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與越南自由貿易協定（EVFTA）和越南與歐盟投資保護
協定 (EVIPA)重要內容」專題報告
駐越南代表處經濟組撰

一、前言
歐洲理事會甫於本(2019)年 6 月 25 日正式通過「歐盟與
越南自由貿易協定」
（EVFTA）和「越南與歐盟投資保護協
定」
》(EVIPA)，隨後越南與歐盟於 6 月 30 日在河內簽署上
述兩項協定。依據規定，EVFTA 和 EVIPA 簽署後，歐盟需
再將兩項協定提請歐洲議會和歐盟 28 個成員國議會審議通
過，而按審議時程，EVFTA 可能於今年底或 2020 年初通過，
EVIPA 則需要 2 年或更多時間方能完成審議通過。
歐盟目前為越南第四大貿易夥伴，僅次於中國大陸、韓
國和美國。歐盟也是越南第二大出口夥伴，僅次於美國。2018
年，越南對歐盟的出口額達 419.9 億美元，較 2017 年成長
9.5%。
二、越南簽署 EVFTA 和 EVIPA 之意義
對越南而言，EVFTA 和 EVIPA 談判係在越歐盟雙邊關
係良好發展之背景完成，具有戰略及經貿兩大意義：
(一)在戰略方面，越南與歐盟簽署 EVFTA 和 EVIPA 說
明越南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使越南
與日本、韓國等歐盟在亞洲的重要夥伴相提並論。
這是歐盟與中等收入國家簽署最全面的協議，也是
歐盟與亞洲第一個開發中國家所簽的協議，為歐盟
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交易創造了新標準。歐盟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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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這次與越南簽署的兩項協定，並認為這是歐盟
與整個東盟達成共同協議的重要一步。充分展現越
南在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複雜背景下，仍堅定融入
全球經濟一體化之決心。
(二)在經貿方面，EVFTA 是一份全面、高品質、確保雙
方利益平衡的自貿協定，將成為越南出口的催化劑，
有助於實現市場和出口商品，特別是農林水產品和
越南具有競爭優勢商品的出口多樣化。同時，EVIPA
將為營造一個公開、透明、便利的營商環境奠定法
律基礎，有助於吸引更多歐盟和其他國家的投資者
來越投資。
三、EVFTA 及 EVIPA 談判簽署過程
2010 年 10 月越南政府與歐盟委員會同意啟動雙邊自由
貿易協定談判。2012 年 6 月雙方正式啟動 EVFTA 談判，到
2015 年 12 月，越南與歐盟已結束談判並積極開展法律核查
工作，積極尋求 EVFTA 早日簽署。
2017 年 9 月，歐盟正式向越南提出將自貿協定分開為
EVFTA 和 IPA 兩項獨立協定之建議。2018 年 6 月，越南與
歐盟就 EVFTA 分為投資保護協定和自由貿易協定等兩項協
定達成共識，正式結束 EVFTA 法律核查程式並對 IPA 所有
內容達成一致。2018 年 8 月，IPA 法律核查工作結束。2018
年 10 月 17 日，歐洲委員會正式通過 EVFTA 和 IPA。2019
年 6 月 25 日歐洲理事會批准簽署 EVFTA 和 IPA 兩項協定。
四、EVFTA 及 EVIPA 主要內容
(一) EVFTA 包括 17 章、2 個議定書和部分備忘錄，主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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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包括商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貿易防衛、競爭、
國家企業、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貿易及可持續發展、
有關法律體制的問題等。重要內容如下：
1. 在商品貿易部分，協定生效後，歐盟立即取消越南
85.6%稅項之關稅，相當於越南對歐盟出口金額的
70.3%。協定生效 7 年後將取消 99.2%進口稅項，相當
於越南對歐盟出口金額的 99.7%。其餘的 0.3%則為零
關稅之關稅配，這也是越南在已簽署的所有 FTA 中所
獲致的最高承諾；對於歐盟出口商品，越南承諾在協
定生效後立即取消歐盟 48.5%稅項之關稅，占出口金
額的 64.5%。協定生效 7 年後，取消的進口稅項達 99.8%，
相當於歐盟對越南出口金額的 98.3%。其餘約 1.7%將
在 10 年內逐步取消。
2. 越南與歐盟就海關手續、植物檢驗檢疫(SPS)，技術性
貿易壁壘(TBT)、貿易防衛等內容達成一致，為雙方合
作奠定法律基礎以及為雙方企業貿易進出口創造便利
條件。
3. 在貿易、服務和投資領域，雙方承諾為企業創造開放
便利的投資環境。雙方之承諾均超過對 WTO 之承諾，
亦為歐盟近期所簽訂之各項自貿協定中之最高承諾。
4. 在服務業方面，越南承諾領域包括部分專業服務、金
融服務、電信服務、運輸服務等。在投資領域，雙方
提出了國家待遇的承諾，討論了解決投資商與國家之
間爭議的辦法。
5. 在政府採購方面，越南和歐盟同意適用 WTO 政府採購
3

協定(GPA)。越南對於網路招標、建立門戶網站發佈採
購資訊等義務設立實施路線圖；歐盟承諾為越南履行
這些義務提供技術支援。越南給國內承包商、貨物、
服務和勞動期間內保留投標總值的一定比例權利。
6. 智慧財產權方面的承諾包括版權、發明、專利，承諾
涉及藥品和地理標誌。越南涉及智慧財產權的承諾符
合現行法律規定。協定生效後，越南將保護歐盟 28 個
成員國的 160 個地理標誌，歐盟將保護越南 39 個地理
標誌。越南的地理標誌都與農產、食品有關，為越南
一些農產在歐盟打造品牌創造便利條件。
7. 越南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尚包括競爭、國有企業、可
持續發展、合作和培育能力、法律體制等章節。其內
容符合越南法律體制，為雙方加強合作、促進貿易投
資的發展創造法理架構。
(二) EVIPA 主要內容包括外國投資者公正待遇、國民待遇與
最惠國待遇、國家徵收補償、戰爭或動亂補償、資本與
收益匯出保證、協力廠商裁決與執行等承諾。在 EVIPA
中，越南和歐盟承諾相互予以各自企業賦予國家待遇及
最惠國待遇，賦予公平、適當、全面及充分保護，允許
投資盈利及資本自由地轉匯國外，未經妥當賠償不徵收
或國有化投資商的財產，在戰爭、暴亂的情況下受財產
損失的投資商、協力廠商投資者將獲得與越南企業同等
的適當賠償。
五、EVFTA 及 EVIPA 效益
據越南計畫與投資部預估，EVFTA 於 2020 年生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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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對歐盟的出口成長率將達 20%，2025 年為 42.7%，2030
年則成長 44.37%。同時，2020 年越南從歐盟進口額將成長
15.28%，2025 年達 33.06%，2030 年則為 36.7%。此外，EVFTA
還將促進 2019-2023 年階段之越南 GDP 年平均成長率增加
2.18%-2.35%，2024-2028 年階段成長率增加 4.57%-5.30%，
以及 2029-2033 年階段成長率增加 7.07%-7.72%。
通過 EVFTA 和 EVIPA，國家治理的承諾將確保雙方投
資者，尤其是歐盟企業和投資者，獲得一個穩定且開放的商
業和法律環境。歐盟投資者也將有機會進入與越南簽署自由
貿易協定的各國市場，並獲得更多優惠待遇。該協議還有助
於促進歐盟與東協及其成員國的關係，為未來歐盟與東協之
間建立自由貿易協定奠定基礎。
六、越南的機遇與挑戰
EVFTA 生效後，貿易關稅將迅速降至 0％至 2％之極低
水準，許多商品之關稅將在協議生效後立即下降，提高了越
南產品在歐盟市場的競爭力，為越南從事水產品、紡織品、
鞋類和熱帶農產品等產品之出口企業帶來許多機會。電子產
品、電腦、鞋類、咖啡、腰果和水產品等主要產品的出口市
場將進一步擴大。不過汽車、藥品和畜牧等產業將遭受競爭
壓力。與此同時，越南農產品需要滿足歐盟對食品安全的要
求。越南政府亦必須進行法律變革，以履行其在服務、智慧
財產權、貨物來源、工人權利和環境保護等領域的承諾。
在消費方面，越南同時將對歐盟的商品降低進口關稅，
因此越南消費者可以更好地獲得高品質的歐洲商品。在總體
方面，EVFTA 有助於越南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經濟，利用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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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和創新能力，實現經濟多元化，提高競爭效率。
七、結論
EVFTA 與 CPTPP 均為新一代自貿協定，具有空前承諾
範圍，不但涉及單純的貿易承諾，同時擴及至勞動、國家企
業、公共採購、爭端解決等方面的承諾。EVFTA 開放度也較
越南先前所簽署的各個 FTA 為高，包括消除大部分關稅，大
力開放貨物、服務、投資、政府購物、智慧財產權、競爭等
領域。履行承諾的路程平均為 5-10 年，時間較短。
對越南而言，隨著 CPTPP，EVFTA 依次落實，越南將
與世界各大貿易夥伴形成一個全面、穩定的自由貿易關係。
更重要的是，歐盟目前雖然是越南的大型出口市場之一，實
際上越南在歐盟的市場份額尚低。在 EVFTA 消除 99%關稅
的利多下，越南企業在價格競爭方面有著很大機會，包括紡
織業、鞋類、農產品等行業。
最後，EVFTA 及 EVIPA 兩項協議的簽署，也代表歐盟
對越南的期待增加，希望越南在貿易、投資、人力資源、勞
動權、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達到世界的標準。特別的是
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歐盟希望借助上述協定的履行，將
有助於協助越南建立一個文明、尊重法律和共同價值觀的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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