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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本週全球持續與疫情奮戰，各國紛紛祭出紓困措施，疫情對貿易產生的影響也越來越顯著

了，雖然各個經濟智庫和機構⽬前短期預測都不樂觀，但機會是給準備好的⼈，⼀起密切關

注經貿動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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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韓國國家均衡發展願景及策略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蘇怡文分析師

鑒於中央集權經營的方式無法解決韓國低成長、兩極化、低出生、高齡化等問題，

對於國家之整體發展與持續成長動能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文在寅政府以「分權」、「包

容」和「革新」作為國家均衡發展願景及策略之核心，強調地方賦權的概念，建構以中

央為輔、地方為主的國家發展政策推動體系，此將權力均衡分散與發展，再將空間予以

整合。其策略主要為加強跨域運輸與跨域物流網方面的投資，以此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

差距，並擴大對地方型策略產業之投資與地方人才之培養。

本文彙整文在寅政府的國家均衡發展願景及策略重點，分析其對於國家發展之看法

與作法，提供政府與有興趣讀者參考。

一、政策背景

「國家均衡發展」一向為韓國政府的五大國政目標之一，而「地方賦權」則是文在

寅政府的核心概念，特別強調「以地方發展為國家發展基礎」之原則，其思維主要為將

權力均衡分散與發展，再將空間予以整合。根據韓國土交通部與產業通商資源部的調查，

韓國首都圈的面積僅占全國的 12%，但是目前有 49.5%%的人口、73.6%的 1,000 大企業

總部，及 81%的信用口使用金額集中於此。文在寅政府認為，如繼續維持以中央集權的

國家經營方式運作，將很難解決低成長、兩極化、低出生、高齡化等問題，因此，將「分

權」、「包容」和「革新」等概念作為國家均衡發展願景及策略之核心價值，使地區成為

解決全國性問題的主體，達成各地區民眾均能享受良好生活品質之目標。

在前述背景下，文在寅政府自 2017 年 6 月開始，召開 20 多次的國家均衡發展專家

工作小組會議及座談會，同年 9 月也開始在地方召開 8 次的討論會，並且展開民眾意見

蒐集，於 2018 年 5 月提出「文在寅政府國家均衡發展願景及策略」。2019 年 1 月，由國

家均衡發展委員會提出「第四次國家均衡發展 5 年計畫(2018~2022)」，內含「安定且有

尊嚴的生活」、「生氣蓬勃的環境」與「強化地方就業創造能力」等三大主軸，其中又以

「創造就業」為重中之重。

在「第四次國家均衡發展 5 年計畫(2018~2022)」的基礎下，文在寅政府進一步提出

「2019 國家均衡發展計畫」。由於「2019 國家均衡發展計畫」為目前韓國國家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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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最新文版，再加上有關執行面的內容相對較多，因此本文以彙整「2019 國家均衡

發展計畫」內容為主，並輔以文在寅總統上任初期提出的「文在寅政府國家均衡發展願

景及策略」，以及「第四次國家均衡發展 5 年計畫(2018~2022)」之重點進行評析。

二、政策內容

「2019 國家均衡發展計畫」乃從國家的層次提出地區發展計畫，以地區中長期的需

求為出發點，投資核心基礎建設及策略措施，例如跨域運輸、物流網、R&D 投資等大規

模計畫。首先，在跨域運輸方面，投入 5.7 兆韓元，建構跨域運輸網，同時著眼於貨物

與人員運輸移動，縮短通勤時間，共包含 4 條鐵路，分別連結石門工業園區、大邱工業

園區、蔚山/東海圈與釜山新港等四大區塊，不僅連結東西兩岸及內陸地區形成海岸線觀

光帶，同時也建構新萬金航空基礎設施，以此促進國內外交流及吸引民間投資。其次，

在構築物流網方面，投入 10.9 兆韓元，構築大都市間交通、物流網，將首都圈與嶺南地

區縮短在 2 小時以內車程，將江湖軸線與既有的慶北軸線交叉，使全國鐵路有所交錯；

同時完成高速公路新計畫，連結首都圈跟江原道主要幹線，擴充整體道路網絡。第三，

投入 4 兆韓元改善環境、醫療與教育等基礎建設，例如改善交通擁擠現象、確保道路/鐵

路使用安全與效率，提高地區居民的生活品質。

執行策略包含四個部分：（1）透過 R&D 投資培養地區策略產業，（2）以地區產業為

基礎擴充道路、鐵路等基礎設施，（3）建構連結全國之區域交通物流網，（4）改善環境

與醫療設施，提高民眾生活品質。各項分述如下：

（一）透過 R&D 投資培養地區策略產業

一方面，積極投資商用車、人工智慧等地區策略產業，確保該產業之市場地位並展

望未來發展。內容包含：（1）建構全羅北道地區商用車革新市場，以及未來型產業生態

圈，例如建構促進核心技術進階發展、開發技術商業化之基礎設施及培養相關企業；提

供設備貸款、研發與廠房支援。（2）建立光州人工智慧產業園區，擬定研發、數據、創

業基礎設施，以及提供 R&D 支援及創業訓練計畫。（3）建置全羅南道水產食品出口園

區，透過提供水產食品生產、流通、研究等支援，促使水產食品高附加價值化。

另一方面，支援全國性 R&D 計畫，提高地區競爭力。內容包含：（1）培養地區特

殊產業，指定「地區主要潛力產業」，提供中小企業 R&D 支援；（2）建設智慧特殊基礎

設施，指定「國家策略產業」，針對產業別提供相應的支援。

（二）以地區產業為基礎擴充道路、鐵路等基礎設施

首先，在工業園區密集地區建構物流網絡，在提高貨物運輸效率的同時，也縮短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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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通勤時間。內容包含：（1）礦車鐵道計畫：建構進入忠清南道西北部工業園區的鐵道

系統，並將之與西海線連結，直接載運包括光陽灣在內的全國各地的貨物；（2）大邱產

業鐵道計畫：若利用現有道路需費時 73 分鐘，但改為利用鐵路時間將縮短為 38 分鐘；

（3）蔚山外環線計畫：連結京釜線、東海線與國道 31 號線，解決市中心交通壅塞問題，

並將當地 18 個工業園區進行連結，以此降低物流費用；（4）釜山新港-金海高速公路計

畫：釜山新港至金海原需費時 30 分鐘，此計畫可將時間縮減為 10 分鐘。

其次，連結東西兩岸及內陸地區形成海岸線觀光帶。內容主要為西南海岸觀光道路

計畫：藉由連接天使大橋，形成西南海岸觀光帶，同時在高興郡與麗水市之間建築海上

公路網，促進地方發展。

另外，建造新萬金國際機場，促進與鄰近國家之交流，積極吸引海內外的民間投資，

發展新萬金地區之機場腹地，活化展覽與觀光產業。

（三）建構連結全國之區域交通物流網

首先，建設南北內陸鐵道，連結首都圈和京畿道、南北內陸地區，完成金泉到巨濟

之間的高速鐵路，將原本首爾到巨濟需費時 4.5 小時的情況，縮短為 2 小時 40 分。

其次，促使忠北線鐵路高速化，將原本木浦到江陵需費時 5 小時 35 分的情況，縮

短為 3 小時 30 分。

第三，建設世宗-清州高速公路，以及第二京春國道；前者可將兩地距離縮短為 12

分鐘，時間降低了 37%，後者則將南陽州與春川之間的距離縮短了一半。

最後，透過建設全國主要高速鐵路計畫，解決核心區域交通壅塞的問題，例如平澤

-武松雙複線鐵路化，將京釜與湖南高速鐵路合流，形成韓國高鐵（KTX）、新高鐵（SRT）

交叉的局面，以此進一步提升鐵路的服務效率。

（四）改善環境與醫療設施提高民眾生活品質

首先，改善地區環境、醫療與教育服務，提升地區居民的生活品質。包含促使濟州

公共污水處理設備現代化，以因應地區人口及觀光客增加的情況；建立蔚山產業災害專

門公共醫院，集中治療重症產業災害患者，並促進職業災害疾病領域之研發功能，提升

產業災害/職業災害復健服務效率，扮演地區專責醫療機構之角色。

其次，解決交通混亂問題，提高道路/鐵路利用之安全性與效率性。包含建立大田都

市鐵道 2 號線，改變當地交通利用模式；建立道峰山抱川線，促使通勤時間縮短一半以

上；改善國道危險區間，解決因為車道不平均造成壅塞的情況，並強化國道的主幹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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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三、政策推動體系

國家均衡發展計畫推動體系涵蓋所有韓國中央政府部門，包含企劃財政部、國土交

通部、產業通商資源部、國家均衡發展委員會、國務調整室、文化體育觀光部、行政安

全部、教育部、保健福祉部、女性家族部、農林畜產食品部、海洋水產部、中小創新企

業部、科學技術資訊通信部及海洋水產部等，各議題涉及部門彙整如表 1。

表 1 韓國國家均衡發展政策綱要與主責部門

核心課題 主責機關

均衡發展支援體系

1. 國家均衡發展計畫推動

 企劃財政部

 國土交通部

 產業通商資源部

2. 均衡發展總體指標開發及地方支援
 國家均衡發展委員會

 企劃財政部

3. 生活型 SOC 計畫擴大

 國務調整室

 國土交通部

 文化體育觀光部

4. 地方發展投資合約推動
 國家均衡發展委員會

 國土交通部

5. 國家均衡發展特別會議重整
 國家均衡發展委員會

 企劃財政部

6. 地方改革體系建構

 國家均衡發展委員會

 行政安全部

 產業通商資源部

3 大策略

人

(安定且富饒的生活)

1. 地方人才－就業良性循環體系  教育部

2. 活用地方資產之文化/觀光  文化體育觀光部

3. 維持基本生活品質之保健/福祉體系

 保健福祉部

 女性家族部

 國土交通部

空間

(朝氣蓬勃的空間)

4. 具魅力且復甦的農漁村

 農林畜產食品部

 海洋水產部

 產業通商資源部

5. 都市再生新政及中小型都市再躍進  國土交通部

6. 人口減少地區宜居住宅
 行政安全部

 農林畜產食品部

產業

(創造地方就業的產業)

7. 革新都市 2.0  國土交通部

8. 地方產業革新

 產業通商資源部

 中小創新企業部

 科學技術資訊通信部

9. 地方閒置資產之運用

 企劃財政部

 山林廳

 海洋水產部

資料來源：(韓)國家均衡發展委員會、產業通商資源部(2019)，第四次國家均衡發展 5 年計畫(20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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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析

比較韓國近三任政府的國家均衡發展政策，李明博政府的主軸是根據當地特色，透

過與當地社區的發展與合作，提高當地的競爭力和生活品質，促進該地區的均衡發展；

朴槿惠政府是透過地區之間的發展與合作，提高區域的競爭力和生活品質，以及區域之

間的均衡發展；文在寅政府則是關注於根據當地特點和解決地區之間的不平衡，透過自

力更生的發展方式，實現國家的均衡發展和創造人民生活的平等。

以此觀之，韓國近三任政府的理念大同小異，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的差別在於，

朴槿惠政府的關注範圍較大，是以「區域」為單位，李明博政府則是關注「當地」；但是

整體來說，兩者都強調地方發展，但基本上還是以「區域」為重點。現任文在寅政府則

是聚焦於「地區發展落差」的問題，其在選前就對外表示對於當時政府的國家均衡發展

政策未能彰顯均衡發展的價值，也無助於本地創新體系之發展。因此，在其上任後即開

始推動《國家均衡發展特別法》之修正，該修正案於 2018 年 2 月獲得國會通過。直言

之，《國家均衡發展特別法》自 2004 年特別法公告實施以來，歷屆政府均有所修正，已

經歷 2009 年、2014 年和 2018 年三次修訂，這些修正案反映了每個時代的國家方向、社

會條件和政策需求。

在 2018 年法律修正與政策提出時，韓國政府檢討與調查過去數十年來國家整體發

展情況，發現地方對於國家整體發展的結果呈現「無感」的結論。調查結果發現，國內

經濟力過度集中在首都圈，地區發展差距持續擴大；同時，近年來韓國主力產業的發展

停滯，導致地區經濟條件持續惡化、部分地區革新動力不足等情形，致使地區發展的前

景更加困難。此外，企業和就業都集中在大都市的結果，也導致地方經濟研發的投資活

力不振，大都市之間的發展差距也日益加深。

在此情勢之下，文在寅政府認為，過去韓國的國家均衡發展政策是由中央政府主導，

而此難以直接解決低成長、兩極化、低出生與地方消失等問題。例如根據國土交通部的

研究，韓國國內可能會有 89 個市郡面臨消失的命運，此約占總國土面積的 39%，如以

更小的區域單位計算，則約有 1,503 個地方。而此種情況乃源於過去政府偏重區域和區

域之間的聯合發展政策，導致單一地區的發展情形遭到忽視，發展進程有所耽誤而落差

日益加大。因此，文在寅政府主張在情況變得更糟之前，必須盡速縮小大都市和地方之

間的差距，盡可能達到平衡的狀態。在此種思維之下，「第四次國家均衡發展 5 年計畫」

改以地方主導為原則，強調借重地方政府的經驗與力量解決各項問題，而此種理念亦被

融入到「2019 國家均衡發展計畫」。

觀諸「第四次國家均衡發展 5 年計畫」的核心概念為：分權、包容和革新。所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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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指的是促進以地方主導為原則的分權型均衡發展，此乃因應國民主權時代之到來，

由地方主導、中央支援之決策與執行模式，運作方式為恢復由地方發展投資協約，並改

編均衡發展投資特別會計制度；所謂「包容」，指的是國家均衡發展體系之復原，透過

2018 年 3 月修訂的《國家均衡發展特別法》，重新建立國家發展支援體系，強化均衡國

家發展委員會的地位，並擬定更具效率的國家均衡發展政策；所謂「革新」，指的是以建

立由地方主導的「自立型成長」基礎設施為目標，同時建立新的國家經濟成長能量，培

育地方產業、國家革新集群工業園區，建立國際自由特區，活用閒置資產等。

綜上所述，文在寅政府的國家均衡發展願景及策略基本上與前兩任政府的政策架構

大同小異，惟特別強調「地方賦權」的概念，主張由中央輔助、地方主導的精神，致力

於加大投資培養地方型策略產業及培養地方人才。在政策目標上則與前兩任政府大致相

同，皆是以地區中長期需求為出發，但是文政府的策略主軸則是加大跨域運輸與跨域物

流網方面的投資，以此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

參考書目：

(韓)地區發展委員會(2018)，文在寅政府國家均衡發展願景及策略

(韓)國家均衡發展委員會(2019)，第四次國家均衡發展 5 年計畫(2018~2022)。

(韓)國家均衡發展委員會(2019)，2019 國家均衡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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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G20於 3 月 30 日舉行貿易與投資部長特別會議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的影響，今（2020）年二十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主辦國沙烏地阿拉伯於 3 月 30 日召開貿易與投資部長特別會議

（Extraordinary Meeting）。會議採視訊方式進行，討論主題集中於 COVID-19 對國際社

會與貿易所造成之影響，以及 G20 成員所須採取之行動，並於會議結束後發布部長聲明

（statement）。

據報導，美國貿易代表萊泰澤（Robert Lighthizer）於會議中表示，透過此次危機，

美國了解過度依賴其他國家的便宜醫療產品對經濟造成的脆弱性，因此鼓勵分散供應鏈

以及促進國內製造業成長。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商務部長鍾山則提倡，應減少或移除關

稅以降低貿易障礙，確保全球產業及供應鏈的穩定性；然而，萊泰澤對此意見表示反對，

認為目前重點應聚焦在處理疫情危機，而非決定長期的貿易目標。此外，有鑑於歐盟於

3 月中旬開始要求出口特定醫療用品需事先取得許可，以及俄羅斯於 3 月下旬對穀物進

行出口限制，世界銀行（World Bank）常務董事馮慧蘭（Mari Pangestu）則呼籲各成員

不要對重要醫療產品、食品及其他關鍵產品進行出口限制，且應降低對上述產品的關稅。

此次貿易與投資部長會議聲明主要提及下列重點：（1）各成員已開始監督及評估

COVID-19 對貿易造成的影響；（2）確保重要醫療器具、重要農產品，以及其他重要貨

品與服務的持續跨境供應，包含支持重要醫療產品及藥品的可得性以及價格的可支付性，

避免有心人士從中牟取暴利，以確保民眾健康；（3）關注 COVID-19 對脆弱開發中國家

以及低度開發國家、勞工及企業的影響，各成員將確保相關措施對微中小型企業（Micro,

Small and Medium Size Enterprises, MSMEs）提供支持，並認可強化國際投資的重要性；

（4）在必要時，應採取緊急措施以對抗 COVID-19，前述措施必須具備目標性、合適性、

透明化及即時性，並須符合 WTO 規範，且不會造成不必要貿易障礙或擾亂全球供應鏈；

（5）在對抗疫情的同時，各成員將持續致力於確保貿易與投資環境的自由、平等、不歧

視性、透明化、可預測性及穩定性，並保持市場開放；（6）確保海、陸、空物流網絡的

持續運作，以及促進衛生醫療人員及商業人士的跨境流動。

此次部長會議聲明中並未提及 WTO 改革或降低關稅等議題，且聲明中亦未對

COVID-19 發展至最糟情形時可能採取之相對應措施予以著墨。對此，有相關人士批評，

此次聲明並未提出任何具體提案，例如聲明中雖表示會提供支持措施，但未具體說明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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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措施及內容為何。另外，在美國及歐盟等主要已開發成員的要求下，本次聲明中特別

強調貿易環境的透明化以及遵守對 WTO 的通知義務之重要性，以確保全球供應鏈在疫

情爆發期間的持續運作，同時可加速未來復原速度。

在本次貿易與投資部長特別會議舉行之前，各國領導人已於 3 月 26 日同樣採視訊

方式，進行領袖特別會議。會後公布的領袖會議聲明主要可分為對抗傳染病、保衛全球

經濟、解決對國際貿易的干擾，以及加強全球合作等四項主題；G20 成員亦承諾將在國

際市場注入約 5 兆美元的刺激經濟計畫，對抗 COVID-19 對全球社會、經濟及金融所造

成的影響。

【由王韻潔綜合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0 年 3月 31日；Bloomberg

Law，2020 年 3月 31日；G20，2020年 3 月 26、30日】

▲亞銀預估 2020 年亞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將因疫情衝擊而衰退

至 2.2%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簡稱亞銀）2020 年 4 月 1 日公

布的最新報告《2020 年亞洲發展展望》（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20），因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亞洲開發中國家的區域經濟成長在

2020 年將急遽下降，從 2019 年 9 月亞銀預估的 5.5%下修至 2.2%。假設疫情結束且活

動正常化，則 2021 年經濟成長有望反彈至 6.2%。針對新興工業化經濟體（韓國、新加

坡、台灣，但不包含香港），預估 2020 年經濟成長為 2.4%，低於 2019 年的 5.7%，但預

估 2021 年將反彈至 6.7%。

該報告預估全球疫情所導致的經濟損失將介於 2 兆美元至 4.1 兆美元之間，相當於

全球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 2.3%至 4.8%。亞銀首席經濟學家

澤田康幸（Yasuyuki Sawada）表示，隨著全球疫情演變，全球與區域經濟仍充斥著高度

的不確定性，經濟成長可能比目前預測更低，且復甦更緩慢。為對抗疫情並緩解對經濟

的衝擊，各國協力合作有其必要。

主要工業國家如美國、歐元區、日本等的成長停滯與經濟萎縮，使整體亞洲正面臨

一個急遽惡化的外部環境。全球市場需求疲弱將放緩所有亞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

尤其是經濟開放程度較高的東亞與東南亞，或高度仰賴觀光業的太平洋國家，預估 2020

年太平洋國家經濟活動將因此縮減 0.3%。

在疫情爆發地--中國，各行各業與投資正面臨劇烈萎縮，預估 2020 年第 1 季中國經

濟成長將被拖累至 2.3%，但 2021 年可望反彈回 7.3%，而後回歸正常水平。在印度，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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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和金融產業改革所帶來的效益將被因應疫情所採取的防賭措施與全球經濟環境疲軟

而抵銷，預估 2020 年印度經濟成長將放緩至 4.0%，但 2021 年將回升至 6.2%。

亞銀承諾將積極消除極端貧窮，同時致力於實現繁榮、包容、有適應力和可持續的

亞太地區。為減緩疫情衝擊，亞銀於 3 月 17 日將融資額度增加至 140 億美元，協助區

域國家與企業預防、發現和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該融資方案將強化區域國家

的公共衛生因應系統，包括遏止、診斷與治療疾病。

該報告的預測數據係延續亞銀 3 月 6 日公布的研究報告，並進一步推論而來，其中

考慮了當前全球疫情發展、防堵政策的廣泛使用、全球旅行禁令、疫情發展如何影響中

國經濟活動等因素。但須注意的是，該預測並未考慮如供應鏈干擾、匯款中斷、急迫的

健康照護成本與潛在的金融干擾，以及對教育和經濟的長期影響。

【由李明勳報導，取材自 Asian Development Bank，2020年 4月 3日】

▲全球糧食供應無虞，然封關抗疫政策引發價格波動

因應新冠肺炎衝擊，民眾對生活物資的需求急遽增加，許多國家都出現恐慌性購買

和囤積物資的情況，進一步加深大眾對食物供給的擔憂，各國政府也陸續採取相應措施。

例如，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大的稻米生產國及消費國之一（另一國為印度），稻米一直

以來都是政府糧食政策中的重點項目，此次為因應疫情可能對全球經濟造成的衝擊，即

使中國大陸的稻米進出口並未因民眾的搶購而有明顯的變化，但該國政府仍提高了部分

糧食作物的價格，並承諾將擴大收購，以提高國家糧食儲備。

而全球第三大稻米出口國越南，因適逢湄公河三角洲的旱季，為確保國內供應無虞，

其總理已宣布暫停出口稻米，並要求相關部門擬定新的出口計畫，以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緬甸政府也表示將暫停輸出稻米以防止國內供貨短缺。除此之外，俄羅斯、哈薩克和烏

克蘭政府都已宣布限制小麥出口的計畫。另一方面，大宗進口稻米的國家也採取較保守

的策略，例如菲律賓已展開新的稻米進口措施，擬自其他東南亞國家、印度、巴基斯坦

等國進口約 30 萬噸稻米，以供應內需市場。

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駐曼

谷經濟學家達維（David Dawe）認為，上述國家只是出於謹慎，以確保國內有足夠的糧

食供給，但實際上並無糧食供應不足的疑慮。美國農業部就指出，目前全球的糧食供給

量充足，不必過度擔憂，以全球最大的稻米出口國印度為例，不僅國內的稻米供應量充

足，小麥的收成也創下歷史新高。此外，2019-2020 年度，全球稻米產量高達 5 億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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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存量則超過 1.8 億噸，為有史以來最高。

就價值來看，泰國為僅次於印度的第二大稻米出口國，該國政府表示目前的產量足

以應付內需及外銷，不過由於各國增加稻米進口、以及適逢旱季，泰國的白米價格於今

（2020）年 3 月來到六年來的新高點。對此，達維指出，短期內稻米價格只會在一定範

圍內持續上升，並不會出現有如 2008 年全球糧食短缺時米價高漲的狀況。針對稻米的

國際供需及價格變化，國際穀物理事會（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 IGC）指出，稻米

價格於 3 月上漲了 13%，來到每噸 490 美元，為六年來新高，然價格上漲反應的是市場

波動，而非供應不足。對此，農業經濟學家齊貝爾（Phin Ziebell）認為，目前全球糧食

作物的供給相當充足，但如果各國持續實施出口禁令，則價格很有可能持續波動，或引

發民眾囤積食物的行為。聯合國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UN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 CFS）也提出警告，認為各國對邊界及供應鏈的持續阻斷將對全球糧食系統造

成嚴重衝擊。

【由廖倍妤綜合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20 年 4月 1

日】

▲跨國企業、政府監管與社會不平等助長塑膠垃圾帶來的社會與環境

問題

根據長期從事國際救援工作的英國非政府組織「Tearfund」所公佈的報告顯示，世

界上生產最多一次性塑膠產品的四個公司為:可口可樂、百事可樂、聯合利華與雀巢。此

四間企業長期在開發中國家焚燒一次性塑膠產品，揭示三大問題：(1)塑膠垃圾未獲得適

當的管理；(2)這些塑膠垃圾造成環境汙染；(3)焚燒一次性塑膠產品造成嚴重的空氣汙染，

進而損害當地居民健康。

由於一次性塑膠產品的回收利用情形並不理想，也往往無法獲得妥善的處理，因此

焚燒便是企業最常使用的處理手段，此舉造成嚴重的空氣汙染，也加劇長期的氣候變化。

上述四間企業長期在中國大陸、印度、巴西、墨西哥、奈及利亞與菲律賓如此處理一次

性塑膠產品，每天經由焚燒產生的空氣汙染足以覆蓋 83 座足球場；以可口可樂公司為

例，就產生相當於 250 萬噸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然而，上述四間公司在有關於企業對全

球氣候的責任承擔方面，均未提及對塑膠產品的處理，也未說明焚燒塑膠垃圾所造成的

空氣污染排放問題。Tearfund 組織強調，此四間企業對於這些問題向來知情，卻抱持著

漠視的態度。

對於處理塑膠垃圾的問題，反映出全球的經濟不平等與各國政府體制的管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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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rfund 組織說明，低收入與中等收入國家境內的貧困區域長期被大量塑膠垃圾所環繞，

貧困區域的居民既面對著環境生態的破壞，又得承擔較高的健康風險。據統計，低收入

與中等收入國家每年共有 40 至 100 萬人死於與塑膠垃圾汙染相關的疾病。

除了焚燒之外，海洋亦成為塑膠垃圾的另一個重要去處，不僅是海洋中漂浮著塑膠

垃圾，更在洋流的作用之下大量地集中在沿海地區（沿岸 8 公里以內的區域），估計沿

海地區的塑膠垃圾佔海洋塑膠垃圾總量的 90%之多。這些垃圾混雜人類社會所製造的垃

圾以及來自海洋的各種沉積物，棲息在海洋或沿岸的動物經常誤食塑膠垃圾，進而造成

食物中毒或是特定器官傷殘的問題。

整體而言，塑膠垃圾對人類社會、生態環境均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由跨國企業生產

的一次性塑膠產品在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內被廣泛地使用、銷售，但往往透過國際貿易

被銷往開發中國家。這些塑膠垃圾在開發中國家內往往未能獲得適當處置，在當地政府

與跨國企業的放任下，造成生態破壞與社會治理問題。Tearfund 組織呼籲上述公司採取

行動，公開在每個國家使用與銷售一次性塑膠產品的數量，承諾在 2025 年以前將現有

一次性塑膠產品的使用數量減少 50%以上，更應主動使用可再回收使用的容器；回收已

銷往開發中國家的一次性塑膠產品，並主動與廢棄物回收業者相合作，帶動創造安全的

工作機會。

【由黃英傑綜合報導，取材自 Airqualitynews，2020年 4月 2日；sciencealert，2020年

3月 13日；Guardian，2020 年 3月 31日；Tearfund】

各國消息剪影

▲武漢肺炎疫情擾亂全球貿易，美國 2 月貿易逆差降至三年多低點

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簡稱武漢肺炎）衝擊全球貿易，美國商務部近日公佈數

據顯示，美國進口降幅大於出口降幅，今（2020）年 2 月對外貿易逆差降至 399 億美元，

為近三年多來低點。美國整體貿易逆差的縮小，很大程度係因對中國大陸貿易逆差大幅

下降所致。

依據美國商務部資料，美國 1 月貨品和服務貿易逆差為 455 億美元，2 月逆差降至

399 億美元，較 1 月減少 12.2%，為 2016 年 9 月迄今最低。美國 2 月進口總額 2,475 億

美元，減少 2.5%，為近四年來最大降幅，而出口總額為 2,075 億美元，下降 0.4%。由於

大多數亞洲國家為了對抗武漢肺炎處於封鎖狀態，美國 2 月對中國大陸的進出口分別創

下 2009 年 5 月和 2010 年 6 月以來最低，同時對中國大陸貨品貿易逆差亦縮小至 160 億

美元，為 2009 年 3 月以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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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最新貿易數據反映出，在 3 月全球供應鏈面臨史無前例中斷危機前，美國對外

貿易已開始減少。然國際貿易在 3 月受到的衝擊更為顯著，近日摩根大通發布 3 月全球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JPMorgan Global PMI）顯示，全球 PMI 連續 2 個月低於 50，

呈現萎縮，其中新出口訂單（New Export Orders），連續 19 個月萎縮，創近 11 年來新

低，意味全球貨品貿易持續呈現不景氣。

不少專家認為，美國2月的貿易數據恐怕只是未來幾個月貿易流量大幅衰退之開端。

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經濟學家即指出，隨著武漢肺炎的蔓延，美國各州自 3 月

以來採取嚴格管制措施，美國經濟出現停滯跡象。倘疫情持續擴大，恐迫使更多企業裁

員，美國對外貿易需求亦可能進一步減少。

另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已於 2020 年 2 月 14 日生效，但以現

階段的疫情狀況來看，美國期透過該協議實現大幅增加對中國大陸出口似乎越來越困難。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目前對美中協定之落實仍持樂觀態度，在 4 月 6 日白宮

每日疫情簡報會上回應記者提問時，強調中方必須遵守協定，其認為中國大陸主席習近

平將會兌現交易承諾；川普並透露習近平近日在通話中向其表示，交易才剛開始。

【由許裕佳綜合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 Law，2020年 04月 02日；美國之音、日經新

聞，2020年 04月 03日】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15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87期（2020.04.10）

本刊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 中心編纂發行，

內容為研究單位之觀點，不應引申為委託機關之意見及立場。

經貿大辭典

微量豁免規則 De Minimis Import Exemption

指開發中會員產品之進口占有率低於採行防衛調查措施的進口會員市場 3%時，則

不得對該開發中會員採行防衛措施，不過倘若有數個開發中國家會員進口占有率低於

3%，則以合計不超過總進口 9%為限。符合上述條件，自開發中會員進口之產品即得豁

免他國之防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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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微跨境時代：六個步驟把你的貨賣遍歐美

網址：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57286

摘要：
全球電子商務的興起，海內外「無雇主」暨「無店面」的微型企業主如雨後

春筍般崛起，他們透過網站行銷獨創商品，除獲利提升外，更在電商紅海中

建立自有品牌和市場忠誠度。同時，近年來鄰近國家出口製造業的削價競爭，

使得國內的中小企業面臨聚落崩離、事業重創或縮編外移的困境，為逆境求

生，他們積極參與國內電視購物暨網路購物通路，因此，成就國內 B2C 虛擬

通路的繁景盛況。

期刊介紹

篇名： Who Settles Disputes? Treaty Design and Trade Attitudes Toward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出處：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ume 73, Issue 4, Fall 2019 , pp. 881-900

作者： Hyeonho Hahm, Thomas König, Moritz Osnabrügge and Elena Frech

摘要： What type of trade agreement is the public willing to accept? Instead of focusing

on individual concerns about market access and trade barriers, we argue that

specific treaty design and, in particula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shaping public support for trade agreements. To

examine this theoretical expectation, we conduct a conjoint experiment that varies

diverse treaty-design elements and estimate preferences over multiple dimensions

of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based o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in Germany. We find that compared to other alternatives,

private arbitration, known as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generates

strong opposition to the trade agreement. A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is

effect of dispute settlement characteristic is strikingly large and consistent across

individuals’ key attributes, including skill levels, information, and national

sentiment, among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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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65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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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WTO及 RTA 國

際研討會：美中經貿變局

對主要經貿夥伴之衝擊與

因應

赤羽淳、崔炳鎰

 美中經貿變局對日本之衝擊與因應

 日本的GDP成⻑率

 日本的貿易結構

 保護主義所帶來之衝擊

 汽車和電子業個案分析

 結論

 美中經貿變局對韓國之衝擊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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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4/16 2020 年清真產品包裝設計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alasemi2

020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4/16 海外醫療器材市場 商機與趨勢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

1090416-2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4/17 台灣精品 2020 國際行銷大師論壇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FC0010-

102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5/7，13，

26
2020 台灣經貿網跨境電商研討會 X新南向市場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TASEANS

eminar

國際貿易局 5/19 5/19 「擁抱電商 創造金流」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109051

9

外貿協會 5/27 5/27 疫情蔓延下的國際政經動向說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052

7

仲裁協會 6/10
6/10-

10/16

Call for Papers

2020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http://www.ntu.law.acwh.tw/news_c.php?si

d=0&pid=26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alasemi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alasemi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1090416-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1090416-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FC0010-10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FC0010-10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TASEANSemina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TASEANSemina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109051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109051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052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0527
http://www.ntu.law.acwh.tw/news_c.php?sid=0&pid=267
http://www.ntu.law.acwh.tw/news_c.php?sid=0&pid=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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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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經協會 4/20 5/9-19 2020 年瓜地馬拉、海地商機考察團 https://tinyurl.com/rglhqjw

國經協會 4/30 5/16-29
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及宏都拉斯經濟合作及商機

考察團
https://tinyurl.com/rlp85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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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5/31-6/6 2020 新南向 LED智慧照明及能源管理商機開發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gtpo2020led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6/17-19 2020 年德國太陽光電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

ntersolar2020

外貿協會 4/30 7/1-3 2020 年越南臺灣形象展【台灣珍珠奶茶形象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VNTWBT2020

外貿協會 5/30 7/5-15 2020 年環孟加拉灣貿易訪問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BAYO

BEN

外貿協會 4/30 7/15-21
2020 年臺灣連鎖加盟東南亞商機拓銷團 -⾺來⻄

亞、印尼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0FranchiseMI

https://tinyurl.com/rglhqjw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tinyurl.com/rlp85zm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52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5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gtpo2020led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gtpo2020led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sola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sola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VNTWB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VNTWB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BAYOBE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BAYOBE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FranchiseMI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FranchiseMI


20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87期（2020.04.10）

本刊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編纂發行，

內容為研究單位之觀點，不應引申為委託機關之意見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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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協會 5/5 8/20-23 2020年尼加拉瓜中華⺠國商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Nicaragua

2020

外貿協會 5/5 8/25-27 020年宏都拉斯中華⺠國商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Honduras2020

外貿協會 5/31 8/26-30 2020 年汶萊亞洲博覽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BruneiASIA2020

外貿協會 5/27 9/1-3 2020 年全美五金展參展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0NHS

外貿協會 4/15 9/1-4 2020年⾺來⻄亞清真產品展（MIHAS 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MIHAS2020

外貿協會 5/11 9/2-4 2020 年新加坡綠色環保暨精品建材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BEXAsia2020

外貿協會 4/15 9/4-15 柏林消費電子展新創區 IFA-NEXT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FANEXT2020

外貿協會 5/10 9/10-13 2020 年烏蘭巴托(蒙古)國際秋季友誼商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Ulaanbaat

a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Nicaragu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Nicaragu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Hondura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Hondura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runei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runei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NH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NH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HA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HA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EX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EX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FANEX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FANEX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Ulaanbaata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Ulaanbaata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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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編纂發行，

內容為研究單位之觀點，不應引申為委託機關之意見及立場。

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外貿協會 6/30 9/16-19 2020 年越南胡志明市醫療醫藥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PHARMEDI2020

外貿協會 5/29 9/24-27 2020 年日本東京電玩展 Tokyo Game Show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GS2020

台北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10/1-4 2020年⾺來⻄亞國際美容展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848

外貿協會 5/31 10/9-11 2020 年帛琉臺灣貿易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Palau2020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0/28-30 2020 年日本通信放送週參展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CommunicationsBroadcastingWeek2020

外貿協會 6/30 11/8-14 2020 年精密零組件赴日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JP2020

外貿協會 4/23 11/16-19 2020 年德國杜塞道夫醫療器材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MEDICA2020

台北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11/19-21 2020 年緬甸國際建材及裝潢材料展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852

外貿協會 4/24
2021/3/9

-13
2021 年德國科隆國際牙材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DS20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PHARMEDI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PHARMEDI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GS2020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848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848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Palau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Palau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CommunicationsBroadcastingWeek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CommunicationsBroadcastingWeek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P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P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EDIC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EDICA2020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852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85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DS20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D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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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為研究單位之觀點，不應引申為委託機關之意見及立場。

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0 年 4 月 10 日～5 月 10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4/8-19 三～日 APEC: Second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2) and Related Meetings

4/12-16 日～四 APEC: APEC Tourism Ministers Meeting (TMM) and Related Meetings

4/22 三
IMF: Call for Papers: 1st Joint Bank of England - Banque de France - IMF - OECD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and Financial Policies

4/27-28 ⼀～⼆ IMF: Call for Papers: Spillovers in a "low-for-long"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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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mf.org/en/News/Seminars/Conferences/2019/12/10/workshop-on-international-capital-flows-and-financial-policies
https://www.imf.org/en/News/Seminars/Conferences/2019/12/10/workshop-on-international-capital-flows-and-financial-policies
https://www.imf.org/en/News/Seminars/Conferences/2020/04/SpilloversInLowFor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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