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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大家都有參加「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網路研討會」嗎？錯過直播的朋友，現在在我們線上學

習平台隨時都能收看喔！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80260
https://taiwanlife.org/local/enterprise/generalcourse.php?id=67
https://taiwanlife.org/local/enterprise/generalcourse.php?id=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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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韓國培養第四次工業革命產業人才政策之作法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蘇怡文分析師

「第四次工業革命產業政策」為文在寅政府的核心議題之一，鑒於第四次工業革命

發展速度超乎預期，再加上未來 10 年韓國國內勞動人力將大幅減少，韓國政府遂積極

培養第四次工業革命產業人才，由相關部會共同推動，領域涵蓋產業經濟、勞動、科技、

教育等。政策重點在於重新設計技術培訓之基礎設施，進行能力發展體系結構改革，聚

焦於提升青年適應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勞動需求之能力。政策推動之特色則是善用企業

之力，充分授權民間進行課程之設計與訓練。

本文彙整及分析文在寅政府該產業人才政策重點，提供政府與有興趣讀者參考。

一、政策背景

文在寅總統在上任前，即預估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發展的速度將比預期更快；同時，

韓國僱用勞動部也評估韓國國內產業人才需求將從 2020 年下半年開始出現增長。因此，

文在寅政府一上任，便以「因應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發展新產業並創造就業機會」作

為產業及人才政策之核心，由科學技術資訊通信部、教育部、僱用勞動部及產業通商資

源部等相關部門共同協調研議人才培育計畫。

產業通商資源部評估，考量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勞動市場的特色，預期人才需求增

加的產業部門將以專業科技服務業、電子、資通訊等領域為主；如以勞動市場的角度來

看，健康和社會福利、個人生活服務、文化、藝術和體育等領域的收入可望增加。另從

技術的角度而言，則醫療技術的發展需求將有所增加。換言之，需要核心技術的工作增

加，可用人工智能(AI)代替的簡單勞動工作預計將迅速消失。由於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

各種新科技不斷演進、突破和融合，職涯歷程將產生變化，學習成為職場生活不可或缺

的事務。綜此，產業通商資源部認為，首要之務在於調整職業訓練的內涵與作法，其中

包含教導年輕人發展未來的生存和適應能力；同時，必須重新設計技術培訓之基礎設施，

如大數據運用技能預測技術，以因應技能需求之變化。

另一方面，根據僱用勞動部針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發展水準，所進行的人力供

需前景研究，未來 10 年，韓國國內 15 歲至 64 歲之間的人口將減少 260 萬，而 60 歲以

上的人口將大幅增長；由於退休時間的延長和女性勞動力市場參與的增加，預計未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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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5 歲以上的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將增加 124 萬。再者，2035 年韓國勞工人數將超過

2,822 萬人，但由於人口增長和老齡化的放緩，15 歲以上的就業人數預計將從 2027 年開

始下降。另外，未來 10 年，高中畢業生和大學畢業生的需求將過剩，技術學院預計也

將因技術進步而對中級技能的需求減少而供過於求。因此，僱用勞動部建議，應透過教

育創新以積極應對未來的技能需求，其中包含針對技術學院與高中畢業生之技能培養。

綜合上述，文在寅政府提出產業人力政策重點包含：(1)因應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培

養新技術人力，(2)調整職能培訓基礎設施，(3)著重青年(特別是高中畢業生)之勞動市場

變化適應能力。同時，文在寅政府也改變政策立場與作法，強調以政府扮演解決和協調

的角色，協助解決政策之利害關係人所面臨的障礙。在此思維下，2017 年 7 月成立「就

業委員會」，直接隸屬於總統，由總統擔任主席。該委員會的設計概念乃是將政府視為最

大的雇主與工作孵化器，致力於解決青年失業和非正式勞工的問題，以克服低出生率、

高齡化和勞動市場兩極化等障礙。其基本策略為「增、減、增」，亦即「增加好工作」、

「減少工作時間」和「增加正式勞工」，提高就業品質。換言之，就業委員會的主要任務

不僅在於增加工作，同時包括為創造福利和遵守勞動法的企業提供獎勵措施。

另一方面，修訂《第四次工業革命新產業創造及產業革新支援法》及《第四次工業

革命促進基本法》，重新調整第四次工業革命監管制度創新，改善第四次工業革命支援

制度、人才培養計畫和失業支援措施。此外，也新增 50 項第四次工業革命新產業納入

「國家職能標準」(Nat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s, NCS) 之開發，涵蓋潛力行業、建築

業、休閒業、服務業、採礦業、通訊技術業、內容業等，具體包含無人機、智慧設施設

計、休閒船模生產與設計、海上旅遊(包括休閒船模具開發及鋁合金休閒船開發等)、交

通資訊通訊設備建設、水質環境管理、新材料測試、煉鋼、板金製造、新產品焊接、光

學傳感器設備等。

二、政策內容

（一）因應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培養新技術人力

考量培養創新和融合人才對於持續創新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但是由於韓國教育體系

與產業需求之間的落差相當嚴重，特別是缺乏將知識轉換成實務能力的創意人才。因此，

由科學技術資訊通信部、教育部、產業通商資源部及保健福祉部等單位組成「核心人才

培訓工作小組」，於 2018 年提出「第四次工業革命領先人才集中養成計畫(2019~2023)」，

規劃在 5年內投入約 22 億韓元預算，設定在 2023 年培養 10,000 名領先人才之目標。該

項計畫將設立革新人才培養機構，例如師法美日法等主要國家的由民間主導之創新學院，

以及鼓勵大學設立人工智慧(AI)研究所，或補助民間成立人工智能研究機構；實施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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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人才養成制度，培養全球核心人才，如擴大公私部門合作體系並強化海外網絡，

支援學生至海外知名大學和研究所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或支持人工智能、AI、未來汽

車、無人機、能源、精密醫療和新藥等領域之國際共同研究；集中培養革新成長青年人

才，透過實務專家親自指導的方式，實施 6 個月約 1,000 小時的加強型課程，優先針對

智慧工廠、智慧農場、金融科技、新能源產業、智慧城市、無人機、未來汽車及生物健

康等八個創新成長領域，培養 7,000 名人才。(整體架構如下圖)

韓國第四次工業革命核心人才養成計畫架構

資料來源：(韓)科學技術資訊通信部(2018)，第四次工業革命核心人才養成計畫報導資料。

（二）調整職能培訓基礎設施

為因應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新產業新技術的產生，僱用勞動部調整職業訓練制度，

主要從市場的角度出發，揭出五大主軸：(1)培養青年求職者擴展新技術領域，(2)擴充勞

工適應力，(3)因應智慧工廠之發展培養人力和提供轉職支援，(4)提升既有職業培訓之品

質，(5)著重於新技術人力之培訓。

培養青年求職者擴展新技術領域之重點，著眼於擴大青年新技術和新產業的培訓，

先由官方培訓機構試行後，再擴散至民間培訓機構；同時，引進產業界首屈一指的私人

企業主導新技術領域的培訓。主要為擴充「高科技課程」之內容，包含軟體應用、生物

醫學、ICT 應用控制等，提供青年既有技術課程與新技術/新產業領域的培訓；增設新技

術領域訓練機構；持續推動國家策略產業培訓計畫；並實施新的「企業主導之人才培養

模式」，由產業龍頭企業主導新技術領域現場訓練，例如僱用勞動部與三星電子合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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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青年軟體學院」(Samsung Software Academy For Youth, SSAFY)，即由三星電子主

導，透過提供軟體能力培訓和各種就業支持服務，幫助學生為就業做準備並協助成功就

業。

擴充勞工適應力之重點，主要目標為防止勞工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失業，因此僱

用勞動部提供各種適應勞動市場需求變化的培訓課程，特別是工作數位化和新技術嫁接

方面，藉此協助在職者之就業安定。重點包括由中小企業聯合培訓、優先支援高階技術

與新技術領域、推動新技術工業園區聯合培訓中心、擴大 ICT 應用能力學習機會等，並

且重點培養智慧工廠之發展人力和提供轉職支援。值得一提的是，此政策措施亦借助企

業的能量，由企業先幫忙評估自身的條件後，優先針對新技術領域規劃課程，以減少培

訓成本。再者，亦與政府推動之「工作學習並行制」進行連結，並且特別擴大對企業現

場教師的新技術和產業趨勢之教育，積極發掘並反映企業對於數位化的需求，以利同時

發展工作學習並行之培訓課程。另外，為了促進 ICT 知識快速普及，透過電腦和行動應

用程式創建和共享培訓內容，僱用勞動部於 2019 年建立「智慧職業培訓平台」

(https://portal.step.or.kr/page/pt)，共享公私部門的培訓內容，課程領域涵蓋技術與工程、

服務專區、社會業務領域及其他等，共有 40 家訓練機構參加。

在因應智慧工廠之發展培養人力和提供轉職支援方面，著眼於新進人員職能培養及

在職者職能轉換兩個層面；前者以培養地區人力為目標，提供結合製造業與 ICT 之培訓

課程；後者則透過與大學的合作，提供高級教育培訓課程，以及建立「智慧 K 工廠中心」

(Smart K-Factory center)，搭配相關設施和設備，依據企業需求進行模塊化(modularity)培

訓課程。另外，還擴充講師之培訓，強調現場實務專家的參與，並將最新技術納入現有

的培訓課程中。

在新技術人力培訓方面，大量將大學的能量納入培訓機構行列，執行大數據、物聯

網、智慧製造、AR/VR、資訊安全、金融科技等 6 個領域之培訓計畫，其中又以大數據

領域的課程最多。2019 年培訓規模更加擴大，不僅課程領域多加生物技術 1 項，培訓機

構與參訓人數也有所增加。

（三）提升青年適應勞動市場變化之能力

關於提升青年對於勞動市場變化之適應能力方面，主要由教育部負責從大學教育體

系著手解決學用落差問題，透過改革人才養成過程，提升學生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之

求職與應用能力。其提出一連串產學連結培訓計畫，包含對技職大學實施之「學徒制」、

對一般大學之「IPP(Industry Professional Practice)型工作學習並行制」、關注於改善學用

落差之「產業所需的契合型教育計畫」(Program for Industrial needs-Match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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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強調符合大學和地區社會需求之「先導大學計畫」(Leaders in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LINC+)等，以及由企業界自主推動，協助高中畢業生勞工取得學歷同時提

升實務能力之「社內大學」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計畫都強調產業界的參與，高度運用企業的資源和力量，由企

業進行課程之設計與授課，透過產業合作之基礎設施，為未來的新興產業培養實用人才，

創新創業教育，增強青年的自給自足能力。其中，最特別的是社內大學制度，該制度導

致政府鬆綁大學管制方案，放寬對於企業設立大學之相關規定，允許勞工可經由公司內

部的課程直接取得正式的學士(或學士以上)學歷，又可以不中斷工作；同時，企業又可

以依照本身的需求培養人才並達到人才進階之目的。此制度被韓國社會視為是體現了政

府於 2008 年提出達成「強化以需要者為中心之教育競爭力」、「積極培養核心人才」與

「終身教育生活化」等目標之精神，並且實現了「兼顧企業與勞工需求之人才政策」和

「建構終身學習社會之勞工持續教育制度」之願景，亦符合韓國社會與企業重視學歷的

文化，因此不僅獲得社會高度評價，並且也提升了韓國政府的支持度。

四、評析

綜觀韓國政府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產業人才培育政策，可以看出其特別強調「授權」

的概念；亦即，由政府輔助協調、產業主導的精神，直接由企業界設計課程並進行訓練，

藉此因應新時代新技術的發展、培養產業人才，維持國家經濟成長與國際競爭力。從觀

察韓國政府在推動任何政策措施之經驗來看，其會習慣性先進行相關法律之調整，以順

利推動相關政策，例如第四次工業革命產業人才培育政策乃基於《第四次工業革命新產

業創造及產業革新支援法》及《第四次工業革命促進基本法》之修訂，或是推動「社內

大學」制度時及時修訂《高等教育法》。進一步來說，第四次工業革命產業人才培育政策

不僅涉及人才培養問題，更涵蓋數位轉型議題，因此韓國政府擬定跨部門之「第四次工

業革命領先人才集中養成計畫(2019~2023)」，並藉由 AI 研究所之設立同時培養產業人

力並進行研究，為產業進階發展奠定基礎，以收政策協調之效。

再者，第四次工業革命產業人才培育政策的特色之一，尚包含推動市場導向（market

orientation）之訓練方式。這種改變過去由政府從上至下（top-down）的政策執行方式，

轉變為著重社會需求的方式，乃是文在寅政府上台後的改革重點，範圍涵蓋所有政策領

域。從人才培育議題來看，過去韓國政府對於各地區及職種別的訓練課程和人員都是由

政府主導進行事前配置，文在寅政府的新作法則是依據一定的標準評估合適性，允許訓

練機構自由開設訓練課程。同時，也取消學費的上限規定，由政府擬定一套單價標準後，

訓練機構再在此基礎上自行訂定學費標準，且高階課程接受政府的補助相對更多，以此

鼓勵訓練機構提出進階課程，利於國家整體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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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善用企業之力也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產業人才培育政策的特色之一，不僅在計

畫規劃階段即邀請企業參加，在課程設計與執行上更倚重企業實質參與，政府主要扮演

協調、整合與支援的角色。而政府角色主要仰賴新成立直屬總統之「就業委員會」，這也

是文在寅政府的特色，即只要是屬於核心的國政議題，皆成立直屬總統的政策委員會，

由其直接統籌整合相關部會，以顯示對該政策的重視性。根據「就業委員會」成立文件，

其被賦予「3C」的角色－「控制塔」(Control Tower)、「協調者」(Coordinator)、「確認者」

(Confirmor)，負責審查和協調創造就業和提高工作品質的相關政策，而此角色最重要的

功能即在於整合與協調所有公私部門之利害關係人。

參考書目：

1. (韓)僱用勞動部(2019)，第四次工業革命職業能力開發支援方案說明。

2. (韓)韓國政府部門共同提出(2018)，第四次工業革命領先人才集中養成計畫

(2019~2023)。

3. (韓)韓國教育部(2015)，大學管制革新方案-社內大學。

4. (韓)科學技術資訊通信部(2018)，第四次工業革命核心人才養成計畫報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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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各國消息剪影

▲美韓 2 加 2 對話強化美韓同盟關係共同調整跨國供應鏈

2021 年 3 月 17、18 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tony Blinken）與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 III）前往韓國首爾進行訪問，與韓國外交部部長鄭義溶、國防部長徐旭進行 2+2

對話。美、韓代表針對雙邊、多邊議題達成共識並簽署共同聲明，強調美韓同盟將共同

面對印太地區當前及未來的挑戰，美韓經貿關係的穩定能促進更廣泛的區域經貿合作；

同時朝鮮核武所帶來的威脅、應對 COVID-19 疫情、氣候變遷以及緬甸軍事政變也都是

美韓政府積極關切的議題。

回顧過往，此前的美韓 2+2 對話可追溯自歐巴馬時期，但過往四年卻因前任美國總

統川普不滿駐韓美軍之經費分擔問題，而使得美韓 2+2 對話被迫中斷。此次美韓 2+2 對

話則排定於美、日、澳、印所共同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之後；同時國務院

也再次強調拜登總統的立場：以美國為首的同盟是最珍貴的資產，在外交議題上的領導

意味著美國再次與盟國、關鍵伙伴並肩而行。

在雙邊合作方面，美韓政府共同表示將在公共衛生、氣候變遷、科學技術、再生能

源、網路安全、婦女賦權、人道救援等議題建立更深化的夥伴關係，而美韓同盟亦將著

墨於太平洋島國、湄公河區域、東協等區域議題。在經貿方面，韓國是亞洲國家第二大

的對美直接投資來源國，而美國對韓國的投資則是韓國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雙方

後續將在汽車零組件、工業設備、再生能源、電子商務等產業領域宣布更多投資計畫，

並在美韓戰略經濟對話針對各項區域議題進行意見的交換。

在美韓 2+2 對話結束後，美、韓政府亦簽署《駐韓美軍防衛費用分擔特別協定》

（Special Measures Agreement, SMA），依據該協定韓國政府將增加 13.9%的防衛費用負

擔，後續將透過韓國國會審查、總統文在寅簽署後正式生效。換言之，美韓政府在防衛

分擔費用的分歧亦將暫告一段落。

具體而言，2+2 美韓對話確實改善了美韓近年來的外交困境，《駐韓美軍防衛費用分

擔特別協定》的簽訂能使得美韓政府能將更多心力挹注於戰略、經貿及區域層次；未來

美國應會促使韓國政府在安全、戰略與經貿等議題方面與四方會談的共識、政策保持一

致。儘管投資計畫的完整內容尚未公布，但是美韓政府將持續在跨國供應鏈、戰略產業

的議題方面保持合作以提升其產業韌性並確保國家安全。不過，文在寅是否願意加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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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會談機制仍需要一段時間觀察，因為文在寅團隊目前仍希望在美中競爭的過程中保持

相對中立的態度，不願意重演 2017 年因答應美國政府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而遭到中

國政府實施貿易制裁、頒布「限韓令」的狀況。

【由黃英傑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Diplomat，2021 年 3 月 18 日；U.S. Department of

State，2021 年 3月 17 日；CFR，2021年 1月 7日、2021年 3 月 11日；Foreign Affairs，

2021年 1月 26日】

▲美國眾議員提出 232 條款改革法案

美國聯邦眾議員波特曼（Rob Portman）於今（2021）年 3 月 15 日提出「貿易安全

法案」（Trade Security Act），旨在於改革《1962 年貿易擴張法》（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第 232 條規定（以下簡稱 232 條款），讓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與國會

在 232 條款運作機制內扮演一定之角色，使 232 條款規定更符合其最初制定目的。

現行美國 232 條款係授權予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部長，由商務部部

長負責調查特定外國進口產品是否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威脅，並向總統提出對該產品採

取何種貿易措施之建議。美國前任川普（Donald Trump）總統任期內，即依據 232 條款

對鋼鐵及鋁產品加徵關稅，並對鈾、釩、移動式起重機、電力變壓器及海綿鈦等產品發

動 232 調查，且曾威脅對進口汽車及其零組件加徵 232 條款關稅，以在對外經貿談判取

得上風。

波特曼眾議員並非第一次提出 232 條款改革法案，早在川普總統威脅對汽車及其零

組件加徵關稅時，波特曼因擔憂川普總統此舉將濫用 232 條款，進而危害美國出口、製

造業者及消費者利益，遂於 2018 年 8 月首次提出 232 條款改革法案。惟因川普執政期

間有多位美國議員提出不同版本的 232 條款改革草案，致最終未能取得任何具體成果。

至於波特曼眾議員於今年 3 月提出之 232 條款改革法案，原則上其內容與 2018 年

8 月版本相仿，主要係將原本由商務部主導的 232 條款調查程序，進一步劃分為調查階

段與救濟階段（remedy phase），並將調查階段改由國防部主導，救濟階段則仍由商務部

負責。依據波特曼法案，232 條款調查程序首先須由國防部認定特定進口產品是否對國

家安全造成威脅，並向總統報告調查結果。如國防部作成肯定認定且總統欲採取行動時，

則總統將指示商務部長，由商務部長與國防部長及美國貿易代表共同諮商並擬定建議措

施。最後，待總統收受商務部長提出之建議措施後，將決定是否採取行動。與此同時，

不論是在調查或救濟階段，主導部門均需與另一部門進行諮商（consultation）。

另一方面，波特曼除了在 232 條款調查程序增加國防部的角色外，亦進一步擴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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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監督權。依據波特曼法案，如總統最終決定對特定進口產品採取貿易限制措施，國

會得事後通過聯合反對決議案（joint resolution of disapproval）反對總統決定。相較之下，

現行 232 條款僅允許國會就石油進口產品所採取之貿易措施表達反對意見；而波特曼法

案則將國會權限擴大至所有類型的進口產品。最後，該法案亦要求 232 條款調查程序之

主導部門須與國會進行諮商，此為現行所無之規定。

除波特曼已於今年提出 232 條款改革法案外，根據相關報導，參議員圖米（Pat

Toomey）預計於近幾個月內提出「兩院制國會貿易授權法案」（Bicameral Congressional

Trade Authority Act），以改革 232 條款規定；此項法案亦非圖米第一次提出。檢視兩位

參議員之提案，圖米法案與波特曼法案最大不同處在於，後者允許國會得事後反對總統

之決定；而前者則要求在總統依據 232 條款採取措施前，須取得國會同意。國會有 60 天

期限決定是否同意總統依據 232 條款採取行動；如國會未於 60 天內同意，該貿易限制

措施則不生效。此外，圖米法案亦允許立法者重新衡量過去四年內所採取的 232 條款措

施，並在特定情形下允許溯及既往給予救濟。

【由孫子絜綜合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Inside U.S Trade，2021 年 3月

16日】

▲中國大陸就資源安全重塑地緣戰略版圖

風險諮詢公司 Verisk Maplecroft 在最新報告〈2021 年政治風險展望〉（Political Risk

Outlook 2021）中指出，中國大陸長期高度依賴國外自然資源，因此，其現行優先戰略就

是要透過多元化的碳氫化合物和礦產供應鏈解決此種隱憂，同時藉由地緣政治版圖移轉

來確保目標之實現。重塑地緣戰略版圖將對其戰略商品主要供應商以及在當地進行深度

投資的採掘業者，具有深遠影響。該報告針對中國大陸如何實現進口多元化和其他資源

安全優先目標，歸納出下列四種戰略：

第一、供應商多元化：中國大陸除了考量供應商對外友好關係外，政治穩定和政治

體制也是兩個最重要的非商業考量因素。大陸偏好來自穩定專制政體的供應商，因為民

主政體經常發生政府更迭和政策轉變問題，專制政體則是一個相對上易於操控和影響的

治理體系，如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等碳氫化合物生產國。

第二、投資多元化：中國大陸正在尋求透過海外投資以及與國際人才合作夥伴關係，

鞏固對全球供應鏈的控制。自 1990 年代後期開始，官方便大力支持中國大陸國有企業

向外發展，設法掌控海外資源。例如，中國大陸在大洋洲地區擁有的卑金屬和黃金公司

的數量，從 2000 年到 2020 年增加 59 家，約占當地同類外國公司 22.6%。此種拓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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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旨在提升中國大陸進口總量中之自有資源比重。

第三、傳輸途徑多元化：過去十年來，中東和南中國海的地緣政治動盪，促使中國

大陸海上進口商品與陸上進口商品呈現多元化途徑，這體現在中國大陸對俄羅斯和中亞

能源管道的巨額投資上。此外，緬甸和中國大陸的石油和天然氣管道也是中國大陸有意

減少依賴穿越海上戰略要塞（特別是馬六甲海峽）通道的戰略。

第四、資源多元化：對於沒有立即替代供應商的商品，中國大陸正在積極尋求替代

策略，其中一種方法是增加廢鋼進口用作原料，以減少對澳洲進口鐵礦之依賴。

由於提高資源的安全性，會帶來更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因此，中國大陸將朝三個

方面發展。首先，透過進口限制等措施，確保多元化的來源，以貿易作為強制性武器，

利用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作為其與大國競爭之外交籌碼。這些措施除了會對關係較疏

離的資源業者產生經濟脅迫外，對於以中國大陸為目標市場者也會遭受更大的牽制。其

次，過去每當中國大陸與西方關係趨於惡化，中俄在能源等方面之合作便不斷的深化。

因此，隨著來自俄羅斯的能源輸入越來越多，不僅有助中國大陸達成進口多元化戰略目

標，也促成俄羅斯成為通往亞洲樞紐之願景，使中俄往後維持更緊密關係以與西方世界

相抗衡。再者，中國大陸的多元化戰略會增加其與一帶一路合作夥伴間之投資貿易，尤

其是在提供優惠利率和永續融資協助各國經濟自疫情中復甦，將會吸引新的或現有國家

更加依賴中國大陸，形成以中國大陸為首之多邊主義。

中國大陸的關鍵資源進口結構高度集中於部分的貿易夥伴，如俄羅斯和澳洲。澳洲

身為美國的親密盟友，卻是中國大陸戰略資源（包括煤、鐵礦和液化天然氣）的主要供

應商。有鑑於中澳兩國雙邊關係日趨惡化，尤其在澳洲提案要求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展開疫情調查後，中國大陸便開始對澳洲煤炭採取進口限制。

報告認為，中國大陸已認定其對澳洲資源的依賴，是其目前多元化調整的重點領域之一。

隨著中國大陸加緊腳步減少對不友好供應商之資源依賴，現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將繼續

存在。不但短期內不會緩和，往後也可能會陸續波及其他供應商，以至對全球商品貿易

和地緣政治格局產生重大影響。因此，該報告建議有關業者和投資者及早做好因應準備。

【由鐘雲曦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1年 3月 18日；Verisk Maplecroft，

2021年 3月 18日；CNBC，2021年 3月 18 日】

▲歐盟發布《醫療器材規章》（MDR）有關客製化醫材之釐清文件

歐盟醫療器材調和小組（Medical Device Coordination Group, MDCG）於今（2021）

年 3月 15日發布《醫療器材規章之客製化醫材釐清文件》（Q&As on Custom-Made Devices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13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30期（2021.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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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siderations on Adaptable medical devices and Patient-matched medical devices, 文件編

號 MDCG 2021-3），為今年 5 月 26 日即將施行的醫療器材規章（Regulation(EU) 2017/745,

Medical Device Regulation(MDR)）中有關客製化醫材（custom-made device, CMD）與一

般醫材適用規定不同之處，作一完整說明。

按 MDR 係歐盟於 2017 年 4 月 5 日公布之新的醫療器材法規，其法規層級為規章，

所有成員國均應遵守，而非各成員國經由各自國內立法程序承認適用。此規章修正人體

藥品指令（Directive 2001/83/EC）、一般食品規章（Regulation(EC) 178/2002）以及化妝

品規章（Regulation(EC) 1223/2009），並廢止醫療器材指令（Directive 93/42/EEC, Medical

Device Directive(MDD)）和主動植入式醫療器材指令（Directive 90/385/EEC, Active

Implantable Medical Device Directive(AIMDD)）二規範。

原先 MDR 之過渡期為 3 年，即應於去（2020）年 5 月 26 日正式施行，惟鑒於去年

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歐盟於去年 4 月 24 日公布 Regulation(EU) 2020/561，

將過渡期延長一年，至今年 5 月 26 日方正式施行，MDD 和 AIMDD 之大多數條文亦將

於同日同步廢止失效。

此文件釐清 MDR 中有關客製化醫材之定義及舉例，客製化醫材一定要是根據有權

開處方箋之人所撰寫之處方，只為特定病人設計之特定規格，且僅符合該人之需求，例

如齒模、膝、踝、足矯正器及仿生義肢；得大批製造之醫材或產線流程製造之醫材，如

眼鏡架、鏡片、輪椅、助聽器、矯正牙套及機械義肢，均不屬於客製化醫材之範圍。至

於得否以產線流程製造客製化醫材，文件指出，只要符合「非大量製造」之定義，製造

商即可以現行技術如 3D 列印、電腦輔助設計/電腦輔助製造（CAD/CAM）等方法，生

產客製化醫材。故 3D 列印製造之醫材，並非一律屬於客製化醫材，仍需回歸法規文件

定義之客製化醫材認定。

在沒有例外規定之情形，客製化醫材亦需符合一般醫材需遵守之製造商義務、建立

與產品風險等級相應之品質管理系統（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QMS）、符合 MDR 規

定之上市後監督機制及通報不良事件等規範，但客製化醫材適用之符合性評鑑程序並非

自我宣告書（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DoC），而是適用 MDR 附件 13 之要求。此外，客

製化醫材不必適用 MDR 登記醫材單一識別碼（Unique Device Identifier, UDI）及醫材標

示要求之規定。最後，雖然客製化醫材亦須指定法遵負責人（person responsible for

regulatory compliance, PRRC），但不必將此資料登錄至歐洲醫材資料庫（European

Database on Medical Devices, Eudamed）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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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余飛槿綜合報導，取材自 Regulatory Affairs Professionals Society、EU Medical

Device Coordination Group Document，3月 15日】

▲打擊非法漁獲，美擬加強進口水產供應鏈溯源及管制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ITC）於今

（2021）年 3 月 18 日針對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IUU）之漁業及水產發布報告指出，若禁止一系列 IUU 的非法漁撈進口，預估將能為美

國商業捕魚公司增加近 6,080 萬美元的收益。

據了解，美國除了是水產出口大國外，亦是全球進口水產最多的國家之一，然 2019

年估計約 24 億美元的進口水產是透過非法漁撈獲得，占美國水產總進口量 11%。值得

注意的是，美國同樣有超過 13%的野生水產品係來自非法漁撈，其中又以中國大陸、俄

羅斯、墨西哥、越南、印尼為 IUU 漁業產品之主要出口國，渠等違反 IUU 行為來自諸

多方面，包含在未授權的地區或季節捕撈、超過捕撈配額限制、誤報配額、使用錯誤漁

具等。

針對這些 IUU 漁業產品出口及活動較興盛之國家，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 NOAA）每 2 年向國會提出國際漁業

管理改善報告，其中 2019 年最新報告有將厄瓜多、墨西哥、韓國列為從事 IUU 非法漁

撈的黑名單國家。針對此等國家，美國將與其展開協商並確認該國在 2 年內採取實際改

善行動，倘捕撈行為無明顯改善，恐將面臨美國限制進口、限縮漁船停泊港口權益等貿

易制裁。

以漁獲進口來源國貿易額觀之，臺灣為美國第 10 大魚產進口貿易夥伴，且為美國

烏賊前 4 大進口來源國之一。然在臺灣出口之漁產中，有近 14%的魚產被認為是透過

IUU 非法捕撈。報告指出，臺灣遠洋漁業規模為全球第 2（僅次於中國大陸），被認定在

太平洋地區有較多次 IUU 非法漁業行為，包括參與非法轉運、違反國際勞工公約等。同

時，報告分析顯示，儘管臺灣近期較為積極改善，但美國勞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

仍於 2020 年 9 月宣布將臺灣遠洋漁獲列入其 2020 年「童工或強迫勞動生產之貨品清

單」（List of Goods Produced by Child Labor or Forced Labor），此舉除了讓部分臺灣公司

輸往美國的水產需要證明其非來自強迫勞動之船隻外，更面臨美國當地轉單及拒單風險。

另一方面，報告也指出，嚴格執行 IUU 非法捕撈進口禁令可能導致進口魚產銳減、

價格上升，不過美國眾議院歲計委員會 (Hous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主席尼爾

（Richard Neal）對此明確表示，愈來愈多非法海鮮進入到國民日常飲食當中，有必要加

強對水產供應鏈之追蹤及控管。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15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30期（2021.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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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張聖杰綜合報導，取材自 Reuters，2021 年 03月 19日、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2021年 0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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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世界貿易組織法律諮詢中心 Advisor Centre on WTO Law

簡稱 ACWL。成立於 2001 年 7 月，為一獨立於 WTO 之外的非政府國際組織，目

的在提供 WTO 開發中會員(特別是低度開發國家)有關 WTO 各項協定的法律諮詢、訓

練、並協助進行爭端解決程序。在其成立之初，係由 WTO 會員以捐贈方式提供 ACWL

財務支持。會員分開發中會員與已開發會員，開發中會員依貿易金額分 A、B、C 三級，

繳納一次性的會員費用；低度開發國家則不需繳納會費。目前已開發會員包括加拿大、

丹麥、芬蘭、愛爾蘭、義大利、荷蘭、挪威、瑞典、 瑞士、英國等，開發中會員則有玻

利維亞、印度、菲律賓、泰國等。 我國於 2004 年 5 月 13 日正式加入，成為其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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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The 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 A Critical Analysis

網址：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3994207

摘要：
The WTO's 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 which reviews the trad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each WTO member at regular intervals,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function well. In this day and age, complacency is unwise. Examining trade policy

reviews throughout the lifetime of the TPRM, this book details its evolution from

Article X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to the proposed

modifications resulting from the mechanism's latest appraisal, examining the

budgetary capabilities and technical performance of all the main entitie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reviews.

期刊介紹

篇名：
Meta-Regulation of Private Standards: The Role of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WTO

出處： World Trade Review , Volume 20 , Issue 1 , February 2021 , pp. 1 - 24

作者： Yoshiko Naiki

摘要： The rise and proliferation of private standards have been recogniz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various concerns have been raised. Existing literature

analyses how the WTO, particularly the SPS Committee and the TBT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Committee, have responded (or cannot respond)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private standards. This paper goes one step further by focusing

specifically on the meta-regulatory function performed by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ther than the WTO. This paper sheds light on three

types of governance techniques that can serve as meta-regulatory activities in

relation to private standards by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

governance by delegation; (2) governance by information; and (3) governance by

soft law. This paper analyses features of these governance techniques and consider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se governance techniques and the WTO's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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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2021 年國際經

貿機會與挑戰網路研討會

－拜登政府新政對臺灣之

意涵與展望

顏慧欣

1.經濟安全與拜登經貿政策

2.「經濟安全」也是拜登經貿政策之核心

3.拜登的經濟安全：重建供應鏈 確保美

國利益

4.美國 2021 年貿易政策議程重點

5.拜登「不能只談貿易」的經貿政策

6.拜登的多邊與雙邊經貿政策

7.美中貿易戰並未退場

8.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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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設計研究院 3/25 3/25 金點設計獎 ╳ 總統設計獎 —— 台灣新加坡論壇 https://reurl.cc/OXRM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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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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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大經貿法中心 4/2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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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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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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3/30 美國醫療產業政府採購趨勢與商機說明會 https://tinyurl.com/jbek52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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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4/15 5/25 2021 年中東歐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1C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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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G19ch/CMS/profil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G19ch/CMS/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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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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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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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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inyurl.com/y5uwzr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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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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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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8/5-7 2021年線上⾺來⻄亞臺灣形象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Y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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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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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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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6 日～2021 年 4 月 26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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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ctured Discussions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JI)

4/21 三  Committee on Import Licensing

4/26 ⼀  Committee on Safeguards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4/20-21 二～三 APEC: Workshop on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Digital Content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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