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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今年 WTO 及 RTA 青年營豐富課程在本中心線上學習平台都看得到，你對東南亞國家了解

多少？想了解第⼀線國際經貿談判實務嗎？別忘了上去看看喔～

http://training.wto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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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外籍移工在韓國工作環境實況分析

—視為韓國產業發展不可或缺之動力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姚鴻成顧問

韓國之外籍移工及新住民，目前已高達 242 萬人，渠等不論在產業界、服務業及農

村等領域，已成為韓國生產結構運作之主軸。

外籍移工到韓國工作，是他們夢寐以求之目標，他們在韓國之工資，雖較前往其他

中東國家為高，但他們仍期盼能享受更高規格之待遇及福祉。

韓國學者專家及勞動人權團體，有鑒如斯，乃紛紛建議韓國政府應研議有效改善對

外籍移工及新住民之合法權益及地位。

目前在臺灣之外籍移工及新住民，為數亦甚多，韓國學者專家及勞動人權團體之建

議事項，似亦可作為我國政府推動相關政策之參考。

一、前言

近世紀以來，由於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突飛猛

進，開創出難以想像之發明與奇蹟，但無論研究與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如何倡明，基準勞力之需求，仍為不可或缺之事實。

韓國近 30 年來，產業發展自勞力密集逐漸轉向技術密集型態，但因人口少子化，

加以生活水準之提升，企業工廠在基準勞力之需求方面，尤其在紡織、鞋類、油漆、造

船、汽車及鋼鐵等，屬於 3D（Difficult、Danger、Dirty ）產業之工作，韓人多不願意應

徵，在此種情況下，企業主只能轉僱傭外籍移工來替代。

韓國截至 2019 年 9 月止，在韓國之外籍移工，計達 104 萬 58 人（包括旅居國外韓

僑在韓移工），倘連同在韓國非法（未獲得在韓國合法工作之身分）居留之 36 萬 2,931

人，外籍移工合計約達 130 餘萬人，如再加上與韓人結婚之外籍配偶，以及其下一代子

女，外籍移工及新住民，總計共達 242 萬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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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移工可以稱謂係韓國產業發展之動力能源，尤其在勞力密集之產業方面，倘無

外籍移工，生產工廠將無法正常運作。

至於在新住民方面，雖然其人數有逐漸增加趨勢，但渠等在韓國之生活起居，亦有

其辛酸之一面，既無與韓人相同之社會福祉保障，更無可以參與政治之機會，以及地方

道（省）、市首長及議員之投票權。1

二、外籍移工為產業發展不可或缺之動力

（一）僱傭外籍移工應具備一定程序

韓國近年來在外籍移工之需求方面，主要偏重在企業之生產工廠、農場、漁業、以

及一般餐飲及觀光旅遊等服務業。

韓國企業在招募人力之前，事先須發布一定期限之僱傭公告，且應以僱傭韓人為先

決條件，倘韓人無人應徵或所僱韓人職缺仍嫌不足時，得再另行公告改僱外籍移工。

根據韓國法務部出入國管理廳之規定，外籍移工如擬在韓國就業，事前需依相關規

定，取得非專業工作簽證（E9）或船員簽證（E10）等，在韓工作期限以 5 年為原則（通

常為 4 年 10 個月），期滿如表現良好，僱主可再僱傭一期，惟合計亦不得超過 9 年 8 個

月。

韓國 2000 年代初期，一般中小企業僱傭外籍移工之工資，每月平均約在 80 萬韓元

（如以 2019 年 11 月 20 日為基準，每一美元兌換 1165 韓元），迨至 2019 年 9 月，則增

加為 190 萬韓元，略高於韓國目前之法定基準工資 174 萬 5150 韓元，如連同週末及公

休假日之加班費等，每月之平均工資約在 250 萬至 300 萬韓元左右。

韓國企業主僱傭外籍移工，暫且不論工作性質，主要是所需之工作，韓人絕大部分

均不願意從事，所以只能求助外籍移工。

根據韓國中小企業中央會針對 2018 年僱傭外籍人力實況調查之結果，僱傭外籍移

工 80％之理由，係同性質之工作，韓人「乏人問津」多不願應徵。

期間曾有人指出，外籍移工搶走韓國人之工作機會，但大多數之企業並不認同，反

而強調外籍移工可以稱謂是韓國產業發展，不可或缺之動力，且認為有了外籍移工，生

產工廠才能正常運作。

1韓國目前對具有永久居留身分之外國人（F-5），已賦予地方道（省）、市首長之選舉權（投票權），但無

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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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國農村對外籍移工多存感恩之心

韓國企業僱傭外籍移工，雖然為時已久，但韓國政府正式實施僱傭外籍移工制度，

則始於 2004 年，目前計有尼泊爾、印尼及越南等 16 個國家之移工或新住民在韓國工作

或居住，其人數有逐年增長趨勢，主要工作性質包括中小企業製造業、農畜牧、漁業、

營造業、服務業，以及船員等，其中尚有部分非法居留之外籍移工，在營造業、餐廳及

觀光旅遊業所工作。

韓國企業雖然亦曾試圖優先僱傭韓人工作，但是部分業主亦哭訴，僱傭韓人工作時，

間有不少員工，既不請假，亦不上班，甚至不辭而別，弄得業主「哭笑不得」，當然，對

企業工作之影響，乃係最大的損失。

韓國農村經濟研究所分析，就以農畜牧業而言，韓國政府曾於 2018 年，核定農畜

牧業所，可以僱傭外籍移工 5,820 人，但是當年農村實際需求之人力卻高達 2 萬 6,299

人，在此種情況下，業主只能「冒險」僱佣非法移工來填補所需不足之人力，當然其後

果，尚需補繳韓國政府所核定之罰款或其他處分，但是韓國農畜牧業，對於外籍移工能

夠受僱在農村勤奮工作，絕大部分均存感念之心。

韓國近年來由於人口結構之少子化及低生育率，加以農村之人口，有逐年移向都市

化，離農現象甚為嚴重，在此種情況下，農村之工作及管理，形成「青黃不接」現象，

目前在農村幾乎看不到年輕之韓人工作，所幸外籍移工遂成為其替身，移工不論對農村

之養豬、飼料、處裡糞便、清潔及整理農地環境等，均能毫無怨言之進行，亦使韓國農

主大快人心，因此，對於每年農村不足之人力，頃紛紛要求韓國政府，能擴大人力之員

額配值。

三、建議政府改善對外籍移工之相關制度

韓國政府自 2004 年正式實施對外籍移工之管理以來，已屆 15 年，期間移工之人數

有逐年增加趨勢，但對於移工之勞動時間、工資滯領、產業傷害，以及其他應有之福祉

等，如與從事同業種之韓人比較，相距甚遠，仍欠妥適之待遇與保障。

韓國首爾新聞前曾邀請相關勞動專家，學者及研究人員 11 人，針對如何改善外籍

移工在韓國之工作環境，以及僱主如何善待移工等，提出以下建言：

（一）工作場所評估點數制有待改善

韓國企業在僱傭外籍移工時，由政府主管部會實施工作場所評估點數制，其主要內

容為最近 2 年內，外籍移工在工作中發生意外，1 人死亡時，應扣 1 個點數，2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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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時，扣 2 個點數，宿舍設備未達標準者，扣 1～3 個點數；移工在職場遭受到性騷

擾或傷害，轉往其他工作場所時，則扣 5 個點數，其評價基準顯有不公平及不合理之處，

應予重新調整或修正。

（二）提升勞動權益之教育培訓

外籍移工目前在韓國企業現場工作時，一旦遭受到勞動侵權，尤其在人權及安全方

面，則毫無應對方案，乃呼籲應實施相關教育培訓，予以因應。

近年來外籍移工受僱到韓國工作，事前需先接受為期 1~2 周之僱前教育培訓，俟抵

韓後，再實施 3 天 2 夜之就業講習。

韓國移工中心常任律師認為，上述教育培訓及就業講習，不應只注重形式，而應具

有實際意義，尤其當發生職災時之應對策略、防止犯罪、休假權，以及在工作現場之安

全設備等，均宜具有完善之配套。

此外，韓國移工人權研究所亦認為，生產事業單位，尤其是中、小型之生產現場，

亦應聘請翻譯人員，對於不諳韓國語文之外籍移工，提供必要之協助，俾期移工能更進

一步發揮工作效益。

（三）加強對小型企業之現場指導

根據韓國統計廳指出，目前外籍移工 79.3％皆在 40 人以下之小型企業現場工作，

渠等外籍移工，間有因產災而受傷或有幾個月領不到工資之事例發生，形成移工士氣大

落，相對影響工廠正常運作，乃建議應加強防範產災之發生，並提升對勞動之整體監督。

（四）超時加班應給予合理之待遇與報酬

根據韓國現行勞動基準法第 63 條之規定，農漁從業人員及警衛等，在例假及公休

時日等工作時，亦無法拿到超時加班費。

韓國牙山移工中心認為，外籍移工目前在農畜牧及水產漁業工作者為數甚多，韓國

政府應盡速修正相關法令規章，以利當相關業所，遇到收割或豐收，以及漁業盛產期，

工作人手不足，需要移工加班時，應給予他們合理之待遇與報酬，進而保障其勞動權益，

同時對業主亦能獲得更多之收獲。

（五）准許移工眷屬共同生活

外籍移工受僱在韓工作期間，原則以 4 年 10 個月為限，期滿後倘僱主認為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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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可經僱主及當事人雙方之協議，由僱主再僱傭一期，惟合計亦以不超過 9 年 8 個

月為限，期滿後必須先行離境，重新再申辦相關赴韓工作之程序。

外籍移工雖然最多可在韓國工作長達 9 年 8 個月之久，但是他們之眷屬則無法一同

在韓國生活，乃被指責為有侵犯人權之嫌。

韓國移工共同行動執行委員會認為，移工在韓工作期間，似宜應給予他們可以與眷

屬共同生活之權利，即便是短暫幾個月亦可。

由於外籍移工在韓工作期間，當事人邀請其眷屬赴韓共同生活，因涉及其與眷屬共

同生活之場所、健康保險，甚至其他在共同居住期間應行照顧及安全等問題，有待深加

考慮，但此亦應列為研議之課題，以利更能符合人之常情。

（六）廢除僱傭外籍移工許可制度

所謂外籍移工許可制度，係指僱主向政府申請外籍移工之制度，政府於受理並核定

外籍移工後，核發移工之工作許可及入境簽證。

韓國政府自 2004 年 8 月起就實施外籍移工許可制度，主要業種包括製造業、服務

業、營造業、農畜牧及漁業等 4 大項，透過外國人力政策委員會，依產業別特性及人力

需求概況等，每年針對國家別及產業別，來訂定引進人力之規模及員額，並據以核發許

可。

韓國市民社會團體認為，韓國應審慎考慮廢除外籍移工赴韓工作之許可制度，方能

有效解決外籍移工之人權問題。

韓國目前對於外籍移工，受僱赴韓工作時，事前必須依規定申辦一定之程序，一旦

抵達韓國工作現場，亦不得任意更改工作地點及場所，此亦有違人權問題，爰建議應研

討廢除外籍移工赴韓工作之許可制度，進而可以准許移工，在韓國長期工作之權利，俾

期僱主及移工雙方均能共蒙其利，進而擴大事業之發展。

四、重視外籍移工及新住民之權益保障

韓國截至目前為止，外籍移工、新住民及其下一代子女等，合計約達 242 萬人，但

是政府對於渠等之管理，以及在權益保障等方面，尚無具體及完善之制度，社會輿論乃

建議，韓國政府應重視下列三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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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綜理一貫作業之專責機構

韓國截至目前為止，對於外籍移工及新住民等之出入境業務，雖由法務部出入境管

理廳掌理，但因業務性質複雜，乃涉及教育部、女性家族部、僱傭勞動部及保健福祉部

等，相對抵減政府在處理外籍移工及新住民事務之行政效率。

韓國法務部有鑒於此，亦曾於 2014 年向國會提出，外籍移工及新住民政策，由於

主管單位分散，且有重複審核之嫌，導致業務非效率化，乃建議政府應設立統一掌理業

務之專責機構。

韓國近年來由於產業人力需求快速增加，如潛在經濟成長率（Per/GDP），每年設定

在 3％，2020 年外籍移工之需求人力將達 133 萬人，2030 年則將再增加為 182 萬人。

韓國移民政策研究院報告指出，韓國倘能規劃成立主管外籍移工及新住民政策之專

責機構，統一辦理自簽發工作許可、入境、工作居留，至期滿出境等「ONE STOP」之

一貫作業，乃係目前企業僱主及外籍移工等，大家所共同期盼之目標。

（二）制訂綜合性之差別待遇禁止法規

外籍移工及新住民，目前在韓國之人數雖然有逐年增加趨勢，但渠等在韓國社會，

不論在工作、工資、生活起居、健康保險、國民年金，以及其他社會福利等方面，仍無

法與韓人享受同等待遇，乃建議韓國政府應研擬制訂綜合性之差別待遇禁止法規。

目前英國之「人權法」、德國之「平等法」，以及加拿大之「國民待遇法」等，均有

類似差別待遇禁止法規相同之處。

韓國雖亦先後於 2007 年、2010 年及 2012 年，分別推動研擬制定差別待遇禁止法

規，但因部分基督教團體反對而停擺。

聯合國自 2007 年開始，即建議韓國應著手研擬推動制定差別待遇禁止法規，以利

符合全球重視人權之時代潮流。

（三）政策方向應自同化轉換為統合

韓國目前對多元文化及新住民政策，仍由政府主導，採行「同化」方式，對外籍移

工及新住民，推動應遵從韓國之風格習慣及生活起居，其政策方向，亦以此為施政目標。

近年來大多數國家，對於新住民等，均採行寬容性之施政方向，亦即不強迫新住民

必須遵守當地規範，因此建議韓國政府應採行多元文化政策及普遍性之人權意識，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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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移工及新住民更能熱愛韓國，進而為韓國效命。

此外，目前大多數先進國家新住民之第二代，在當地國家參與政治活動者，不乏其

人，諸如曾任法國總理之瓦爾斯（Manuel Valls）及曾任巴黎市長（女性）之伊達戈（Anne

Hidalgo），均係西班牙移民法國之第二代，曾任德國自由民主黨黨魁兼副總理之羅斯勒

（Matthias Roessler），則係越戰期間，由德人領養之菲律賓籍孤兒。

韓國部分政黨亦認為新住民及其第二代，應賦予參與政治活動之權利，尤其韓國

2020 年即將實施第 21 屆國會議員（立法委員）之選舉，目前各政黨均醞釀提出有關對

新住民第二代，可以參與韓國政治活動之權益。

韓國慶熙大學之研究資料亦指出，韓國目前外籍移工及新住民計達 242 萬人，如連

同他們之家族，總計將達 1000 萬人，由於韓國目前已逐漸朝向多元文化融合社會發展，

如果長期抑制渠等「發聲」，一旦睡獅驚醒，勢必引發嚴重之社會問題。

五、加強學習韓語爭取工作機會

（一）學習韓語認為是一項權力

外籍移工尤其東南亞國籍之移工，擬前往韓國工作之人數最多，其中尤以尼泊爾人

居首，渠等認為他們在自己國家甚難找到工作，到韓國工作，較前往中東工作之工資要

多出 4 倍，加以在韓國工作，尚能獲得學習相關技術之機會。

根據韓國首爾新聞調查指出，尼泊爾不但沒有工廠，亦無工作機會，移工前往沙烏

地阿拉伯工作，每月之工資約在 30~40 萬韓元，如果到韓國工作，目前每月之工資可望

到 190 萬韓元左右。

尼泊爾人認為韓語是一項「權力」，學會韓語可以「走遍天下」，尼泊爾人 2018 年

在本國報考參加韓語能力測驗（TOPIK）者高達 9 萬 2,376 人，通過此項測驗，獲得高

分者始能前往韓國工作，其報考人數較韓國同年度國民參加國家公務員 7 級（相當於我

國國家公務人員普考委任職等）之 3 萬 4,238 人，約多出 2.5 倍。

韓國產業人力公團亦指出，目前在尼泊爾之韓國語文補習班計有 816 處，其中規模

最大之補習班學員人數竟多達 1000 人，此可充分顯示尼泊爾人對學習韓國語文熱衷之

程度。

韓國政府規定，不論任何國家之外籍移工，一旦在本國先通過語文測驗後，尚須獲

得韓國僱傭中心之推薦，企業主方能僱傭，因此外籍移工乃需相當時間之等待，始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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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僱傭通知。

外籍移工在其本國通過韓國語文測驗後，其測驗成績之效期為 2 年，倘 2 年之內未

獲僱傭或未接獲僱傭通知，則其測驗成績便自動失效，再就業需重新報考應試。

（二）尼泊爾人最熱衷前往韓國工作

尼泊爾人為期能到韓國工作，在其本國學習韓語，期間所需支付之學習及其附帶費

用，合計約在 150 萬至 200 萬韓元。

因此，渠等不能僅只在補習班上課，尚須設法找到可以賺錢之工作補貼，甚至尚有

需依靠親友資助或借貸予以因應，移工一旦赴韓工作失敗，則將無法償還債務，甚至歸

還親友之借貸。

尼泊爾人一旦幸運取得赴韓工作之機會，所得工資就一般而言，每月除支付約 20 萬

韓元之生活費外，其餘大部分均匯回其本國之家族，此如韓國早在 1960 年至 1970 年代，

派遣礦工或醫療護理師人員，前往德國工作，賺取外匯之情形頗相類似。

近年來外籍移工，在韓國勤奮工作者不乏其人，舉例言之，曾有一位外籍移工，在

韓國工作超過 10 年，由於其每日工作之時數多達 12 小時，渠除了必須支付之生活費用

外，期間共匯回其本國老家約 1 億韓元，其家族用以在當地興建了一座 3 層樓高之房舍，

目前每月可以淨得約 34 萬韓元之租金，左鄰右舍均稱其為當地之富者。

六、結論

綜觀上述分析，可以概略了解，外籍移工或新住民在韓國工作或生活之實況。

近年來由於韓國國民生活水準之提升，大部分均不願意從事 3D 工作，在此種環境

下，外籍移工遂成為韓國產業發展不可或缺之一環，倘沒有外籍移工之參與，韓國不論

在產業運作或服務業之成長方面，均將面臨不可預測之困境或障礙。

外籍移工雖然非常喜歡到韓國工作，加以其工資亦較渠等前往其他中東國家工作較

佳，但是他們在所享待遇方面，仍遠遠落於韓國人之後。

邇來韓國相關學者專家或社會公益及人權團體，有鑒於此一問題已逐漸引起眾人之

關注，乃紛紛建議韓國政府應研擬有效之管理，以及重視人權之政策，俾期韓國企業在

需求外籍移工之先決條件及環境下，讓外籍移工在韓國之工作發揮最大之能量，進而有

助於韓國企業及服務業之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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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韓國首爾新聞

韓國法務部出入境外國人政策本部

韓國勞動部

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

韓國統計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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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英國脫歐延期，澳洲等國要求貿易補償

澳洲、美國與紐西蘭等 15 國一致向 WTO 提案，要求英國及歐盟應針對脫歐延期於

各國造成的農業損失進行關稅補償。澳洲政府表示，英國脫歐期限一再遞延已衝擊澳洲

的牛肉及羊肉出口；巴西政府也指出，英國脫歐計畫中對北愛爾蘭的相關安排違反 WTO

規範。

目前，許多 WTO 會員國透過歐盟的關稅配額機制（tariff rate quotas）以較低關稅、

或甚至零關稅將特定商品出口至包含英國在內的歐盟國家，主要為農牧產品，但英國持

續遞延脫歐計畫，對於適用該關稅配額制的國家形成負面影響。亦即是，英國原訂於今

（2019）年 10 月 31 日完成脫歐談判，許多澳洲肉品出口商不確定未來能否繼續適用關

稅配額，因此在聖誕節前夕停止對英國出口高價牛肉及羊肉，但脫歐談判最後確定順延，

造成農民及出口商的損失。

雖然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的脫歐意志堅定，但英國脫歐的確切時間將影

響各國出口至歐洲國家的關稅配額運作，許多農產品出口大國因而集體向 WTO 提案要

求補償。此外，英國與歐盟已分別針對進口商品提出不同版本的關稅配額措施，因此未

來部分農產品出口至歐盟及英國將適用不同的關稅待遇、或甚至失去市場准入機會。

以澳洲為例，歐洲為該國肉品的主要出口市場，英國脫歐後的關稅配額變動可能造

成約 3.6 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其中也包含起司、糖及稻米等農產品。事實上，澳洲已不

只一次對歐盟的農產品貿易措施表達不滿，原本歐盟對所有國家開放牛肉進口配額共約

4 萬 5 千噸，然而今年六月，歐盟妥協於美國政府的壓力並給予其額外的 3 萬 5 千噸配

額，這項作法對於澳洲肉品出口商極為不利。

另一方面，巴西也對北愛爾蘭及英國之間於脫歐後的關稅安排提出疑慮，認為其違

反 WTO 非歧視性原則。於新版脫歐協議中，北愛爾蘭屬於英國關稅領域，但自歐盟國

家進入北愛爾蘭的貨物仍適用歐盟法規，且其與愛爾蘭間將不設立邊境檢查哨。對此，

巴西政府認為這將造成流通於歐盟及英國間的商品出現法規及關稅漏洞，並且已經違反

WTO 非歧視性原則。

【由廖倍妤綜合報導，取材自 BBC、Financial Review，2019 年 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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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發展報告出爐，開發中國家應加強資訊透明化與監管能力

世界銀行於近日發表「2019/20 年全球金融發展報告：全球金融危機十年後的銀行

監管與監督」（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19/2020 : Bank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a Decade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該報告闡述與分析 2008 年金融危

機後，十年來全球金融市場與資本監管的演變情況。

報告針對全世界 160 個國家進行調查，研究團隊認為，金融危機後關於監管改革的

討論多集中在已開發國家身上，卻缺乏開發中國家展開的改革及其對本國銀行業穩定性

與貸款行為的影響之證據。本報告之目的即在於填補此不足之處，推動有關銀行監管和

監督的政策討論，此對於所有國家銀行體系的運作具有重要意義。惟報告仍建議開發中

國家需要更多的訊息披露和監管能力。

報告指出，低收入國家的資本充足率特別高，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現象，因為在監

督能力低的地區，資本能夠對於遏制風險和確保穩定發揮重要作用。由於存款保險在制

度薄弱的情況下可能導致不穩定，但是調查顯示，60%以上的低收入國家也具備存款保

險制度，此意味監督制度的設計和實施非常重要。

報告強調，在設計監管規則時必須考量一個國家的制度環境、監督能力和銀行的商

業模式；從全球來看，金融危機後銀行監管規則變得更為複雜，有可能降低透明度，增

加監管套利，加重對監督資源和能力的負擔。因此對於監管改革提出以下兩項關鍵課題，

提供國際社會參考：

其一，市場紀律有助於金融穩定，但金融危機的發生顯示其存在著重大的缺陷。過

去十年，近 30%的國家進行了立法改革，以確保大型金融機構在危機時無需動用由稅收

就能運用救助計畫解決問題，但仍存在不足之處，例如改善有關銀行運作良好狀況的資

訊披露方面幾乎毫無進展；此外，存款保險制度也有明顯擴張之處，若設計和管理不當，

將可能促使銀行甘冒風險，而在監管不足之時，導致不穩定的情況發生。

另一項，係資本監管亦為風險管理的核心。根據 159 個國家 2 萬家銀行的資料顯示，

金融危機以來，監管資本適足率已獲得改善。然而，此種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向加

權風險較低的資產種類轉移形成的，這可能並未充分反映出風險的核心問題，並且可能

在發生危機時導致金融業處於脆弱境地。

【由蘇怡文報導，取材自聯合國，2019年 5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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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美國可能推遲加徵汽車關稅之決定

全球汽車製造商正在等待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決定是否對進口汽車及其

零件徵收最高達 25%的關稅。大型汽車製造商的高層職員向路透社（Reuters）表示，他

們認為在美中貿易戰期間，川普不會對來自歐盟、日本或其他地方的汽車徵收新稅。

美國政府於 2018 年 5 月，依據 1962 年貿易擴張法第 232 條款（Section 232 of the

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首次啟動對外國進口汽車的調查，今（2019）年 5 月的政

府研究顯示，某些進口汽車和卡車正削弱美國的內部經濟並威脅損害國家安全，但並未

指出特定的車輛或零件。關稅的延遲可能會將問題向後推至 2020 年總統大選，專家認

為，川普在選舉臨近之際對主要消費產品徵收高額關稅可能會更加困難。

今年 5 月 17 日川普命令貿易代表萊泰澤（Robert Lighthizer）進行談判，並推遲關

稅決定 180 天，11 月中旬將是總統決定是否對歐盟汽車和零組件徵稅的最後期限。倘若

美國決定對歐盟汽車及其零件徵稅，歐盟將對 390 億美元美國產品徵收關稅作為報復。

在總統決定之前，外國汽車製造商持續著重強調其在美國之投資，以勸說川普不要實施

可能會造成美國失業問題的關稅。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於本月初接受彭博電視台採訪時表示，美國與各

汽車公司就其資本投資計劃之談判如有足夠成果，則 232 關稅沒有實施的必要性。歐盟

執委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支持羅斯的主張，並向德國媒體表示，川普不會

執行其加徵關稅的威脅，對外國汽車徵收 25%關稅將使美國市場的歐盟車輛標價增加

1.1 萬美元。

知情人士表示，在德國汽車製造商進行強烈遊說活動之後，強調其將全球生產轉移

至美國供應之計劃，川普政府可能推遲是否對歐洲汽車徵收關稅的決定，預計其將再次

延長本周的截止期限，但總統尚未做出最後決定；過去幾個月美國駐德大使格瑞尼爾

（Richard Grenell）與德國汽車製造商交談，告知其須在美國創造更多價值和就業機會，

有些企業即表示，已準備將其在墨西哥之部份生產轉移至美國，並檢視其全球生產鏈以

備進行調整；有些德國汽車製造商甚至表示願意遵守美墨加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

Canada Agreement, USMCA），該協定要求 40%汽車價值含量來自於高薪工廠，此將有效

迫使更多生產轉至美國，然而汽車製造商並不打算將引擎的生產轉移至美國。

據此，德國福斯汽車（Volkswagen）於田納西州之裝配廠於 11 月 13 日破土動工，

開始耗資8億美元生產電動汽車之計劃，此將增加1000個就業機會。戴姆勒汽車（Daim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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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投資 10 億美元以擴大其在阿拉巴馬州之汽車製造，此將增加 600 多個就業機會。

韓國現代汽車（Hyundai Motors）也宣布將在 2021 年開始於阿拉巴馬州的工廠生產貨卡，

投資額為 4.1 億美元。此外，日本汽車製造商和供應商亦宣布數十億美元的投資，其中

最為著名的是豐田汽車（Toyota Motor）和馬自達汽車公司（Mazda Motor）聯合於阿拉

巴馬州投資 16 億美元工廠。

另外，於 2018 年川普宣布進口鋼鋁對國家構成安全威脅，並對所有進口鋼鋁分別

加徵 25%和 10%的關稅，促使歐盟對美國哈雷（Harley-Davidson）摩托車、Levi's 牛仔

褲和波本威士忌等產品加徵報復性關稅。美國對歐盟汽車及其零件加徵關稅，將是跨大

西洋緊張局勢嚴重升級的標誌，因為歐盟汽車對美出口額為鋼鋁出口額的 10 倍，未來

歐盟採取報復性關稅之產品範圍亦將更廣泛。德國對美國有大量商品貿易順差，2018 年

順差金額為 690 億美元，此為川普政府關切重點；日本也是相同狀況，2018 年對美國貿

易順差達 676 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來自於汽車產品。川普政府已與其他外國汽車生產

國達成單獨協議。

【由李宜靜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2019年 11月 12日；路透社 2019 年 11 月 15日】

▲歐盟要求柬埔寨回覆人權報告，否則將撤銷其 EBA 資格

歐盟已於今（2019）年 2 月於歐盟公報（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公

布，將啟動暫時撤銷柬埔寨「除武器外一切都行」（Everything but Arms, EBA）之關稅優

惠資格的程序（2019/C 55/07）。依照歐盟規定，在啟動程序後，歐盟將在六個月內完成

相關審查與評估，並於上述流程結束後的三個月內完成相關報告。據此，歐盟已於 2019

年 11 月 12 日將上述報告寄予柬埔寨政府，指稱其違反人權議題，並要求柬埔寨政府於

一個月內針對該份報告給予回覆，否則將撤銷柬埔寨的 EBA 資格。

歐盟的普遍性貿易優惠措施（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主要分為三

種：（1）標準 GSP，凡適用於該機制之開發中國家出口，對於歐盟稅則序號 66%之產品，

享有降稅或免稅之待遇；（2）GSP+，相較於標準 GSP，該分類下的國家皆為脆弱

（vulnerable）開發中國家，對於歐盟稅則序號 66%之產品，享有免稅待遇；以及（3）

EBA，適用國家為低度開發國家，其出口至歐盟之產品，除武器及彈藥以外，全部享有

零關稅之優惠。柬埔寨即屬 EBA 國家，惟歐盟可依據其國內人權及勞工情形，暫停給

予該國 EBA 之優惠。

本次報告雖然尚未公開，但據歐盟先前報告指出，柬埔寨國內正面臨三大人權危機。

第一為勞工權利，根據國際工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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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名列於全球前 10 大惡劣勞工環境，係因長期低薪以及國家法律不重視勞工的抗

爭權利。第二為土地掠奪（land-grabbing），由於 EBA 使柬埔寨的糖類出口大增，柬埔

寨製糖產業因而侵占人民土地以提升產量，造成 EBA 間接惡化柬國人權議題。第三為

政治壓迫，柬埔寨總理洪森（Hun Sen）透過其權利逮捕反對黨成員，柬國最高法院更於

2017 年下令解散反對黨，使 2018 年的大選可信度備受質疑；該項議題也是柬埔寨目前

最嚴重的問題。基於以上理由，歐盟決定對啟動撤銷柬埔寨 EBA 資格的程序。

面對歐盟揚言取消 EBA 的舉動，柬埔寨境內諸多廠商表示緊張。柬國 2018 年出口

至歐盟的貿易量占其總出口額之 39%，高達 58 億美元，尤以成衣、製鞋等製造業為大

宗。歐盟估計，若取消對柬埔寨的關稅優惠，將會影響約兩百萬名成衣工廠勞工，並對

該國經濟產生衝擊。據了解，針對歐盟 12 日所寄送之報告，柬埔寨外交部僅表示會持

續關注歐盟所關切之議題並更新近期發展，總理洪森於 14 日以「促進國家團結」為名，

釋放 70 名獄中反對派人士。

歐盟於 12 日將報告寄送予柬埔寨之後，已要求該國政府於一個月內對報告內容進

行回覆。歐盟最快將於 2020 年 2 月，依據柬埔寨的發展狀況，決定是否取消對該國的

EBA 優惠；倘若歐盟最終決定暫時撤銷對柬國的優惠制度，則該決定最快將於六個月後

生效，意即柬埔寨將於 2020 年 8 月，失去其 EBA 之優惠待遇。

【由王韻潔綜合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 Law，2019年 11 月 12日；The Phnom Penh

Post，2019 年 11月 17 日；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2019 年 4月】

▲印尼因塑膠垃圾進口管理失當造成嚴重食安及環境汙染

自 2018 年中國大陸政府針對塑膠垃圾進口頒布禁令以來，來自先進國家的塑膠垃

圾轉而出口至印尼，使其垃圾量成長一倍之多。在缺乏完善的廢棄物管理及監督機制下，

此一趨勢已對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食物生產鏈造成汙染及毒害；無論塑膠垃圾被先進國

家以何種名義條目出口至他國，塑膠垃圾的跨國貿易是對「比較利益」的最大諷刺。

依據環保團體「國際消除持久性有機汙染物聯盟」（International POPs Elimination

Network, IPEN）所發布之最新報告，顯示印尼爪哇島當地村落的雞隻所產下的雞蛋所含

有的戴奧辛（dioxins）已超出歐盟安全標準 70 倍以上。戴奧辛對人體所造成的嚴重毒

害，包含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內分泌失調等，已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一級致癌

物，也是《斯德哥爾摩公約》（Stockholm Convention）之列管汙染物。此外，亦有媒體

表示，印尼當地的食品業者使用塑膠垃圾作為製作豆腐時所需之燃料，其有毒氣體汙染

豆腐，造成嚴重的食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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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 2019 年印尼政府已著手針對塑膠垃圾進行更嚴格的管理，但仍有當地環保組

織表示，印尼政府一方面譴責先進國家對塑膠垃圾的處理不當，另一方面又將遭受汙染

的垃圾二度出口至其他更加貧窮的國家，而非返還至垃圾的來源國；此舉被環保團體視

為印尼政府對《巴塞爾公約》(Basel Convention)的違反，並強烈要求印尼政府應當遵守

該公約。印尼當地的非政府組織 Nexus3 負責人尤蘊（Yuyun Ismawati）表示，「塑膠垃

圾是嚴重的有毒化學汙染，大眾應該重視處理塑膠垃圾時所帶來的問題；北半球的居民

必須停止將南半球當作垃圾掩埋場。」

依據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於 2019 年 4 月所進行的調查，顯示出口至印尼的

塑膠垃圾大多來自澳大利亞、德國、英國、荷蘭及美國。塑膠垃圾除了對印尼的生態環

境及食品安全造成嚴重的危害，更是造成印尼境內的垃圾回收產業相當的衝擊，讓每單

位重量的回收垃圾價格持續下跌。

《斯德哥爾摩國際公約》係針對持久性有機汙染物予以禁用、限制生產的國際公約，

共有 183 個團體完成簽署。除了 2001 年時所條列的汙染物（如多氯聯苯、六氯苯、滅

蟻靈等)外，於 2009 年增加了 9 種列管有機汙染物（包含十氯酮、五氯苯、六溴聯苯等)。

【由黃英傑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Guardian，2019年 11月 15日；New York Times，

2019年 11 月 14日；Mongabay，2019年 11月 7日；Stockholm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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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邊境障礙 At-the-Border Barriers

係指因關稅或非關稅等邊境措施所構成的貿易障礙。邊境障礙係對照於國內障礙而

設，如果一國對進口商品在國內銷售時採取歧視措施，例如課徵比較高的貨物稅，即構

成國內障礙。WTO 基本上允許各國對進口貨品設置邊境障礙，但不能設置國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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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網路經濟對 GDP 的毛貢獻

網址：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7602

摘要：
本文以一套透明而可供各界檢驗的分析架構和資料基礎，估算網路經濟

對臺灣 GDP 的毛貢獻（網路 GDP）。結果顯示：不論是從生產面法或支出面

法來計算，臺灣網路 GDP 占總體 GDP 的比重已超過 10%；而且，臺灣網路

GDP 的主要內涵是 ICT 的硬體製造和 ICT 的投資及輸出，而不是平台軟體或

網路消費。根據支出面法所估出的網路 GDP 及其組成，我們推測臺灣的網路

GDP 占總體 GDP 之比以及網路消費支出占網路 GDP 之比都會逐年增加。但

網路 GDP 的大小本身並不代表網路經濟對 GDP 的淨貢獻，網路 GDP 的內涵

或許比網路 GDP 的大小更能說明一國的經濟實況。

期刊介紹

篇名：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出處：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ume 68, Issue 4, October 2019,

pp. 869-902

作者： Wei Cai and Andrew Godwin

摘要： China has confirmed its ambition to jo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ispute resolution services by establishing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CICC). By examining the trial process of the CICC as set out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comparing the rules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etailed overview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issues surrounding cases brought to the CICC.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t is

desirable for the Court to be more actively reformed. This article also aims to

outline the challenges that parties (in particular those from overseas) may face in

litigation before the CICC and provid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 and framework of the CICC.

■本中心圖書室新到 WTO 及 RTA 相關書籍及期刊，歡迎查詢及利用。謝謝！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7602
http://192.83.168.142/toread/o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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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 線上學習平台

※歡迎進入線上學習平台修習更多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主講人 課程大綱

108 年－第 16屆WTO

及 RTA 青年研習營

【課程九】國際經貿談判

實務經驗分享

劉志宏

1.何謂國際談判

2.談判的定義

3.談判三要素

4.談判議題的專業知識

5.WTO組織架構

6.WTO協定

7.我國目前參與的複邊談判及協定

8.複邊談判主要議題

9.國際談判實務

10.談判會議相關工作

11.成功的主談人

http://training.wto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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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訊

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國經協會 逕自洽詢 11/24-28 第 33 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https://reurl.cc/lLvmRv

奧地利商會、

奧地利歐洲經貿網
11/26 11/26 2019 年奧地利國際機械和設備工程論壇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593

海基會 額滿為止 11/28 海基會 11月份「兩岸經貿講座」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679

亞太產業分析協會 額滿為止 12/2 台灣亞太產業分析經濟論壇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49295

工商協進會、

中經院東協中心
11/26 12/5

「美中貿易衝突及其對東南亞國家之影響與其因應對

策」國際論壇
http://tiny.cc/7n0sfz

中經院東協中心 額滿為止 12/6
「越南因應美中貿易戰與加入 CPTPP 的機會與挑

戰」座談會

http://seminar.cier.edu.tw/Regfrm.asp?id=

201912061

全國工總 11/29 12/9 2019 臺灣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https://tinyurl.com/v9mgh2l

台灣印度經貿協會 額滿為止 12/11 108 年度第三次台印經貿講座 https://tinyurl.com/yx4nbewy

https://reurl.cc/lLvmRv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93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93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79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79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49295
http://tiny.cc/7n0sfz
http://seminar.cier.edu.tw/Regfrm.asp?id=201912061
http://seminar.cier.edu.tw/Regfrm.asp?id=201912061
https://tinyurl.com/v9mgh2l
https://tinyurl.com/yx4nbe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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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現代財經基金會 額滿為止 12/12 「RCEP 簽署後台灣如何克服經貿挑戰」論壇
http://www.ctdf.org.tw/events_content.php

?event_no=129

經貿談判辦公室 額滿為止 12/16 WTO International Symposium國際研討會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

d=332455&nid=17435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額滿為止 12/18
「台韓合作再升級」台韓經貿聯誼會第 6屆第 2次

會員大會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664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12/25
2020/1/13

-17
第十五屆新世紀WTO國際經貿法菁英訓練團

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WTO

-15.htm

http://www.ctdf.org.tw/events_content.php?event_no=129
http://www.ctdf.org.tw/events_content.php?event_no=129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32455&nid=17435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32455&nid=17435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64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64
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WTO-15.htm
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WTO-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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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貿相關活動

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額滿為止
11/28

12/13

工廠、貿易商站上跨境電商市場系列分享會－

桃園場、台中場
https://tinyurl.com/s9d5bpr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額滿為止 11/29 墨⻄哥農產品推廣交流餐會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686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2/4 印尼投資布局說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19II

外貿協會 11/30 2/12-14 2020 年日本國際穿戴式裝置科技展 https://tinyurl.com/y65fguhs

外貿協會 1/10 2/15-3/2 2020年汽配暨⾞電赴墨⻄哥拓銷暨投資考察團 https://tinyurl.com/y2vrvb87

外貿協會 11/29 2/26-28 2020 年日本國際醫療產業展 https://tinyurl.com/yy2ju6l6

外貿協會 12/15 3/1-4 2020 年科隆五金展-台灣新產品形象展示區 https://tinyurl.com/y2x795ff

外貿協會 1/3 3/11-13 2020 年東京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https://tinyurl.com/wdo5q3f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3/22-25 2020 年法國巴黎連鎖加盟展-臺灣連鎖品牌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ris2020

外貿協會 12/23 3/22-28 2020 年工業扣件業赴日拓銷團 https://tinyurl.com/yylzzx2p

外貿協會 1/1 3/24-26 2020 年越南國際包裝及食品加工展 https://tinyurl.com/rtfqpn5

外貿協會 1/25 4/1-3 2020 年日本 AI 人工智慧應用展 https://tinyurl.com/vvtpb8f

https://tinyurl.com/s9d5bpr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86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86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19II
https://tinyurl.com/y65fguhs
https://tinyurl.com/y2vrvb87
https://tinyurl.com/yy2ju6l6
https://tinyurl.com/y2x795ff
https://tinyurl.com/wdo5q3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ris2020
https://tinyurl.com/yylzzx2p
https://tinyurl.com/rtfqpn5
https://tinyurl.com/vvtpb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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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4/8-10 2020 年中國健康食品展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581

外貿協會 1/31 4/18-29 2020 年臺灣智慧物聯網商機布局團 https://tinyurl.com/wgnhn6y

外貿協會 12/20 4/21-24 2020 荷蘭國際交通運輸展覽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exh%20at

%20ams

外貿協會 1/31 5/5-7 2020 年全美五金展參展團 https://tinyurl.com/syxmah8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5/19-21 2020 年中國美容展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552

外貿協會 12/31 6/18-22 2020 年印度清奈國際工具機暨自動化設備展
https://mk.taiwantrade.com.tw//AP/MDN1

00/MDN100S02.ASP?PUBLISH_ID=527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81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81
https://tinyurl.com/wgnhn6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exh%20at%20am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exh%20at%20ams
https://tinyurl.com/syxmah8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52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52
https://mk.taiwantrade.com.tw/AP/MDN100/MDN100S02.ASP?PUBLISH_ID=527
https://mk.taiwantrade.com.tw/AP/MDN100/MDN100S02.ASP?PUBLISH_ID=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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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19 年 11 月 22 日～12 月 22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11/22 五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Dedicated Session on RTAs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Dedicated Session on the Monitoring
Mechanism on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11/26 二  Workshop on circular economy and the business perspective

11/26-27 二～三  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

11/27 三
 Committee on Budget,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TPRM@30

12/3-4 二～三  Panel DS537 (Public Viewing Room)

12/5-6 四～五  Services Meeting

12/9-11 ⼀～三  General Council

12/12 四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meeting on Monitoring

12/18 三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RTA

CPTPP、RCEP

APEC 及其他國際組織

11/25-26 ⼀～⼆ ASEAN: ASEAN-ROK Commemorative Summit

11/25-27 ⼀～三

ASEAN:

 ASEAN Cultural Troupe at the ASEAN-ROK CommemorativeSummit (to celebrate the
30thanniversary of the ASEAN-ROK dialogue relations)

 2ndASEAN-Korea Heads of IP Offices Meeting

11/25-29 ⼀～五

ASEAN:

 The 31stMeeting of th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TIGA and the 30th Meeting of Sub-Committee on ATIGA Rules of Origin
(31stCCA/SC-AROO Meeting)

 8thASEA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ACCMSME) Meeting and Related Meetings

11/26-27 二～三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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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um: Greener future for extractive
and heavy industries, Paris, France.

 Global Forum on Transparency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 Paris,
France.

11/26-28

12/3-5
二～四 ASEAN: 31stMeeting of th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Customs (CCC)

11/29 五 OECD: 19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on Africa, Paris, France.

12/2 ⼀ IM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bt: Finding the Right Balance

12/3-5 二～四 APEC: 31st Automotive Dialogue Meeting

12/9-11 ⼀～三 APEC: Informal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ISOM)

12/10 二 OECD: Trade Union Advisory Committee Meeting, Paris, France.

12/10-11 二～三 OECD: OECD Local Development Forum, Antwerp, Belgium.

資料來源：WTO、IMF/World Bank、OECD、APEC、ASEAN、USTR 等各組織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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