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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本周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就職，在那之前川普政府和中國政府紛紛釋出重量級政策，對未來會

有什麼影響呢？大家拭目以待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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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美國推動「經濟繁榮網路」供應鏈重組對臺灣之意涵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江文基 助研究員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供應鏈結構發生快速變化，固然我國受疫情相對和緩，然疫

情影響已使得全球供應鏈出現「斷鏈」危機。為避免類似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使供應鏈中

斷再度重演，目前美國政府正積極「經濟繁榮網絡」（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 EPN）

重組供應鏈。臺灣本身不僅是全球供應鏈的主要參與者，亦視美國為主要市場之一，倘

美國有意重組其供應鏈佈局，將連帶影響我國對外經貿格局，因此本文主要目的在於分

析 EPN 供應鏈重組對臺灣之影響與意涵。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供應鏈結構發生快速變化，固然我國受疫情相對和緩，然疫

情影響已使得全球供應鏈出現「斷鏈」危機，各國政府與跨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風險的

管控上皆面臨嚴峻考驗。為避免類似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使供應鏈中斷再度重演，目前美

國政府正積極設法降低其供應鏈集中度過高的問題，也就是減少對中國大陸的依賴程度，

而要達到此一目的之核心政策即為「經濟繁榮網絡」（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 EPN）。

臺灣本身不僅是全球供應鏈的主要參與者，亦視美國為主要市場之一，倘美國有意

重組其供應鏈佈局，將連帶影響我國對外經貿格局，因此本文主要目的在於分析 EPN 供

應鏈重組對臺灣之影響與意涵。值得一提的是，EPN 為川普政府時期之政策，新任總統

拜登對此政策是否繼續推動並無表達明確立場，不過，觀察拜登在美國供應鏈重組議題

上的態度，他表示美國將與盟國進行合作，共同建設更強大、更有彈性之供應鏈，同時

透過創造美國市場減少美國盟友對中國大陸的過度依賴1，可見即便在拜登總統上任後，

也無法知曉 EPN 是否會繼續推動，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尋找盟友進行供應鏈重組並降

低對特定國家依賴之方向應不會有太大改變。

「經濟繁榮網絡」倡議背景

2020 年 4 月 29 日美國國務卿 Mike Pompeo 在公開會議中表示，美國政府正與澳

洲、印度、日本、紐西蘭、韓國與越南合作，試圖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及未來共同合

作以「推進全球經濟」（move the global economy forward），同時重視既有跨國供應鏈的

「重組」（restructure）以避免 COVID-19 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再次發生；此即「經濟

1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Nation (2020). The Biden plan to rebuild U.S. supply chains and ensure the U.S. does
not face future shortages of critical equipment. https://joebiden.com/supplychains/

https://joebiden.com/supply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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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榮網絡」與「可信任聯盟」的政策願景，旨在解決供應鏈過度依賴中國大陸之問題，

以避免疫情爆發後全球供應鏈失序的現象再次發生。一同出席會議的「美中商務協會」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代表 Doug Barry 進一步表示，COVID-19 疫情使得人們更

加重視供應鏈的多元化與風險管理，但是目前未見那些仰賴中國大陸市場及業務發展的

公司，有著手將供應鏈撤離中國的舉動。值得一提的是，一同與會的哥倫比亞駐美大使

Francisco Santos 表示，他正與白宮、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財政部與美國商會進行討論

與資訊交換，試圖積極地合作並鼓勵美國公司企業儘速將供應鏈撤出中國大陸，並使未

來供應鏈建設能更加靠近美國本土。從哥國大使的表態，也可見「經濟繁榮網絡」與「可

信任聯盟」實際存在著可供我國能夠進一步努力的國際與經貿空間，背後意涵在於倘若

某一領域的生產製造活動無法返回美國，則至少可以將這些工作轉移與美國外交經貿關

係更友好的國家2。據了解，「經濟繁榮網路」成員可能包括企業與民間社會團體，而數

位、能源、基礎建設、研究、貿易、教育、健康照護及商務等面向則是驅動「經濟繁榮

網路」形成的關鍵要素3。

「經濟繁榮網絡」倡議內容

2020 年 6 月 25 日，負責經濟成長與環境事務的美國國務次卿 Keith Krach（卡拉奇）

進一步說明「經濟繁榮網絡」的內容，包含：（1）由價值共享的國家、企業組織與公民

社會組成，其所有經濟合作領域在一套可靠的原則下進行，並奠基於穩固的夥伴關係進

而促成共同的繁榮願景，每一成員都能透過資源創新、成員合作，並在可靠的地緣經濟

夥伴關係建立一致且公平的國際架構；（2）經濟繁榮網絡所奠基的原則，是誠實、可課

責、透明、互惠、法治、尊重財產、尊重國家主權、尊重基本人權；（3）經濟繁榮網絡

試圖確保所有參與的夥伴，都能享有持續的經濟成長與繁榮；同時基於誠實、互惠、透

明與公平為企業、經濟體與國家創造一公平的競爭環境。Keith Krach 特別強調，目前不

遵守這些原則的國家將會被排除在「經濟繁榮網絡」之外，但只要願意遵循「經濟繁榮

網絡」運行原則，也歡迎新的成員加入4。

2 Humeyra Pamuk & Andrea Shalal (May 4, 2020). Trump administration pushing to rip global supply chains
from China: official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usa-china-
idUSKBN22G0BZ
3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0, 2020). Special briefing via telephone. Special Briefing with Keith
Krach,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conomic Growth,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Cordell Hull, Acting
Under Secretary of Commerce for Industry and Security; Dr. Christopher Ford,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onproliferation; and Ian Steff, Assistant Secretary of Commerce for Global Markets.
https://www.state.gov/special-briefing-with-keith-krach-under-secretary-of-state-for-economic-growth-energy-
and-the-environment-cordell-hull-acting-under-secretary-of-commerce-for-industry-and-security-dr-christophe/
4 4.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5, 2020). Under Secretary Keith Krach Briefs the Press on Huawei
and Clean Telcos. https://www.state.gov/telephonic-briefing-with-keith-krach-under-secretary-for-economic-
growth-energy-and-the-environment/ (Sep. 28, 2020)

https://www.reuters.com/journalists/humeyra-pamuk
https://www.reuters.com/journalists/andrea-shalal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usa-china-idUSKBN22G0BZ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usa-china-idUSKBN22G0BZ
https://www.state.gov/special-briefing-with-keith-krach-under-secretary-of-state-for-economic-growth-energy-and-the-environment-cordell-hull-acting-under-secretary-of-commerce-for-industry-and-security-dr-christophe/
https://www.state.gov/special-briefing-with-keith-krach-under-secretary-of-state-for-economic-growth-energy-and-the-environment-cordell-hull-acting-under-secretary-of-commerce-for-industry-and-security-dr-christophe/
https://www.state.gov/telephonic-briefing-with-keith-krach-under-secretary-for-economic-growth-energy-and-the-environment/
https://www.state.gov/telephonic-briefing-with-keith-krach-under-secretary-for-economic-growth-energy-and-the-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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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繁榮網絡」加速跨國供應鏈多元化且重視「可信賴」原則

Johnson 與 Gramer（2020）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撰文指出，「經濟繁榮

網絡」具體落實了美國之「脫鉤」（decoupling）概念，連同美國政府所推出的其他貿易

限制措施（如禁止敏感技術出口、對中國商品課徵關稅、軟硬兼施要求美國企業撤資等）

都是加速美中經貿關係的脫鉤的動力。「經濟繁榮網絡」反映了美中兩國外交關係的惡

化，亦即是 COVID-19 疫情而迫使美國政府再次要求跨國供應鏈的重整，而此一重整則

是較為貼近「需求」端，旨在美國境內增加工作機會，或是替與美國友好國家創造經濟

利益，進而確保「可信賴原則」的落實。

儘管川普總統的「美國優先」單邊立場使得過往數年美國與其他重要盟友國家的外

交關係增加了許多不穩定與風險，但從印太戰略、亞洲能源成長計畫（Asia Enhancing

Development and Growth through Energy, Asia EDGE）、「5G 乾淨網絡」（5G Clean Network）

到 EPN 政策，目的都是提供過於依賴中國大陸政府與市場商機的國家一個可持續、透

明與安全的替代方案，進而減少該等國家在基礎設施、關鍵部門對中國大陸的依賴，尤

其是能源與電信部門。另一方面，這些經濟與貿易相關的政策也能與《2018 年亞洲再保

證倡議法》與《太平洋威懾倡議》相呼應，全面地強化美國及其友好國家之間的外交戰

略關係5。

與此同時，美國新任總統拜登亦曾於《外交》發表「為什麼美國必須再次領導：在

川普執政後拯救美國外交政策」（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之文章中主張6，美國應與亞洲重要夥伴合作以加強並整合集體行動

的能力，在尊重民主、人權與法治的基礎上重建穩固的關係，並與日本、韓國、澳大利

亞與其他亞洲民主國家相互結盟，而美國也應再次扮演全球領導者的角色，同時回復美

國在國際社會的威信與地位。另一方面，拜登亦主張應與盟邦形成戰線方式對抗來自中

國大陸之經濟威脅及侵害人權的行為。由此觀之，諸如印太戰略及 EPN 等倡議，即便美

國總統大選之後極可能會繼續延續，或者是以換湯不換藥的方式，將其重新包裝後繼續

推動。

美國推動「經濟繁榮網絡」對我國的可能影響

倘若美國 EPN 最終順利成形（美國新任總統拜登繼續推動 EPN，且確實建立足以

5 5. Vu Le Thai Hoang & Huy Nguyen (August 21, 2020 ). From Hub to Network: A Transformation of U.S.
Policy in the Indo-Pacific.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8/from-hub-to-network-a-
transformation-of-u-s-policy-in-the-indo-pacific/ (Sep. 28, 2020)
6 6. Joseph Biden (March/April 2020).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
lead-again (May 5,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8/from-hub-to-network-a-transformation-of-u-s-policy-in-the-indo-pacific/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8/from-hub-to-network-a-transformation-of-u-s-policy-in-the-indo-pacific/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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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中國的供應鏈，且成員國為美國、澳大利亞、印度、日本、紐西蘭、韓國與越南），

對於臺灣的影響，可分為臺灣加入 EPN 與不加入 EPN 兩種情境，分析對我國產業在經

貿層面之利弊。

首先，EPN 未來發展有幾種可能：第一，美國會鼓勵、勸導企業在搬遷供應鏈時優

先考慮移往 EPN 成員建立新據點。其次，美國從未來從高科技研發合作乃至於政府採

購，亦可能以 EPN 成員為優先合作對象。第三，EPN 成員國能夠提升對美國及其他 EPN

成員投資的吸引力。最後，推動以 EPN 成員為範圍的下世代經貿協定，因為參考過去國

際經驗，這些 EPN 條件很可能慢慢地從較為模糊的信賴原則，逐漸轉換為具約束性質

經濟運作規則。

由此一性質觀察，EPN 即是美國要另組中國以外的第二軌供應鏈，在其他條件不變

之下，我國若能加入 EPN，優點是可確保美國市場、投資及新供應鏈連結，以及維持臺

灣在科技研發領域之接軌及持續升級。由於第二軌供應鏈在某種程度上會取代中國在全

球供應鏈角色，因此過去臺→中→美供應鏈可能分散為臺→中→美及臺→EPN成員（越

南、印度）→美兩個系統，此情形將導致我國出口至中國的金額減少，進而轉向其他 EPN

國家，特別是在臺美中供應鏈中參與程度相對較深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如手機、筆記型

電腦、無線耳機與電子手錶），其相關中間財與電子零組件的貿易轉向情況，在加入 EPN

之後可能會更加明顯。

倘我國沒有加入 EPN，由於供應鏈遷移與調整需要時間與成本，短期內影響不大，

但就長期而言，在經濟繁榮網絡建立起來之後，我國若非其中成員國，恐將打亂原本臺

中美供應鏈關係。明確來說，我國高技術含量之產品或中間財有極大可能將由韓國與日

本取代，尤其是韓國在對外貿易上一直是我國主要競爭對手，它與我國之間的出口相似

度為 31%（臺灣與日本出口相似度約 24.2%），明顯較其他亞洲國家高7，因此我國若不

加入美國所建立之經濟繁榮網絡，則可能遭受美國第二軌供應鏈之排擠，加劇一直以來

我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上被邊緣化的風險。

就產業層面而言，根據 OECD TiVA 資料庫統計，臺灣在中國出口美國各產業附加

價值貿易中，占臺灣國內各產業總附加價值比重較高者為「電子設備製造業」與「電腦、

電子與光學產品製造業」（比重分別為 16.13%、7.15%）8，顯示中國出口美國的供應鏈

7 7. 中央銀行（2020）。COVID-19 肺炎疫情對全球及臺灣供應鏈與經濟的影響。

https://www.cbc.gov.tw/dl-142017-9122fa3a73dc41ecbd0f1e5d0fcfed25.html
我國與中國大陸、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與越南出口相似度分別為 22.7%、28.3%、21.4%、23.6%與

13.3%。
8 8. 江文基（2019）。由貿易附加價值角度觀察美國對中國大陸全面實行 301 制裁對臺日韓三國之影

響。WTO 電子報，642。

https://www.cbc.gov.tw/dl-142017-9122fa3a73dc41ecbd0f1e5d0fcfed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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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在臺灣相關產業而言重要性較高，若我國被排除在美國相關供應鏈之外，這些產

業所受影響相對於其他產業將較為明顯，亦即國內電子設備製造業及電腦、電子與光學

產品製造業兩者，在臺灣無法加入美國 EPA 行列下，衝擊將較為顯著。

美推動「經濟繁榮網絡」對我國的意涵

美國此次大力推動經濟繁榮網絡，目的就是要降低對以往以中國為核心的第一軌供

應鏈之依賴，建置全球第二軌供應鏈，主要原因在於美國經歷新冠肺炎疫情後，認為全

球供應鏈過於依賴中國對美國經濟與國家安全將構成威脅，因而須要與其他國家共同建

置第二軌供應鏈，以降低中國透過全球供應鏈對美國的影響力。

深入分析 EPN 潛在成員國的結構可發現，潛在成員國係由美國傳統盟友及中國主

要貿易夥伴所組成。這些國家經濟條件彼此雖然不同，但這些國家在形成供應鏈關係上

具備某種程度上的產業分工互補關係。舉例而言，能源與礦產主要由澳洲負責供應，技

術提供者與高階產品生產的角色則由日、韓等國擔當，而最終組裝或是技術含量較低之

產品則以越南及印度為據點。由此可見，目前 EPN 潛在成員國彼此間的分工關係，具備

成為第一軌供應鏈替代國之條件。臺灣方面，近期臺美關係升溫，且臺灣亦為美國印太

戰略中的一環，再加上美國此次提出經濟繁榮網絡的目的，意在尋找並拉攏印太地區有

製造能量的國家形成供應鏈，我國半導體、電子與資通訊產品及其相關中間財與零件本

就是第一軌供應鏈中的重要角色，當然具備成為美國另組第二軌供應鏈潛在成員之優勢，

此為我國未來加入經濟繁榮網絡的籌碼之一。

臺灣若能加入成為 EPN 其中一員，無論對於臺灣與美國或其他 EPN 成員洽簽自由

貿易協定皆有正向幫助。進一步言，美國「經濟繁榮網絡」推出的概念，就是要在尋找

並建立與其他國家的信賴夥伴關係，而在美國主導下正式成立此網絡後，網絡成員之間

的投資與貿易預期會更加頻繁，到時候僅靠所謂信賴夥伴關係維持整個網絡的順利運作，

恐少了約束性質。基此，為使成員間政策推動與合作機制更具制度性，網絡成立後可能

需藉由制度性的法律文件，透過由美國主導的新秩序與新規則來規範權利義務，將潛在

的貿易與投資障礙排除，從而推升成員之間進行 FTA 談判與洽簽的可能性。

我國乃以出口貿易為導向之經濟體，受限於外部政治因素，對外簽署 FTA 之數量相

對於其他鄰近國家少，導致我國 FTA 覆蓋率偏低（我國 2019 年 FTA 覆蓋率僅 11.84%，

低於韓國、日本與中國的 54.38%、73.92%及 34.45%），在 FTA 覆蓋率偏低情況下國內

產品出口將遭受大部分國家關稅的影響，因而與其他競爭對手國不是在同一個水平競爭，

而此次美國 EPN 倡議可能是我國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強化對外貿易與投資優勢與避免

被邊緣化之重要場域，我國政府應慎重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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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美國的 EPN 雖是我國應積極努力之目標，但參與 EPN 並不等同於完全退出第

一軌供應鏈。首先，縱然供應鏈過度依賴中國的風險很高，但對於本身資源較為缺乏的

中小企業而言，要進行產能移轉或產線遷移難度頗高，復加上臺灣電子產業相對中國有

技術上的優勢，中國對於我國高技術含量之電子零組件仍有一定需求。再者，我國部分

在國臺商之目標市場原就以中國內需為主，臺商在中國當地生產除了可貼近市場減少運

輸成本外，亦可在當地取得第一手市場資訊，故對於這些廠商而言，在當地生產的商機

較在第三地生產再銷往中國這種迂迴方式來的高。因此，在中國對於我國電子零組件仍

有需求的情況，就耕耘中國當地市場為主的臺商而言，臺灣維持第一軌供應鏈之運作仍

有必要性。相對地，對於在中國當地外需型（特別是以美國為主要市場）之臺商，就必

須思考加入美國第二軌供應鏈之可能性，以減少更多像是關稅戰與科技戰等不確定性因

素之發生而影響公司營運。

結語

總結而言，過去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供應鏈興起已既成事實，在美國推動 EPN 建

立第二軌供應鏈之際，身為小型開放經濟體且以供應鏈作為經濟發展主軸之一的臺灣，

當然沒有在美中兩個大國間選擇的本錢。況且，美國 EPN 主要目的是建立第二軌供應

鏈，其中並非要完全與中國脫鉤，只是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因此無論是第一軌或第二軌

供應鏈，單純就經濟層面向考量的話，我國都應確保在任何一軌供應中不會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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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各國消息剪影

▲中國大陸針對美國一系列制裁及貿易限制提出「阻礙性法律」反制

面對川普政府一連串的貿易限制措施，中國大陸祭出一項「阻礙性法律」（blocking

statue），允許境內實體就北京政府所認定之不公平貿易限制措施提出民事損害（civil

damage）訴訟。

中國大陸商務部於 2021年 1月 9日發布《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

此辦法與歐盟、加拿大及俄羅斯等國所制定的阻斷立法概念相似，允許中國大陸境內企

業可對第三方因遵守特定境外法律所產生之損害提起訴訟。

該辦法的目標之一，係為應對川普（Donald Trump）政府日前所採行的一系列制裁

與出口管制措施，包含擴大「外國直接產品原則」（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出口管

制實體名單（Entity List），甚至對涉及侵害香港民主之個人制裁。根據該辦法，若北京

政府認為以上限制係不公平且侵犯中國大陸之合法權益，則遵守美國限制措施之企業可

能需承擔民事損害責任。

該辦法自公布日起生效，可能迫使企業必須選擇遵守美國制裁制度，或遵循中國大

陸法律禁令。根據多名律師與利害關係人之觀點，此辦法公布之時機，也暗示著北京有

意警告即將上任之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不應採取與川普相同的抗中立場。中國大

陸商務部也確實採取較不尋常的作法，於公布日即發布該辦法之英文譯本；外界認為，

此舉進一步證實該辦法的確係針對美國而來。

喬治華盛頓大學特拉赫滕伯格公共政策及公共管理學院（Trachtenberg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副教授福爾（John Forrer）認為，該辦法並非僅

是單次行動，而是呈現一項趨勢：中國大陸開始透過相關法規形成一系列政策，以便更

靈活地運用政策工具來因應美國的經濟制裁；這些行動也表示北京不想完全受制於美國

報復性關稅，而是選擇採取更全面性的作法。

根據不具名之前政府官員觀點，該辦法正是中國大陸向歐盟與日本表明，只要不採

用美國技術就毋須受美箝制，更可避免因中國大陸新法規所衍生出的民事責任；該前官

員指出，北京政府甚至向第三國企業挑明，只要歐日企業仍仰賴中國大陸市場，北京就

有能力對其產生「巨大影響」。中國大陸已部署一系列行動，旨在使美國與盟國脫勾，包

括中國大陸於 2020 年 9 月發布之「不可靠實體清單」、歐中投資協定、與其他 14 個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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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國家簽署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等；北京政府亦對拜登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2020 年 12

月暗示暫緩歐中投資協定的相關評論表示關注。該前官員認為，選擇於當今時點發布該

阻礙性法律，係因美國目前處於混亂狀態，並可對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施壓。

該辦法之用詞指涉廣泛，仍有許多待釐清之處，例如是否僅適用於「次級制裁」

（Secondary Sanctions）？「次級制裁」係指對與受制裁之個人或企業進行商業往來之第

三方實體實施懲罰性措施。根據該辦法第 2 條及第 5 條規定，其適用於「不當禁止中國

公民與『第三國（地區）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進行正常的經貿及相關活動的情

形」，1 月 9 日中國大陸商務部說明其通常即指「次級制裁」。

但根據加州柏克萊大學法律與科技中心主任柯恒（Mark Cohen）觀察，中國大陸商

務部 1 月 10 日的官方記者會中，比起「第三方」更強調阻斷外國法律在「域外的不當

適用」；又中國大陸有著透過法規將政府裁量權盡可能擴大的傳統；因此他認為，儘管可

能性不高，在刻意的廣義解釋下，中國大陸仍有直接對美國出口管制措施或美國 337 條

款調查採取反制的空間。假使該辦法意圖更直接地對抗美國制裁行動，允許北京政府對

中國大陸境內遵循美國法律之美國企業採取行動，其衝突意味將大幅升高。

【由羅絜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1 年 1 月 14 ⽇；中華⼈⺠共和國商

務部，2021 年 1月 10日】

▲美國指定中國大陸等國為外國敵手並強化管制資通訊產品供應鏈

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Wilbur Ross）於今（2021）年 1 月 14 日表示，商務部為執

行川普總統於 2019 年公布之第 13873 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3873），亦即有關

《保衛資通訊技術及服務供應鏈》（Secur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Supply Chain）行政命令之規定，將中國大陸、俄羅斯、伊朗、

北韓、古巴以及委內瑞拉的馬杜羅政權（Maduro Regime）等六國政府機關與非政府人

員指定為外國敵手（foreign adversaries），以及強化管制美國人民與前述六國的軍事情報

組織間可能產生的特定資通訊產品之交易行為。

依據第 13873 號行政命令之定義，外國敵手為任何對美國國家安全或美國人安全保

障存有長期性或嚴重不利行為的外國政府或非政府人員。商務部將頒布相關法規命令與

行政規則，授權商務部部長對涉及與上述政府與人員之交易行為進行界定、評估與處置。

至於商務部新公布的管制措施進一步要求，假使該類產品係由外國敵手擁有、控制或從

屬於其指導與受其司法管轄，或是被認為對國家安全具過度（undue）或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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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cceptable）之風險，則包括技術與服務在內之設計、開發、製造或供給階段之產品

交易活動，未來可能皆需受商務部審查。

另一方面，商務部具體指出六種主要的資通訊產品類型之交易，將被視為對美國國

家安全產生極大風險，包括：（1）用於增加關鍵基礎設施韌性及安全性之資通訊產品；

（2）用於無線區域網路、行動網路、衛星酬載、衛星操控、寬頻與有線存取點等不可或

缺之軟、硬體與其他產品或服務；（3）用於資料代管或運算服務所不可或缺的軟、硬體

與其他產品或服務，且該資料代管或運算服務於交易前 12 個月仍使用、處理或保留超

過 100 萬美國人的敏感個資；（4）於交易前 12 個月，出售超過 100 萬單位予美國人之

特定資通訊產品；（5）主要設計功能為經由網際網路進行連結與通訊且於交易前 12 個

月，仍有超過 100 萬美國人使用之軟體；以及（6）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量子密鑰傳輸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量子計算、無人機、自駕系統或先進機器人學所不可或缺

的資通訊產品。惟商務部也指出資通訊產品如經由「美國政府產業安全計畫」（U.S.

Government-industrial security program）授權交易後取得，則可豁免於此次新訂之管制措

施。

在交易許可申請程序上，商務部將於申請提出後 120 日內做出決定；如超過期限則

視為核可該申請，但商務部在任何情形下皆不會對可能洩漏敏感資訊予外國敵手或有損

國家安全之交易頒布許可決定。

最後，商務部已於今年 1 月 19 日正式公布一項《暫行最終規則》（interim final rule），

正式修訂相關美國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以執行前述管制措施。此項規則將於正式公告

後 60 日自動生效，並自公告後 120 日起開始執行相關產品許可程序；與此同時，商務

部將於此段期間考慮並納入評論意見後再發布最終規則。

【由黃禾田綜合報導，取材自 Federal Register，2021年 1月 19日；Inside U.S. Trade、

Washington Daily，2021 年 1月 15日；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2021 年 1月 14

日】

▲美國貿易代表署認為中國大陸履行 WTO 義務仍有不足

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近期向國

會發布中國大陸履行 WTO 義務情形之年度評估報告，USTR 認為儘管在因應貿易戰下，

美國與中方已簽訂頗具成效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相對的中方在履行 WTO 的義務上

仍頗為不足。

美中第一階段協議於 2020 年 2 月生效以來，美方一直在密切監視中國大陸對履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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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行情況，USTR 在報告中指出：迄今有證據表明，中國大陸在履行承諾方面一直在

向前邁進，並在許多領域都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例如在農業、金融服務、貨幣和外匯等

領域，對中國大陸的經貿體制進行結構改革和其他變化。然而，第一階段協議卻未涉及

智慧財產權、技術轉讓、服務貿易市場開放等核心領域。

USTR 認為上述這些調整，仍不足以推動中國大陸改變其貿易慣例，這些問題必須

在第二階段的談判中解決。由於第一階段協議不能涵蓋美國的所關切的議題，因此美國

需要與中國大陸進行第二階段貿易談判，以確保解決懸而未決的重要貿易議題。事實上，

美方所關注的貿易議題包含：補貼，產能過剩、國有企業改革、智慧財產權盜竊、網路

安全標準、資料在地化要求、對跨境資料流通的限制、競爭政策和監管透明度等。

針對中國大陸履行 WTO 義務之情形，USTR 歷年來每年均發布評估報告，而 USTR

表示前次評估報告至今，中國大陸 WTO 的履約記錄仍然不佳。此外，USTR 認為中國

大陸對貿易救濟的使用太過氾濫，報告指稱中方常使用反傾銷和反補貼稅作為報復，甚

至使企業怯於公開表示或響應他國政府質疑中國大陸貿易政策之言論。

該報告指稱，中國大陸對貿易救濟措施的報復性，迫使 WTO 成員與中國大陸打交

道時恐面臨報復的威脅。例如：倘若跨國企業被官方視為挑戰中國大陸當局的貿易政策

或作法，企業就會擔心遭到中國大陸官方用盡其他手段來進行報復，打擊與中國大陸官

方不同基調的競爭對手，此乃跨國企業不願公開卻廣為人知的秘密，加劇企業在中國大

陸進行投資與貿易的風險。

USTR 還重申中國大陸在經貿領域上始終缺乏透明度。報告指出：中國大陸無視

WTO 所要求的透明義務，官方並經常企圖掩蓋不公平貿易政策措施，並設法免於審查

的隱瞞，缺乏透明度問題時常迫使貿易夥伴處於劣勢地位。尤其中國大陸依然欺瞞 WTO

成員其官方對產業採取的大量補貼，這些補貼與其他非市場慣例一起，導致諸如鋼鐵、

鋁業、太陽能、漁業等，不僅有產能過剩的問題，同時亦破壞全球市場。

【由林士清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1年 1 月 15日】

▲美國貿易代表署稱越南匯率不合理，但未進一步宣布關稅懲罰措施

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於上週五

（2021 年 1 月 15 日）發布對越南貨幣估值行為、政策與作法的 301 條款調查結果聲明

（Findings in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of Vietnam’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Currency Valuation），以及調查報告（Report on Vietnam’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 Related

to Currency Valuation），稱與越南貨幣估值相關的行為和政策整體看來不合理且限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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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商業活動，但未宣布關稅懲罰措施。該聲明中，美國貿易代表萊泰澤（Robert Lighthizer）

指出「越南造成匯率低估的不公平行為、政策與作法傷害美國勞工與企業，需要解決」，

並表示「我希望美國和越南可以找到途徑解決我們所顧慮的事情」。最後並指出，儘管

USTR 本次並未採取任何具體行動，但將會繼續評估所有可能的選項。

USTR 於 2020 年 10 月開始對越南展開關於匯率的 301 條款調查，美國財政部在

2020 年 12 月 16 日已宣佈越南為匯率操縱國（currency manipulator），指出越南從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從事匯率操縱行為。USTR 本次報告指出越南的匯率政策，包括

過度干預外匯市場與其他相關行為之不合理，且對美國的商業活動造成負擔或限制，越

南在過去幾年持續低估匯率，近期內更廣泛且大量的買進外幣，導致匯率低估。

USTR 報告進一步指出，匯率低估有效降低了越南出口到美國的貨品價格，使得美

國進口的越南貨品比原本應有的價格便宜，破壞了美國企業與低價越南進口貨品競爭的

競爭地位，匯率低估同時也提升了美國出口到越南的本地貨幣價格。

美國商業團體對 USTR 本次不立即對越南加徵關稅的作法表達支持。此外，美國新

任總統拜登於本週三（2020 年 1 月 20 日）上任，意味本次聲明中指出後續「所有可能

選項的評估」將由新任拜登政府進行。

【由吳安琪報導，取材自 USTR 網站，2021 年 1 月 15 日；Washington Trade Daily，

2021年 1月 18日】

▲脫歐新制影響英國漁民生計

英國於今（2021）年 1 月 1 日正式脫歐後，水產品出口已面臨嚴重卡關，導致部分

漁獲價格下跌，以及漁船被迫停靠港口無法出海的情況。對此，蘇格蘭水產協會執行長

布肯（Jimmy Buchan）表示，他們早已向英國政府提出警告，認為新的貿易制度將對漁

業造成巨大衝擊，目前已有業者開始尋覓透過其他方式出口歐盟市場，不過成效仍十分

有限。

以整體市場環境而言，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下國際市場低迷，英國脫歐

後的新貿易制度將使英國水產品出口更加不樂觀。由於水產品具時效性，但程序卡關使

得英國漁民無法及時將這些生鮮產品運送至歐盟市場，產品品質下降使得漁獲價格嚴重

下跌，安康魚、魷魚、小龍蝦等高價水產品價格下跌幅度高達 50%，蘇格蘭食品及飲料

產業聯盟執行長維勒斯（James Withers）更指出目前的形勢對漁業來說非常嚴峻。

就英國水產品出口情形觀察，2019 年英國出口歐盟的水產品約 33.3 萬噸，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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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幾乎占了總漁獲量的一半，大約為英國該年度漁獲出口量的四分之三，且部分產品如

貝類幾乎完全依賴歐盟市場，顯見目前的出口卡關對漁業而言影響甚巨。針對漁業面臨

的困境，蘇格蘭漁業協會表示，蘇格蘭目前約有三分之一的漁船停泊在港口無法出海，

另外也有部分漁船選擇在丹麥卸載漁貨，再透過陸運送往法國和西班牙等歐盟國家，以

避免關稅和食品檢疫等通關手續。此外，負責蘇格蘭漁貨出口歐盟的物流供應商 DFDS

亦表示，新規定中關於關稅文件、健康證明等紙本作業使得出口流程變得十分耗時，每

件貨運出口需耗費 8 至 16 小時不等，而該公司為了維持服務品質，不得不減少接收訂

單，以免發生貨運積壓的情況。另一方面，漁業及物流業者也指出，英國脫歐使其在與

各國政府的資訊系統對接上遭遇困難，因而無法取得許可證，導致無法順利前往法國的

重要漁貨樞紐布洛涅蘇梅（Boulogne-sur-Mer）市場，影響漁獲貿易。

除此之外，新的漁業規範不僅衝擊英國漁民，法國的歐洲事務副部長波恩（Clement

Beaune）也譴責，表示脫歐過渡期雖已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終止，但英國政府太慢頒

發捕魚許可證，導致法國漁船無法進入英國海域捕魚，影響該國漁民生計。縱使英國首

相強生（Boris Johnson）聲稱英國與歐盟在漁權方面的談判上獲得重大勝利（歐盟未來

六年內於英國海域漁獲量須減少 25%），但實際上漁民及食品加工業者所面臨的挑戰似

乎更形險峻。

【由廖倍妤綜合報導，Financial Times、Independent、BBC，2021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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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斜線累積 Diagonal Cumulation

為雙邊累積的進一步延伸。通常雙邊累積是指在同一自由貿易協定(FTA)下會員間

的累積方式，而斜線累積通常適用於兩個自由貿易區域之間。例如，A 國分別與 B 國與

C 國簽署 FTA，斜線累積是指 A 國自 B 國進口原產地為 B 國之原物料或中間財，經加

工製成最後成品後，再出口至 C 國，則原產地為 B 國的原物料，可以視為 A 國與 C 國

FTA 區域下之原產物料。 斜線累積在歐盟與其他國家 FTA 間較為常見，但在其他區域

貿易協定並不普遍。例如美國與中美洲六國所簽署的美國與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

(CAFTA-DR)中，仍是以雙邊累積方式為主，成衣免稅的條件必須使用區域內紗布或纖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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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Measuring the Health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網址：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4090700

摘要：
As part of a larger study on the future of the post-World War II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RAND researchers analyze the health of the existing order and

offer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U.S. policy. The study's overall conclusion is that the

postwar order continues to enjoy many elements of stability but is increasingly

threatened by major geopolitical and domestic socioeconomic trends that call into

question the order's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期刊介紹

篇名： Naval Power and Effects of Third-Party Trade on Conflict

出處：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Volume 65 , Issue 2-3 , March 2021 , pp. 342 - 371

作者： Nizan Feldman, Ehud Eiran, and Aviad Rubin

摘要：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effect of third-party trade on dyadic conflicts is

conditional on the naval power of both the potential conflict initiator and its target

state. This conditional effect occurs mainly because naval power allows trade-

integrated initiators to reduce their trade dependence on a given trade partner and

its allies more easily. At the same time, the target’s naval power increases the costs

that conflict inflict on the initiator’s trade. As maritime trade accounts for about 80

percent of world trade volume, naval capability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combatant states’ ability to substitute trading partners during a conflict and to

mitigate trade-related costs, thereby affe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rd-party

trade and conflict. The findings of our statistical analyses support our theoretical

expectation that the pacifying effect of third-party trade diminishes as the

initiator’s naval power increases, yet increases as the naval power of the potential

target in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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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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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經貿課程－

COVID-19 對全球經濟影

響

江文基

1.什麼是經濟全球化？

2.什麼是全球供應鏈？

3.全球化跟全球供應鏈為全球經濟帶來甚

麼好處？

4.COVID-19 對全球經濟有何影響？

5.COVID-19 如何對經濟造成衝擊？

6.疫情對全球化的影響

7.全球供應鏈演變趨勢

8.COVID-19 對供應鏈影響歸納

9.臺灣應該怎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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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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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1/27 5+2 產業永續發展及創新商機論壇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TI0127For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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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2/1
110 年經濟部加強提升我國展覽國際競爭力方案服務

說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G20210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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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研院歐美所 3/21 10/1 2021 全國研究生歐盟研究論文發表會徵稿
https://www.ea.sinica.edu.tw/SeminarList.a

spx?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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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ea.sinica.edu.tw/SeminarList.aspx?t=2
https://www.ea.sinica.edu.tw/SeminarList.aspx?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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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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商會 1/22 1/29 2021 國際商會仲裁新規則介紹 https://tinyurl.com/y5h5d4j5

外貿協會 2/1 2/4
荷蘭第⼀⼤營建公司 BAM B.V.線上採購政策說明會

(綠建材及智慧城市)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BAM2021

外貿協會 2/1 3/10-11
2021 年汽車零配件、資通訊及綠能產業中亞及土耳

其線上拓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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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ralAsiaTurkey

外貿協會 1/29 3/10-11 2021 年歐洲及新南向體外診斷醫材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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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3/24 歐洲電動車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Euro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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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HALAL-ALL/CMS/2021HALAL-AL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HALAL-ALL/CMS/2021HALAL-ALL
https://tinyurl.com/y5h5d4j5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CentralAsiaTurke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CentralAsiaTurke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VD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VD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AAE20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AAE20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uroEV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uroEV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MPAONLINE0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MPAONLINE02


20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23期（202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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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21

臺南市經發局 1/29 5/5 臺南市全球經貿合作拓展輔導補助計畫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GTN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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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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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9/26-29 2021 年法國巴黎連鎖加盟展-臺灣連鎖品牌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ris2021

外貿協會 4/30 10/28-30 印度資通訊暨智慧城市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Comtechin

21ch/Enrollment/Login

外貿協會 6/30
2022/

9/12-17
2022 年芝加哥工具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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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TS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contentokyo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contentokyo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G19ch/CMS/profil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G19ch/CMS/profil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utomechanik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utomechanik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Comtechin21ch/Enrollment/Logi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Comtechin21ch/Enrollment/Logi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MTS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MTS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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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1 年 1 月 22 日～2021 年 2 月 22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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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五  Informal Open-ended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 Special Session

2/9 二  Structured Discussions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JSI)

2/15,17 ⼀，三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Myanmar

2/22 ⼀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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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8 三～四 OECD: 11th meeting of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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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二 APEC: 1st ABAC Meeting

2/9-10 二～三 OECD: Global Parliamentarian Network Meeting

2/18-
3/12

四～五 APEC: First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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