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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派立場、意識形態與選區經濟利益 

交織下的美國國會貿易政治： 

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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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國國會的貿易政治向來受到議員的黨派立場、意識形態，

以及選區的經濟利益所影響。本文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為分

析對象，並援引學界針對「中國貿易衝擊」的理論視角，探討上

述因素如何影響美國國會議員針對 TPP 相關法案的投票。本文

透過實證分析，發現共和黨籍議員、意識形態越趨右派 (保守派) 
之議員，以及選區面臨更多中國進口品競爭之議員，越傾向投票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投稿日期：109.7.7；接受刊登日期：110.7.21；最後修訂日期：110.7.13  
責任校對：王如汶、許歆珮、陳昱之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IPSAS 系列演講」、中央研究院歐美研

究所「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工作坊」與「美中台關係專題研究：2012-2017」研討會，以

及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心「東南亞整合型計畫工作

坊」。作者感謝吳玉山、吳建輝、吳鎮邦、冷則剛、邱奕宏、黃偉峰、張廖年仲、湯

智貿、蔡明璋、潘欣欣、薛健吾、鮑彤、關弘昌等諸位先進，以及三位審查人所提供

之寶貴意見。 



2 歐美研究 

支持美國參與 TPP。這些發現有助於我們理解中美競爭的國際

架構下，美國國會貿易政治的新面貌。 
 

關鍵詞：美國貿易政治、美國國會、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中美競爭、經濟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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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8 年 3 月，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引用美國《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宣布針對美國自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高達 600

億美元的關稅，中國爾後也針對美國出口至中國的貨品課稅。儘管

兩國後續針對貿易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談判，並於 2019 年 12 月達

成第一階段的貿易協定，但是這場貿易戰至 2021 年 2 月止，並未

隨著川普政府下臺 、拜登 (Joe Biden) 政府執政而落幕，仍然深刻

影響著世界經濟的走向。其實，如果我們進一步細究，這場貿易戰

並非憑空而來。以圖 1 為例，自 2001 年 11 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之後，中國年年對美國大量出口，但同時間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並

未顯著提高，使得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逐年攀升，從原本 1,000

億美金左右，增加至 2018 年的 4,195 億美金。這樣也使得在川普

上臺之前，美國的歐巴馬 (Barack Obama) 政府即主導「跨太平洋

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的談判，希望籌組一個

新的多邊貿易協定，重新定義國際貿易的標準與秩序，讓美國取得

比中國在亞太區域更多的貿易優勢。然而，川普總統上臺之後，立

即宣布美國退出 TPP 談判，重挫了 TPP 的進展，爾後也開始針對中

國展開貿易戰，令美國貿易政策改弦更張，從本來多邊主義的貿易

談判，轉為雙邊主義，甚至是單邊主義 (Bown & Irwin, 2019)。 

目前針對川普政府時期所發生的中美貿易戰的評論或研究，絕

大多數集中在美國總統——也就是行政部門——的角色，而國會在其

中扮演的角色較少被觸及，這固然和川普本身的執政作風有關，然

而，美國憲法第 1 條即明訂國會有權管理美國和外國之間的貿易，

使得美國政府與他國簽署的貿易協定，最後也需要國會投票通過， 

 
資料來源：US Cencus Bureau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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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美國對中國貿易，2000-2018 

 

方能正式實施 (美國在台協會，n.d.)。1 本文即以 TPP 為分析對象，

探討黨派立場 (partisanship)、意識形態 (ideology)，以及貿易政策

對選區經濟利益  (constituent interest) 如何影響美國國會議員在

TPP 貿易法案的投票。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儘管 TPP 因為美國的

退出而中止，而其他談判國則另外籌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

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

nership; CPTPP)，本文認為 TPP 仍然有分析之必要，因為它可以用

來分析美國國會議員在歐巴馬政府時期，如何看待中美貿易關係，

尤其 2018 年迄今的中美貿易戰，很大程度是川普透過行政權所主

                                                
1 美國憲法第 1 條第 8 款規定國會有權「管理與外國的、州與州間的，以及對印第安部

落的貿易」(美國在台協會，n.d.)。 



黨派立場、意識形態與選區經濟利益交織下的美國國會貿易政治  5 

導，國會的角色並不凸顯，反觀 TPP 是一個參、眾兩院議員皆有參

與決策過程的法案，因此我們可以藉此瞭解美國國會議員在貿易法

案——尤其是和中國有關的貿易法案——如何依據其黨派立場、意識

形態，以及選區受到貿易政策所影響的經濟利益進行決策。 

本文基於過去研究美國國會貿易政治的文獻，探討黨派立場、

意識形態，以及選區的經濟利益如何影響美國國會議員在與 TPP 相

關法案的投票行為。本文認為除了黨派立場與意識形態之外，國會

議員選區內受到貿易政策所影響的利益，也會影響其支持 TPP 與

否。正如圖 1 所顯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逐年攀升，因此除了

關於美國國會貿易政治的文獻之外，本文也援引學界關於中國對美

國貿易的相關文獻，主張美國國會議員選區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會

影響其議員在 TPP 法案上的立場。尤其當其選區自中國進口越多產

品，表示其選區的產業面臨更多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 (import com-

petition)，該議員會對將中國排除在外的 TPP 更為支持，以降低來

自中國的進口競爭。 

本文架構如下：下一節概述 TPP 沿革與美國退出的後續發展。

第參節則介紹學界針對美國國會中的貿易政治相關研究，討論黨派

立場、意識形態，以及選區的貿易利益對於美國國會議員投票影響。

我在這節也回顧了學界目前關於「中國貿易衝擊」(The China Trade 

Shock) 的研究，並應用相關理論分析美國國會議員在 TPP 法案上

的投票立場。第肆節介紹本文的研究假設、研究設計及統計分析結

果。最後一節為結論，我同時也在此提出本文對於既有研究的貢獻

和政策意涵、本研究的限制，以及後續研究可以延伸發展的方向。 

貳、TPP 簡介 

TPP 源自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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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成員國於 2005 年所倡組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當時僅有汶

萊、智利、紐西蘭，以及新加坡等四個國家所組成，一直到美國於

2008 年 9 月宣布加入談判，並開始主導其談判過程，始加速 TPP 的

談判進度及涵蓋範圍，最後在 2015 年 10 月完成首輪談判，2 由參

與談判國將內容送交由各國國會審議 (孫國祥，2015)。 

TPP 的特色為高標準與高品質的貿易協定，涵蓋範圍超越世界

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並且在新興貿易議題

上，例如勞工、環境等方面，做了許多規範 (孫國祥，2015)，使得

TPP 在貿易自由化的程度不但更為廣泛，也深化了會員國彼此的經

濟整合，使得它是一個具有深度 (depth) 的貿易協定 (Baccini et al., 

2015)。 

與此同時，亞太地區有另一組多邊貿易協定談判正在進行，即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

nership; RCEP)。該協定於 2011 年於東南亞國協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高峰會中所發起，以 ASEAN 的 10

個成員國為基礎，並納入澳大利亞、中國、印度、日本、韓國、紐

西蘭等六國，其目標是推動貿易自由化。不過，和 TPP 相比，RCEP

由於其成員國彼此之間的經濟發展程度差異甚大，成員之間難以就

開放項目與標準達成共識，因此在貿易自由化的標準比較低，3 一

開始的談判進度也較 TPP 來得慢，印度甚至於 2019 年退出談判 

(徐遵慈，2021)。儘管如此，參與 RCEP 的其他 15 國於 2020 年完

成談判，該年 11 月正式簽署協定，並於 2022 年元月正式生效。 

                                                
2 TPP 有 12 個創始會員國，包含澳洲、汶萊、馬來西亞、紐西蘭、新加坡、越南、日

本、加拿大、智利、墨西哥、秘魯、美國。 
3 關於 TPP 與 RCEP 之比較，可參考廖舜右 (2013) 與 Da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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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TPP 被公認為是美國歐巴馬政府實踐「重返亞太再平衡」

(Rebalance to Asia) 戰略的關鍵政策  (Gordon, 2012; Lieberthal, 

2011)，甚至是美國用來和日後與中國抗衡的戰略結盟 (Lee, 2015)，

令中國方面漸感威脅 (Ratner, 2013)，近來也積極推動包括 RCEP、

「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等國際經貿合作架構，希望可

以藉此擴大它和亞洲鄰國，以及世界上其主要國家之間的經貿連結 

(Ye, 2015)。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與中國彼此都不是 RCEP 與 TPP 的

談判國，而當 TPP 創始會員國在 2015 年 10 月完成基本協議談判，

將談判內容送交各國國會審議後，中國方面也由總理李克強公開宣

示力爭在 2016 年結束 RCEP 談判 (黃欣，2015)。因此，觀察家認

為 TPP 與 RCEP 分別是美國與中國用來控制亞太區域貿易的工具 

(Chang, 2015; Lee, 2015)，也是這兩個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 (Hama-

naka, 2014; Kim, 2016)。事實上，當 TPP 完成談判後，美國總統歐

巴馬便投書《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宣稱 TPP 將讓美國

——「而非中國這類的國家」——主導全球貿易的規則，他也在該投

書中提及中國和其他國家正在談判的 RCEP，將如何影響美國的就

業機會與商業市場 (Obama, 2016)。 

不過，在 2016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共和黨候選人川普擊敗

民主黨候選人柯林頓 (Hillary Clinton) 成為美國新任總統，他在

2017 年 1 月上臺的第一天，旋即簽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國退出 TPP

的貿易談判，重挫了進行十餘年 TPP 的談判進程。4 不過，TPP 在

                                                
4 在 2016 年完成談判的 TPP 草案中，規定 TPP 生效門檻之一為兩年內至少有六個國家

透過國內程序批准，而且這些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 (GDP) 須達到全體成員國在 2013
年合計 GDP 的 85％。由於美國的 GDP 佔了全部會員國的 60％，因此美國的退出使

得原先的 TPP 協議無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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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退出之後，雖然一度被認為將胎死腹中，但其餘 11 個談判國

卻於 2017 年 10 月取得重要進展，除了凍結原本 TPP 的 20 項條文

之外，也改稱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於 2018

年 3 月 8 日於智利簽署，並於同年 12 月 30 日生效。5 

在前述的國際背景架構下，本文探討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

是否會影響美國國會議員批准由美國所倡導的 TPP 相關議案。如果

TPP 是美國行政部門刻意用來和中國進行戰略對抗的貿易政策，那

麼與之相關的問題是，美國國會部門是否也會有類似的戰略思考？

此外，國會議員支持相關議案的投票抉擇，又是受到哪些因素所影

響？本文認為，除了既有的黨派立場與意識形態之外，美國國會議

員在 TPP 相關議案的投票決定，也受到其選區所可能享有或損失的

貿易利益所影響，也就是說，當選區的經濟利益受到中國貿易的威

脅越大時，國會議員便越會支持 TPP，以降低中國貿易對該選區經

濟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在下一節概述學界針對選區的經濟利益如何

影響國會議員在貿易法案進行投票決策的相關理論與研究，並討論

如何將之應用來分析 TPP 法案。 

參、理論視角 

學界對於美國國會如何批准貿易法案的研究甚多，其主要理論

環繞在探討國會議員在貿易法案上的立場，究竟是受其黨派立場、

                                                
5 CPTPP 規定當達成協議後，有一半以上，也就是六個成員國批准之後的 60 天，該協

定即在完成國內批准程序的會員國間生效。截至 2022 年 1 月 19 日止，CPTPP 的 11
個創始會員國，已有八個完成 CPTPP 的國內批准程序，包括墨西哥、日本、新加坡、

紐西蘭、加拿大、澳大利亞、越南、秘魯，僅剩智利、馬來西亞，以及汶萊尚待完成

國內批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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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抑或選區利益所影響 (何思因，1994; Conley, 1999; Des-

tler, 2005)。首先，黨派立場途徑強調黨籍對於議員投票選擇的重要

性，意識形態途徑則聚焦於議員本身的在左右意識形態光譜上的位

置，如何影響其在貿易法案的投票。概略來說，在二次大戰結束後，

6 共和黨議員、意識形態偏向右派的議員，比較偏向自由貿易，而

民主黨議員、意識形態偏向左派的議員，則比較偏向保護主義 

(Gartzke & Wrighton, 1998; Nollen & Iglarsh, 1990)。7 

然而，在民主國家中，因為勝選與連任的需求，議員如何選定

投票立場，不全然受其黨派立場和意識形態所主導，也必須考量其

選區結構與經濟利益。8 從美國國會的投票紀錄來看，有些共和黨

議員在貿易法案採取保護主義立場，部分民主黨議員也會支持自由

貿易，因此有為數不少的研究，採用選區結構與經濟利益的途徑，

分析美國國會議員在貿易法案上的投票行為。該途徑又可進一步分

為兩種不同但是彼此相關的切入點，一種是探究貿易法案對該議員

                                                
6 美國在 1934 年通過了《互惠貿易協定》(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 RTAA)，授

權美國總統和外國進行互惠貿易談判。RTAA 讓美國貿易政策的制訂，大幅擺脫國會

的掣肘，也讓美國走出了 1930 年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 後所開啟的貿易保護主義時代 (Bailey et al., 1997)。不過，Hiscox (1999) 
認為，美國在二戰後的自由貿易政策，並非是 RTAA 所導致，而是一方面國內歷經了

政黨重組，另一方面美國經濟的擴張，使得支持自由貿易的勢力得以持續。 
7 然而，隨著分析的時間點、貿易法案性質，以及當時政府是否處於分立政府 (divided 

government) 等因素，亦會影響各黨議員在法案上的投票立場。其中，不少研究探討

當美國處於分立政府，也就是總統和國會多數的黨派不同時，國會對於總統權力的制

約，是否會讓美國貿易政策傾向自由貿易或保護主義 (Karol, 2000; Lohmann & 

O’Halloran, 1994; Milner & Rosendorff, 1997; Sherman, 2002)。 
8 選區的經濟利益除了受到國際貿易所影響之外，也可能受到來自外國的直接投資 (for-

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或是移民的影響。由於本文關注的焦點是以促進國際貿易

為目標的 TPP，故將選區經歷利益的討論限定在貿易利益。後續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

其他影響選區利益的國際經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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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選區的經濟發展帶來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因而促使選民支持或反

對該議員的連任；另一種是探討來自其選區內產業或工會的政治獻

金多寡，如何影響該區議員贊成或反對與獻金產業或工會利益攸關

的法案。關弘昌 (2014) 便曾經採用第一種視角，分析美國參、眾

兩院的國會議員，在關於支持臺灣的法案與決議案的立場上，如何

受到其黨派立場、意識形態，以及選區該議員之州對於臺灣與中國

的出口所影響。他發現在意識形態較為保守 (通常是共和黨) 的國

會議員 (包含參、眾兩院)，比較傾向在這些議案上支持臺灣；而眾

議員則更容易因為其選區所屬州出口到臺灣越多，而越傾向支持臺

灣。因此，關弘昌 (2014) 認為意識形態是影響兩院議員投票的關

鍵，但是僅有眾議員會受到貿易相關經濟利益的影響。 

Choi (2015) 則採用選區利益的第二種視角。首先，他採用類似

「黨派立場／意識形態 vs. 選區利益」的理論框架來分析「美韓自

由貿易協定」(United State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他發現共

和黨議員及意識形態越保守的議員，比起民主黨議員或是更自由派

的議員，更會傾向支持美韓自由貿易協定。另一方面，越是和商業

團體有較多往來的議員，比起其他和勞工團體有較多往來的議員，

也更容易支持美韓自由貿易協定，Choi 的發現和先前研究不謀而

合 (Baldwin & Magee, 2000; Conley, 1999)，也說明國會議員若能

捍衛或提升選區的經濟利益，則可以從獲益的利益團體得到更多政

治支持。 

Xie (2006) 分析了美國國會在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 (most fa-

vored nation; MFN) 及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permanent normal trad-

ing relations; PNTR) 的相關法案投票，認為黨籍歸屬及意識形態立

場比選區的經濟利益更具有影響力 (但選區利益則在眾議院亦有少

數影響力)，這項發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先前研究認為選區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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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利益團體的選舉獻金) 對於涉中貿易法案有所影響的研究 

(Hasnat & Callahan III, 2002)。不過，Gilbert & Oladi (2010) 後續

的研究則認為政治獻金的影響不能一概而論，而必須視利益團體的

類型而定。他們以農業部門為例，發現農業團體的政治獻金比勞工

或商業團體的政治獻金更能有效影響議員在 PNTR 一案的投票立

場。 

然而，前述的研究並未聚焦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如

同前乙節所述，TPP 隱含了美國歐巴馬政府藉此用來在亞太地區牽

制中國的戰略意涵，因此在分析國會議員如何針對 TPP 法案進行投

票時，我們也必須考慮美國貿易政治中的「中國因素」。尤其是中

國在 2014 年已經是美國第三大貿易夥伴 (僅次於歐盟與加拿大)，

同時也是美國最大的進口國並享有最高的貿易順差 (在 2014 年為

3,448 億美元，2018 年則更攀升至 4,195 億美元，請參閱圖 1)，使

得中國往往被視為是美國大量失業的元兇 (Kimball & Scott, 2014)。

因此，美國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經常引起政治上的緊張，特別是 2018

年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令中美經貿的相關議題，成為

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 

美國和中國貿易所帶來影響，在學界有一支以「中國症」(China 

Syndrome)——又稱為「中國貿易衝擊」——為主題的研究，其中又

以 Autor et al. (2013) 於《美國經濟學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

view) 所發表的研究最為知名。這份研究分析了 1999 年至 2007 年

間，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對於美國勞動市場的影響。作者發現若一個

地區的製造業若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越高，則該地區會有更高的失

業率，同時工資也會較低、失業給付也會增高。這個研究團隊後來

更發表一篇研究，主張中國的進口品造成美國製造業的萎縮，特別



12 歐美研究 

是在 1999 年至 2011 年間，造成了大約 200-240 萬的失業人口 

(Acemoglu et al., 2016)。 

Autor 等人對於中國進口品如何影響美國勞動市場的研究，9 啟

發了其他學者將之延伸至政治學研究。既然中國的進口競爭造成美

國的失業，而失業率會影響現任者的選舉行情，那麼它應該也會促

使國會議員在與中國相關法案的投票時，在立場上更反對中國。基

於這樣的推論，Feigenbaum & Hall (2015) 在分析了眾議員於 1990

年至 2010 間的投票資料後發現，當眾議員的選區面臨較多的中國

進口競爭時，則該議員更容易在貿易相關法案上採取保護主義立

場，特別是當該議員在連任時遭遇到更為嚴峻的挑戰時，其保護主

義立場更為明顯。 

Kuk et al. (2018) 則將焦點從貿易相關法案延伸到與中國相關

的法案。他們發現在中國於 2011 年 12 月底加入 WTO 之前，國會

議員在與中國相關的法案中，包括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法案，其

投票決策和其選區與中國的貿易往來無顯著關係。然而，當中國加

入 WTO 並開始大量出口到美國後，眾議員在 2003 年至 2010 年間

與中國相關議案的表達支持的機率，與其選區受到中國進口競爭的

程度成反比。 

立基於這一系列關於美國國內產業遭逢中國貿易衝擊的研究，

本文認為美國國會議員在 TPP 法案的決策上，除了其本身的黨派立

場與意識形態之外，也會受到中國對其選區的貿易利益的威脅所影

響。由於中國並未在 TPP 創始會員國名單中，所以一旦通過，將會

在成員國之間造成「貿易轉移」(trade diversion) 效果 (Viner, 2014)，

也就是將成員國本來和中國之間的貿易，轉變成會員國之內的貿

                                                
9 關於中國貿易衝擊的相關的文獻，可參閱他們在《經濟學年度評述》(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所發表的文章 (Autor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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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因此，當其選區受到中國威脅的程度越大，則該議員越可能投

票贊成 TPP，以降低中國進口品對其選區造成的負面影響。 

基於本節關於黨派立場、意識形態，以及選區利益等因素如何

影響美國國會議員在貿易法案上投票的討論，本文提出以下三項假設： 

假設一 (黨派立場)：民主黨議員相較於非民主黨議員 (包括共

和黨議員與無黨籍議員)，更有可能反對 TPP 法案。 

假設二 (意識形態)：意識形態越趨於右派的議員，越有可能贊

成 TPP 法案。 

假設三 (選區利益)：當一個選區面對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越多

時，該區議員越可能贊成 TPP 法案。 

在此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假設一與假設二探討黨派立場與意識

形態對於美國國會議員在 TPP 法案投票的影響，但其實先前已有許

多文獻發現這兩個變數對於美國國會議員在貿易法案的投票選擇

有重要影響 (例如關弘昌，2014; Choi, 2015; Xie, 2006)，所以本文

僅是重新檢視這些觀點能否再次應用到國會在 TPP 法案的投票。因

此，假設三為本文的主要假設，探討 TPP 通過後所可能改變的經濟

利益，如何影響美國國會議員的決策，其中本文認為 TPP 將改變美

國國內產業和中國進口的競爭，讓選區內面臨更多中國進口競爭的

議員，有更大的誘因贊成 TPP。  

肆、研究設計 

一、依變數 

根據前一節所提出的三項假設，本文旨在探討美國國會議員在

TPP 投票案上的立場，究竟是受黨派立場、意識形態、抑或選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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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利益所影響。然而和既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也企圖和先前關於

美國倡組 TPP 的戰略研究進行對話，探討美國國會議員贊成 TPP 的

投票，是否具有圍堵中國的色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們則可

能從影響國會議員的投票因素中找到支持證據。為此，本文蒐集了

美國國會對於 TPP 法案的投票紀錄，以此為依變數進行統計分析。 

本文採用了美國第 114 屆國會於 2015 年所審議、編號

H.R.2146 之法案，10 作為 TPP 投票法案，議員在該法案上的投票，

也是本文後續統計分析的依變數。然而，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

H.R.2146 之內容其實並非 TPP 實際的談判內容，而是名為《捍衛

公共安全員工退休法案》(Defending Public Safety Employees’ Retire-

ment Act)。該法案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針對員工提早

退休時的退休金計算方式，與自由貿易協定相關甚微，不過，眾議

院在 2016 年 6 月 18 日時，針對該法案加入了第二部分，也就是關

於「貿易促進授權」(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TPA) 的規定，同意

歐巴馬政府在 2018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間進行對外貿易談判時，

可以採用「快軌程序」(fast-track) (CONGRESS.GOV, 2015)。其中，

TPA 規定美國政府在對外貿易協定的談判結果確定之後，須以包裹

表決的形式送交國會討論，屆時國會無法針對談判內容予以修改，

同時必須在 90 天內完成審議並投票，期間院會僅有最多 20 小時的

時間針對法案進行辯論 (何思因，1994; 陳鴻鈞，2008; Destler, 

2005)。眾議院在 2015 年 6 月 18 日投票通過 H.R.2146，隨後參議

院也於 6 月 23 日投票通過，該法案也因為授權美國貿易代表署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得以使用快軌程序進行貿易談判，被

認為是美國國會在 TPP 相關法案上之投票。 

                                                
10 該法案在參議院表決的結果如下：68 票贊成，38 票反對，2 票棄權；在眾議院之表

決結果為 208 票贊成，218 票反對，6 票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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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軌程序為美國貿易政策之特殊設計，其目的在於增強美國政

府對外談判的公信力 (credibility)，以免外國政府擔心最終協商結果

被美國國會所修改，因而在談判時有所顧忌而拖慢進度。一旦美國

政府取得快軌程序的授權，日後經由快軌程序所遞交給美國國會的

法案，可以避免參議院透過「冗長發言」(filibuster) 的手段阻撓議

事與表決程序。由於有這些國會談判前自行加入的議事限制，增加

了日後談判內容在國會通過的可能性，也就提高了美國政府在對外

談判時的籌碼 (Conconi et al., 2012)。 

然而，由於美國在川普總統 2017 年上任之後即宣布美國退出

TPP，使得美國國會無法針對 TPP 完成談判的草案進行投票。因此

採用國會議員在 H.R.2146 上的投票立場，是探求國會議員支持 TPP

與否的權宜之計，畢竟，若有議員反對美國簽署 TPP，他也不太可

能會投票贊成授權 USTR 就 TPP 進行快軌程序的審議。事實上，在

H.R.2146 通過之前，美國國會已經提出 H.R.1314，針對 TPA 及「貿

易調整協助計畫」(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TAA) 進行審議，只

是眾議院在表決此法案中的 TAA 相關規範時，並未通過，使得後來

關於 TPA 的條文被加到 H.R.2146 這項法案上。11 也因為上述法案

背景，在專門用來記錄與追蹤美國國會法案的網站 GovTrack.us，

H.R.2146 被另外標記成國會議員為了美國加入 TPP 而在既有法案

所增加的 TPA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TPA] fo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此外，美國最大的工會組織——美國勞工聯合會

和產業工會聯合會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也曾在 H.R.2146 表決前，發

布公開信呼籲參、眾議員針對 H.R.2146 投下反對票，理由是該法

                                                
11 關於參議院與眾議院如何針對 H.R.1314 中 TPA 與 TAA 進行表決的介紹，可參閱

GovTrack.u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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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所蘊含的快軌程序將「無法避免重蹈失敗的政策所造成的錯誤」，

包括「工資停滯、經濟不平等，以及自 2000 年以來超過六萬間工

廠倒閉」。此外，AFL-CIO (2015) 也批評像 TPP 這類採用快軌程

序的法案，是「糟糕的貿易協定」(bad trade deals) ，並將在 H.R.2146

法案上投下贊成票的議員，歸類為支持糟糕貿易協定議員 (將於本

文「穩健性測試」乙節中詳述)。因此，本文以國會議員在 H.R.2146

的投票立場，作為議員是否支持美國加入 TPP 的指標，也是後續統

計分析時的依變數。 

表 1 呈現了美國國會議員對於 H.R.2146 的投票結果。我們可

以看出這項法案的通過，獲得了跨黨派的支持 (以及反對)。一般來

說，共和黨議員比較支持自由貿易，但是表 1 顯示仍有五分之一的

共和黨參議員反對 TPA，另一方面，多數民主黨議員雖然反對 TPA，

但在參、眾兩院，都有民主黨議員投票支持 TPA，使得 TPA 得以通

過。也就是說，美國國會議員在是否授予美國總統在 TPP 談判時得 

 
表 1  美國國會議員 2015 年針對 H.R.2146 法案投票結果 

 眾議院  參議院 

 贊成 反對 棄權 總計  贊成 反對 棄權 總計 

共和黨 
190 

(77.24) 
50 

(20.33) 
6 

(2.44) 
246 

(100.00)  
47 

(87.74) 
5 

(9.26) 
2 

(3.70) 
54 

(100.00) 

民主黨 28 
(14.89) 

158 
(84.04) 

2 
(1.06) 

188 
(100.00)  

13 
(29.55) 

30 
(68.18) 

1 
(2.27) 

44 
(100.00) 

無黨籍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2 
(100.00) 

0 
(0.00) 

2 
(100.00) 

總計 
218 

(50.23) 
208 

(47.93) 
8 

(1.84) 
434 

(100.00)  
60 

(60.00) 
37 

(37.00) 
3 

(3.00) 
100 

(100.00) 

註：括弧內為橫列百分比。 

資料來源：GovTrack.u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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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快軌程序的議題上，除了黨派分歧之外，尚有其他因素所影響，

因此以下我提出其他可能因素——特別是與貿易相關的變數——來

解釋美國國會議員在 TPP 法案上的投票選擇。 

二、自變數 

根據本文的假設，本研究有三個主要的自變數，第一個是國會

議員的黨派立場。我根據國會議員的黨籍，製造了一個二元 (binary) 

變數，即民主黨籍與非民主黨籍 (包含共和黨與無黨籍)，作為驗證

假設一的解釋變數。其次，我採用美國國會研究中常用的 DW-

Nominate 分數，以測量國會議員在「左—右意識形態」上光譜的位

置，並藉此驗證假設二。該分數是由 Poole & Rosenthal (1985) 基

於美國國會議員在各項法案上之投票記錄，透過多元尺度分析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方法所估計而來。透過該方法，可以針對

每位議員在政策空間的偏好 (理想點) 進行定位。由於法案型態五

花八門，這個政策空間可以拆解成許多維度，但是其中最穩定政策

維度為「左—右」(自由—保守) 意識形態，其他政策維度則視美國

當時的社會與經濟環境所面臨的議題而有所不同，例如蓄奴與人權

等議題。由於 TPP 涉及到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之取捨，我採用了

DW-Nominate 第一維度的分數，來代表議員在投票時的意識形態 

(Lewis et al., 2022)。12 

本文的第三個解釋變數則是與貿易有關。基於前述對於美國貿

易政策相關研究的討論，我將相關的貿易變數進行了調整。首先，

我將關於貿易的變數分成四種：該州對於「中國」的進口與出口金

                                                
12 針對第 114 屆國會議員的 DW-Nominate 分數，取自針對美國國會議員投票記錄進

行追蹤的 Voteview.com (Lewis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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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以及該州對於「中國以外」國家或地區之進口與出口金額。13 

本文與先前研究最大的不同之處，是特別將中國對美國的進出口資

料挑出來，和美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進出口資料一起分析，可以

藉此探知對中國的貿易，是否會特別影響美國國會議員贊成或反對

TPP 時的投票。根據前一節的討論，如果美國倡組 TPP 具有圍堵中

國的意涵，那麼我們可以預期和中國有關的貿易變數，將和對於其

他國家的貿易變數，對於美國國會議員的投票意向有不同的影響，

我們也可以藉此驗證假設三。 

除了前述解釋變數之外，我也納入了各州的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與失業率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d.)，作為後續統計分析時的控制變數。 

三、統計分析結果 

基於前一節所介紹的變數，我以該州議員是否支持 H.R.2146 

法案授權 USTR 針對 TPP 採用快軌程序的投票，作為統計模型的依

變數。14 由於依變數是屬於二元變數，我建立了一個「二元勝算對

數模型」(binary logit model) 進行統計分析，也因為該法案分別在

參議院與眾議院進行投票，我也分別估計參、眾兩院的投票情況。 

表 2 呈現勝算對數模型所估計的結果，這些結果初步證實了本

文假設。概略而言，若自變數在勝算對數模型中的估計係數為正、

且達到統計水準，15 則表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之下，該變數數

值增加，會增加依變數從 0 轉變為 1 的機率 (即投票贊成 TPP 法案 

                                                
13 由於這類貿易金額資料通常有明顯的右偏 (right-skewed)，我按照學界慣用作法將此

金額取自然對數。 
14 若是贊成 TPP 法案則編碼為 1，反對或棄權則為 0。 
15 由於本研究的樣本數太少，故我採用 p = 0.1 作為進行假設檢定時之統計水準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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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美國國會議員對 TPP 法案投票之勝算對數模型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參議院  眾議院 
該州對中國出口 -0.245 -0.068 0.262  -0.143 0.189 0.191 
 [0.340] [0.400] [0.386]  [0.206] [0.258] [0.253] 
該州自中國進口 0.398 -0.034 0.489  0.750*** 0.728** 0.619** 
 [0.416] [0.446] [0.470]  [0.239] [0.293] [0.285] 
該州對中國以外之出口 1.611** 0.783 0.096  1.417*** 1.109** 0.919* 
 [0.663] [0.721] [0.692]  [0.381] [0.497] [0.471] 
該州自中國以外之進口 -1.075** -0.885* -0.663  -0.825** -0.988** -0.843** 
 [0.513] [0.481] [0.481]  [0.340] [0.423] [0.389] 
該州國內生產毛額 -0.866 0.460 -0.193  -1.498*** -1.028** -0.844* 
 [0.700] [0.842] [0.756]  [0.375] [0.490] [0.477] 
該州失業率 -0.398 -0.293 -0.468*  -0.418*** -0.357** -0.334** 
 [0.257] [0.279] [0.275]  [0.142] [0.153] [0.149] 
民主黨籍議員  -2.456***    -2.979***  
  [0.574]    [0.275]  
意識形態   3.847***    3.200*** 
   [0.983]    [0.315] 
常數項 6.991 -0.344 5.322  10.380*** 7.523** 4.846 
 [5.101] [6.308] [5.668]  [2.815] [3.339] [3.283] 
樣本數 100 100 100  434 434 433 
Log pseudolikelihood -60.214 -48.780 -41.934  -276.164 -199.437 -204.920 

註：括號中為穩健標準誤。* p < 0.1, ** p < 0.05, *** p < 0.01。 

 

之機率)，反之是使依變數為 0 的機率。16 在表 2 中，模型 1 至模

型 3 是以參議院投票為分析對象，模型 4 至模型 6 則是分析眾議院

的投票。其中，模型 1 至模型 3 與模型 4 至模型 6 的差異，在於是

否控制了議員的黨籍 (以共和黨和無黨籍為對照組) 與意識形態。 

                                                
16 勝算對數模型的估計係數其實是勝算對數比 (log odds ratio)，在解釋上和一般採用

「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估計的迴歸模型不同，但可以解釋

為自變數對於依變數的機率變化。關於勝算對數模型的推導、估計方式，以及機率計

算，可參閱黃紀、王德育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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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2 可以看出，模型 1 中「該州對中國出口」與「該州自中

國進口」這兩個變數，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而「該州對中

國以外之出口」與「該州自中國以外之進口」，則是達到統計水準 

(p < 0.05)，且兩者係數的方向相反，顯示當一州自中國以外出口越

多時，其參議員越會贊成 TPP 以擴大美國出口，但是當該州自中國

以外進口越多時，表示其面臨的進口威脅也增大，故其議員傾向不

贊成簽署 TPP。 

然而，當我控制了投票參議員的黨籍 (模型 2) 或意識形態 (模

型 3) 之後，「該州對中國以外之出口」與「該州自中國以外之進

口」的統計顯著性也就消失了。這些結果顯示對參議員而言，黨派

立場與意識形態比起選區利益在解釋 TPP 的投票時更具有解釋力，

這也和關弘昌 (2014) 的研究發現一致。換句話說，模型 1 至模型

3 在參議員的投票上，驗證了本文的假設二與假設三，但是不支持

假設一。 

模型 4 與模型 6 則是分析了眾議院的投票。在模型 4 中，「該

州自中國進口」、「該州對中國以外之出口」、「該州自中國以外

之進口」等變數在統計上都顯著地不為 0，而且其統計顯著性並未

在控制投票者的黨籍 (模型 5) 及意識形態 (模型 6) 後而消失，顯

示這些貿易變數與黨籍和意識形態變數同樣具有解釋力，這也呼應

了關弘昌 (2014) 先前的研究發現。17 更進一步來說，一州對中國

出口的多寡，並不會影響其眾議員在 TPP 議案上的立場，但是當該

州自中國進口金額越多、或者出口到中國以外的國家越多時，其眾

議員更容易在 TPP 議案上投下贊成票，但是另一方面，要是該州自

                                                
17 「該州自中國進口」這個變數的估計結果之所以在參議院與眾議院的模型中有差異，有一

種可能性是參議院模型使用的樣本數比眾議院模型的樣本數小很多 (100 與 434)，使

前者的估計係數有較大的標準誤與信賴區間。作者感謝審查人提出這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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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以外的國家進口越多時，其眾議員反而更容易反對 TPP 議案。

這些發現在眾議員的投票上，驗證了本文所提出的三個假設。 

表 2 的模型 4 至模型 6 有三個關於貿易的變數達到統計顯著水

準，其估計係數的差異值得進一步推敲。首先，當一州的出口越多

時，代表這個州可以自國際貿易中獲利，因此可以推論其議員會傾

向支持 TPP。但是，我們發現在表 2 的六個模型中，「該州對中國

出口」這個變數在統計上皆不具顯著性，顯示議員選區對於中國的

出口多寡，並不會影響美國國會議員在 TPP 議案上的投票立場。然

而，模型 4 至模型 6 的結果顯示，當一州對於中國以外的出口越多

時，則該州眾議員便會越傾向支持 TPP，換句話說，TPP 既然排除

了中國，而是以其他亞太國家為貿易對象，因此眾議員進行投票時，

自然是著眼於對於其他國家的出口，而不是對中國的出口，這樣的

發現也支持了本文的論點。 

另一方面，模型 4 至模型 6 也顯示當一州自中國進口越多時，

其眾議員更容易投票贊成 TPP，但是當該州自中國以外的國家進口

越多時，其眾議員卻更可能反對 TPP。這樣的差異也正好呼應了本

文欲探究的主題：中國因素究竟如何影響美國國會議員在 TPP 議案

上之投票立場。一般來說，進口品會和當地的產業競爭，使得進口

越多的州越會反對國際貿易，這點也解釋了表 2 中的「該州失業率」

之估計係數為負，且在一些模型中達統計水準。但是，為何模型 4

至模型 6 卻顯示自中國進口越多產品的州，其眾議員越會傾向支持

TPP 呢？根據本文先前針對假設三的討論，這是因為中國持續對美

國銷售價格低廉的物品，使得當地產業無法與之競爭，而 TPP 排除

了中國，所以眾議員反而加以支持 TPP，以希冀降低中國產品對於

當地產業與勞工的威脅。簡言之，本文發現美國國會議員——特別

是眾議員——在 TPP 投票案上的立場，會受到其選區和中國貿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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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的影響：當選區自中國進口越多產品時，該選區議員更可能贊成

TPP。 

為了更清楚呈現本文假設和統計結果之間的關係，我以模型 2

與模型 5 的結果為基礎，分別計算了參議院與眾議院中，民主黨與

非民主黨議員 (即共和黨議員與無黨籍議員) 投票贊成 TPP 法案的

預測機率 (黃紀、王德育，2012)，以及該預測值的 90％信賴區間，

同時我也將其他變數的數值控制在其中位數。如同圖 2 所顯示，無

論在參議院或是眾議院，民主黨的議員都比共和黨或無黨籍議員更

不會支持 TPP 法案，且平均的機率差距在參議院為 0.84－0.32＝

0.52，在眾議院則為 0.76－0.14＝0.62，這樣的結果符合過去文獻

上對於民主黨議員在貿易法案上的態度，也支持了本文的第一個假設。 

同樣地，我以模型 3 與模型 6 為基礎，計算了參、眾議院中具

有不同意識形態之議員，投票贊成 TPP 法案的預測機率，並將結果

繪製成圖 3。根據圖 3，我們發現無論是在參議院或眾議院，隨著該

議員在左—右意識形態越趨保守 (右派)，會更傾向支持 TPP 法案，

而且從預測機率陡升的程度來看，意識形態對於國會議員在 TPP 法

案投票的影響，在參議院更為明顯。 

此外，我以模型 5 為基礎，計算了眾議院中民主黨籍與非民主

黨籍議員投票贊成 TPP 法案的預測機率，會如何隨著其選區 (以州

為基礎) 自中國進口產品金額的多寡而改變，並將估計結果呈現於

圖 4。根據圖 4，我們發現非民主黨籍議員比民主黨籍議員更傾向

支持 TPP 法案，然而隨著該州自中國進口產品金額的增加，其該州

議員不論黨籍為何，都會更傾向支持 TPP 法案，而且這種效果在非

民主黨籍的眾議員中更為明顯。此外，圖 4 表示模型 5 對於預測民

主黨籍議員的投票，隨著該州自中國進口產品金額的增加，而有較

高的不確定性 (因為灰色區域所表的 90％信賴區間越大)，表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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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根據表 2 模型 2 與模型 5 之結果所估計而得。 

 

圖 2  美國國會議員投票支持 TPP 法案之預測機率 (以黨籍區分)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表 2 模型 3 與模型 6 之結果所估計而得。 

圖 3  美國國會議員投票支持 TPP 法案之預測機率 (以意識形態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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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根據表 2 模型 5 之結果所估計而得。 
 

圖 4  美國眾議員投票支持 TPP 法案之預測機率 

 

使民主黨議員平均來說較共和黨或無黨籍議員更不贊成 TPP，但是

當其選區有更多的中國進口品時，其立場則越可能動搖。 

四、穩健性測試 

表 2 中的模型 4 至模型 6 顯示眾議員在 TPP 法案上的投票立

場，與其所屬的州自中國進口有關。然而，前乙節關於貿易的變數，

是以州為單位進行測量，不過，一州之內往往分成不同眾議員選區，

理想上應該以眾議員的選區為基礎，估計其選區如何被中國進口與

出口的影響，如此才能更精確估計變數對於眾議員投票的影響。因

此，我另外採用以下方式，測試模型 4 與模型 6 所呈現的統計關係，

是否具有穩健性 (robus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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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美國各州中，加州和中國的貿易量最多，18 加州也具

有最多的眾議員 (53 名)，故表 2 關於眾議員的分析，可能會特別

受到加州議員影響。對此，我以模型 6 為基礎，放入一個關於加州

議員的虛擬變數，以檢驗前述結果是否會受到加州眾議員的投票所

影響。表 3 的模型 7 之中，「加州議員」這個虛擬變數在統計上並

不顯著，而原本「該州自中國進口」的變數依然顯著，表示中國進

口品在對於美國眾議員在 TPP 法案上的影響，並不獨限於加州。  

其次，本研究中的部分變數，是以州為單位進行觀察與測量，

於是我以州為單位，計算該州全部眾議員投票贊成 TPP 法案的比

例，並以此比例為新的依變數，採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進行估計。19 模型 8 中，「該州自中國進口」

變數為正值且達 p < 0.05 的統計水準，表示當一州自中國的進口越

多，該州則有越多的眾議員投票贊成 TPP。 

此外，我沿用了 Autor 等人在關於中國貿易衝擊的系列研究中

所建立的資料，探討眾議員的投票行為如何受到其選區和中國貿易

的影響。Autor 等人根據美國每十年進行一次的人口普查資料，以

上班族「通勤區」(commuting zone) 內的產業為基礎，建立了該區

內的產業與中國進口競爭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該產業暴露在中國進

口品的競爭程度 (import exposure)。然而，通勤區與國會議員選區

往往並非一致，因此 Feigenbaum & Hall (2015) 比照了 Autor 等人

建造通勤區的方法，進一步將「通勤區」與眾議員的選區進行比對，

並建立了以眾議員選區為主的資料。他們估計該眾議員選區的產

業，其勞工暴露在和中國進口品競爭的激烈程度越高，表示其選區

受到中國進口的威脅越大。模型 9 便以 Feigenbaum & Hall (2015) 

                                                
18 加州 2014 年自中國進口 1,376.92 億美元，為美國各州之冠，更是第二名德州的三倍。 
19 因為模型 8 以州為分析單位，於是我將模型中個別議員的黨籍排除在分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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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美國眾議員對 TPP 法案投票之勝算對數模型分析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該州對中國出口 0.225 -3.344 0.038 
 [0.250] [6.857] [0.233] 
該州自中國進口 0.678** 17.723**  
 [0.287] [8.608]  
該州對中國以外之出口 0.861** 23.417* 1.409*** 
 [0.409] [12.612] [0.417] 
該州自中國以外之進口 -0.878* -14.109 -0.708** 
 [0.466] [13.208] [0.348] 
該州國內生產毛額 -0.798** -21.498* -0.773** 
 [0.375] [12.334] [0.346] 
該州失業率 -0.304* -13.524*** -0.341** 
 [0.163] [4.233] [0.137] 
意識形態 3.189***   
 [0.317]   
加州議員 -0.427   
 [0.369]   
進口暴露   0.156** 
   [0.079] 
民主黨鐵票區   -1.570*** 
   [0.238] 
常數項 4.252 186.830** 5.144** 
 [2.972] [92.556] [2.396] 
樣本數 433 50 418 
Log pseudolikelihood -204.604 N.A. -243.752 
R2 N.A. 0.308 N.A. 

註：括號中為穩健標準誤。* p < 0.1, ** p < 0.05, *** p < 0.01。 

 

的資料為基礎，針對眾議員 TPP 法案上的投票進行分析。我採用了

他們一系列模型中的兩個主要變數，第一個是「進口暴露」這個變

數，它測量的是該選區的勞工面臨中國進口商品的威脅；第二個則

是該選區過去十年來由民主黨籍議員擔任的比例，也就是該選區是

否為民主黨的鐵票區。模型 9 的結果仍然支持本文的假設：當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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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受到的威脅越大，該區的眾議員越會投票贊成 TPP。不過，當

該選區過去十年越是民主黨的鐵票區時，其現任議員反而更可能投

票反對 TPP，這項發現也呼應了表 2 的結果。 

除了使用 DW-Nominate 第一維度的分數之外，本文也使用

AFL-CIO 針對每位國會議員投票紀錄所公布的「立法計分卡」

(legislative scoreboard)，估計國會議員在勞工相關議題上的立場與其

在 TPP 法案投票選擇之間的關係。AFL-CIO 是美國最大的工會組

織，在每年眾多待審議的國會法案之中，它會評估哪些對於勞工利

益有重要影響，例如社會安全與醫療、工會、職場安全等議題的法

案。針對這些重要法案，AFL-CIO 除了在立法過程期間遊說國會議

員之外，也動員會員要求選區議員支持其立場。此外，該會也記錄

國會議員每年 (以及其立法生涯) 和該會立場一致的比例，並依此

發布該議員的「立法計分卡」，以利成員在選舉投票時參考。因此

AFL-CIO「立法計分卡」是一個介於 0 與 100 之間的變數，數值越

高，表示該國會議員越支持勞工利益，反之則否。 

在授權快軌程序的 H.R.2146 的法案上，本文先前提過 AFL-

CIO 認為 TPP 是一個糟糕的貿易法案，因此發表公開信呼籲國會議

員投票反對 H.R.2146，以免對美國勞工與製造業的造成傷害。由於

H.R.2146 是在 2015 年表決，因此我採用國會議員在 2014 年的

AFL-CIO 立法計分，以及該議員在 2014 年之前立法生涯的立法計

分，估計它們和參、眾兩院議員在 H.R.2146 法案投票之間的關係。 

表 4 呈現了以 AFL-CIO 立法計分卡所估計的結果。模型 10 與

11 顯示該變數能夠非常有效地解釋參議員在該 TPP 法案上的投票：

當參議員在 2014 年或 2014 年之前的議員生涯中，若是在勞工法案

上和 AFL-CIO 的立場越一致，則越會在 2015 年投票反對 TPP 快軌

程序的授權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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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美國國會議員對 TPP 法案投票之勝算對數模型分析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參議院  眾議院 

該州對中國出口 0.074 0.179  0.256 0.253 

 [0.397] [0.429]  [0.303] [0.302] 

該州自中國進口 0.249 0.270  0.473 0.460 

 [0.489] [0.502]  [0.347] [0.349] 

該州對中國以外之出口 0.530 0.276  0.968* 1.002* 

 [0.730] [0.770]  [0.559] [0.573] 

該州自中國以外之進口 -0.719 -0.689  -1.129** -1.007* 

 [0.503] [0.524]  [0.530] [0.537] 

該州國內生產毛額 -0.083 0.043  -0.605 -0.752 

 [0.776] [0.812]  [0.547] [0.550] 

該州失業率 -0.426 -0.423  -0.109 -0.070 

 [0.273] [0.287]  [0.170] [0.173] 

AFL-CIO 立法計分卡 -0.032***   -0.033***  

(2014 年) [0.008]   [0.003]  

AFL-CIO 立法計分卡  -0.040***   -0.038*** 

(議員生涯)  [0.008]   [0.004] 

常數項 3.575 5.079  -2.100 -3.608 

 [7.511] [8.060]  [4.273] [4.356] 

樣本數 93 93  357 360 

Log pseudolikelihood -42.537 -166.813  -169.813 -169.868 

註：括號中為穩健標準誤。* p < 0.1,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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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2 與模型 13 以眾議員為樣本進行估計，結果顯示勞聯—

產聯立法計分卡的影響和模型 10 與模型 11 相似：與中國貿易相關

的變數在統計上不顯著。然而，模型 12 與模型 13 與中國之外的貿

易變數，仍有統計顯著性。這項結果說明勞聯—產聯立法計分卡，

由於在模型 5 與模型 6 中，「該州自中國進口」這個變數的係數為

正且具有統計顯著性，表示在 TPP 法案投票上，AFL-CIO 立法計分

卡取代了中國進口的解釋力。這項結果也表示來自中國及世界上其

他國家的進口競爭，是美國工會在評估與勞工權益的相關法案時的

考量因素之一。20 

整理前述各個統計模型的結果，我們發現國會議員 (尤其眾議

員) 在 TPP 法案投票上的立場，同時與其選區與來自「中國」的進

口，以及該選區和「中國以外」的進出口貿易有關。既然選區在「中

國以外」的進出口總額可能和國會議員在 TPP 法案上的投票立場有

關，那麼前述各個模型所呈現「該州自中國進口」或「進口暴露」

等自變數與依變數的影響，是否是受該選區總體貿易的影響，而非

僅是中國進口因素的影響？換句話說，究竟是選舉的「總體貿易」

或選區「自中國進口」，影響國會議員在 TPP 法案的投票立場呢？ 

雖然我們可以基於前述模型中「該州對中國以外之出口」及「該

州自中國以外之進口」這兩個變數，初步回答上述問題：選區對中

國以外出口越多越贊成 TPP (以進一步擴張出口)；選區自中國以外

進口越多則越反對 TPP (以進一步保護選區的經濟利益)。但接下來

                                                
20 與此發現的另一個相關結果是「該州失業率」的影響。在表 2 的模型 5 與模型 6 中，

「該州失業率」這個變數的係數為負且具統計顯著性，但是在表 4 的模型 12 與 13
則否，表示 AFL-CIO 立法計分卡取代了失業率原本的解釋力。由於勞聯—產聯立法

計分卡是為了捍衛勞工權益而設計 (包括促進與保障就業)，我們可以預期看到它比

失業率更能解釋國會議員的投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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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另外採取兩個途徑，進一步分析「總體貿易」和「來自中國進口」

對於國會議員在 TPP 法案投票的影響，並將估計結果呈報於表 5。 

首先，我採用一州對於全球的貿易進出口總額為模型的主要解

釋變數，估計其對於參、眾議員投票的影響。根據表 5 中的模型 14

與模型 16，當一州對全球出口越多時，不會影響參議員在 TPP 法

案之投票立場，但會使其眾議員越可能投票支持 TPP 法案，這項結

果和表 2 模型 6 的結果一致——即該州對中國以外之出口越多，越

會投票贊成 TPP。同時，模型 14 與模型 16 中「該州自全球進口」

這個變數，其係數為負值 (與表 2 中的模型 3 與模型 6 一致)，但皆

未達統計顯著性，表示從一州整體的進口量而言，不會影響其國會

議員投票反對 TPP 法案。 

其次，我選擇一州與歐洲聯盟 (以下簡稱歐盟) 的貿易量，來

檢測其是否會影響其國會議員在 TPP 法案上的投票。這裡之所以選

擇歐盟，是因為 2014 年時，美國自歐盟進口與出口至歐盟的貨品

貿易 (trade in goods) 總額，是美國自中國進口與出口至中國的貿

易總額的 0.90 倍與 2.34 倍。21 由於歐盟和中國都是美國重要的貿

易夥伴，假設國會議員在 TPP 法案投票時，關切的是其選區總體的

對外貿易，而非是其選區「來自中國」的進口，此時若將中國置換

成歐盟，由於美國自歐盟和中國的進口量相仿，則我們可能也會看

到類似於中國的效果——即該選區若是面臨來自歐盟的進口競爭越

大，其國會議員越可能反對 TPP 法案。反之，若是無法在與歐盟貿

易上看到類似效果，則我們可以更有信心地說，選區來自中國的進 

                                                
21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2014 年美國自歐盟進口 4,206 億美元，出口至歐盟 2,763

億美元；同年美國自中國進口 4,685 億美元，出口至中國 1,237 億美元 (US Census 
Bureau,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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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美國國會議員對 TPP 法案投票之勝算對數模型分析 

 模型 14 模型 15  模型 16 模型 17 

 參議院  眾議院 

該州對全球出口 0.446   1.058***  

 [0.573]   [0.388]  

該州自全球進口 -0.479   -0.498  

 [0.513]   [0.378]  

該州對歐盟出口  0.084   -0.466 

  [0.416]   [0.381] 

該州自歐盟進口  -0.231   0.065 

  [0.449]   [0.286] 

該州對歐盟以外之出口  0.295   1.380*** 

  [0.813]   [0.438] 

該州自歐盟以外之進口  -0.255   -0.439 

  [0.611]   [0.388] 

該州國內生產毛額 0.236 0.334  -0.484 -0.483 

   [0.633] [0.734]  [0.406] [0.412] 

該州失業率 -0.336 -0.325  -0.091 -0.070 

 [0.241] [0.238]  [0.136] [0.130] 

意識形態 3.863*** 3.872***  3.212*** 3.204*** 

 [0.969] [0.970]  [0.311] [0.315] 

常數項 0.236 0.699  -0.484 -7.242* 

    [0.633] [6.957]  [0.406] [3.860] 

樣本數 100 100  434 434 

Log pseudolikelihood -42.648 -42.590  -206.522 -205.145 

註：括號中為穩健標準誤。* p < 0.1,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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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是影響眾議員贊成或反對 TPP 的獨特因素。22 根據模型 15 與

模型 17 的估計結果，一州對於歐盟的進出口，與其參、眾兩院議員

是否支持 TPP 法案，並無統計上之顯著關係，然而該州「對歐盟以

外之出口」越多，則更可能使其參議員支持 TPP 法案。若我們將這

項結果與模型 6 與模型 11 一起分析，則可推論眾議員在 TPP 法案

的立場，同時與其選區的整體出口，以及和面臨來自中國的進口競

爭有關，但與中國以外的個別貿易夥伴較無關係，也就是說，TPP

一方面可以擴大選區至中國以外地區的出口，同時也可以抑制選區

內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 

伍、結論 

本文透過美國國會議員在針對 TPP 談判授權總統進行快軌程

序審議的投票，探討美國貿易政策如何受到國會議員的黨派立場、

意識形態，以及選區利益所影響。本文發現美國的參、眾議員在 TPP

法案的投票立場上，受其黨派立場與意識形態影響最大，而眾議員

則另外受到其選區和中國貿易多寡所影響：當其選區自中國進口越

多時，越會支持 TPP，以抵抗與日俱增的中國進口品競爭。 

本文的發現有幾項貢獻。首先，這項發現對於學界更進一步理

解「中國因素」如何影響美國貿易政策的制訂。當來自中國的進口

品越是威脅國會議員的選區，則該議員越會支持將中國排除在外的

貿易政策。由於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本文這項發現也解釋

了為何美國總統川普上臺之後，在貿易政策上會對中國採取更為強

                                                
22 就研究設計的觀點來說，在模型中以歐盟取代中國的作法，是一種安慰劑測試 (pla-

cebo test)。作者在此感謝審查人特別提出這項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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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的立場，並不惜展開貿易戰，以期矯正中國貿易衝擊對美國帶來

的負面影響。 

其次，本文也針對目前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戰略競爭，提供了以

國內因素為基礎的解釋。目前關於中美競爭的文獻，多半以國際關

係的視角出發，解釋在現有國際體系下，美國作為唯一的霸權國家，

如何和中國這個新興強權互動與競爭。本文則是以美國國內政治為

出發點，探討國會議員如何基於選區利益，就美國劍指中國的貿易

政策進行表態。這樣的研究途徑補強了目前中美競爭的國內基礎，

亦即中國貨品對於美國產業和就業機會的威脅，如何影響選區議員

在與中國相關的貿易法案進行投票。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分析國

會議員在這些法案上的立場，如何吸引民眾的選票或利益團體的政

治獻金。 

然而，本文也有以下三項研究限制。第一，本文是以 TPP 的快

軌程序進行投票，其中一個關鍵假設是當國會議員投票支持 TPP 法

案日後採用快軌程序審議時，就是支持 TPP 法案。然而，談判完成

後的 TPP 法案，由於川普總統上臺後宣布美國退出 TPP，最後畢竟

未能送交美國國會表決，我們其實無從確認美國國會議員對於 TPP

法案的最終立場為何。換句話說，贊成 TPP 快軌程序的國會議員，

之後仍可能會反對 TPP。儘管如此，本文也至少證明了美國國會議

員選區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會影響其在 TPP 快軌程序上的投票決

策。倘若在新任美國總統拜登主政下，美國決定加入脫胎自 TPP 的

CPTPP，則研究者便可以比較國會議員在 2015 年 TPP 快軌程序的

投票，以及最終加入 CPTPP 與否的投票，以掌握國會議員偏好的動

態變化。 

第二，本文僅以 TPP 快軌程序法案為主，分析中國因素如何影

響美國國會的貿易政策。然而，美國貿易政治——特別是美國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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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貿易政策——在川普上臺之後，有新一輪的大變化，也顯示行

政權在美國貿易政治中的重要角色。在未來的研究可以先前文獻與

本文的發現為基礎，針對川普總統上臺之後所採行的貿易政策進行

分析，亦或者比較接替川普接任美國總統的拜登，對中國的貿易政

策有何變化，甚至是否會帶領美國加入 CPTPP 談判。透過分析行政

部門如何和立法部門就貿易法案進行協調與說服，特別是採用質化

研究的「過程追蹤」(process-tracing)，研究者也可以更進一步掌握

美國貿易政治中長期的演變趨勢，以及影響行政與立法部門互動的

因果機制。 

第三，本文的主要發現是選區的貿易利益，會影響美國國會議

員在 TPP 法案上的投票。然而，貿易利益只是選區經濟利益的一部

分，來自國外的直接投資、移民，以及外籍勞工對於美國國內經濟

的影響，也會左右美國國會議員在相關法案上的立場。由於這些面

向和 TPP 的相關性不若貿易利益來得直接，因此本文並未深入討論

它們對於國會議員投票的影響，有待後續研究加以延伸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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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rade politics in the US Congress 

is determined by congressional partisanship, ideology, and constitu-
ents’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is article, I utilize the case of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 an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litera-
ture on China’s trade shock to investigate how these three factors af-
fected US congressional representatives’ support for the TPP in 2015.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con-
gressional support for the TPP was determined by partisanship, ideol-
ogy, and their electoral district’s trade with China. Specifically, Repub-
lican and conservative congressional representatives were more likely 
to support the TPP than Democrats and liberals. Districts importing 
more from China were more likely to support the TPP. These findings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trade politics in the US Congress in the 
age of US-China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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