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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2021 在冷咻咻的寒風中開始了，歐洲經貿場上趕年底搶年頭的互動可是很熱烈喲，⼀起來

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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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能源轉型國際發展趨勢與機會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國際經濟）研究所 王京明 研究員

新冠病毒肆虐使得世界各國經濟呈現巨幅滑落，經濟狀況也難望回到疫情前的水

平。能源市場也呈現崩跌走勢，然而能源轉型的趨勢並未產生變化，低碳化、市場化、

分散化、數位化與智慧化仍是能源產業發展的主流趨勢。能源產業應思考利用此次機會

如何加快轉型步調渡過危機並實現可持續成長。

前言

自年初以來，新冠病毒 COVID-19 肆虐，隨著各國實施封鎖、隔離和限制措施以遏

制病毒的擴散，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技術、能源與環境的發展都面臨著巨大

的衝擊，開始產生了結構上量變與質變的現象。能源供給、需求、價格以及伴隨之汙染

和溫室氣體排放均在顯著地下降。自二戰以來，此次溫室氣體 CO2 排放量的下降可能

是自工業革命以來最大的也是最成功的一次，但雖如此，卻仍不會對氣候變遷全球暖化

的動能趨勢產生任何實質上的影響。科學家估計，到 2020 年底全世界碳排放量將可望

下降 5%。但是，如果不進行任何能源結構性轉型改變，由新冠疫情引起的碳排放下降

可能是短暫而有限的，並且對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水準影響很小。

臺灣當前正面臨能源轉型嚴峻之挑戰，現有電力系統與經營模式的適應能力亟需全

面升級。隨著國際間能源清潔低碳轉型的持續推進和人工智慧、區塊鏈、智慧電網、電

動車、大數據、數位科技與物聯網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電力系統的結構和技術特徵正

在發生深刻改變。如何通過系統化體制和機制創新，提升電力系統與電力市場的靈活性

和包容性、促進清潔能源的大量消費和高效利用、確保電力系統的安全和可持續供應，

已成為世界各國電力產業轉型發展所關注的焦點。臺灣亦需未雨綢繆前瞻佈局未來電業

之轉型，以作為擬定短、中、長期能源發展之方向指引和參考依據。

能源轉型與發展趨勢

綜觀國內外電力市場發展、標竿電業之電力技術應用、以及未來前瞻電力技術發展

等趨勢，國際間電力事業的能源轉型持續發展已呈現出明顯的趨勢和發展特徵諸如：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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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市場化、分散化、數位化與智慧化等（Wu, Kou, and Fu, 20201 ；Zhang, 20202）。

我國電業發展短期著重在綠能優先與非核之能源轉型，長期則將朝向發、售電競爭之「自

由市場經濟」模式，而關鍵則是都需要搭配智慧電網的「共享電網使用之經濟平台」模

式。這樣的產業結構發展轉變，在所有權、經營權、使用權和選擇權都充分自由開放下，

廣義的電業轉型實則涵蓋了技術面與制度面之整體協調搭配，包括政策、法規、市場、

系統和營運等各面向之調適性轉型變革。並經由解構傳統電力資源系統組合，再重塑新

的電力資源系統組合，據以建構一個互補且多樣化的能源互聯網絡體系，進而在產消一

體（prosumer）與購電選擇權雙重自由化下，創造高效、流動、彈性、強韌與即插即用

之實時調適性之電力資源系統組合。

談到能源轉型，馬上就會讓人想到低碳再生能源的推展。其實擴大再生能源也只是

轉型的一個單一面向，如何搭配組織、制度與技術調適性的連結，建立整合性能資源網

絡，形成高效又具智慧化的靈活運行體系，藉由支持可競爭的市場來與系統整合，透過

能源技術研發與創新活動以應對能源市場與氣候變遷政策的規範，才是國際間能源轉型

的豐富內涵。

近年來多數能源轉型的重要技術成本皆已大幅降低，未來的新電力系統將以風力和

太陽光電兩種技術為新增投資主力且會取代化石能源。為因應如此大量的間歇性再生能

源進入系統，彈性與靈活性將是新系統的必要特徵條件，傳統大型火力基載機組的優勢

與必要性勢必將逐漸消失而退位，取而代之的將是清潔低碳的風力與太陽光電和儲能之

搭配。電力系統的彈性與靈活性之技術相當多元化多樣化，可來自於化石能源尖峰機組

之靈活彈性、短期電力現貨與平衡市場設計之市場即時反應彈性、負載管理與需量反應

之即時需求彈性、抽蓄/電池/燃料電池等之充放儲能彈性、智慧電網之人工智慧網路靈

活彈性以及整合熱、運輸、氣、水、交通等部門之組合彈性等，這些都是新電力系統成

功運行所不可或缺的必要元素。

新電力系統的特色除了彈性與靈活性外，另一項新的特色是分散化，能讓更多元的

市場參與資源加入。電力部門將由傳統集中大型的發電搭配發、輸、配、售單一方向電

力流動的電網，轉變為去中心化的分散式能源系統搭配雙向流動的電力平衡，並以消費

者為中心。由傳統的觀點來看，分散式的小規模發電並不是最有規模經濟效率的選項，

但未來能源轉型後可能有不同結論。尤其不可忽略分散式發電對電力系統遭受衝擊的恢

復力、社會接受度與基礎建設的影響，分散化已是能源產業一個新的潮流特色，在此架

1 Wu, J., Kou, N. and Fu, M. (2020). Opportunities in the Energy Transition. Slides presented in

Taipower Technology Foresight Forum 2030, 6 August, Taipei, 2020. BloombergNEF.
2 Zhang, M. (2020). DNV GL’s Energy Transition Outlook 2019 and Technology Outlook 2030. Slides

presented in Taipower Technology Foresight Forum 2030, 6 August, Taipei, 2020. DNV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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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下，電力網的傳輸瓶頸也可以得到紓解，偏好區域性電力商品的產消一體者也將成為

能源供給的主要積極引導角色。

為確保電力轉型下電力可靠、成本有效、環境友善的電力持續供給，未來電力市場

設計和電力交易商品的類別以及市場參與者的發展與准入必須有一致性、可競爭性與公

平性，才能使日益增多的再生能源以最佳無補貼（subsidy free）的方式整合進入能源系

統中，並能提供正確的財務與價格誘因給電力系統所亟需的靈活彈性之服務提供者，建

立市場中公平、公正、公開的電能交易與電能平衡規則。同時也必須確保足夠之緊急備

轉容量與長期備用容量，才能使電力持續供應安全而穩定。因此電力自由化市場設計與

能源轉型，其間的連結是非常緊密且彼此相互依賴，不可或缺的。

新冠疫情對能源轉型的衝擊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使得世界各國經濟呈現巨幅滑落趨勢，然而如今，受到經濟衰退、

病毒感染與死亡人數持續攀高與社會群聚功能解體的衝擊之悲觀心理影響，各國無限制

的貨幣寬鬆與無償發放救濟金還能帶來股市暫時的榮景與至少維繫著人民生活上的基

本小確幸，卻恐難以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能源市場在疫情衝擊下也呈現崩跌走勢，能

源價格與供需都大幅下跌，然而，疫情並未對能源轉型的趨勢產生變化，低碳化、市場

化、分散化、數位化與智慧化仍是能源產業發展的能源轉型主流趨勢（Wu, Kou, and Fu,

2020）。

在環境面向就讓人樂觀振奮許多，新冠疫情影響最大的多數國家和城市正在逐漸展

現出清朗透徹的天空，臺北的中秋夜晚月色也特別明亮。由於採取了嚴格的應對隔離措

施，疫情最嚴重的紐約，其汙染排放減少了近 50%。在中國，由於工廠關閉，人們被迫

留在室內居家隔離，排放量在今年年初下降了近 25%；由於其六個最大的燃煤電廠以最

低負載水準運行，煤炭的使用量下降了近 40%。東亞、東南亞與南亞各國亦復如是，其

中以印度的燃煤發電削減最為顯著，燃煤電廠的使用率從原本的 77.5%下降到如今的

56.1%，而其發電量占比也從 76%下降到 69%。在歐洲，太空衛星圖像也顯示了類似的

情況，義大利，西班牙、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和汙染也都在顯著減少之

中。

以史為鑑，這不是流行病首次導致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水準降低。甚至在工業革命

時代之前，瘟疫病情的傳播就與排放量降低有顯著相關。因此排放量的突然下降大多都

被認為是短期的影響，長期來看，有可能隨著疫情消失和經濟的復甦而產生報復性的強

力反彈。為了實現碳中和之低碳電力轉型，世界各國更需要藉著此次疫情的衝擊，在投

資組合中採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提高能效標準，並擺脫以燃煤和油氣等化石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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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的發電資源組合。同樣，當前的超低油價、煤價和天然氣價格加上疫情導致的經

濟衰退，可能會在一定的時間範圍內對實現碳中和目標產生反作用。然而全球仍需要在

氣候變遷抗暖化方面有更大的野心，將大量的精力和投資重新分配到能源效率和可再生

能源上，以及制訂嚴格的減量計畫，能在 2030-2040 年時逐步淘汰全球燃煤電廠與燃油

車輛，如此對抗全球氣候變遷才能有些許的戰勝機率。

新冠疫情後的能源轉型發展機會

新冠疫情的衝擊是一場危機也是轉機，許多產業面臨倒閉，而也有不少產業因此而

獲利，能源相關產業也不例外。如何思考讓本身能渡過危機而能展現二次成長（the second

growth curve）是決策者現階段嚴肅且關鍵的問題，因此必需首先面對危機認清風險所在，

進行各項風險評估後，擬出企業的轉型策略規劃並滾動檢討執行，才能處理好新冠疫情

帶來的衝擊與風險。

彭博社之 Wu, Kou, and Fu（2020）針對新冠疫情對未來 3-5 年能源轉型的衝擊進行

了三種新冠疫情情境預測：分別是一波衝擊到 2020 年底結束、多重波衝擊至 2021 年中

結束以及多重波反覆持續衝擊至 2021 年底才結束。研究結果顯示：不管是在那種情境

下，都得出能源低碳轉型趨勢將不會改變，縱使能源需求可能大幅跌落，低碳清潔能源

如風電與光電的投資仍將持續增長，而化石能源尤其是燃煤與石油的需求將會大幅地減

少。此外，針對疫情後能源轉型相關的產業發展機會，也提出了圖 1 架構的分析結果。

如圖所示，橫軸代表了轉型發展機會的速度時間之快慢，縱軸代表發展機會的規模尺度

大小，四個象限則分別代表著各種組合下的相關發展機會。以第一象限代表短期又重大

的發展機會來看，疫情下能源轉型相關的投資機會有：綠能的競拍與推廣、分散式能源、

循環經濟、綠色金融、天然氣發電基礎建設、電動車充電樁基礎建設、電動車購置補貼、

電動車傳輸服務和能源效率提升。同理第二與第三象限也有不錯的參考投資發展機會可

供能源相關產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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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M.（2020）在台電前瞻電力技術菁英論壇中也提出了未來至 2030 年的能

源轉型發展最重要的十大前瞻關鍵技術如圖 2。如圖所示，以技術的屬性可區分為三

類：核心脫碳技術、數位化技術和新興技術。核心脫碳技術以風、光發電、儲能和電

動車為首要，而數位化技術則在推進和實施與能源轉型有關方面至關重要，包括有自

動化、積層製造（又稱 3D 列印）、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物聯網和區塊鏈，而新興技

術則有電池存儲化學、綠氫和超高效熱泵也扮演著加速能源轉型之角色。以風電和光

電為例，未來風電的發展將朝向更深更遠的海洋浮動式風能系統，不僅成本可大幅地

降低，先進的監控功能也可確保安全發電。預計到 2030 年，全球風電的占比將由現今

的 5%左右增長到 13%，而其中又以離岸風電占絕大部分。在光電方面，太陽能 PV 發

電現今提供了全球約 2%的電力，預計到 2030 年將增長到 15%。太陽能 PV 搭配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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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將確保光電成為可調度的能源而徹底緩解了其先天具有的間歇性缺陷，並可保證

在需要的時間和地點交付所需的電量；安裝量的增加和模組件性能的提高將使成本更

進一步持續下降，而其中堆疊型或鈣鈦礦電池等新技術有可能會帶來價格和效率的重

大驚奇突破。

資料來源：Zhang, M. (2020), DNV GL’s Energy Transition Outlook 2019 and Technology Outlook 2030.
Slides presented in Taipower Technology Foresight Forum 2030, 6 August, Taipei, 2020. DNV GL.；作者繪
製。

圖 2 新冠疫情後能源轉型相關的技術與產業發展機會

結語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使得世界各國經濟呈現巨幅滑落趨勢，原先認為疫情會在 2020

年底前獲得緩解，經濟可望呈現 V 型反轉，如今已被較為悲觀的疲弱緩慢且遲滯性 L 型

的成長看法取代，經濟也難望再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能源市場在疫情的衝擊下，也呈現

了崩跌走勢，然而仔細研究分析後，發現此次疫情的衝擊並未對能源轉型的動態趨勢與

潛勢產生變化，以低碳化、市場化、分散化、數位化與智慧化等轉型趨勢的核心內容仍

是能源產業發展的主流趨勢不受影響，全球反而因持續不斷地增加清潔能源進入能源系

統以及能源需求的顯著降低，使得疫情反而帶來環境面汙染排放減少的巨大效益。然而，

新冠疫情的衝擊是一場危機也是轉機，在能源市場崩跌下，能源相關產業面臨能源轉型

必需思考利用此次機會如何讓本身能加快轉型步調渡過危機並能展現企業的可持續成

長，唯有認清企業本身此次所面臨的風險與機會，擬出企業未來的轉型策略規劃，並果

斷執行，才能安然渡過此次新冠疫情帶來的衝擊與風險，步入二次性成長的道路。

光電
雙面模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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鋰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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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各國消息剪影

▲中國大陸與歐盟完成全面投資保障協定之談判

中國大陸與歐盟雙方於去（2020）年 12 月 30 日經由線上視訊會議宣布完成「全面

投資保障協定」（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CAI）之談判；雙方自 2014 年

1 月開啟談判，過程歷時 7 年，終解決分歧達成協議。目前雙方均未釋出官方完整版本

條文規定，惟根據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釋出之文件，可知 CAI 內容主要

包含市場進入、投資自由化、公平競爭市場、透明化、金融服務、永續發展與爭端解決

機制等條款。

首先，在市場開放部分，雙方採用正面表列，雙方承諾不對列於承諾表中的業別訂

定數量限制（quantitative restrictions），亦即歐盟與中國大陸不可對承諾業別限制核發執

照或設立分行之數量、維持獨占權或採取經濟需求測試等要求；至於其他未載明的業別

則仍可維持相關限制。歐盟承諾維持對中國大陸投資人開放市場，並另外就能源批發與

零售、再生能源市場作出市場開放之承諾。而中國大陸則在金融、環境、電腦、營建、

國際航運與航空輔助（auxiliary）服務等領域，作出較 WTO 服務貿易總協定更進一步之

承諾（GATS plus），並且承諾開放私營醫療（private healthcare）、新能源汽車、雲端服務

以及製造業等市場，其中開放製造業市場對歐盟具一定程度重要性，歐盟投資人對中國

大陸之投資，其中製造業即占 50%。

其次，在確保公平競爭環境（level playing field）部分，則就中國大陸部分被歐美等

國認為造成貿易扭曲之事項予以規範，包含產業補貼、政府控制企業、強制技術移轉等

議題。原則上，CAI 規定產業補貼應符合透明化要求，公開補貼相關資訊；至於政府控

制企業除針對何為政府控制企業予以明定外，並要求政府控制企業應遵循市場法則；另

外，CAI 亦明確規定禁止任何強制技術移轉之行為。

第三，在永續發展部分，雙方承諾不應降低環境與勞工保護水準以吸引投資，並鼓

勵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此外，雙方政府應履行國際義務，確實執行已批准之國際協

定，包含巴黎協議與國際勞工組織相關之協定等，並承諾將持續努力採取行動批准國際

勞工組織中關於強迫勞動之協定。為確保雙方執行 CAI 中關於永續發展之規定，CAI 設

有政府諮商管道，並允許歐盟或中國大陸將爭議訴諸專家小組，以解決雙方分歧。

最後，爭端解決機制部分，CAI 設有國與國間之爭端解決機制（State to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惟並未訂有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對此，雙方承諾於 CAI 簽署後兩年內，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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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投資保障與投資爭端解決機制之規定進行談判，以訂定現代化之投資保障規範，並將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正展開討論之多邊投資法院（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機制納入談判

考量範疇。

針對本次與中國大陸締結投資保障協定，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未來 CAI 生效後，將有助於重新平衡歐盟與中國大陸間之經濟關係。中

國大陸承諾市場開放將提供歐盟投資人更多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之機會，歐洲企業得以進

一步成長並創造就業機會，亦為歐盟投資人帶來確定性與穩定性並享有公平競爭的市場。

目前雙方正就協定文字進行最終調整，於協定完成批淮程序後即可生效。惟歐盟是

否能順利通過表決目前仍存有不確定性，部分歐洲議會議員已表明考量中國大陸內部存

有違反人權之情形，因此傾向對 CAI 持反對意見。惟如順利通過表決，CAI 預計最快將

於 2022 年上半年生效，並取代中國大陸與歐盟 27 個成員國中的 26 個國家（除愛爾蘭）

間簽訂之雙邊投資保障協定。

【由孫子絜綜合報導，取材自Bloomberg Law，2020年 12月 31日；European Commission，

2020年 12 月 30日】

▲後脫歐時代英國業者出口歐盟困難度將提升

英國及歐盟於 2020 年 12 月 24 日達成脫歐協議，雙方對於彼此貿易投資、農漁業，

以及人員、貨物、服務和資本的跨境流動的新規範已於今（2021）年元旦生效，預期該

協議對英國各行各業的影響將隨之浮現。

在零售業方面，由於英國進口的食品有八成來自歐盟國家，而許多生活必需品及食

品可能被額外課徵進口關稅，因此在脫歐過渡期間，食品零售業曾經是脫歐談判過程中，

被認為是可能受到較大衝擊的產業，消費者也曾擔憂價格將因此上漲，不過這些不確定

性都在脫歐協議達成後趨緩許多。英國零售商 Tesco 的總裁艾倫（John Allan）表示，原

本擔心進口關稅會影響食品價格，不過隨著脫歐協議底定，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已相對放

緩，但他也提出警告，認為英國政府必須積極地針對脫歐可能帶來的經濟影響進行長遠

規劃，否則情況可能比留在歐盟時還要更糟。

事實上，法國於去年 12 月底對英國祭出禁運措施時，已經對英法雙方的物流及蔬

果供應鏈造成影響，例如英國港口曾出現卡車的嚴重回堵，以及貨品短缺曾迫使國內部

分商家對民生物資和食品採取限購制度，可說是脫歐生效的前哨戰。有鑑於此，英國政

府目前對酒類、菸草等管制品的進口暫停邊境檢查，直到今年 4 月才會逐步回復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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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脫歐大限以及聖誕假期的壓力下，英國已囤積了許多進口物

資，暫停邊境檢查可稍舒緩脫歐協議生效後可能帶來的貨物流通壓力。

然而，更多的貿易新制，在可預見的未來對英歐雙方可能帶來進一步衝擊，其中，

英歐的進出口通道規範即為可能的焦點議題之一。目前每天估計有 3,500 台貨車在英法

海底隧道（Channel Tunnel）穿梭，而根據新的貿易措施，雙方必須對流通的車輛進行耗

時的邊境檢查，但這個制度對時效性貨品非常不利。除了邊境檢查外，部分商品更面臨

禁運危機，例如英國的部分動物產品自 2021 年元旦起禁止出口至歐盟，包含：冷凍絞

肉、冷藏調製肉品（例如生肉腸）、禽類和鳥類肉品、生乳、未分級蛋、含有未殺菌乳製

品的複合製品等多種品項。對此，英國肉品加工協會（British Meat Processors Association,

BMPA）表示，希望政府持續與歐盟協商，讓製造商藉由獲得出口健康認證（export health

safety certificate）得以出口歐盟。

面對全新的貿易環境挑戰，英國也有業者迅速對農產品出口新制做出應變。肉品製

造商伊曼紐瓊斯（Wilfred Emmanuel-Jones）原本出口冷藏新鮮生肉腸（raw sausage）到

歐洲，為了突破冷藏生鮮肉品的限制，他決定改為出口冷凍商品，不過消費者偏好仍是

棘手的問題，因為冷凍食品通常被視為低檔商品，但他認為英國肉商可利用本身的優勢

並搭配轉型措施來因應出口限制，亦即:相對於其他國家皆生產保存期較長的全熟肉腸，

英國是歐洲唯一一個有製造並出口生肉腸的國家，可透過認證標章的方式來突顯英國商

品的獨特性，並以冷凍技術加工出口至歐洲國家；如此一來，即便冷凍食品有其市場侷

限性，英國面對歐盟持續變動的市場環境，仍可有效做出市場區隔。

【由廖倍妤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Guardian,，2020 年 12 月 31 日；BBC News，2020

年 12月 29 日】

▲馬兩國未能達成協議，吉隆玻－新加坡高鐵興建計畫終止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於 2016 年 12 月在馬國太子城（Putrajaya）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

的《吉隆玻－新加坡高速鐵路雙邊協議》（KL-SG HSR Bilateral Agreement，簡稱高鐵協

議），在新加坡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和時任馬來西亞首相納吉（Najib Razak）

的見證下，兩國開始興建吉隆玻－新加坡高速鐵路（KL-Singapore High Speed Rail，簡

稱隆新高鐵）。然在 2018 年 5 月馬國大選政黨輪替後由馬哈迪（Dr. Mahathir Mohamad）

領導之「希望聯盟」（Pakatan Harapan）政府認為馬國財務緊張，將先暫停納吉時期的大

型建設，故此計畫應馬來西亞的要求而中止。此計畫經延期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後再次

延期到同年 12 月 31 日，但最終雙邊仍無法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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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和馬來西亞首相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在 2021 年 1 月 1 日

發布《吉隆玻－新加坡高速鐵路計畫聯合聲明》（Joint Press Statement on the Kuala Lumpur

– Singapore High Speed Rail Project (Jan 2021)）宣佈由於星馬兩國未能在 12 月 31 日的

最後期限之前就馬來西亞提出的變更達成協議，吉隆玻－新加坡高鐵興建計畫已終止。

《聲明》提及，鑑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大流行對馬來西亞

經濟的影響，馬來西亞政府提議對高鐵項目進行幾項更改。然而星馬兩國政府就這些提

議進行了幾次討論，但未能達成協議。因此，《高鐵協議》（HSR Agreement）已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失效。

聲明強調兩國將恪守各自的義務，並將因《高鐵協議》的終止而採取必要的行動。

新加坡交通部（Ministry of Transport）在另一份聲明中說，馬來西亞已允許終止《高鐵

協議》，並必須根據該協議賠償新加坡已經發生的費用。《聲明》中未就馬國應賠償之細

節有進一步說明，然據馬來西亞媒體報導總額約會落於 3 億馬幣（約新台幣 20 億元）。

而《聲明》補充道：「兩國仍致力於保持良好的雙邊關係，並在各個領域密切合作，包括

加強兩國之間的聯繫。｣

隆新高鐵起源於 2013 年，依原規劃，高鐵全長約 350 公里，將有 7 個車站，預計

2026 年通車，屆時往返新加坡與吉隆玻僅需 90 分鐘。當前往返兩地駕車時間約為 4 小

時以上；而點對點飛行需花費 5 小時左右。在協議簽署後，新加坡已陸續進行相關工作。

2018 年 7 月時任星國交通部長許文遠（Khaw Boon Wan）曾表示包括顧問費、人力成本

以及土地徵用費等，到 2018 年 5 月，星國在高鐵計畫上支出初步估計已超過 2.5 億美

元。而後續停工後，將產生更多費用，涵蓋賠償承包商之違約金以及填補已經動工的場

地等。

據馬國媒體報導指出，馬國政府決定獨自完成境內的高鐵建設，終點站將從原本規

劃的新加坡改成馬來西亞柔佛新山（Johor Bahru）。對此，馬國國內部分專家認為高鐵若

無法連接至新加坡即失去原本的意義，「連接到柔佛州的高鐵將浪費資金，沒有意義｣。

而另一方面，馬國國內亦有聲浪從一開始即認為興建隆新高鐵對馬國的財政是極大的負

擔。簡言之，在國內政局仍不穩且經濟深受疫情打擊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預期馬國 2020 年 GDP 成長率約衰退 6%，2021 年則為成長 7.8%，

高鐵興建計畫走向為何尚待觀察。

【由巫佩蒂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Straits Times、Mothership、《Joint Press Statement

on the Kuala Lumpur – Singapore High Speed Rail Project (Jan 2021)》，2021 年 1月 1

日；Free Malaysia Today，2021年 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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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與土耳其完成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英國、土耳其政府於 2020 年 12 月 29 日宣布正式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涵蓋雙方 186

億元英鎊（約新台幣 7,151 億元）的服務、貨品經貿往來，協定將於 2021 年生效。本次

雙方簽署之《英國─土耳其自由貿易協定》主要著墨於汽車及其零組件、金屬、電器設

備與紡織設備等品項的貿易，同時也確保了與土耳其保持密切貿易關係的 7,600 間英國

企業的利益、優惠關稅，以及橫跨英、土兩國的汽車相關零組件之產品供應鏈的穩定。

在《英國─土耳其自由貿易協定》完成簽署之前，英國諸多產業/企業憂心倘若英國

無法與土耳其完成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兩國之間的貿易將回歸僅適用 WTO 貿易規則

體系之運作，而貨品貿易所適用之關稅稅率亦將重新調整，這將對英國與各個跨國企業

造成全面性的影響。以紡織設備品項為例，回歸適用 WTO 貿易規則的英國紡織品進口

商將可能增加 1.02 億英鎊（約新台幣 39.22 億元）的成本；以洗衣機、電視為例，其關

稅將會上升至 2%與 14%，但這些關稅成本都將在《英國─土耳其自由貿易協定》完成

簽署後便降至 0%。

對土耳其來說，英國是土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及第二大出口市場。但依據歐盟

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19 年所發表的年度人權報告，顯示土耳其的

司法獨立正處於嚴重的倒退，進而影響其人權、經濟、言論自由與金融市場的運作，因

此諸多歐盟成員國、跨國企業均對土國的經濟與市場運作保持觀望的態度。此時，《英國

─土耳其自由貿易協定》或許能為土耳其的經濟帶來些許改善。

在自由貿易協定簽署的場合中，英國國際貿易部部長特拉斯（Liz Truss）特別說道，

《英國─土耳其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將能夠使得橫跨英、土兩國的汽車相關零組件

的供應鏈獲得保護，並以此捍衛 7,500 名汽車產業的英國員工；以英國境內的福特汽車

產品供應鏈為例，2019 年其所生產的汽車相關零組件約有 33%、值 1.74 億英鎊（約 66.9

億新台幣）之產品出口至土耳其。

一同與會的福特汽車歐洲區代表羅利（Stuart Rowley）也強調了《英國─土耳其自

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對汽車產業至關重要，在於福特汽車設置於英國境內的引擎製造廠

所生產的引擎及其零組件，大多被出口至土耳其並進行組裝後再販售至英國，《英國─

土耳其自由貿易協定》能夠使得汽車產品的供應鏈維持穩定。

最後英、土兩國代表均強調，雙方的經商及貿易將能持續維持穩定，希望兩國能共

同維繫經濟的成長，並一同在 COVID-19 疫情的環伺下能有所重建；雙方亦保留日後能

簽署更全面而完整之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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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英傑綜合報導，取材自 AlJazeera，2020 年 12 月 29 日；Guardian，2020 年 12

月 29日；UK Gov，2020年 12月 29日】

▲COVID-19 疫苗價格高昂，南非稱非洲難以負擔

南非目前是非洲地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最嚴重的國家，已確

認超過 109 萬名患者確診，迄今死亡人數達 29,175 人。此外，由於疫情對南非經濟之衝

擊影響超乎預期，根據南非官方估計，2020 年南非經濟已達十年來緊縮的最高水平，而

南非反對黨及工會領袖對官方的疫苗戰略，提出的批評越來越尖銳，南非醫學協會和學

術界負責人，也呼籲政府應儘速為醫療人員提供疫苗注射。

疫苗議題在南非逐漸成為政治爭議，南非總統拉瑪佛沙（Cyril Ramaphosa）表示，

南非和非洲大陸正在努力保護人民免遭 COVID-19 的侵襲。南非官方宣稱現階段國內已

經有四項疫苗進入臨床試驗階段，同時，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

以確保民眾均可獲得接種疫苗之機會。南非可能會在今（2021）年第二季提供疫苗注射

措施，然而，該計畫目前預計採購的疫苗數量僅能夠滿足全國人口之 10％約 600 萬人之

疫苗接種需求。

南非以非洲聯盟的輪值主席之身分，向國際社會大力呼籲，新冠病毒在非洲大陸的

蔓延情形趨於惡化，然而諸如輝瑞（Pfizer）、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等國際藥廠

的疫苗費用太過昂貴，導致非洲許多國家因政府預算窘迫，幾乎沒有辦法購買 COVID-

19 疫苗。拉瑪佛沙更進一步表示，國際藥廠尚未澄清非洲是否將從南非製造的疫苗中受

益，仍然必須針對非洲可以承受的價格進行談判。

全球目前至少有 29 個國家已經開始為民眾接種疫苗，而南非尚未與任何製藥大廠

簽訂任何供應協議。南非官方表示正與嬌生集團（Johnson & Johnson）之藥廠進行接洽，

就能否為南非的疫苗供應進行直接對話，嬌生集團正在南非進行試驗，經批准後計畫年

產可達 3 億劑。對此，南非衛生監管機構正在進行的滾動式審查，評估試驗期間獲得之

數據，以確保該疫苗注射之安全性。

彭博社（Bloomberg）近期對此議題向輝瑞、阿斯特捷利康、莫德納（Moderna）等

國際藥廠提出詢問，輝瑞公司表示，與德國 BioNTech SE 公司已提議在今年三月至年底

之間，向非洲的醫療工作人士提供五千萬劑 COVID-19 疫苗。阿斯特捷利康公司回應，

指出在 2021 年並無向非洲提供疫苗的合約，但已請非洲聯盟轉與印度血清研究有限公

司進行談判，由後者代表阿斯特捷利康生產疫苗。而美國藥廠莫德納則向彭博社坦承，

公司並沒有向非洲供應疫苗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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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醫學研究理事會主席，論壇成員格雷（Gray）則表示：作為一名前線的醫護人

員，早已認識到面臨感染 COVID-19 並因公殉職的風險，因此政府有義務盡快獲得疫苗，

讓醫療人員能夠安全地完成工作。

【由林士清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2021 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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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簡稱 ILO。於 1919 年成立，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為依據《凡爾賽公約》（The Treaty

of Versailles）所創立現在僅存的主要國際組織，1946 年後成為聯合國的專門機構之一。

宗旨為制定並推動各種國際勞動規約，以保障人權與勞動權，並輔導各類工會組織運作，

提供建議與訓練。該組織以公約的形式，列出國際勞動規範，目前有一百九十一項公約，

涵蓋範圍甚廣，部分直接規範勞工共同應有的權利，如《工時公約》、《同酬公約》；部分

有關特殊勞工，如童工、原住民勞工等之相關公約。在各類勞動權中，ILO 認為以下五

項最為重要，為勞動權的核心國際標準，包括集會權、組織工會權、集體談判權、禁止

強迫勞動（如奴工）及同工同酬。勞動問題為 WTO 的新興議題之一，重點在討論勞工

與貿易之關係，此外，如人員跨界及提供服務等，亦可能與 WTO 有關服務貿易之規範

發生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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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當前兩岸經濟發展之契機與挑戰

網址：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77654?loc=P_0005_001

摘要：
本書由兩岸學者專家共同執筆，係為 2019 年中華經濟研究院與中國社會

科學院之年度學術交流研討會論文彙編而成。多數文稿均初步撰寫於 2019 年

9 月之際，當時尚未發生新冠肺炎疫情，故多數議題乃環繞在美中貿易戰期間

等相關影響。本書有 2 篇特邀稿件，主要探討「臺商在中國大陸的轉型升級與

投資動向觀察」（劉孟俊），以及「百年目標視域下的新中國工業化進程」（黃

群慧）；全書共分三大主題，計收錄 12 篇論文。

期刊介紹

篇名： Free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出處：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 Volume 25 , Special Issue 6, December

2020 , pp. 561 - 582

作者： Yunzhi Zhang

摘要：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rade openness and the proportion of exporters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rough the scale, composition and technique effects from

1998 to 2007 using firm- and city-level data for 287 Chinese cities. Our results

reveal that, on average, trade openness has a detrimental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in Chinese cities, but this impact remains heterogeneous across

regions. A higher proportion of exporters improves the environ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cities while generating nevertheless more pollution in western cities. As

regards the sector-specific impact, we find that the higher proportion of exporters

in the mining and less-polluting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eastern cities diminishes

the emissions of particulate matter 2.5 (PM2.5). Our finding also suggests that a

pollution haven effect emerges in China at the city level. Finally, our results

confirm the presence of a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ffect for the PM2.5

pollutant across Chines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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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877654?loc=P_0005_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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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經貿議題系列課

程－服務貿易：負面表列

承諾(二)

李淳

1.Scheduling of commitments in a

negative approach: Binding the

status quo & further liberalization

2.課程回顧：負面表列填寫重點

3.Ratchet Clause: Binding future

liberalization

4.Considerations for Further

Liberalization

5.現有限制之移除

6.對新服務之保留

7.限制移除後後之緩衝機制：防衛及例外

8.實做模擬⼀：Binding the status quo

&Squeezing out the‘Water’

9.實做模擬二：Areas for further

liberalization

https://taiwanlife.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7&id=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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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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研院經濟所 逕自洽詢 1/13 The Dynamics of Global Sourcing https://tinyurl.com/yxo6yubs

中經院第⼀所 1/12 1/13
防禦與進攻現實主義：實證中國大陸伙伴外交的經濟

戰略轉移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80159

國經協會 1/18 1/19 臺捷(克)太空科技產業研討會 https://tinyurl.com/y8asjrza

外貿協會 1/22 1/22 從國際政經趨勢看產業脈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

00122f/CMS/DM1100122f

現代財經基金會 1/27 1/27 「疫情下的全球產業變化與創新」論壇
https://www.tri.org.tw/action/events.php#

118

工商協進會 1/22 1/29 由新冠肺炎談台灣疫苗產業發展的機會與挑戰
http://www.twcsi.org.tw/infomation_detail.

php?Iid=1325

台灣醫界聯盟 額滿為止 2/4
【數位醫療防疫專家會議 】疫情展望從國家隊到國

際盃
https://mpat.org.tw/EventDetail?id=115

https://tinyurl.com/yxo6yubs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80159
https://tinyurl.com/y8asjrz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00122f/CMS/DM1100122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00122f/CMS/DM1100122f
https://www.tri.org.tw/action/events.php#118
https://www.tri.org.tw/action/events.php#118
http://www.twcsi.org.tw/infomation_detail.php?Iid=1325
http://www.twcsi.org.tw/infomation_detail.php?Iid=1325
https://mpat.org.tw/EventDetail?id=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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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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6-27 全球清真市場商機拓展說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HALA

L-ALL/CMS/2021HALAL-ALL

台北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1/13-15 2021 年日本國際化妝品研發、原料及製造技術展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6011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15
2021 PChomeSEA(泰國 PChome Thai、越南 Tiki)

紓困振興方案說明會-高雄場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chomeka

ohsiung

外貿協會 3/1 3/17-19 2021 年東京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AAE2021

外貿協會 1/29 4/7-5/6 2021 年 AMPA ON LINE 線上展覽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MPAONL

INE02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4/14-16 2021 年東京內容產業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contentok

yo21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5/27-30 2021⾺來⻄亞銀髮健康照護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G19ch/C

MS/profil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HALAL-ALL/CMS/2021HALAL-AL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HALAL-ALL/CMS/2021HALAL-ALL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6011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601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chomekaohsiung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chomekaohsiung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AAE20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AAE20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MPAONLINE0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MPAONLINE0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contentokyo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contentokyo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G19ch/CMS/profil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G19ch/CMS/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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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外貿協會 3/20 9/8-12 2021 年法蘭克福汽車零配件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utomechanik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utomechanik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utomechanika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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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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1 年 1 月 8 日～2021 年 2 月 8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1/6，8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India

1/25 ⼀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1/25-26 ⼀～⼆  Structured Discussions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JSI)

1/27-29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Nicaragua

1/28 四  Informal Committee on Market Access

2/4 四  Informal Committee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1/13 三 WB: Changes in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ir Political Implications

1/14 四 WB: Trade Integratio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1/14-15 四～五
APEC: Low Emission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pporting the transition to energy efficient,
electric transport systems

1/27 三
OECD: NAEC virtual seminar: Brain Capital Grand Strategy: Towards Economic Re-
Imagination with Admiral William H. McRaven and Tom Leppert

2/3-4 三～四 OECD: OECD Forum on Due Diligence in the Garment and Footwear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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