歐盟貿易政策的轉變，強調以競爭導向策
略的貿易策略，以有效打開外國市場，尤其是經濟快速成長的新興
經濟體市場，為歐盟企業與產品創造市場機會。然而，歐盟及其 27
會員國皆為 WTO 會員，歐盟並代表 27 會員國在 WTO 統一發言。
所以歐盟乃 WTO 的一個領導會員，對 WTO 將來發展方向與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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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具有顯著影響力。歐盟及其會員國同時也是 GATT/WTO 的受
益者，理應對 WTO 多邊主義給予堅定支持，並避免本身簽署的 FTA
對 WTO 負面影響 (Mavroidis, 2010: 1152)。
歐盟甚至可以考慮採取「開放性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
亦即歐盟宜將其簽署 FTA 及優惠貿易協定的貿易優惠立即或於一
定期間，例如三年後，無條件普及所有其他開發中國家的 WTO 會
員；避免非會員的開發中國家在歐盟市場遭受歧視待遇及不利競爭
地位。其次，歐盟宜考慮 FTA 或其他優惠性貿易協定應有期限，例
如 10 年，期滿之後其貿易優惠應立即且無條件普及所有 WTO 會
員，或開放其他 WTO 會員的加入 (Estevadeordal & Suominen,
2009: 183; Serra et al., 1997: 49-50)。開放性區域主義將展現 FTA
的創新性，降低歧視性，並對 WTO 多邊主義的未來發展，有所貢
獻 (Pauwelyn, 2009: 368-399)。

伍、結論
歐盟 FTA 政策乃一動態發展過程，受到歐洲整合及國際環境之
影響，反映了歐盟共同貿易政策的發展與變遷，並與歐盟內部市
場、農業、競爭、發展、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及其他對外關係產生
密切互動關係。歐盟 FTA 政策經由長期實踐，已針對不同政策目
標，發展出不同種類的 FTA，包括做為準會員過渡期間安排的
FTA、與海外殖民地貿易優惠的 FTA，發展鄰邦國家關係的 FTA、
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的集團國家 FTA、互惠式 FTA，以及開放外國
市場的新一代 FTA 等。歐盟已發展為全球最大市場，也是 WTO 主
要會員。所以歐盟 FTA 不論從其內部市場或國際關係，皆有重要意
涵及影響。在里斯本條約架構下，共同貿易政策乃歐盟對外政策的
一環。歐盟 FTA 連結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以及對外行動，得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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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歐盟更崇高目標及更廣泛利益。
歐盟於 2006 年起推動新一代 FTA，具有下列特徵：(1) 象徵歐
盟貿易政策的變遷及與時俱進做出調整，歐盟將重視透過 FTA 以開
放外國市場；(2) 新一代 FTA 目標亦包括透過貿易、創造就業、經
濟成長、提昇歐盟企業與產品競爭力、永續發展等歐盟總體經濟之
一般性目標；(3) FTA 對象是具有選擇性，優先目標是韓國、印度、
ASEAN 等市場快速成長的新興經濟體；(4) 新一代 FTA 將聚焦處理
非貿易障礙的排除，包括服務、智慧財產權、地理標示、公共採購、
競爭、投資、環境、永續發展等議題；(5) FTA 將重視透明性，提
供市民社會參與決策流程；另外重視執行效率，安排行政管理與爭
端解決等機制。
從歐韓 FTA 談判及內容顯示，歐盟與韓國已積極推動新一代
FTA，內容涵蓋服務與投資等特定部門非關稅障礙的排除，有助於
歐盟貿易出口及韓國產業結構調整，以及雙方經貿擴張及合作關
係。歐韓 FTA 乃歐盟與亞洲國家第一個 FTA，具有高度意涵，提
高雙方在國際關係及國際談判的地位，相互認證了歐盟經濟強權與
韓國經濟大國地位。歐韓 FTA 成為歐盟對外行動全球戰略佈局的一
環，韓國則建立了全球 FTA 網絡關係。除了上述意涵之外，對歐盟
與韓國的主要貿易伙伴皆有重大影響，例如美國在韓國市場，或台
灣在歐盟市場等。台灣因應之道，除了支持 WTO 多邊主義，並在
WTO 倡議 RTA 的改革建議之外；另外應加速推動與我國主要貿易
伙伴，例如美國、中國大陸、歐盟與日本等，洽簽 FTA，避免我國
在 FTA 潮流趨勢下被邊緣化，變成最不優惠國。

720

歐美研究

附件一、歐盟 FTA 談判與決策流程圖
歐盟執委會提議

歐盟理事會授權執委會一項談判指令

歐盟執委會代表歐盟及 27 會員國談判

歐盟執委會定期向歐盟理事會及歐洲
議會報告談判進度及內容

歐洲議會依據一般立法程序行使同意權

1. 歐盟理事會依據條件多數決針對談判結果表決
2. FTA 及貿易協定經由 27 會員國批准後生效

歐盟執委會與會員國負責
FTA 及貿易協定的執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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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歐盟現行 RTAs 一覽表
表1

依 GATT 第 24 條規定通知之協定 (自由貿易協定，以及涵蓋貨品貿易之
關稅同盟)
夥伴

協定性質 OJ Reference 生效日期

通知 GATT
/WTO 日期

GATT/WTO
審查狀態

備註

歐洲共同體／歐洲聯盟

歐盟會員國
羅馬條約
(EC 12)

01.01.58 24.04.57

於 1957 年完成
審查，之後加入
的丹麥/愛爾蘭/
英國，希臘與葡
萄牙 /西班牙加
入也審查完成。

歐盟-奧地
利、芬蘭與
瑞典加入
(EC 15)

C/241,
29.08.94

01.01.95 19.01.95

WTO 完成考量

歐盟-賽普勒
斯、捷克、
愛沙尼亞、
匈牙利、拉
脫維亞、立
陶宛、馬爾
他、波蘭、
斯洛伐克、
斯洛維尼亞
加 入 (EC
25)

L/236,
23.09.03

01.05.04 26.04.04

WTO 完成考量

歐盟-保加利
亞與羅馬尼
亞加入
(EC 27)

L/157,
21.06.05

01.01.07 27.09.06

WTO 考量正在
進行

01.07.91 25.02.98

完成事實審查

換函

31.12.95 22.12. 5

完成事實審查

歐 盟 -土 耳 其 協會
1/95 決議

關稅同盟
安道爾
土耳其

L/374,
31.12.90
L/35,
關稅同盟
13.02.96
關稅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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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馬力諾

關稅同盟

L/359,
09.12.92

自由貿易協定
(a) 歐洲
自由貿易
法羅群島
協定
自由貿易
挪威
協定
自由貿易
冰島
協定

L/53,
22.2.97
L/171,
27.06.73
L/301,
31.12.72

自由貿易
協定

L/300,
31.12.72

瑞士

穩定與
聯繫協定
前南斯拉夫 (Stabilisa馬其頓共和 tion and
國
Association
Agreement,
SAA)
克羅埃西亞

穩定與
聯繫協定

穩定與
阿爾巴尼亞
聯繫協定

穩定與
蒙地內哥羅
聯繫協定

L/084,
20.03.04
L/085,
23.03.04
C/213e,
31.07.01
L/26,
25.01.05
L/104
24.04.09
L/300
31.10.06
L/107
28.04.09

L/108
29.04.10

過渡協定，直到
1991 年 12 月 16
日簽署之關稅同
盟生效。GATT 哈
瓦那會議承認與
義大利之關稅制
度最惠國待遇豁
免措施。

01.12.92

01.01.97 19.02.97

完成事實審查

01.07.73 13.07.73

採認小組報告

01.04.73 24.11.72

採認小組報告

01.01.73 27.10.72

取代 1991 年 之
貿易協定

自由貿易協定亦
包含列支登斯
採認小組報告
敦，該國現已加入
EEA。
最初於過渡協定
下適用之條文

01.05.04 23.10.01

完成事實審查

01.02.05 20.12.02

最初於過渡協定
下適用之條文
最初於過渡協定
貨 品 貿 易 完 成 下適用之條文
事實審查，服
務貿易事實審
查正在進行

07.03.07
(貨品)
01.04.09
07.10.9
(服務業)
16.01.08
(貨品)
01.05.10
18.06.10
(服務業)

完成事實審查

最初於過渡協定
貨品貿易與服
下適用之條文
務貿易事實審
查正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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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及貿
波士尼亞與 易 相 關 事
赫塞哥維納 項 之 過 渡
協定

塞爾維亞

L/186,
15.07.08
L/233,
30.08.08
L/169,
30.06.08

貿易及貿
易 相 關 事 L28/2,
項 之 過 渡 30.01.10
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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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協定，至穩定與
聯繫協定生效止

01.07.08 11.07.08

貨品貿易事
實審查正在
進行

01.02.10 31.05.10

過渡協定，至穩定與
貨品貿易事
聯繫協定生效止
實審查正在
進行

(b) 地中海

阿爾及利亞 聯繫協定

L/265,
10.10.05

01.09.05 24.07.06

事實審查尚
未開始

埃及

聯繫協定

L/345,
31.12.03

01.06.04 04.10.04

WTO 考 量
正在進行

以色列

聯繫協定

L/147,
21.06.00

01.06.00 20.09.00

完成事實審
查

約旦

聯繫協定

L/129,
15.05.02

01.05.02 20.12.02

完成事實審
查

黎巴嫩

過渡協定

L/262,
30.09.02

01.03.03 04.06.03

WTO 考 量
尚未開始

L/70,
18.03.00
巴勒斯坦當
L/187,
聯繫協定
局
16.07.97
摩洛哥

聯繫協定

01.03.00 13.10.00
01.07.97 30.06.97

敘利亞

合作協定

L/269,
27.09.78

01.07.77 15.07.77

突尼西亞

聯繫協定

L/97,
30.03.98

01.03.98 23.03.99

完成事實審
查
事實審查尚
未開始
1978 年 5 月
17 日 採 認
小組報告
完成事實審
查

歐盟-地中海協定取代
1976 年 7 月 28 日通知
GATT 的 合 作 協 定
(L/263, 27.09.78) ( 報
告 採 認 日 期 ：
11.11.77)
歐盟-地中海協定；取
代 1977 年 7 月 15 日
通知 GATT 的合作協
定 (L/266, 27.09.78)
(報告採認日期：
17.05.78)
歐盟-地中海協定；最
初 於 過 渡 協定 (1995)
下適用之貿易條文
歐盟-地中海協定，
1997 年 11 月24日簽訂
2003 年 3 月 1 日至
2006 年 3 月 31 日，聯
繫協定之貿易及相關
部分部分於過渡協定
下實施
歐盟-地中海協定
歐盟-地中海過渡協定
2008 年 12 月草簽歐盟
-地中海協定，尚未簽
訂
歐盟-地中海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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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
特定海外國家
及 區 域 (OCT/ 聯繫協定
PTOM II)
智利

墨西哥

南非

L/352,
聯 繫 協
30.12.02
定，及附
L/38,
加議定書
10.02.05
L/276,
經 濟 夥 伴 28.10.00
與 政 治 協 L/157,
調 及 合 作 30.06.00
協定
L/245,
30.09.00
貿易、發
L/311,
展與合作
04.12.99
協定

加勒比海論壇國
家 (CARIFORUM
States) ( 安 地 卡
及巴布達、巴哈
馬、巴貝多、貝
里斯、多明尼
克、多明尼加共
和國、格瑞那
經 濟 夥 伴 L/289,
達、蓋亞那、海
協定
30.10.08
地、牙買加、聖
露西亞、聖文森
及格瑞納丁、聖
克里斯多福及
尼維斯、蘇利南
共和國、千里達
及托巴哥共和
國)

象牙海岸

過 渡 經 濟 L/59,
夥伴協定 03.03.09

01.01.71 14.12.70

1971 年 11 與 海 外 國 家 及 區
月 9 日採認 域之聯繫，同羅馬
小組報告 條約第四篇規定

01.02.03
(貿易)
03.02.04
01.03.05
(全部)

完 成 事 實 2002 年 11 月簽訂
審查
聯繫協定

01.07.00 25.07.00

1997 年 12 月簽訂
之全球協定脈絡
完成事實
下的關於歐盟-墨
審查
西哥自由貿易區
之 2/2000 決議

01.01.00 02.11.00

經過換函，建立貨
品 FTA 之條文自
WTO 考 量
2000 年 1 月 1 日
正在進行
起暫時適用，直到
全體協定生效

待決

待決

繼承 2007 年 12
月 31 日屆期之科
多努協定的貿易
條文。簽署日期：
2008 年 10 月 15
日 (海地於 2009
年 12 月 11 日簽
署)

16.10.08

WTO 考 量
正在進行

11.12.08

貨品貿易之協
定，繼承 2007 年
WTO 考 量 12 月 31 日屆期之
正在進行 科 多 努 協 定 的 貿
易條文。2008 年
11 月 26 日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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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麥隆

過 渡 經 濟 L/57,
夥伴協定 28.02.09

待決

24.09.09

貨品貿易之協
定，繼承 2007 年
12 月 31 日屆期之
WTO 考 量
科多努協定的貿
正在進行
易條文。簽署日
期：2009 年 1 月
15 日

韓國

自 由 貿 易 L/127,
協定
14.05.11

待決

07.07.11

待決

2011 年 7 月 1 日
起暫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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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依 GATS 第 5 條規定通知之協定 (內容涵蓋服務貿易之區域經濟整合協定)
夥伴

協定性質 OJ Reference 生效日期

通知 GATT
/WTO 日期

GATT/WTO

審查狀態

備註

歐洲共同體
歐盟會員國
(EC 12)

羅馬條約

01.01.58 10.11.95

完成事實審查

擴大 歐盟 15 國

C/241,
29.08.94

01.01.95 19.01.95

完成事實審查

擴大 歐盟 25 國

L/236,
23.09.03

01.05.04 26.04.04

WTO 考量完成

擴大 歐盟 27 國

L/157,
21.06.05

01.01.07 26.06.07

WTO 考量正在
進行

歐洲

冰島、列支登斯 歐 洲 經 濟 L/1,
敦、挪威
區
03.01.94

歐洲經濟區取
代原有的 FTA 協
定 (L/300-301,
31.12.72 及 L/171,
27.06.73) ，分 別
於 1972 年 10 月
27 日、11 月 24
01.01.94 10. 10. 96 完成事實審查
日及 1973 年 7
月 13 日 通 知
GATT 這些協定
(報告採認日
期：1973 年 10
月 19 日及 1974
年 3 月 28 日)

其他
智利

墨西哥

聯繫協定

L/352,
30.12.02

經濟夥伴
與 政 治 協 L/276,
調 及 合 作 28.10.00
協定

01.03.05 28.10.05

WTO 考量完成

01.10.00 21.06.02

1997 年 12 月 8
日 簽署 之歐 盟 墨西哥經濟夥
WTO 考量尚未 伴 與 政 治 協 調
及合作協定脈
開始
絡 下的 歐盟 -墨
西哥共同理事
會 2/2001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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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論壇國
家 (CARIFORUM
States) ( 安 地 卡
及巴布達、巴哈
馬、巴貝多、貝
里斯、多明尼
克、多明尼加共
和國、格瑞那
經 濟 夥 伴 L/289,
達、蓋亞那、海
協定
30. 10.08
地、牙買加、聖
露西亞、聖文森
及格瑞納丁、聖
克里斯多福及
尼維斯、蘇利南
共和國、千里達
及托巴哥共和
國)

待決

前 南 斯 拉 夫 馬 穩定與
L/84,
其頓共和國
聯繫協定 20.03.04

01.04.04 06.10.09

WTO 考量尚未
開始

克羅埃西亞

L/26,
穩定與
聯繫協定 28.01.05

01.02.05 13.10.09

WTO 考量尚未
開始

阿爾巴尼亞

L/107,
穩定與
聯繫協定 28.04.09

01.04.09 07.10.09

WTO 考量尚未
開始

16.10.08

727

簽署日期：2008
年 10 月 15 日
WTO 考量正在
(海地於 2009 年
進行
12 月 11 日簽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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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籌備中之 EPAs
夥伴

協定性質

評論

過渡經濟夥伴協定 貨品貿易之協定，繼承 2007 年 12 月 31
東非共同體 (EAC)
日屆期之科多努協定的貿易條文。
(蒲隆地共和國、肯亞、盧安
正在進行更廣泛之經濟夥伴協定談判。
達、坦尚尼亞、烏干達)
過渡經濟夥伴協定
東南非洲國家 (ESA)
(葛摩聯邦、馬達加斯加共和
國、模里西斯、塞席爾共和國、
尚比亞共和國、辛巴威共和國)

貨品貿易之協定，繼承 2007 年 12 月 31
日屆期之科多努協定的貿易條文。模里西
斯、塞席爾共和國、辛巴威共和國與馬達
加斯加共和國於 2009 年 8 月 29 日簽署。
正在進行更廣泛之經濟夥伴協定談判。

太平洋島國 (巴布亞紐幾內亞 過渡經濟夥伴協定 貨品貿易之協定，繼承 2007 年 12 月 31
獨立國、斐濟群島共和國)
日屆期之科多努協定的貿易條文。
巴布亞紐幾內亞獨立國於 2009 年 7 月
30 日簽署。斐濟群島共和國於 2009 年 12
月 11 日簽署。
正在進行更廣泛之經濟夥伴協定談判。
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 (SADC) 過渡經濟夥伴協定 貨品貿易之協定，繼承 2007 年 12 月 31
日屆期之科多努協定的貿易條文。
(波札那共和國、賴索托王國、
波札那共和國、賴索托王國、莫三比克
納米比亞共和國、莫三比克共
和國、史瓦濟蘭王國
共和國、史瓦濟蘭王國於 2009 年 6 月簽
署。
正在進行更廣泛之經濟夥伴協定談判。
西非 (迦納共和國)

過渡經濟夥伴協定 貨品貿易之協定，繼承 2007 年 12 月 31
日屆期之科多努協定的貿易條文。
正在進行更廣泛之經濟夥伴協定談判。

註：統計至 2011 年 11 月 14 日。
表 1 與表 2 列出所有歐盟已按照 GATT 第 24 條或 GATS 第 5 條之規定通知的優惠貿易協
定，以及其向 GATT/WTO 提交之通知尚未被後繼協定之通知取代的協定。
表 3 列出籌備中的 EPAs。
資料來源：European Union (20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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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歐盟談判中 FTA
FTA 談判
國家

談判指令

目前狀態

下一階段

遠東
印度

談判授權書與 2007 2007 年 6 月開始談判，經過 11 次完
整回合談判後，進入另一階段：談判
年 4 月之指令
方以較小規模、目標較集中的方式召
開集會 (亦即專家層級之會期間會
議、主要談判者會議以及署長級會
議)，而非完整的回合談判。隨著 2
月 10 日於德里舉辦的歐盟-印度高峰
會，談判目前進入密集階段，關注主
要核心議題，但仍有工作待處理。
重要議題包括如何促進貨品之市
場進入 (增加雙方提供之內容的範
圍)，追求服務業套案，以及為政府
採購制定一有意義的章節。
2012 年 6 月 26 日舉行了一場部長
級會議，雙方同意一項從現在到年底
之密集工作計畫。

雙方皆以尋求彼此
可接受之方案為目
標，以此達成豐碩
成果，可大幅促進
歐盟與印度間之貿
易。
因此，可預期 7
月、9 月及 10 月會
有一些技術會議及
高層人員之接觸，
2012 年底可能再舉
辦一場部長級會
議。

新加坡

以 2007 年東協談判 2009 年 12 月，歐盟會員國同意執委
指 令 為 基 礎 ( 見 下 會應展開與新加坡之雙邊 FTA 談
方)
判。談判於 2010 年 3 月開始，第十
回合談判於 2012 年 3 月 19 日該星
期舉行。

歐盟貿易執行委員
De Gucht 與新加坡
貿易與工業部部長
林勛強於 2012 年 4
月 1 日 (歐盟-東協
會議前夕) 在金邊
會面，審視談判之
狀況。密集工作以
各種形式持續進
行。預定 7 月 18 日
召開另一場部長級
會議，檢視主要議
題上的進展，例如
服務業與政府採購
之市場進入、非關
稅障礙、地理標
示、關稅及原產地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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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以 2007 年東協談判 歐盟會員國於 2010 年 9 月 10 日同
指令為基礎 (見下 意執委會展開與馬來西亞之雙邊
方)
FTA 談判。談判於 2010 年 10 月 5
日在布魯塞爾正式展開。與利害關係
人之諮商已完成。第七回合 FTA 談
判於 2012 年 4 月在布魯塞爾舉行。

多項談判領域之技
術工作小組將於
2012 年 9 月在吉隆
坡召開會議。

東南亞國協

談判授權書與 2007 於 2007 年 7 月展開與 7 個東協國家
年 4 月之指令
之區域集團的談判。2009 年 3 月第
七次共同委員會同意「暫停」區域談
判。

2009 年 12 月歐盟
會員國同意執委會
以雙邊形式與東協
國 家 進 行 FTA 談
判。與新加坡及馬
來西亞之談判於
2010 年展開，與越
南之談判則於 2012
年 6 月展開。
為了評估雙邊層
級之目標程度，執
委會持續與其他個
別東協國家進行探
索式的非正式對
話。

越南

以 2007 年東協談判 歐盟外交事務委員會 (貿易) 於 5 月
指 令 為 基 礎 ( 見 上 31 日認可與越南展開 FTA 談判。執
方)
行委員 De Gucht 及越南工商部部長
武輝煌於 6 月 26 日在布魯塞爾舉辦
之典禮中正式展開 FTA 談判。

雙方皆尋求一綜合
性之協定，內容涵
蓋關稅、非關稅障
礙、其他貿易面向
相關之承諾，尤其
是採購、規範性議
題、競爭、服務業，
以及永續發展。
預計於 10 月第 2
個星期舉行首回合
談判。

日本

2011 年 5 月之歐盟-日本高峰會 2012 年 7 月成功界
中，歐盟與日本決定開始籌備 FTA 定與日本之談判範
及政治架構協定。歐盟與日本表示， 圍。2012 年 7 月 18
已成功界定談判範圍，以此為基礎， 日歐盟執委會決定
歐盟執委會將向理事會尋求談判之 請求會員國同意展
必要授權。
開與日本之 FTA 談
經過一年密集討論，執委會與日本 判。
於 2012 年 5 月同意一項關於未來談 將遞交談判指令
判之大規模議程 (涵蓋所有歐盟市 給部長理事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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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進 入 優 先 清 單 ) 。 於 談 判 之 脈 絡 長理事會授權執委
中，執委會與日本亦針對「移除非關 會展開談判。消除
稅障礙」、「開放日本鐵路及城市交 非關稅障礙至關重
通市場之政府採購」之特別路線圖達 要，鑒於此，談判
成了共識。
指令將預設以下幾
2012 年 7 月歐盟執委會決定請求 點：
會員國同意展開與日本之 FTA 談判。 ◎日本在非關稅障
礙上應做出與歐盟
方之關稅減讓同等
之削減；以及
◎若談判開始一年
內 無實 質進 展 (特
指非關稅障礙、鐵
路及城市交通之路
線圖)， 歐盟執委會
應暫停談判。
北美
加拿大

2009 年 4 月獲得公 2009 年 5 月開始談判，綜合性經濟
認之談判指令
與貿易協定 (CETA ) 之內容及其一
般形式，於 2009 年 6 月取得共識。
已舉行九回合談判 (2009 年 6 月，
2010 年 1 月、4 月、7 月與 10 月)。
最近一次於 2011 年 1 月 17 日-21 日
在渥太華舉行。有良好的進展。

拉丁美洲
安迪諾集團

2010 年 2 月與哥倫比亞及祕魯締
結貿易協定。
持續保持接觸，探求將厄瓜多及玻
利維亞納入該貿易協定之可能性。
2011 年 3 月草簽該協定。
2012 年 6 月 26 日，歐盟貿易執行
委員 Karel De Gucht 與代表歐盟部
長 理 事 會 主 席 之 丹 麥 大 使 Jonas
Bering Liisberg、哥倫比亞貿易部長
Sergio Díaz-Granados、祕魯外貿部長
José Luis Silva Martinot 於歐盟部長
理事會簽署貿易協定。

部長理事會於 2012
年 5 月 31 日通過有
關決定簽署及臨時
適用與哥倫比亞及
祕魯之貿易協定的
執委會提案。
該協定之簽署允
許歐盟、哥倫比亞及
祕魯展開正式批准
程序。
同時，若歐洲議
會同意且哥倫比亞
及祕魯完成批准程
序，締約方之間得暫
時適用該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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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

南錐共同體

與中美洲國家 (哥斯大黎加、薩爾瓦
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
巴拿馬) 關於包含 FTA 支柱的聯繫
協定談判，於 2010 年 5 月完成。
1999 年之談判指令

與南錐共同體之談判於 2010 年 5
月 17 日在馬德里舉行之歐盟-南錐共
同體高峰會正式重新展開。談判之目
的為達成一綜合性之 FTA，不只涵蓋
工業與農業產品，亦包含服務業、改
善政府採購規則、智財權、海關及貿
易便捷化、技術性貿易障礙。
已進行八回合談判 (最後一次為 3
月 12-16 日)。
到目前為止，談判回合之焦點在協
定之規則相關部分，兩個區域皆在籌
備其市場進入承諾清單。

於 2012 年 10 月在
巴西開始下一回合
談 判 (TBC)。 尚 未
訂出交換市場進入
承諾清單之日期。

馬格里布與中東
歐盟地中海
夥伴關係－
按主題討論
(按國家討論
請見後述)

在南北關係上特別有進展：建立了聯 已展開雙邊談判以
繫協定網絡 (除了敘利亞與利比亞 補足目前之貿易協
以外)，雖然這些協定之涵蓋範圍限 定，尤其是關於服務
貿易與開業自由
制在貨品貿易。
服務貿易與開業 (establishment) 自 化，以及建立爭端解
由化之談判：2006-2007 年之討論採 決機制。
區域式的歐盟-地中海國家形式進行。 2011 年 12 月 14
2008 年開始與摩洛哥、埃及、突尼 日，部長理事會授權
西亞及以色列進行雙邊談判。除與摩 執委會與埃及、約
洛哥之談判外，其他談判進展有限。 旦、摩洛哥、突尼西
農產品、加工農產品及漁業產品更進 亞展開雙邊談判，建
一步自由化之談判：2005 年與約旦 立具深度及廣度之
完成談判，2008 年與以色列、埃及 自由貿易區。
完成談判，2009 年與摩洛哥完成談 已於 2012 年 3 月
判 (2010 年簽訂協定)。繼續與突尼 開始與摩洛哥、突尼
西亞、約旦界定談判
西亞談判。
爭端解決機制：與突尼西亞 (2009 範圍。
年 12 月簽訂協定)、黎巴嫩 (2010
年簽訂)、約旦 (2011 年 7 月起生
效)、摩洛哥 (2010 年簽訂)、埃及
(2010 年簽訂) 完成談判。正在與其
他地中海夥伴國家 (以色列及巴勒
斯坦) 進行談判，目標是儘快締結剰
下的雙邊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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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產品合格評估與接受協定
(ACAA) 之談判：於 2010 年 5 月與
以色列在藥品部門上簽訂協定。將於
2012 年 11 月與突尼西亞展開談判。
目前正準備在不久的將來與其他
南地中海夥伴國家展開談判。
歐盟地中海夥伴關係－按國家討論
埃及

2001 年 6 月簽訂聯繫協定。
2004 年 1 月 1 日貿易條文暫時生
效，聯繫協定全體於 2004 年 6 月 1
日生效。
有關農業貿易進一步自由化之協
定於 2010 年 6 月 1 日生效。
2010 年 11 月簽訂爭端解決機制議
定書。
2011 年 12 月 14 日部長理事會通
過與埃及、約旦、摩洛哥及突尼西亞
之兼具深度與廣度自由貿易區
(DCFTAs) 的談判指令。

正在進行關於服務
貿易與開業自由化
之雙邊談判，但進展
有限。

以色列

1995 年 11 月簽訂聯繫協定，2000
年 6 月生效。農業貿易進一步自由化
之協定於 2010 年生效。2010 年 5 月
與以色列在藥品部門上簽訂工業產
品合格評估與接受協定 (ACAA)，仍
在等待歐洲議會同意。

正在進行關於服務
貿易與開業自由化
以及爭端解決機制
之雙邊談判，但進展
有限。

約旦

1997 年 11 月簽訂聯繫協定，2002
年 5 月生效。農業貿易進一步自由化
之協定於 2007 年生效。爭端解決機
制議定書於 2009 年 12 月草簽。

服務業與開業自由
化 談 判 將 作 為
DCFTA 談判的一部
份。
正與約旦進行
DCFTA 之談判範圍
界定。

黎巴嫩

2002 年 1 月完成。2002 年 6 月簽訂
聯繫協定，2003 年 2 月 1 日過渡協
定生效。聯繫協定於 2006 年 4 月生
效。2011 年 11 月簽訂爭端解決機制
議定書。

目前沒有任何關於
服務業與開業自由
化之談判或農業貿
易進一步自由化之
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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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1996 年 2 月簽訂聯繫協定，2000
年 3 月生效。
歐洲議會於 2012 年 2 月同意農業
貿易進一步自由化之協定，該協定應
於 2012 年秋天生效。2010 年 12 月
簽定爭端解決機制議定書。
2011 年 12 月 14 日部長理事會通
過與埃及、約旦、摩洛哥及突尼西亞
之兼具深度與廣度自由貿易區
(DCFTAs) 的談判指令。

阿爾及利亞

2002 年 4 月簽訂聯繫協定，2005 年 沒有其他關於農產
品、加工農產品及漁
9 月生效。
業產品，服務業與開
業自由化，以及爭端
解決機制議定書之
談判。

巴勒斯坦占
領區

目前未進行任何服
1997 年 2 月簽訂聯繫協定。
1997 年 7 月過渡協定生效。農產品、 務業與開業談判及
加工農產品及漁業產品之免關稅暨 爭端解決機制談判。
針對巴勒斯坦出
免配額協定於 2012 年 1 月生效。
口品之免關稅、免配
額倡議正在進行。

敘利亞

1997 年 12 月 18 日 2004 年完成談判，基於政治理由暫
與 敘 利 亞 之 聯 繫 協 緩簽訂。2008 年 12 月草簽後續的技
定的談判指令
術協調。2009 年 10 月 27 日由理事
會通過。歐盟暫延簽署。

持續進行關於服務
貿易與開業自由化
之雙邊談判，進展良
好但最近步調減
緩。正在籌備與摩洛
哥之 DCFTA 談判範
圍界定，並預期在服
務業談判結束後進
入更密集之階段，希
望是 2012 年秋天。

由於敘利亞對內暴
力鎮壓，歐盟 2011
年 5 月起對敘利亞
採取制裁措施，包括
禁止原油與石油產
品進口，以及禁止軍
商兩用貨品、石油及
瓦斯工業重要設備
與技術、特定電信設
備與奢侈品出口。
歐盟也採取關於
金融及交通部門，還
有對特定企業制裁
措施及基礎建設方
案提供之資金的制
裁措施。凍結支持或
得利於敘利亞政權
之個人與實體的資
金及經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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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灣合作理
事會 (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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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7 月簽訂聯繫協定，1998 年
3 月生效。
2009 年 12 月簽訂爭端解決機制議
定書。

服務貿易與開業自
由化之雙邊談判將
整合入 DCFTA。農
業雙邊談判方面是
否整合入 DCFTA 談
判仍保持開放態度。
正與突尼西亞界
定 DCFTA 談 判 範
圍。

2008 年 7 月與利比 關於架構協定/FTA 之談判於 2008 年
亞 之 架 構 協 定 的 談 11 月 12-13 日正式展開，最近一次於
判指令
2011 年 2 月中在布魯塞爾舉行。利
比亞開始討論一極具企圖心之 FTA，
包含貨品貿易、服務貿易/開業、貿
易規則、規範性合作及爭端解決。

歐盟於 2011 年 2 月
23 日決定暫停利比
亞-歐盟架構協定之
談判。

暫停，但繼續進行討論；協定所有事 歐盟與 GCC 主要談
項皆有相當進展。
判者間之非正式會
目標：盡快完成談判。
談持續進行。

東歐
烏克蘭

已於 2011 年完成兼具深度及廣度之
自由貿易區 (DCFTA) 談判，作為歐
盟-烏克蘭聯繫協定的一部分。2012
年 7 月 19 日於布魯塞爾技術性草簽
歐盟-烏克蘭 DCFTA。此項技術性步
驟補完了先前 3 月 30 日對整個歐盟烏克蘭聯繫協定之草簽。

喬治亞

2012 年 3 月舉行第一回合關於兼具 第三回合於 2012 年
深度與廣度之自由貿易區談判，作為 9 月最後一個星期
聯 繫 協 定 的 一 部 分 ， 第 二 回 合 於 舉行。
2012 年 6 月舉行。

亞美尼亞

2012 年 2 月 17 日，部長理事會允許
執委會展開 DCFTA 之談判，作為歐
盟-亞美尼亞聯繫協定的一部分。
2012 年 5 月 3 日召開技術性籌備會
議，並籌備談判 (第零回合)。2012
年 6 月 19-20 日舉行第一回合，目的
是達成大規模之協定，範圍廣且有許
多類似歐盟在貿易及貿易相關領域
既有法規之規範。

有關簽署之進一步
技術性步驟將依照
相關歐盟內部程序
進行。

2012 年接下來之談
判回合於 10 月 1-5
日及 12 月 3-7 日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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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始於 2012 年 2 月 27 日，已進
行兩回合談判。最近一回合於 6 月
11-15 日在布魯塞爾舉行，氣氛良
好，許多章節皆有滿意進展。

摩爾多瓦

第三回合談判於
2012 年 9 月 10-14
日 在 基 希 納 烏
(Chisinau) 舉行。

其他貿易談判
國家

談判指令

目前狀態

下一階段

白俄羅斯

執委會建議理事會
授權執委會展開關
於 更 新 歐 體 -白 俄 羅
斯紡織品貿易協定
之新協定的談判；
2009 年 9 月 7 日採認

關於關稅同盟之構成 (俄國、哈薩 雙邊協定於 2009 年 12
克與白俄羅斯)，白俄羅斯並未發 月 31 日屆期。
現於 2010 年延長雙邊紡織品協定 針對單邊措施，通過
之方法。
了執委會規則。於
2011 年 1 月 1 日生效。

中國－夥伴
合 作 協 定
(PCA) 貿 易
與投資部分/
將 1985 年貿
易與經濟合
作協定升級

談判任務為展開關
於與中國之新夥伴
合作協定之談判，內
容包括貿易與投資
面向，於 2005 年 12
月獲得理事會同意。

貿易與投資軌道完成約四分之一 沒有指定任何日期舉
行政治或貿易會議。
章節。
2011 年 5 月 11 日在布魯塞爾，
PCA 之貿易與投資軌道主要談判
者們舉行短暫會議。但討論並未完
成任何其他章節。

此夥伴合作協定之
目標為將 1985 年締
結之協定升級，藉以
更適當反映雙邊關
係之持續發展。

執行委員 De Gucht 與中國商務
部部長陳德銘於歐盟-中國聯合委
員會 (2011 年 7 月 14 日) 中評估
PCA 談判，皆注意到在許多重要章
節上雙方立場仍十分歧異，執行委
員 De Gucht 呼籲中國顯示更多企
圖心。
2011 年 9 月 20 日舉行了一場
PCA 督導委員會會議，關注談判之
政治與貿易軌道，但該次會議未允
許創造任何新動力，自此之後也沒
有舉行任何新會議。

伊朗

自 2002 年 6 月起的 到 2005 年止舉行數次談判回合，
貿 易 與 合 作 協 定 談 因政治因素中止。未來目前無談判
判指令
預定。歐盟制裁伊朗之措施已就位
(最近通過之措施係 2010 年 10 月
25 日理事會決議 2010/644/CFSP)。

伊拉克

自 2006 年 3 月起的 談判於 2006 年 11 月正式展開，最 PCA 於 2010 年草簽。
貿 易 與 合 作 協 定 談 近一次談判回合於 11 月 12 日-13 PCA 簽訂後，一項過
判指令
日在布魯塞爾舉行，夥伴合作協定 渡協定將生效。
(PCA) 談判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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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

執 委 會 建 議 理 事 會 2006 年 10 月完成關於 2007 年協
授 權 執 委 會 展 開 關 定之談判。但尚未開始起草。
於 更 新 歐 盟 -哈 薩 克
特定鋼鐵產品貿易
協定的談判；2006 年
11 月 13 日由理事會
採認。

雙邊協定於 2006 年 12
月 31 日屆期；直到新
協定生效為止，EC 對
來自哈薩克之特定鋼
鐵產品自動適用進口
配額。
2011 年時單邊措施
應以理事會 1340/2008
規 則 為 基 礎 適用 (更
新)。

俄國

理事會談判指令，針 沒有關於 FTA 之工作/談判。
對 更 新 並 擴 大 目 前 正在進行關於新協定取代或更
夥 伴 合 作 協 定 新 PCA 之談判，包括貿易與投資
(PCA) 之 下 的 歐 盟 / 相關條文。
俄國關係架構之新
協定。

2010 年 12 月中旬舉行
第 12 回合談判。主要
談判者達成共識：目前
應專注於貿易及投資
條文，若這些領域無充
分進展便不會召集涵
蓋此新協定中其他非
貿易領域之工作小
組。一非正式之起草小
組 (Drafting Group) 已
集會 10 次 (最近一次
在 2012 年 2 月)，討論
歐盟於 2010 年 7 月及
2011 年 3 月遞交之兩
份關於水平貿易及投
資條文之法律文件草
案。
2012 年 5 月 31 日舉
行了一場高層級之腦
力激盪會議，雙方同意
交換貿易與投資章節
包含的重要項目清
單，並秉持欲完成此章
節之精神。雙方同意不
包含市場進入議題，協
定為非優惠性且不得
減損 WTO 權利。雙方
應於 2012 年 7 月底前
交換清單。

註：統計至 2012 年 7 月 25 日。
資料來源：European Union (20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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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歐盟洽簽經濟夥伴協定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EPA)
進行狀況
國家/區域

談判指令

目前狀態

下一階段

所有 ACP 國家
之經濟夥伴協定
談判： 2002 年
6 月 17 日理事會
決議，籌備符合
WTO 規則之協
定，涵蓋「幾乎
所有貨品貿易」
( 至 少 80%) 及
服務業、投資與
貿易相關規則，
目標是促進 ACP
國家整合入世界
經濟，並藉此推
動其永續發展。

兩個西非國家－象牙海岸及迦納在
2007 年底與歐盟草簽雙邊「墊腳石
性」(或過渡性) 經濟夥伴協定。
2008 年 11 月 26 日與象牙海岸簽
訂過渡經濟夥伴協定。未與迦納簽訂
過渡性經濟夥伴協定。兩項協定皆未
批准。
最新發展：
2012 年 4 月 17-20 日，歐盟與西非
國家主要談判者在布魯塞爾舉行技
術性暨高級官員層級會議，討論區域
性 經 濟 夥 伴 協 定 (EPA) 未 來 的 方
向。協定文本上尤其有進展，目前有
關西非市場進入承諾清單及 EPA 發
展計畫 (PAPED) 等議題之工作仍持
續進行。

目前談判之區域協定將涵
蓋貨品、發展合作，以及服
務業章節與規則章節之集
會條款。
下一回合：2012 年 6 月
25-27 日於迦納舉行之市場
進入談判。

同上

2009 年 1 月 15 日與喀麥隆簽訂中非
區域性過渡經濟夥伴協定。協定尚未
批准。
最新發展：
2011 年 9 月 26-30 日歐盟與中非談
判者在班吉 (中非共和國) 召開會
議，目的是持續技術層級之談判。談
判團體討論市場進入、服務業、文化
合作與相應措施。協定之文本上亦有
進展。

區域性談判聚焦在市場進
入、原產地規則、服務業與
投資、文化合作、相應措施
(發展合作) 以及財政影
響。市場進入與發展援助尤
其需要更多進展。
下一回合：技術性談判回
合，2012 年 7 月在布魯塞
爾。

東非與南
同上
非 (ESA)

模里西斯、塞席爾共和國、辛巴威共
和國與馬達加斯加共和國於 2009 年
簽署過渡經濟夥伴協定。該協定自
2012 年 5 月 14 日起暫時適用。
最新發展：
2011 年 11 月 28-30 日，來自歐盟及
ESA 之 談 判 者 在 模 里 西 斯 召 開 會

綜合性之 ESA-EU 經濟夥
伴談判聚焦於貨品貿易、服
務業、貿易相關領域及發展
合作條文。需要更多會談，
尤其關於出口稅、原產地規
則及特殊農業防衛措施之
會談。

依區域分

西非

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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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 回 合談 判 應 為 技
議，談判綜合性 EPA 之重要議題。
貨品貿易、永續發展、服務貿易、貿 術性及高級官員層級，日期
易相關規則尤其列在議程上。最惠國 尚未確定。
待遇條款、動植物防疫檢疫標準、技 該過渡性 EPA 之 EPA 委
術性貿易障礙等項目上有進展。
員會開幕會議暫定於 2012
年 7 月在布魯塞爾舉行。

東非共同
同上
體 (EAC)

南部非洲
發 展 共 同 同上
體 (SADC)

肯亞、烏干達、坦尚尼亞、盧安達、 綜合性區域經濟夥伴協定
蒲隆地共和國於 2007 年 11 月 28 日 談 判 焦 點 目 前 為 發 展 合
草簽架構性 EPA (主要處理貨品貿 作、農業及原產地規則。
易 ) ， 現 在 正 談 判 一 綜 合 性 區 域 下一回合談判：2012 年 7
EPA。架構協定尚未簽署或批准。 月，地點在布魯塞爾。
最新發展：
自 2011 年 9 月起，在 EAC 地區及布
魯塞爾共舉行了五回合談判。最近一
次是 2012 年 5 月 8-11 日，地點在布
魯塞爾，內容主要包括原產地規則、
農業、爭端解決、制度性條文及發展
合作。
前述多項議題上皆有進展。預期下
一回合談判得於所有重要議題上有
實質進展，為在 2012 年締結 EPA 鋪
路。
波札那共和國、賴索托王國、史瓦濟
蘭王國與 EU 於 2009 年 6 月 4 日簽
署協定。與莫三比克共和國於 2009
年 6 月 15 日簽署。納米比亞共和國
表示尚未做好簽署準備。該協定尚未
被批准。
最新發展：
最近一次技術工作小組 (TWG) 及
高級官員會議 (SOM) 於 2012 年 5
月在南非舉行，強調所有事項：市場
進入、未解決之文本議題、原產地規
則，以及貿易相關議題。

2010 年 2 月，波札那共和
國、賴索托王國、史瓦濟蘭
王國與莫三比克共和國通
知執委會，表示它們無意暫
時適用 2007 草簽之過渡經
濟 夥 伴協 定 (納 米 比亞 共
和國則無意簽署過渡經濟
夥伴協定)。它們提議把焦
點放 在 2010 年底 和整 個
SADC EPA 集團 (上述國家
加上安哥拉及南非) 達成
範圍廣闊之綜合性協定。
談判目前焦點為市場進
入議題，尤其是歐盟與南非
間之市場進入議題。
下一談判回合：TWG 於
2012 年 7 月及 9 月舉行，
SOM 於 2012 年 10 月初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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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

同上

太平洋

同上

年表：
CF 方：
2008 年 10 月歐盟與加勒比海論壇組 ◎開始關稅減讓－14 個國
織 (CARIFORUM, CF) 簽訂綜合性 家應於 2011 年 1 月實行
貿易與發展協議，即經濟夥伴協定； 減 讓 ， 目 前為止 僅 有 6
2008 年 12 月，雙方皆暫時適用與執 國；
行該協定；
◎聯合機構：
2009 年 3 月，歐洲議會同意該協定； 諮詢委員會－CF 提名其
2010 年 5 月，CF-EU 聯合理事會首 成員 (25)
次會議；
議會委員會－CF 確認成
2011 年 1 月 (馬德里)，CF 國家最初 員
之關稅減讓應兌現；
仲裁者－CF 仍要確認數
2011 年 6 月 (馬德里)，高級官員聯 量
合委員會首次會議；
◎促進貿易之措施－CF 應
2011 年 6 月 (巴貝多)，舉行聯合議 完 成 其 數 項 領 域 中 有 時
限之承諾，包括：
會委員會
地理標示
主要特徵：
競爭、政府採購
◎包含服務業及貨品貿易；
資料保護
◎CF 國家承諾採取其他措施，提振
投資、競爭、政府採購、智財權等領 雙方：
域之貿易；
◎批准
◎建立新的共同監督機構；
CF 國家：仍有 11 國待批
◎為進行中之監督與審查作準備。
准 (已有 4 國批准)
最新發展：
歐盟會員國：仍有 17 國
待批准 (已有 10 國批准)
2011 年 12 月，聯合關稅委員會首次
會議
◎監督－雙方皆同意聯合
系統
◎五年一次的審查：第一次
於 2013 年進行
歐 盟 與 巴 布 亞 紐 幾 內 亞 獨 立 國 持續談判以達成綜合性區
(PNG) 於 2009 年 7 月 30 日簽定協 域經濟夥伴協定。執委會已
定，同年 12 月 11 日與斐濟群島共和 準備好探求擴大現行歐盟國簽定。歐洲議會於 2011 年 1 月 19 太平洋地區過渡經濟夥伴
日批准。歐盟由理事會於 2011 年 2 協定之成員及深化協定內
月 15 日完成批准。過渡經濟夥伴協 容的可能性。
定設立之貿易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於 下一個技術性談判回合
2012 年 2 月 24 日在巴布亞紐幾內亞 暫時預定於 2012 年 10 月舉
獨立國召開。巴布亞紐幾內亞獨立國 行。
議會於 2011 年 5 月 25 日批准該過
渡經濟夥伴協定。斐濟群島共和國尚
未適用該協定。
最新發展：
歐盟及太平洋地區代表於 2011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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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2-24 日舉行會談，討論綜合性區
域經濟夥伴協定。會議目的為評估狀
況並取得未來道路之共識。討論係基
於 2011 年 7 月由太平洋地區遞交之
一份修改過的文件草案及市場進入
承諾清單。討論涵蓋貨品貿易、發展
合作、永續發展、漁業 (包括原產地
規則)。亦強調修正市場進入規則之
提案與普遍化優惠關稅制度之改革。
註：統計至 2012 年 6 月 12 日。
資料來源：European Union (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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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is an active
policy among of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CCP) conduct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EU). The EU has developed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FTAs, and maintains a very complicated hierarchy in its external
trade relations. The EU introduced a policy on the latest generation of
FTAs on 3 October 2006. South Korea, India, Brazil and ASEAN are
identified as priorities for new generation FTAs with the EU. The new
generation FTAs are very comprehensive with regards to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a number of fields, including the elimination of tariff and
non-tariff barriers, further liberalization in services, investment, competition,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o on. Many
of the EU’s potential partners for new generation FTAs are major
trade rivals of Taiwan in the EU marke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U-Korea FTA as a case study to examine the following core issu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EU’s trade policies, legal bases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of new generation FTAs, the main contents and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EU-Korea FTA, and the impacts of
the EU-Korea FTA on the WTO and third countri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U FTA policy, this article also proposes an open regionalism approach to make the new generation FTAs compatible
with the spirit of WTO multilateralism.

Key Words: EU, FTA, South Korea, the Treaty of Lisbon, W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