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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今年第⼀場「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網路研討會」終於來了～⼀起來了解拜登政府新政對台灣

之意涵與展望吧！3/22 報名截止，不要錯過喔！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8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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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印度崛起？--美中貿易衝突下供應鏈移轉至印度的成果檢視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徐遵慈 副研究員

南亞大國印度近年推動「在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策略，積極爭取外資企業

至印度設立製造業生產據點，2018 年美中貿易衝突升溫後，跨國企業因調整高度集中在

中國大陸供應鏈與分散風險，轉至印度投資設廠的興趣漸增，尤其以電子大廠至印度組

裝生產智慧型手機與零附件最為明顯。本文檢視莫迪政府施政及推動「在印度製造」成

效，包括政策改革與吸引外資趨勢；並從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兩大產業鏈為例，檢

視與比較印度與越南、中國大陸在製造生產及出口該二類產品之趨勢與未來展望。

一、 前言

2017 年 1 月，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就任後，即刻以公平貿易（fair trade）

與互惠原則為名，簽署行政命令，要求商務部調查所有美國貿易逆差來源及其是否涉及

對美國不公平貿易情事。2018 年 4 月間，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公告將對中國大陸

依據 301 調查結果，課徵關稅，後雙方歷經數次談判未獲結果，中美開始互課額外關稅，

全球第一、第二大經濟體間的貿易戰自此開打。跨國企業為因應美中衝突，加速調整自

中國大陸分散生產與出口基地，2020 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進一步促成當前全

球供應鏈移轉、重組與分流的熱潮。

印度為南亞大國，因其重要的地緣位置、龐大人口、民主體制、國防能力與經濟成

長動能，備受國際矚目。現任總理莫迪自 2014 年首次任期間， 提出「在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策略，以爭取外資企業至印度設立製造業生產據點。川普總統執政期間，為拉

攏印度加入「抗中」陣營，與莫迪政府交好，美商蘋果公司等亦開始移動一部分供應鏈

至印度。

本文主旨在檢視莫迪政府推動「在印度製造」政策的成效，以及美中貿易戰爆發以

來，全球供應鏈移轉與分流趨勢是否確實流向印度，使印度成為主要受惠國。本文將首

先檢視莫迪政府「在印度製造」的最新措施與經貿統計之成效， 其次將以智慧型手機與

筆電產業為例，分別比較印度與越南、中國大陸近年手機、筆電及其零附件出口趨勢，

以了解產業是否陸續移動至越、印而帶動其相關出口。最後將提出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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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莫迪政府「在印度製造」的最新措施與成效檢視

依據世界銀行統計，印度自 2011 年起，每年 GDP 成長率均維持在 5%以上，2014

年至 2016 年成長率均超過 7%，傲視其他主要經濟體，經濟表現強勁，為全球經濟成長

最快速的主要經濟體之一。然 2016 年 11 月，莫迪政府實施廢鈔政策而導致現金荒，衝

擊國內消費與相關產業，至隔（2017）年 7 月實施統一商品服務稅（GST），致使經濟成

長步伐趨緩，直至 2018 年第 1 季經濟恢復 7%以上成長率，達到 7.7%，再次超越中國

大陸（6.8%）。

世界銀行原預測，印度因投資增加、製造業活絡及民間消費旺盛，預計未來數年將

可維持 7%以上成長率，蟬聯全球成長最強勁的主要經濟體。2018 年印度國內生產毛額

（GDP）規模接近 2.7 兆美元，然全年經濟成長率放緩至 6.1%，2019 年因投資、製造業

及民生消費不振，經濟成長速度再度降至 5.0%，但同年經濟規模已經超法趕英，晉身全

球第五大經濟體。

2020 年全球經濟因新冠疫情重挫，印度疫情嚴重，列入全球第二高確診人數國家，

2020 年 3 月印度政府實施全國封鎖，更衝擊民間消費和投資生產。世界銀行在 2021 年

1 月預測印度 2020 財年（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經濟成長降至-9.6%，印度儲備

銀行（RBI）則預測將降至-7.5%，將是印度近 60 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如審視印度經濟結構，可發現近年其經濟成長動能主要來自政府支出、國內投資與

民間消費。在不同產業結構上，除 2020 年因疫情重創工業與服務業外，但服務業成長

仍高於農業與製造業；另因進口中間財金額快速成長，近年貿易逆差居高不下，已擴大

至 1,500 億美元以上規模，未來預期將持續擴大。

印度政府長年為發展製造業及降低逆差所苦，2014 年代表印度人民黨（BJP）競選

的莫迪（Naranda Modi）勝選，在就任總理後，提出「在印度製造」政策，期複製中國

大陸、越南等東亞國家經濟發展模式，推展製造業。在眾多製造業中，印度在前朝政府

國民大會黨執政期間，即研擬多項推動印度電子資通訊製造業產業政策，希望提升印度

電子製造業的競爭優勢，促進電子產品出口及減少因電子產品進口造成的龐大逆差。莫

迪政府「在印度製造」政策延續先前重視電子與資通訊產業等產業發展重點，更進一步

自 2015 年實施階段性製造計畫（Phased Manufacturing Program，PMP），同時透過提高

各類產品進口關稅，例如手機及其零組件等，迫使生產終端產品及其關鍵零組件的跨國

企業至印度設廠生產。

2019 年 1 月，印度政府進一步提出「2030 年願景」之國家發展目標，慎重指出印

度在全球貿易體系的角色已經改變，並首次以全球供應鏈（GVC）的角度，指出過去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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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重心單獨放在電子產業已不足以改變印度製造業的生產體系，未來必須提出整

體性策略，才能將印度融入全球供應鏈體系中，達到「在印度生產、為印度生產，也為

全球生產」（Make in India, for India and for the world）的目標。

同（2019）年 5 月，人民黨（BJP）在大選中獲得大勝，順利展開連任之路。莫迪

連任後，宣布擴大實施「在印度製造」政策，並將啟動經濟、財稅、土地等多項改革。

其中，為吸引外資進入印度，莫迪政府全力改善投資環境，力拼洗刷印度長期在全球經

商容易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排名敬陪末座的惡名。2019 年印度自 2018 年排名全

球第 100 名進步至第 77 名，2020 年更上升至第 63 名，被世界銀行譽為「全球經商環境

改善幅度最大的國家」之一。

檢視「在印度製造」政策推出後吸引外人直接投資（FDI）的成效，2014、2015 財

年間，印度 FDI 流入金額曾經出現兩位數成長，但自 2017 年成長率降至 3%，FDI 金額

約為 445.8 億美元，為近 5 年來最低。至 2019 財政年再次出現明顯成長，較前一財年增

加 13%，投資金額達 500 億美元。至 2020 年 12 月，2000 年 4 月~2020 年 12 月期間，

累計 FDI 達 5,216 億美元，2019 年 3 月迄今 FDI 快速成長，2019 財年（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即成長 13%。

如以投資國家觀察，在最新的累計外資統計中，印度前 10 大外資國家金額及比重

依序為：模里西斯（1,462 億美元，28%）、新加坡 1,139 億美元，22%）、美國（426 億

美元，8.7%）、荷蘭（363 億美元，7%）、日本（345 億美元，6.7%）、英國（300 億美元，

5.76%）、德國（127 億美元，2.43%）、塞浦路斯（110 億美元，2.10%）、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109 億美元，2.09%）、開曼群島（101 億美元，1.93%）。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 10 大外資來源國中，日本、美國在 2018、2019 財政年投資金

額大幅成長，分居第四、五大外資來源國，美國更在 2020 財政年統計中躍升為印度第

三大投資國，僅次於模里西斯與新加坡。近年印度與美國、日本經貿關係升溫，在美、

日的印太戰略下扮演重要角色，再加上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供應鏈逐漸移轉與分散，印

度積極推動跨國企業在地生產科技產品，預計將持續吸引美、日、韓、臺等國家對印度

製造業擴大投資。

如以 FDI 進入的產業別觀察，雖然近年外資主要投資領域仍以服務業為主，包括金

融、銀行、保險、商業、外包（outsourcing）、研發、電信服務業等，但製造業中電腦軟

體與硬體投資、通訊領域等 FDI 金額成長迅速，但其他製造業如金屬加工、食品加工、

電機設備、紡織成衣等產業，成長並不明顯。

根據最新累計外資統計，印度前 10 大外人投資產業之金額及比重依序為：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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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 億美元，16.5%）、電腦軟硬體(693 億美元，13.3%)、電信（376 億美元，7.2%)、

貿易業（297 億美元，5.7%）、營建及不動產（254 億美元，4.8%）、汽車（254 億美元，

4.9%）、化學品（184 億美元，3.5%）、製藥（177 億美元，3.4%）、觀光（156 億美元，

3%）、電力（154 億美元，3%）。其中，在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9 月間，電腦軟硬體

投資金額佔同期間所有 FDI 金額比例高達 60%。

如進一步比較印度與中國、越南之外資流入趨勢，可發現外資進入中國自 2013 後

持續下降，僅 2018 年一度逆勢成長，至 2019 年投資金額創下新低，計約 1,558 億美元。

印度外資金額則自 2012 年後穩定上升，2019 年投資金額創下新高，計約 506 億美元，

雖僅約中國外資金額的三分之一，但差距正緩步縮小。同期間，越南吸引外資金額雖亦

逐年增加，2019 年創下新高，共計 161 億美元，則僅約印度外資金額三分之一。值得注

意的是，進入越南外資以製造業、土地開發為主，與進入印度以服務業為主的結構大相

逕庭。（參圖 1）

圖 1 中國、越南、印度近 10 年 FDI 流入金額之比較

資料來源：World Bank，https://www.worldbank.org/en/home

總括來說，「在印度製造」政策推出迄今已進入第 7 年，政策改革與吸收 FDI 成績

漸有成效，但距離莫迪宣示將推動印度成為全球製造中心的目標，仍有極大的差距， 即

使欲達到成為亞洲工廠的目標，也還有諸多重大挑戰須待克服。其中一項關鍵挑戰是印

度嚴重缺乏支持性產業，以致多數產品仍需進口中間財及零附件，然後在當地組裝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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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附加價值有限。以智慧型手機為例，據印度研究機構稍早的分析，印度手機在當地

組裝僅占整體附加價值約 10%至 15%的比率，多數廠商進口零組件後進行組裝，僅少數

低階零組件可自行生產，較高階零組件仍需仰賴進口。

此外，除智慧型手機、面板（LED）與其零組件之製造工廠蓬勃發展外，其他電子

產業皆呈現衰退，包括其他消費性電子產品、家電等， 並未獲廠商或外商青睞，為印度

整體製造業之均衡發展蒙上陰影。

更重要者，莫迪政府雖然銳意推動改革，但是迄今許多政策與配套措施的推動搖擺

不定，不確定性甚高，再加上政府推動法規鬆綁速度緩慢，導致中央與地方政府效能、

貿易與勞動法規、整體稅賦環境、便捷化措施等，仍遠遜於中國大陸與越南等國家。印

度如希望擴大參加產業供應鏈，邁向亞洲工廠，仍有漫長路途必須努力。

三、 印度與越南的比較–以智慧型手機與筆電產業為例

莫迪總理在第一任期提出「在印度製造」政策時，同時推出「數位印度」、「新創印

度」與其他稅制、投資、關稅配套措施，改善數位基礎建設等。隨著印度 4G 通訊基礎

建設陸續建置，印度行動電信用戶逐年成長，至 2017 年已成為全球僅次於中國大陸的

第二大智慧型手機市場，預計至 2022 年用戶數將增加近 50％，邁向全球最大智慧型手

機市場。除智慧型手機和其他行動電信設備外，莫迪政策也希冀能夠帶動半導體、電子

零組件、消費性電子產品、電腦及週邊產品等市場需求。

為降低每年進口智慧型手機龐大金額、促使跨國企業至印度組裝與製造手機，莫迪

政府自 2015 年起陸續調高智慧手機進口關稅，自 2016 年起更進一步調高手機電池等進

口關稅，目標是提高手機自製率，從後端產品組裝逐漸進入中間生產程序，以開啟智慧

型手機與相關零組件在印度生產化的趨勢。印度政府估計，印度全國手機協會指出，2017

財務年度在印度製造手機數量達 1.1 億支，僅次於中國大陸，已取代越南成為全球第二

大智慧型手機製造國，進口手機佔印度國內市場的比重亦降至低於 50%；至 2019 年時，

印度智慧型手機製造業產值約 1,400 億美元，佔印度 GDP 約 6.5%，預估至 2020 年將增

加至 8.2%；2019 年智慧型手機出口金額 30 億美元，目標是至 2025 年時提升出口總額

至 1,000 億美元。2020 年 6 月，印度政府宣布，針對三大電子製造業方案，將提供 5000

億盧比（約 66 億美元）吸引國內外企業在印度投資，希望取代中國成為全球智慧型手

機生產中心。

在此期間，2019 年美國川普政府要求美國企業將生產線移出中國的成效亦開始顯

現，包括蘋果公司等已要求部分代工廠商或供應商陸續調整供應鏈，2020 年因新冠疫情

在全球爆發，致產線調整趨勢更加明顯。根據統計，迄至目前，印度共計已有包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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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台、印度本土業者等超過 200 家手機廠在印度投資或增資，其中包括台廠如鴻海、

緯創、英業達等大型電子企業，代工品牌則涵蓋台灣、中國大陸、美國、印度等品牌。

台商在印度新興的智慧型手機生產聚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不過，迄至目前，上述印度手機產業仍以供應印度內需市場為主，距離莫迪政府欲

推動出口的恢弘目標差距甚鉅。如比較印度、中國大陸、越南三國出口手機與零附件之

金額與趨勢，可發現印度出口手機及附件金額在 2018 年後明顯成長， 2019 年出口金額

約 42.9 億美元，較 2018 年增加一倍，確實顯示印度手機組裝與製造的能量開始顯現。

不過，就出口金額言，印度相較於越南、中國大陸仍有相當差距，2019 年越南出口智慧

型手機及其零附件金額約 563.6 億美元，為印度 13 倍；中國大陸出口智慧型手機及其零

附件金額約 2,241 億美元，為印度 52 倍。（參表 1）

當前印度仍以手機組裝或小部分生產為主，較諸中國大陸擁有完整之供應鏈，或越

南手機相關生產聚落快速增加，數年內印度均難望其項背。不過，印度擁有龐大內需市

場，以及韓廠、台廠、印度廠等逐漸擴充產能，印度中長期的發展潛力仍不容忽視。

表 1 中國、越南、印度出口手機及零附件之比較

資料來源：ITC trade map，https://www.trademap.org/Index.aspx

註：8517 手機及零附件，內容涵蓋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其他傳輸或接收聲音、圖像或其

他資料之器具，包括有線或無線網路（如區域或廣域網路）之通訊器具，但不包括第 8443，8525，8527 或 8528 節

之傳輸或接收器具

除智慧型手機產業外，近來印度政府亦大力推動筆電產業供應鏈在地化，並實施各

https://www.trademap.org/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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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鼓勵或限制措施。例如，看好手機業者因政府補助而擴大在印度生產，印度政府除提

出投資誘因外，更宣布將在 2022 年前實施所有筆記型電腦政府採購標案必須使用「印

度製造」筆電，期迫使筆電業者至印度投資。根據媒體報導，宏碁公司在 2020 年 11 月

受訪時表示，宏碁目前在印度高達 60%的營收來自當地政府採購標案，未來將考慮與供

應商討論是否移至印度生產。

如比較印度、中國大陸、越南三國出口筆電與零附件之出口金額與趨勢，可發現印

度出口手機及附件金額在近年鮮少成長，2019 年出口金額僅 3.4 億美元，為數年來首次

突破 3 億美元大關， 與手機出口成長趨勢甚不相同。相較來說，2019 年越南出口筆電

及其零附件金額約 50.9 億美元，約為印度 15 倍；中國大陸出口筆電及其零附件金額約

1,809 億美元，約為印度 526 倍。（參表 2）

中國大陸擁有完整之筆電供應鏈，遠非越南或印度可以追趕。值得注意的是，相較

於越南、印度手機相關生產與出口金額在美中貿易戰下明顯增加，筆電產業則未見類似

趨勢。未來筆電產業是否亦可能出現如手機產業鏈自中國移轉的現象，尚待進一步觀察。

表 2 中國、越南、印度出口筆電及零附件之比較

資料來源：ITC trade map，https://www.trademap.org/Index.aspx

註：筆電及零附件為 HS 8471 與 HS 8473 的總和。HS 8471 內容涵蓋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磁

性或光學閱讀機，以符號方式將資料轉錄於資料媒體之機器及處理此類資料之未列名機器。HS 8473 筆

電及零附件，內容涵蓋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469 至 8472 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蓋套、提箱及類似品除

外）。

https://www.trademap.org/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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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語

印度內需市場龐大，經濟穩定快速成長，是我國「新南向政策」下備受看重的市場。

我政府推動台印度經貿與投資交流多年，但在 2016 年以前，廠商雖看好印度龐大的內

需市場商機，但實際赴印度投資的廠商家數與金額始終遠遠落後於赴中國大陸、越南、

印尼等國投資規模，直至近年台廠商赴印度投資始出現明顯的變化：除投資家數、金額

擴大外，在產業領域上更出現高度集中在電子與資通訊產業的現象，尤其以智慧型手機

相關製造業最為明顯。

從統計數據來觀察，根據印度商工部公布截至 2020 年 12 月的投資統計資料，台商

對印度直接投資累計金額為 4.02 億美元，居印度外人投資第 38 位。如依據我國經濟部

投審會公布的數據所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為止，我國迄今對印度投資共計 111 件，累

計金額為 9.41 億美元。近三年我對印度投資屢次創下新高，印度已是我在新南向國家中

投資金額成長幅度最大的國家。

上述兩類統計數據僅包括以我國公司名義申請之直接投資，即「臺灣公司」在印度

設立獨資或合資企業之股本投資，不包括設立分公司或聯絡辦事處所需之營運資金，亦

不包括臺商經第三地設立公司之挹資。因此，如果將我國多數至印度投資係經由在開曼

群島等第三地設立的控股公司，或在泰國設立之子公司名義進入印度之投資案件計入，

則依我駐印度代表處粗略估計，對印度投資金額早應超過 15 至 18 億美元，相當於印度

第 20 大投資來源國之投資金額。

分析台灣在短期間內對印度投資出現明顯成長的原因有三，其一為「在印度製造」

及配套措施奏效，如提高最終成品稅負、調降半成品關稅等已奏效，迫使台商前往印度

設廠投資。其二為我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以印度為重點國家，政府強力推廣印度市

場，促使廠商開始重視印度商機並尋求投資機會。其三為中國大陸投資環境之日趨惡化，

中美貿易衝突更衝擊台商已在大陸建立的出口導向產業鏈，尤其美商蘋果公司要求部分

供應鏈自中國大陸撤出，各界看好印度，促使電子大廠陸續前往印度。

不過，雖然莫迪政府誓言推動印度成為全球製造中心，更宣示將取代中國大陸，成

為重要的智慧型手機等製造基地，然如從實際統計數據觀之，「在印度製造」政策確實在

2018、2019 年後發揮吸引外資進入印度製造業的效果，但高度集中在特定產業，且並未

進入周邊支持性產業。如檢視印度手機、筆電等近年出口趨勢，更顯示印度該類產業尚

在起步，且主要仍以內需市場為主，遠遜於越南屬出口導向產業在近年之快速發展，預

估印度數年內仍不易達到出口基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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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TRIPS 理事會針對是否對特定條款豁免進行討論

WTO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理事會（The Council for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以下簡稱 TRIPS 理事會）於今（2021）年 3 月 10、11 日召

開會議，會議其中一項重點，即是針對印度與南非於去（2020）年 10 月提出「為預防、

遏止與治療 COVID-19 而對特定 TRIPS 條款進行豁免」（IP/C/W/669）的提案進行討論。

然而，WTO 會員未能在此次會議中達成共識，但同意未來將持續討論該提案。

印度與南非在提案中表示，隨著 COVID-19 的流行，新的診斷器材、治療產品及疫

苗相繼問世；然而，上述產品如何滿足全球需求，且以可負擔之價格快速流通成為重要

課題之一。此外，提案中說明，若干報告指出智慧財產權對醫療產品提供的即時性與價

格的可負擔性造成阻礙，且生產能量缺乏或不足的開發中國家面臨醫療性產品進出口繁

複及冗長的程序。為回應疫情的急迫性以及建立全球共享技術，印度與南非呼籲 TRIPS

理事會在疫情蔓延期間，暫停對 TRIPS 第二篇第 1 節著作權與相關權利、第 4 節工業設

計、第 5 節專利及第 7 節保護未揭露資訊（Section 1,4,5 and 7 of Part II）的使用，以達

到預防、遏止與治療 COVID-19 的效果。

根據報導指出，目前已有 57 個 WTO 會員對上述提案表示支持。南非駐 WTO 大使

彼得（Xolelwa Mlumbi-Peter）呼籲 WTO 會員，應以結果導向（result-oriented）方式評

估促進必要性物資的產能，並於會議中重申提升 COVID-19 疫苗製造與分配的重要性。

此外，印度則表示全球目前未能提供足夠疫苗終結疫情，因此 TRIPS 條款的豁免可以加

速醫療產品生產以及全球技術的合作，有效回應 COVID-19 帶來的影響。同時，印度指

責部分會員，認為其因疫苗獲得龐大利益而反對豁免提案，持續造成疫苗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歐盟、瑞士、巴西及美國等會員仍未支持豁免提案。美國聲明 TRIPS 條

款的重要性，認為有誘因才能帶來創新，但願意與提案國家持續討論，找到符合公眾健

康及人道的解決方式。瑞士表示，COVID-19 疫苗的製造技術十分複雜，需要新的製造

設備或是密集使用現有設備才有辦法製造；因此，暫停特定 TRIPS 條款的適用，無法達

成疫苗足量供應的目的。另外，歐盟補充疫苗的平等性為全球的首要目標，且七大工業

國組織（Group of Seven, G7）已向 COVID-19 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平台挹注

資金，預計在今年底就可以將 13 億劑疫苗配送至 92 個中低所得國家。

WTO 秘書長伊衛拉（Ngozi Okonjo-Iweala）雖表示 TRIPS 條款的豁免未必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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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的產能，然其亦指出目前對豁免提案表示支持的國家多為開發中及低度開發會員，

原因為過去該等國家面臨高額的愛滋治療藥物，以及 H1N1 流感爆發時沒有金錢購買必

要物資的無助感。因此，伊衛拉呼籲 WTO 會員在協商同時，應考量開發中國家有權利

獲得疫苗的事實。

【由王韻潔綜合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1 年 3月 10、11 日】

▲WTO 漁業補貼談判會議將關注產能過剩及過漁之補貼

WTO 杜哈規則談判主席威爾斯（Santiago Wills）預計於 2021 年 3 月 17 日起召開

漁業補貼談判會議。根據 2020 年 12 月第二版修正草案，仍允許包含工業規模捕撈在內

的多數漁業補貼適用特殊與差別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S&DT），惟需

遵守適當海洋保育措施。

本次會議主要將討論由阿根廷、智利，以及厄瓜多提出之「家計型漁業」（artisanal

fisheries）提案。首先，該提案定義漁業補貼之範圍為未包含水產養殖及內陸漁撈（inland

fisheries）在內的海洋野生捕撈及海上漁業相關活動，適用《補貼及平衡措施協定》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SCM 協定）第 1.1 條補貼之定義

及第 2 條特定性；其次，允許符合上述定義之海洋漁撈活動的燃料補貼。此外，為確保

糧食安全，該提案希望針對符合會員國內法、距離海岸 12 海里內，基於低收入、資源

匱乏，或為生計進行之漁撈及相關漁業活動，免除適用漁業補貼草案第 4、5 條有關產

能過剩（overcapacity）或過漁（overfishing）之禁止性補貼。

根據不具名貿易代表指出，鑑於全球漁藏日漸枯竭，該提案爭議點在於造成過漁之

工業規模捕撈的補貼適用。本次會議將關注產能過剩及過漁問題，特別是草案第 5.2 條，

允許在會員表明（demonstrate）已實施相關維持存量及生物永續水準之措施下，可提供

第 5.1 條之禁止性補貼（即導致產能過剩或過漁情形之補貼）。威爾斯主席解釋，草案第

5.2 條註 13 已定義生物永續水準等具體評估指標，即以具法律管轄權沿岸會員之最大持

續生產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或其他諸如耗減水準（level of depletion）

等漁業指標，因此相關補貼應不至於對會員永續發展造成傷害。

威爾斯主席表示，禁止造成產能過剩及過漁之補貼為漁業補貼規則談判小組的核心

任務，為進一步瞭解會員看法及確認草案 5.2 條之適用，主席特別針對該條款舉辦小組

會議，希望會員就該條款之適用，以及相關措施之舉證責任等問題交換意見。

【由羅絜綜合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1年 3月 15日；WTO Documents

RD/TN/RL/126/Rev.2，2020 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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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貿易總署長呼籲 歐美應在 WTO 確保競爭中立

歐盟貿易總署總署長魏恩德（Sabine Weyand）近期於線上研討會上表示：因應中國

大陸之崛起，歐盟與美國應在 WTO 倡議制定確保「競爭中立」（Competitive Neutrality）

之貿易規則，將工業補貼、國營企業、強制性技術轉讓等納入規範，避免因國家干預和

監管措施不當扭曲了公平競爭進而損害 WTO 成員的利益。

早在川普政府時期，美國、歐盟與日本三方便已針對上述 WTO 規則倡議發表了一

份聯合聲明，闡釋 WTO 規範工業補貼措施之重要性。對此，魏恩德指出：美歐日三方

部長會議在打擊不公平競爭方面所達成的共識，乃是川普執政時期少數美歐能夠取得共

識的議題之一，特別是美歐日三方均主張 WTO 應針對工業補貼制定新規則，以及打擊

強迫技術轉讓等層面，

競爭中立為歐盟最近發布的貿易政策戰略的一部分。歐盟貿易政策戰略以附件形式

說明了歐盟推動 WTO 改革之方針，包括歐盟在制定競爭規範方面將繼續與立場相近之

國家（美、日等）進行對話，期望在 WTO 場域能夠合作推動相關貿易規則之制定。有

別於歐盟在其他 WTO 改革議題所倡議採取的複邊推動方式，歐盟在競爭規則議題領域

傾向先尋求立場相近國家之共識。魏恩德對此進一步解釋：歐盟認為在要求中國共同遵

守公平競爭之貿易規則之前，美日等立場相近國家應先釐清所欲制定之競爭規則與適用

範圍為何。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教授高樹超（Henry Gao），亦在同一場線上研討會表示：要讓

中國參與補貼規則之 WTO 改革議題新規則之制定不能完全針對中國而來。高樹超教授

指出先前中國政府即已表明工業補貼改革議題不切實際。此外，高教授指出各國在與中

方談判時，不應要求中國政府單方面對所有議題讓步，卻沒有給予相對應的回報。。

前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上訴機構大法官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指出：爭端解

決改革應與貿易規則改革同步進行，美國對上訴機構有關貿易救濟裁決的批評，需要改

變規則以利順利推動爭端解決機制之改革。職此，格雷厄姆敦促 WTO 成員針對爭端解

決改革，它需要的不僅僅是程序調整。「WTO 會員應及時完成爭端解決機制之改革，否

則 WTO 改革工作將功虧一簣」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專家，亦為前 WTO 上訴機構成員的希爾曼（Jennifer

Hillman）表示：WTO 改革存在時間上的緊迫性，而且 WTO 需要一些工作成果來挹注

談判動能，以利解決更長期性的問題。此外，希爾曼認為 WTO 順利選出新任秘書長乃

一重要契機，即便這可能僅是一個短暫的契機，但應能與新上任的美國拜登政府和新的

歐盟戰略結合提供一個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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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爾曼建議拜登政府應當全心地投入，方能取得與歐盟達成對 WTO 改革的共識。

甚至魏恩德認為歐盟與美國應持續推動跨大西洋合作，雙方的合作實乃推動 WTO 改革

前進的重要引擎。

【由林士清報導，取材自 Inside Trade，2021年 3月 10日】

各國消息剪影

▲歐盟啟動先進半導體生產競賽

歐盟於今（2021）年 3 月 9 日公布數位羅盤計畫（Digital Compass），揭示其未來 10

年的數位轉型願景和途徑，其 4 大主軸為：培養數位技能之人才、建設安全和可持續性

的數位基礎設施、協助企業數位轉型、公共服務數位化。

在數位基礎設施方面，歐盟目標包括：2030 年所有人口稠密地區都將覆蓋 5G 網路；

2030 年部署 1 萬座零碳排的安全邊緣運算節點，以確保企業獲取資料服務的順暢；2025

年歐洲擁有第一台量子電腦；於 2030 年發展並製造世界最先進的半導體，提升產值至

全球半導體 20%，以減少對外國企業關鍵技術零件的依賴。歐洲半導體製程已相當成熟，

然而歐盟官員期盼地區的晶片製造能較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和三星電子企業等產業

領導者更有效率。

歐盟發布數位羅盤計畫之際，歐洲汽車業正面臨車用晶片短缺問題，該些晶片是現

代化汽車配備輔助駕駛、電動化和其他技術的必需品。儘管車用晶片短缺可能是短暫性

議題，但此問題突顯了歐盟對美國和亞洲關鍵零組件技術的依賴。儘管歐盟對半導體有

著宏遠的規劃，部分歐盟半導體企業的管理階層已提出相關質疑，如：不確定歐洲是否

對該等先進處理有需求、歐盟是否願意投入大量時間和數十億歐元來改革全球供應鏈等。

歐盟產業專員布勒東（Thierry Breton）於周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歐盟未來將需

要越來越多的微處理器，應用於物聯網、雲端運算和邊緣運算等領域。其認為歐盟應該

以目前最先進 5 奈米以下製程為半導體生產目標。歐洲政策中心分析師莫萊特（Frederico

Mollet）表示，以歐盟起始出發點來看，這些計畫具備雄心壯志，這將是一個長期的計

畫項目，並附帶相當大的風險和費用。

歐盟執委會並未提供有關如何實現數位羅盤概述目標的具體細節。據彭博社先前報

導，歐盟已討論建立新晶圓廠或改組現有晶圓廠的計畫，以此做為提高歐洲半導體產量

計畫的一部分。布勒東專員 3/9 表示，歐盟可能會與擁有專業技術的公司合作，但目前

尚未做出任何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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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表示，其將建立監測系統以衡量歐盟及其成員國是否達到數位羅盤目標，

並發布年度進度報告。目前數位羅盤計畫僅是草案，尚須通過歐盟成員國和歐洲議會的

批准。

【由李宜靜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 Law 2021年 3月 10日】

▲俄羅斯新稅法或將衝擊其小麥貿易

俄羅斯複雜的小麥出口稅可能會打亂其做為全球最大出口國的貿易活動，當局上個

月起對出口商品徵收單一稅（flat tax），並已成功減緩出口量，更預計在下一次收穫的幾

週前轉換為浮動稅率。俄羅斯政府宣稱此機制是一系列為了保障國內貨品供應和降低食

品通膨的措施之一。

然而，根據該措施的設計方式，意味著出口商在實際運送之前，都不知道要繳多少

錢，而出貨時間通常是在買賣成交的數週或數月後，這使得想要提前銷售農作物的風險

更大，且生意可能會落入競爭者手中。

俄羅斯穀物出口商協會負責人澤寧（Eduard Zernin）表示：「此課稅制度的設計並非

讓貿易商更加便利；相反的，其目的是造成其不便。」俄羅斯於近年來，由於低成本和

豐收，成為小麥出口的重量級國家。最主要的買家埃及，在最近的投標中看中了歐盟和

烏克蘭的穀物，其中包括由俄羅斯國有企業公司擁有的穀物出口公司所出售的稀有羅馬

尼亞貨物。

對於 7 月開始的新作物的交易季而言，目前為時尚早，出口潛力則取決於春季氣候

以及下一次的收穫量。在前述的未知因素之外，還有浮動出口稅率制度，要求貿易商向

莫斯科交易所登記出口量和總值，而交易所計劃從下個月的數據開始發布一項價格指數，

並用於計算 6 月初的出口稅。

對此，黑海地區農業市場分析公司 SovEcon 的常務董事西佐夫（Andrey Sizov）表

示，稅收的設定可能會引發更高的風險保費，使得廠商在大型招標中更難競爭。農產交

易顧問公司 AgResource 總裁貝斯（Dan Basse）說：「每個人都可以賣出現貨，但是在你

不知道未來的稅率時，怎麼能提前一個月出售小麥呢？沒有人願意冒這個風險。」

俄羅斯聯邦反壟斷局將對違反公告規定的交易者處以罰款，政府並可能會採取更嚴

格的措施，例如：對於未能正確揭露銷售情況的出口商，政府將會取消他們的出口配額。

此外，農業部官員表示未來可能會設置年度配額，但目前在本季之後並沒有設置配額。

金融顧問公司 StoneX 商品風險經理阿瑪曼（Matt Ammermann）表示，4 月份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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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的發布為此問題提供了一些因應的時間，而穀物業界團體也呼籲政府減少一些限制。

阿瑪曼說，就目前而言，遠期銷售似乎是「一場巨型的賭注」。

【由蔡心遠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2021 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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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禁止性補貼 Prohibited Subsidy

係指以出口實績或以優先使用本國產品為條件，而給予之補貼類型。禁止性補貼可

分為兩類：出口補貼及進口替代補貼。

出口補貼係指法律上（de jure）或事實上（de facto）以出口實績作為提供補貼之條

件或條件之一者。進口替代補貼係指以優先使用國產品作為提供補貼之條件或此條件之

一，或對使用國產品提供之補貼優於使用進口產品者。由於此種補貼之貿易扭曲效果嚴

重，烏拉圭回合談判通過《補貼及平衡措施協定》後，已將此種補貼予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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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The Impact of WTO Membership: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a, Russia, and

Ukraine

網址： https://reurl.cc/Z9vkM

摘要：
This detailed, systematic,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the accession of these countries to the WTO addresses these questions,

presenting an economic and legal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ir

joining the WTO. Comparative legal and economic methods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membership for post-communist

states and to suggest ways in which new members can adapt to WTO standards.

期刊介紹

篇名：
Tariffs As Electoral Weapons: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出處：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ume 75 , Issue 1 , Winter 2021 , pp. 1 - 38

作者： Sung Eun Kim and Yotam Margalit

摘要： In response to President Trump instigating conflict over trade with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untered by issuing tariffs on thousands of products worth

over USD 110 billion in US exports. We explore whether China's tariffs reflected

a strategy to apply counterpressure by hurting political support for the president's

party. We also assess the strategy's impact on the 2018 midterm elections and

examine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resulting electoral shift. We find strong

evidence that Chinese tariffs systematically targeted US goods that had production

concentrated in Republican-supporting counties, particularly when located in

closely contested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This apparent strategy was successful:

targeted areas were more likely to turn against Republican candidates.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how dome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an be a source of

vulnerability in interstate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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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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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經院WTO中心 3/22 3/23
「2021 年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網路研討會」

場次⼀：拜登政府新政對台灣之意涵與展望

http://seminar.cier.edu.tw/Regfrm.asp?i

d=20210323

經濟部貿易局 3/19 3/24

「市場進入地圖(Market Access Map) 暨

原產地規則便捷網(Rule of Origin Facilitator)」

資料庫說明會

https://www.accupass.com/go/itcdata

工商協進會 3/22 3/24 RCEP 簽署對台灣產業之影響與因應 https://tinyurl.com/yc7qbh29

國發會 逕自洽詢 3/24 擁抱國際菁英，企業人才探索高峰會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102240

516282620346970

經濟部貿易局 逕自洽詢 3/25 《台南》國際經貿新情勢對台影響及意義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103

25

國經協會 3/19 3/25 第 19 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 https://tinyurl.com/yb7gc2me

國經協會 4/9 4/15 第 8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 https://tinyurl.com/dmr9dj58

亞太青年協會 4/26-6/6 5/7-7/1 亞太青年協會【2021 Model APEC】
https://www.facebook.com/ModelAPECTai

wan

https://seminar.cier.edu.tw/Regfrm.asp?id=20210323
https://seminar.cier.edu.tw/Regfrm.asp?id=202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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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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6/1 2021年巴⻄投資論壇 https://tinyurl.com/y5uwzrz2

美國在臺協會 4/30 6/7-11 2021 年 SelectUSA 線上投資高峰會
https://www.selectusasummit.us/Program

ming/2021-Summit-Agenda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6/29
「臺灣再生醫療綻放奇蹟-建構臺灣醫療產業鏈邁向

全球」座談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Regenerati

ve/CMS/regenerative%20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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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大經貿法中心 4/26 9/11 第⼆⼗⼀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暨學術研討會徵稿 http://www.tradelaw.nccu.edu.tw/?p=6644

https://www.selectusasummit.us/Programming/2021-Summit-Agenda
https://www.selectusasummit.us/Programming/2021-Summit-Agend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Regenerative/CMS/regenerative%20medicin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Regenerative/CMS/regenerative%20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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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4/12-16 2021 年漢諾威工業線上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HANNOVERMESSE

外貿協會 3/19 4/14 2021 年中東歐通訊應用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CT2021CentralEastern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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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5/12 歐洲智能汽車創新聯網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ntelligentvehicle

外貿協會 4/5 4/20-23 2021 年南亞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South

Asia

外貿協會 4/1 5/4 2021 年前進東南亞智慧交通及智慧零售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

mpstsr21

外貿協會 4/9 5/20 2021 年新南向高效電子零組件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electroniccomponent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contentokyo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contentokyo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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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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5/26 新南向消費性電子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PC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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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巴⻄代表處經濟組 逕自洽詢 5/31-6/1 2021年巴⻄投資論壇 https://tinyurl.com/y5uwzrz2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6/1 臺灣生技醫療產業中東線上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UAE/

CMS/2021UAE

外貿協會 4/30 6/8 新南向環保設備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ETM2021

外貿協會 4/9 6/8 歐洲創新能源科技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GreenTech2021

外貿協會 4/10 6/9-10 2021 年扣件歐日市場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fastener2021

外貿協會 6/1 6/15-17 2021 年環孟加拉灣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Bayof

Bengal

外貿協會 4/15 6/17 2021 年前進日本-AI、5G 新創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MJstarup21

外貿協會 4/10 6/18 臺灣⻑照產業中國⼤陸商機交流團(線上)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elderly168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G19ch/CMS/profil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G19ch/CMS/profile
https://tinyurl.com/y5uwzr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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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外貿協會 4/30 6/22-25 2021 臺灣生技中醫藥東南亞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chme

dsea

台服聯盟 6/30 6/30 法國政府公開徵求醫療產業投資計畫
https://www.twcsi.org.tw/News.aspx?ID=1

386&pg=1&key=&d=8303

外貿協會 5/31 7/6 2021 年新南向國家電動車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EVtoNSB

外貿協會 4/30 7/23 臺灣冷鏈創新解決方案線上拓銷團-越南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nscc-

vn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9/1-4 2021 年德國福吉沙芬歐洲自行車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Eurobike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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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9/9-13 2021 年「巴黎時尚家居設計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C01652

MO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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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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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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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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9/12-17
2022 年芝加哥工具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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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TS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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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9 日～2021 年 4 月 19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3/22 ⼀  Structured Discussions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JI)

3/19 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Mongolia

3/22-23 ⼀～⼆  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3/23-25 二～四  Aid-for-Trade S.E S2-39

3/23 二

 Informal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 Thematic Session

 Developing production and supply capacities of medical equipment in LDCs (LDC
Group)

 COVID-19 and GVCs- Opportunity for Diversification (WTO, ADB, OECD)

 High Level Plenary Session (WTO)

 Committee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COVID-Related MSME Aid for Trade (Uruguay)

3/24 三

 Promoting sustainable recovery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in LDCs (LDC Group)

 Informal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Investing in safe trade systems to protect health and market access (STDF)

3/25 四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Financial response to pandemic crises affecting LDCs (LDC Group)

 TF: Critical for COVID-19 Recovery (LDC Group, WBG, TFAF)

3/26 五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3/29 ⼀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3/30 二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

3/31-4/1 三～四  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

4/6，8 二，四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Qatar

4/14 三  Open-ended meeting of the Joint Initiative on Services Domestic Regulation

4/14，16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Tonga

4/19-20 ⼀～⼆  Structured Discussions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JI)

4/20 二  Meeting of the Joint Statement Initia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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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3/23 二 WB: Trade, Robot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3/23-25 二～四 ASEAN: 30th Meeting of Customs Procedures and Trade Facilitation Group (CPTFWG)

3/24-25 三～四
APEC: Symposium on APEC Supporting the WTO Negotiations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E-
Commerce (CTI 01 2020)

3/25 四 OECD: OECD Green Talk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Circular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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