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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三級警戒⼀個⽉，⼤家還好嗎？不能出⾨，就和我們⼀起在線上看世界！(ゝ∀･)ｂ這期專題

很特別，來認識⼀下台灣的新朋友索⾺利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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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索馬利蘭投資商機之研析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江文基 助研究員

臺灣與索馬利蘭向來友好，以經貿與投資角度而言，索國地處非洲之角（The Horn

of Africa），緊鄰衣索比亞，且境內柏培拉（Berbera）港位在紅海和阿拉伯海的中間點，

為全球貿易重要航道之一，顯示索國是進入東非與中東地區市場重要門戶。然而，基於

索馬利蘭特殊國際政治情勢，目前國內外對於其當地投資環境與商機所做的研究相當有

限，本研究從索馬利蘭具投資需求角度出發，從該國政府目前重視發展之產業，研析當

地具投資潛力與商機之領域，以作為我國廠商赴索國投資之事前參考。

一、前言

索馬利蘭位於非洲之角（The Horn of Africa），東臨索馬利亞，西南鄰衣索比亞，北

濱亞丁灣，隔海與葉門相望，西北與吉布地接壤，首都為哈爾格薩（Hargeisa），國土面

積約 137,600 平方公里，人口約 390 萬人，國內主要宗教為伊斯蘭教，索馬利語為官方

語言，而阿拉伯語與英語亦是其國內常用語言。以經貿與投資角度而言，索馬利蘭優勢

在於境內柏培拉（Berbera）亦有深水港，且在亞丁灣（Gulf of Aden）通行紅海和阿拉伯

海的中間點，為全球貿易重要航道之一，極具貿易樞紐價值，相當適合作為我商進入東

非與中東地區市場之重要門戶，且我國向來與索馬利蘭互動良好，在去（2020）年 7 月

1 日兩國同意以「臺灣代表處」（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及「索馬利蘭代表處」

（Somaliland Representative Office）之名稱互設官方代表機構後，雙方邦誼持續升溫，

因此至該國經商受「中國因素」排擠之影響也會相較非洲其他國家小。然而，基於索國

特殊政治背景，目前我國國內與國際組織針對其當地投資環境與商機所做的研究相當有

限，致使本國投資者無法全然掌握當地投資資訊。基此，本研究擬從索馬利蘭具投資需

求角度出發，從該國政府目前重視發展之產業，研析當地具投資潛力與商機之領域，研

究內容不僅可作為日後我國廠商赴索國投資之事前參考，同時亦補充國內對於索馬利蘭

投資機會研究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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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廠商進行投資之商機評估1

（一）石油與礦產

索馬利蘭富含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其政府認為國內石油與天然氣部門擁有極大的

投資潛力，且對於該部門的外人投資持歡迎與開放態度。索馬利蘭目前石油區塊計畫包

括 24 個陸上與海上區塊，但僅有約四分之一區塊由國際石油公司（如 Genel Energy Plc,

RakGas LLC 與 ANSAN WIKFS）與索國政府達探勘與開發共享協議（圖 1）2。對此，

我國受限於資源限制，石油高度仰賴進口，中油公司於 2020 年曾於非洲查德開採到原

油，並且成功運回臺灣，供中下游石油精煉廠進行提煉，產生包括汽油、柴油燃料及石

化產品等產物。基此，為多元化國內能源供應來源，提升能源之安全性，中油公司或可

進一步請專業人士評估索國境內其餘石油區塊是否具有探勘與開採之可行性及商機3。

資料來源：Mohamoud（2018）。

1 本研究此部分內容主要綜整自索馬利蘭「第一階段國家發展計畫」（NDP I）、第二階段國家發展計畫

（NDP II），以及《索馬利蘭投資指南》（Somaliland: An Investment Guide to Somaliland），倘無特別註

明，則相關統計數字來源係擷取自上述三份報告。
2 Mohamoud, M. A (2018), “Somaliland’s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ttempt: Prospects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Recent Advances in Petrochemical Science, 4, 1-12.
3 「中油非洲採油成功 首次自行運回台灣」，經濟日報，2020 年 11 月 13 日。https://money.udn.com/mone

y/story/5648/5011249。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5011249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501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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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藍色字體為與索國政府達探勘與開發共享協議之企業。

圖 1 索馬利蘭 24 個油氣區塊開發概況

礦石方面，索馬利蘭為莫三比克造山帶（orogenic belt）的一部分，而莫三比克造山

帶為肯亞、坦尚尼亞、斯里蘭卡、印度與馬達加斯加寶石生產來源4，顯示索國礦產資源

具有良好的地質環境，具發展潛力。除了鐵、錳、鉑及含金礦脈的潛力很大，還有許多

已知的工業礦產或礦藏如鉛、鋅、鈮鉭鐵礦（tantalite-columbite）、錫、石英，以及大量

的大理石、石灰石、白雲石（dolomites）與石膏。此外，索馬利蘭認為礦石開採企業應

以對社會與環境負責任方式開發其國內礦產資源，並使其經濟能夠更加具有包容性與多

樣化，過去已有一些國外公司與當地小型採礦業者進行合作開採寶石、銅、玉、金礦與

其他金屬之生產。

（二）能源

索馬利蘭境內能源供應匱乏，該國能源供應相當仰賴進口石油，石油大部分係以精

煉柴油與汽油形式進口，這些進口石油絕大多數用於運輸和發電，其他進口的石油產品，

包括煤油和天然氣，則是供應城市地區民生使用，主要用於烹飪及照明。由於索馬里蘭

獨立發電商（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s, IPPs）主要係使用進口柴油作為其負責地區之

發電能源，因此每天必須燃燒大量柴油，而這些 IPPs 也經常受柴油發電機的高昂營運及

維護成本影響，反映在國內現象便是黑煙污染與電價普遍相當昂貴。針對能源使用，索

馬利蘭當局體認到電價過高對於其國內商業發展有不利影響，因此想透過擴大私部門投

資及集結公共資源方式，針對能源轉型升級、多樣化與現代化進行改革，此也為索馬利

蘭境內能源產業帶來重大的投資機會。除了既有的柴油發電外，索馬利蘭當局認為可考

慮在其國內採行以下能源技術，包括：風力發電與太陽能發電。

1.風力發電

在索馬利蘭，太陽能和風能的應用和測試始於 1980 年代中期在首都哈爾格薩

（Hargeysa）和博拉馬（Borama）。即便如此，索馬利蘭再生能源部門的電力供應仍相當

匱乏，僅佔當前發電量的不到 2%。索馬里蘭當局指出太陽能與風力發電為其國內目前

極具發展潛力之能源部門，而其他尚未探勘之地熱、潮汐等再生能源也具開發機會。以

風力發電而言，索國境內具備足夠之風力，尤其是沿海地區風速經常超過 7-9 公尺/秒，

容易達到風力發電之最低風速要求，且索馬利蘭國家報告評估顯示其國內有 50%區域的

平均風速達到 6 公尺/秒，相當適合發展風力發電。倘以平均風速 5 公尺/秒而言，則索

4 Kinnaird, J. A.and B. Jackson (2000), “Somaliland-a potential gem producer in the Mozambique Belt,”
The Journal of Gemmology, 27, 13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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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蘭有更多區域可發展風力發電，可替農村地區帶來更多便宜電力，對農村電氣化有

極大助益（農業為索國相當重要之產業）。據此，我國與索國雙方政府或可考量共同合

作，透過設備輸出、技術移轉及全方位的解決方案方式進行投資布局，以協助索馬利蘭

發展其境內風力發電。

2.太陽能發電

太陽能方面，索馬利蘭全年陽光充足，只有非常微小的季節性變化（如雨季）。根據

報告統計，索國每年約有 3,000 個小時的晴天及穩定的日照，每天至少有 8 到 8.5 個小

時的日照時間，索馬利蘭據礦業暨能源部估計其境內太陽能潛力高達平均每天每平方公

尺可產生 5.8 至 6 仟瓦小時電力，倘能有效發展太陽能發電及運用，將可為索馬利蘭國

內產生大量的便宜電力，同時也可引伸出建置太陽能供電系統所需之設備、技術之相關

投資商機。

值得一提的是，太陽能系統分成併網（on-grid solar）與離網（off-grid solar）兩種型

態，前者指太陽能系統與電力公司的的電力網路綁定在一起，通過併網逆變器直接將電

能輸入公共電網；後者則是將太陽能系統與電力公司的的電力網路分開，例如在家戶屋

頂上架設獨立太陽能電板。針對併網太陽能系統，由於索馬利蘭境內電力係由多個獨立

發電商（IPPs）提供，倘要建置此系統則投資者必須與當地 IPPs 進行合作，才能將併網

太陽能系統合併進當地電路網絡。至於離網太陽能系統，索國政府建議此類型系統適合

應用在當前未連接到電網或電力需求非常低的地區（如農村地區），離網太陽能系統對

於滿足這些地區居民照明與生活所需（電視、收音機、電話等）之電量應相當足夠，惟

因離網太陽能系統建置之對象通常是個體戶，因此建議國內投資者若至索國進行此系統

之布局，應與索馬利蘭能源與投資主政單位（礦業暨能源部及投資促進部）進行商討研

議。

（三）畜牧業

畜牧業為索馬利蘭重要產業，該產業出口（主要到波斯灣阿拉伯國家）占其國內 GDP

的 60%。索馬利蘭政府認為該國畜牧產品出口僅集中在少數國家，例如綿羊與山羊主要

銷往沙烏地阿拉伯與葉門，其他零星數量則到埃及與阿曼等國，因此索國在畜牧業方面

想要開發更多出口市場，並利用投資畜牧業加工廠提升出口畜牧產品之附加價值。以畜

牧產品出口之發展機會而言，索馬利蘭政府指出中東地區及其他穆斯林世界是其畜牧業

產品出口成長之重要機會，而索國國內經濟成長所衍生之畜牧產品需求增加也是畜牧部

門成長動力來源。

1.索馬利蘭綿羊與山羊體型相對較小，可鎖定中東地區中低收入消費者市場，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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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其他地區同類型消費者市場

在索馬利蘭，雖然索馬利品種綿羊和山羊體型相對較小，重量較澳大利亞、敘利亞

和蘇丹等國生產的綿羊和山羊輕，但換個角度來看，此也是中東地區中低收入消費者的

重要市場利基，於索馬利蘭投資經營畜牧業可擴大在此一市場領域之份額。進一步言之，

索馬利蘭畜牧養殖以放牧方式為主，相較於圈養飼養，此方式飼養之動物因為活動量大，

因此脂肪較少且肉質結實，較不受高端消費者喜愛。然而，在中東地區價格較高/脂肪更

多的動物並非決定市場成敗之決定性因素，也正是因為索馬利動物價格低/脂肪少特性，

恰好讓索馬利蘭創造與澳大利亞等國肥美動物不同之市場區隔性。明確來說，許多中低

收入消費者基於經濟考量更偏好選擇體積較小/價格較低的索馬利動物（例如少於 30 公

斤），而事實上在 2013 年當敘利亞再次開始向海灣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出口動物時，便直接與蘇丹和澳大利亞的產品競爭，惟當時 GCC 對索馬利蘭的

牛羊隻等動物的需求並未減少且價格也沒有下降，間接證明索馬利動物產品在中東地區

某種程度上占有獨特之市場渠道。

通路方面，除了傳統港口買家外，可鎖定超市、一般餐飲業、旅館與速食業等中低

消費者經常光顧之場所進行布局，以進一步擴大出口商機。此外除了中東地區，開發其

他地區（如非洲）同類型消費者之市場份額也是索馬利蘭畜牧業之發展與投資機會所在。

是以，建議欲在索馬利蘭尋求畜牧業投資機會之投資者應仔細考量優先占領此一重要的

利基市場。

2.可透過於索國投資建立飼育場及飼料廠方式生產符合中東地區高端消費者偏好之

畜牧產品

倘欲鎖定中東地區高端市場，於索馬利蘭畜牧業投資可著重在飼育場之建立，以圈

養方式飼養動物，生產脂肪多且肉質較細緻之活動物，從而使索馬利產品得以在中東地

區高端消費者市場與他國競爭。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東地區動物產品高端消費市場競

爭激烈，主要由蘇丹、敘利亞、澳大利亞所控制，要搶得一席之地具有相當難度，不過

索馬里蘭畜牧業距離中東地區部分國家相當近，因此出口高價肥美之新鮮和冷藏肉類仍

具有潛力。進一步言之，倘若企業於索馬利蘭建立符合國際標準要求之屠宰場，則可以

向 GCC 國家提出出口新鮮和冷藏的肉類，從索國柏培拉（Berbera）飛往阿曼薩拉拉

（Salalah）的航班不到兩個小時，代表在柏培拉清晨生產之新鮮屠宰生肉可以在薩拉拉

超市及肉店當天營業之前到達，以高端生鮮肉類市場來說還是具有商機可言。

（四）農業

根據索馬利蘭估計，其境內僅有不到 10%的土地適合農業生產。儘管農產品產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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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且稀少，但索國境內仍然有兩個主要的雨季，分別在 4-6 月及 9-10 月，而期間在西

部地區 7-9 月也有很大機率會降雨。索馬利蘭從事農業的人口大多是以維持生計為目的，

主要穀類作物為高粱，其次是玉米，這些穀類作物透過小規模農戶生產再提供給一般家

庭消費，至於其他蔬果類經濟作物包括番茄、生菜、洋蔥、西瓜、胡椒、高麗菜、橘子、

檸檬及木瓜等產量則相對較小。索國國內絕大部分耕種面積屬於雨養農業（rainfed

agriculture）耕作型態，農民依靠降雨獲取水源，可灌溉面積相對較小，也因為如此擁有

灌溉設備土地的農民在索國乾旱季節時，因為能夠生產蔬果類產品而獲取豐厚利潤。為

彌補索馬利蘭旱季農產品短缺狀況，其通常透過自鄰國（如衣索比亞）進口來補足國內

之需求。

承上所述，索馬利蘭要發展農業面臨許多問題，尤其是水資源不足，但也由於有這

些問題，投資者才有機會尋找合適之解決方案，創造商機。由於索國除了雨季之外，多

數時期處於乾旱季節，因此該國農業部門對於引入耐旱作物試驗、研究與實踐皆有需求。

此外，為提升農業部門生產力，索馬利蘭亦相當重視該部門的灌溉設施之改善，將稀缺

水資源及耕地潛力做最佳化運用，相關灌溉設備及規劃服務亦是索馬利蘭農業部門之投

資機會所在。

土地取得方面，索國國內允許國內外投資者自由買賣土地，財產轉讓要在交易發生

地的法院進行登記，而後向監督轉讓之地方政府支付財產轉讓稅，並繳納 3%的國家財

產轉讓稅給財政部，惟中央對土地產權之紀錄並不完整，倘欲獲得土地所有權詳細資訊，

建議投資者可與地方政府作進一步諮詢。除了購買土地，索馬利亞亦可透過租賃方式取

得土地，索國政府對於外國或國內投資者的土地租賃契約幾乎沒有限制，租賃的權利及

義務主要來自土地所有者與承租人之間的租賃條款，索馬里蘭法院通常會遵循雙方所同

意之租賃條款。

值得一提的是，索馬利蘭在其投資指南中認為國內農業在溫室種植方面極具發展潛

能，本研究經查發現索國在溫室種植上已具備發展經驗。進一步言之，Seawater

Greenhouse 公司於 2017 年獲得英國技術戰略委員會的「創新英國」計畫 51.8 萬英鎊的

資金支持，在索馬利蘭政府租用的土地上建造足以抵擋 42 攝氏度高溫及灼熱的沙漠風

侵襲之海水溫室系統5。該公司溫室系統特別之處在於其利用太陽能海水淡化機為灌溉

提供淡水，並計算季風吹撫海水方向維持溫室內濕度（溫室帳棚周遭引進海水），充分結

合索馬利蘭兩種豐富的資源—陽光和海水，並將其轉化為淡水（灌溉用）與鹽（可銷往

5 「糧食補助非長久之計 沙漠溫室或能終結乾旱和饑荒」，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zh-tw/agriculture/z

ekgo8l.html。

https://kknews.cc/zh-tw/agriculture/zekgo8l.html
https://kknews.cc/zh-tw/agriculture/zekgo8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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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或鄰國），為索馬利蘭乾旱沿海地區農業之發展帶來機會 6。據悉，Seawater

Greenhouse 公司在索馬利蘭海水溫室系統已經建成並生產了第一批農作物，未來將持續

擴大生產規模，強化索國國內糧食之自給自足，為當地農民提供具有抗旱能力的生產技

能7。臺灣方面，則可考量由軟實力與他國公司進行合作，例如耐高溫及耐旱作物種苗之

研發與提供，且太陽能電池模組亦是我國產業強項，與上述海水溫室建置均具有互補性，

透過軟硬結合方式，我國於索馬利蘭農業溫室種植上應有可扮演之角色。

（五）漁業

索馬利蘭擁有緊鄰亞丁灣 (Gulf of Aden)與印度洋之海岸線，其專屬經濟區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介於北緯 100 度至 110 度間，綿延 850 公里，EEZ 面

積約為 7 萬平方公里。海岸特徵方面，西部海岸有寬闊的沙灘，而東部海岸由於以岩石

露頭和懸崖地形為主，沙灘相對狹窄。以 200 公尺深度線測量，東邊海岸的大陸棚寬度

約在 5-10 公里之間，在與吉布地對接的 Zeila 鎮附近，大陸棚相對較寬，約 30-50 公里。

索馬利蘭海洋漁業資源豐富，涵蓋鮪魚、龍蝦、鯊魚等物種（詳見表 1）。索國評估

每位漁民平均可捕撈量約每年 4 萬噸，不過根據索馬利蘭當局統計，受限於捕撈技術，

索國當地漁民預估每年捕撈量約只有 1,500-2,000 公噸，存在相當落差。此外，自從其漁

業部自 2012 年起停止向外國漁船發放許可證以來，便無來自遠洋捕撈部門之漁業收入。

根據索馬利蘭第二階段國家發展計畫內容所述，其國內尚無合法在索馬利蘭水域捕撈之

外國漁船，漁業資源相當充足，具開發空間。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縱然索國強調其海

域無安全性問題，但於亞丁灣附近出沒之索馬利亞海盜行為時有所聞，對外國船隻人身

安全恐造成威脅，建議欲前往索國從事捕撈活動應仔細評估人身安全風險。

表 1 索馬利蘭捕撈漁業主要魚種之分佈概況

地區 海岸線長度（公里） 主要魚種

奧達勒（Awdal） 230 海參、蝦、螃蟹、石頭魚、鯊魚

薩赫爾（Sahil） 210 鯖魚、石頭魚、龍蝦、鯊魚

薩納格（Sanaag） 430
鮪魚、沙丁魚、鯷魚、鯊魚，石頭魚

與龍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索馬利蘭官方公布之《索馬利蘭投資指南》。

除了捕撈，索馬利蘭漁業在以下領域亦具有投資潛力：

1.水產加工廠

6 「氣候乾旱難耕種「海水溫室」成救星？」，智經研究中心，http://www.bauhinia.org/index.php/zh-HK/an

alyses/1032。
7 Seawater Greenhouse, https://seawatergreenhouse.com/somaliland.

http://www.bauhinia.org/index.php/zh-HK/analyses/1032
http://www.bauhinia.org/index.php/zh-HK/analyses/1032
https://seawatergreenhouse.com/somal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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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國目前缺乏具規模之水產加工廠，如能搭配其沿海豐富漁業資源合法捕撈，形塑

一條龍作業模式，將產品銷售至中東地區及周遭非洲鄰國（如衣索比亞與吉布地）等需

求大的國家，則水產品加工在索馬利蘭應具有投資商機。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索馬利蘭

境內鮮少經過嚴格衛生安全認證之水產加工廠，如為取得中東地區水產品出口之龐大利

益，則可考量針對水產加工廠之加工設備與過程進行衛生安全認證，例如導入危害分析

與重要管制點（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System，HACCP）ISO 或 ISO

22000 制度，以滿足該市場之嚴格進口要求。

2.造船基礎設施及相關技術服務

索國國內目前造船基礎設施缺乏，對於船隻有供不應求之狀況。在索馬利蘭，漁船

以長 6.4-8.5 公尺之玻璃纖維漁船為大宗，主要從事沿海捕撈活動，這些漁船由當地漁船

公司製造（如位於哈爾格薩的 Gamuur 公司與柏培拉的 Marine Products）8。對此，索國

政府認為這些漁船缺乏燃油效率，未來希望引入燃油效率較高之較大型之船隻，以增加

海上捕魚作業安全及船上加工處理能力，從而帶動此部門之投資機會。除了造船設施外，

索馬利蘭亦缺乏船用引擎專業維修人員，當地相關人力資源和技能普遍短缺，索國政府

指出其發展現在漁業在現代化將誘發捕魚裝置技術及相關技術人員、水產品品質檢驗服

務、漁業與海洋法專家，以及冷凍工程師與技術員等需求。

3.冷凍設備

除了水產加工廠、造船設備與周邊服務，索馬利蘭當地氣溫炎熱，水產品亦腐敗，

需要完善冷凍設備來保存水產品。然而，索國國內集中式大型冷庫或製冰設施相當有限，

目前僅有少數冷凍儲藏設備供魚類儲存使用，這些設備大多老舊且不符合國際衛生標準，

具有汰換更新之必要，特別是如果水產品是要外銷到其他國家（如 GCC 國家、衣索比

亞、吉布地、葉門等需求大之國家），對於保存條件之要求將更為嚴格。

以鄰國索馬利亞為例，本研究經查發現索馬利海洋產品合作社（Somali Marine

Products Cooperative, SMPC）自 2005 年以來便一直從事漁業相關業務，此合作社係由三

名商人在索馬利亞摩加迪休（Mogadishu）成立。SMPC 為一中型捕撈漁業之加工商與批

發商，其為摩加迪休著名之漁業公司，出口市場涵蓋中國與土耳其等國，主要提供新鮮

及冷凍水產品，惟該合作社冷凍設備不足，以及缺乏自己的捕魚船隊，因此嚴重阻礙其

發展。所幸，在 2014 年 SMPC 獲得 One Earth Future（OEF）基金會下所成立 Shuraako

計畫之投資，得以購買設備以改善其冷凍儲藏能力，從而使 SMPC 能夠加工更多魚類，

並出口至其他市場。SMPC 成功償還第一筆貸款後，另在 2018 年獲得了額外的融資，

8 https://www.securefisheries.org/sites/default/files/SomaliFisheriesTimeline.xlsx。

https://www.securefisheries.org/sites/default/files/SomaliFisheriesTimeline.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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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支持該公司購買配備導航系統和 30 噸船上具冷凍保存能力的 24 公尺大型漁船，此

項投資使 SMPC 開始擁有自己的漁船及漁獲，並可向其他當地漁民出租冷凍與冷藏室9。

由此例出發，單就冷凍設備或漁船而言，索馬利地區多為小型企業，因此恐無法一次性

償還購買冷凍設備或漁船所需之金額。相較於直接至當地投資設立冷凍設備廠，我國或

可考量配合索國政府以轉融資方式，提供當地優質及具潛力企業資金，將我國相關設備

輸銷當地，以協助索馬利蘭漁業部門之發展。

（六）乳香樹脂與阿拉伯膠

所謂乳香（Frankincense），主要由乳香樹生產，是一種由乳香屬植物產出的含有揮

發油的香味樹脂，其採集方法是在乳香樹皮上割開一道傷口，流出乳狀汁液並加以蒐集，

乳汁接觸空氣後會變硬，進而成為黃色微紅的半透明凝塊10。在索馬利蘭，乳香應用在

索國日常生活已超過 2,000 年歷史，大致來說乳香樹脂可被作成香料，主要用作居家日

常或教堂儀式之薰香，而當地索國人民亦把乳香樹脂直接當作口香糖嚼食，以及用於藥

用用途，緩解關節炎、結腸炎等不適。此外，乳香樹脂在營養保健品、香水與精油等產

品也具備相當應用價值。

阿拉伯膠方面，索馬利蘭境內擁有豐富豆科喬木可供萃取。阿拉伯膠可應用於多種

製造業，尤其是食品業，主要用途係作為可食用之穩定劑、乳化劑、增黏劑與賦形劑（較

知名產品例子為曼陀珠）。此外，阿拉伯膠在傳統的平版印刷、油漆生產、顏料混和、膠

水製作、化妝品調配上亦是重要原料，也被用於墨水黏度控制。

索馬利蘭當局認為其境內薩那格（Sanaag）和薩希爾（Sahil）地區乳香和阿拉伯膠

產業的發展具相當潛力，具備投資商機，但目前商業化程度並不高，出口潛力幾乎未被

開發。對於我國相關廠商而言具有考察與評估是否具有進一步投資之價值。值得一提的

是，倘以出口乳香或阿拉伯膠為導向，索國政府認為可鎖定包括衣索比亞、吉布地、葉

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法國、英國、南非、美國及南美洲等具有需求之國家。

（七）資通訊產業

索馬利蘭政府認為，資通訊技術為一國經濟發展之重要催化劑，其國內新的光纖網

路也紛紛連結主要城市與城鎮。目前索國在 ICT 上主要發展為電子政府公告系統之應

用，其通訊與技術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已建立政府機構之間

及政府與合作夥伴間循環公告系統，而索馬利蘭為促進 ICT 服務部門發展，也積極針對

9 Shuraako, “SOMALI MARINE PRODUCTS COOPERATIVE COMPANY HIGHLIGHTS,” https://www.
shuraako.org/portfolio/somali-marine-products-cooperative.
10 Tucker, A. (1986), “Frankincense and myrrh,” Economic Botany, 40, 425–433.

https://www.shuraako.org/portfolio/somali-marine-products-cooperative
https://www.shuraako.org/portfolio/somali-marine-products-co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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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公司制定完善之規範。在投資商機方面，由於索馬利蘭 ICT 普及率並不高，導致其

國內公共事務與服務無法有效地提供給國內人民，因而在資通訊基礎建設擴張上可能有

所需求，該政府亦認為索國目前 ICT 服務主要以居住城市居民為主要提供對象，但在農

村地區，ICT 服務則顯得相對不足，而在 ICT 普及率低的地方，生產效率也隨之降低，

也間接顯示其想在偏遠地區擴大資通訊基礎建設（如布建光纖網路或基地台）之意圖11。

（八）水泥

在索馬利蘭，柏培拉（Berbera）平原底部覆蓋一層具有一定厚度之中-新生代沉積層

序（Meso-Cenosoic sedimentary succession），包括海洋石灰岩相（marine limestone facies），

擁有水泥生產所需之原料，且已有學術研究證實索馬利蘭柏培拉生產的石灰相當適合用

於水泥生產12。事實上，1980 年代初期，曾有水泥廠在索馬里蘭的柏培拉投入運營，但

由於缺乏適當的維護、零件短缺，以及 1990 年代初期內戰期間缺乏管理人員和技術工

人，導致該水泥廠關閉並停止水泥之生產13，此後索馬利蘭幾乎所有水泥皆以進口方式

滿足國內需求，也因此陸續有一些重啟位於索馬里蘭柏培拉水泥廠的計畫。此外，索國

指出其境內柏培拉港佔據到中東地區國家及部分北非國家之要角，於柏培拉建立水泥廠

除可供索國國內內需，亦可以出口為導向，為具有投資潛力與商機之產業。

（九）鹽

索馬利蘭較特別之處在於其把食鹽列為國家發展重點產業，在其國內由於工業基礎

薄弱，食鹽僅被用在少數特定用途，包括：家用食鹽，基本食品加工，皮革鞣製及紡織。

在索國境內，畜牧用鹽（livestock-salting）是食鹽用量最多之領域，當地畜牧業者每隔

幾週便會給動物餵食名為「Arro」的鹽及鹽土（saline clay）混合物，減少體內腸道寄生

蟲，以及維持肉質細嫩。索國政府認為，食鹽是重要工業基礎，可廣泛應用於各種製造

業（包括食品加工、皮革、紡織、金屬加工、橡膠製造、造紙、水泥固化等），因此將其

列為國家發展重點產業。以製鹽來說，索國境內具先天生產優勢，這些優勢包括：擁有

具有高鹽度之海水、平坦的土地，以及充沛的風與陽光，在索馬利蘭薩伊拉（Zeila）的

沿海地區有許多勞工進行粗鹽生產，主要銷售當地市場，不過其所使用之產鹽方式相當

原始，索國政府認為其國內精鹽製作相關技術（包括洗鹽、碎鹽、加碘）欠缺，因此引

入現代化製鹽技術有其需求與必要性。除了國內市場，鄰國衣索比亞亦為食鹽進口大國，

利用現代化技術量產之食鹽亦可憑藉地利之便出口衣國，潛在商機值得投資者進一步評

估。

11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2012-2016), Ministry of Nation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Somaliland.
12 Konecny, P., A. Hagi, E. Plevova, L. Vaculikova, and T. Murzyn (2017), “Characterization of limeston
e from cement plant at Berbera (Republic of Somaliland),” Procedia Engineering, 191, 43-50.
13 Mukhtar, M.H., (2003),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omalia, Scarecrow Pres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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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交通基礎建設

基礎設施建設是索馬里蘭實現永續成長之政策重點，而交通運輸為其強化國內基礎

建設重點對象之一。一般而言，針對像是交通運輸這類大型基礎建設之投資，其所需金

額通常較高，而國外投資者之投資可能以取得當地該基礎建設使用權為目的，而非僅是

獲取建設報酬。舉例而言，索馬利蘭為促進港口升級、強化漁業部門發展及改善海上交

通，在 2016 年與杜拜環球港務（Dubai Ports World, DPW）簽訂為期 30 年的特許權協議

（concession agreement），其中 DPW 將投資 4.42 億美元用於索馬利蘭柏培拉港口的現

代化升級，並取得柏培拉港口的 50%股份，其餘股份則分別由索馬利亞政府（31%）與

衣索比亞政府（19%）持有14，索國希望透過此一大型交通基礎建設之投資，能在經濟

和社會發展方面帶來更大的經濟乘數效應。我國方面，由於交通基礎建設（包括港口、

鐵路等）之投資金額通常較大，且投資形態與一般民間投資（如製造業）有相當大的差

異，可能需要與當地政府單位進行交涉，建議進行投資前針對投資回報率進行仔細事前

評估。

三、結語

相較於其他非洲國家，索馬利蘭因其特殊政治情勢，加上我國國內與國際未有太多

關於索國投資商機之研究報告，致使國內業者對於索馬利蘭之掌握度相當有限，因而投

資意願不高。本研究主要目的係提供一較為全面之分析，以利我國廠商對於索國投資商

機領域有初步之掌握。針對潛在欲赴索國投資之廠商，除前述分析內容，本研究亦提出

三點綜合建議供潛在投資者參考。

（一）優先以對方國家具投資需求之項目為主，投資前應赴當地進行實地考察

以製造業而言，目前索國政府欲積極促進投資之領域包括：礦產、畜牧、農業及漁

業，另外也強調再生能源、乳香與阿拉伯膠、資通訊產業、水泥、鹽與交通基礎建設等

領域為索國境內具投資潛力之業別，顯示這些產業為對方政府積極重視且具有投資需求

之領域，建議我國投資者赴索國投資前可先行考量渠等產業，且在投資前應赴索馬利蘭

進行實地商機考察。

（二）未來可利用索馬利蘭柏培拉港口與走廊拓展海灣地區國家及衣索比亞市場

索馬利蘭位於非洲之角重要戰略位置，不僅緊鄰衣索比亞，境內柏培拉（Berbera）

亦有深水港，且位於亞丁灣（Gulf of Aden）通行紅海和阿拉伯海的中間點，為全球貿易

14 “Will Somaliland’s Berbera port be a threat to Djibouti’s?” the africa report, 24 December 2020, http
s://www.theafricareport.com/54136/will-somalilands-berbera-port-be-a-threat-to-djiboutis/.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54136/will-somalilands-berbera-port-be-a-threat-to-djiboutis/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54136/will-somalilands-berbera-port-be-a-threat-to-djibou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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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航道之一，極具貿易樞紐價值。此外，柏培拉港對於沒有對外港口的衣索比亞而言

格外重要，衣索比亞政府為連接衣國與柏培拉港，積極支持投資打造「柏培拉走廊」

（Berbera Corridor），連結其境內鐵路、道路與物流到柏培拉港，顯見索馬利蘭無疑是進

入東非地區的重要入口。待 DP World 公司柏培拉港升級計畫與「柏培拉走廊」兩者竣

工後，柏培拉港有望成為非洲之角最大港口並連結至衣索比亞，屆時我國業者倘至索馬

利蘭投資，除了索國內需市場，投資者亦可將目標著眼於海灣國家及衣索比亞市場之拓

展，以擴大商機。

（三）當地電費昂貴，投資用電量大之產業須謹慎評估

如本研究前述分析，索馬利蘭目前境內供電來源多靠燃油發電，成本高昂導致國內

電價居高不下。縱然在索國國家發展計畫明確提及能源轉型，降低電價為其施政重要目

標，但目前索國仍處於轉型期間，若是用電量較大之產業，高昂的電力成本可能壓縮業

者利潤，建議業者於投資用電量大之產業前應仔細進行事前評估，或考量在當地建立獨

立供電設備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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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會員將針對 COVID-19 相關 TRIPS 豁免提案進行文字協商

WTO「與貿易相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理事會」（Council for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 理事會）於今（2021）年 6 月 8 日至 9 日召開例會，

WTO 會員於本次會議最終決定，後續將針對因應 COVID-19 疫情而豁免適用 TRIPS 義

務之相關提案，進行文字協商（text-based negotiations）。整體而言，目前 TRIPS 豁免提

案主要有二，其一為由南非與印度共同提出，並已獲得超過 60 個 WTO 會員支持；另一

則為歐盟提案。

南非與印度於去年 10 月首次向 TRIPS 理事會提出「為預防、遏止與治療 COVID-

19 而對特定 TRIPS 條款進行豁免」（Waiver from 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TRIPS Agreement

for the Prevention, Containment and Treatment of COVID-19，IP/C/W/669）提案，而後又

於今年 5 月提出第二版提案，對豁免範圍與豁免期間進行修改。首先，該項新提案將

TRIPS 豁免範圍侷限於預防、治療與遏止 COVID-19 疫情之「健康產品與技術」（health

products and technology）；此範圍內的相關產品與技術即可豁免 TRIPS 相關法規之義務。

其次，豁免期限部分以至少三年為期，並由總理事會檢視 TRIPS 豁免之特殊情形是否繼

續存在；如特殊情形已不存在，則由總理事會決定終止 TRIPS 豁免之日期。

然而，歐盟認為上述提案對 TRIPS 豁免範圍過於廣泛，且並未明確指出豁免於何時

終結，歐盟遂於今年 6 月 4 日同時向 TRIPS 理事會與總理事會提出「應對 COVID-19 危

機之緊急貿易政策」（Urgent Trade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Crisis, WT/GC/231；

IP/C/W/680）之提案，以加速疫苗生產與公平分配，並聚焦於目前 TRIPS 協定已訂有之

強制授權機制。

詳言之，TRIPS 所規定之強制授權機制，係指在符合相關條件下，在未經專利權人

授權下，強制授與政府或第三人使用該專利技術。原則上，第三人應與專利權人「經合

理期間協商未果」時，方可進行強制授權；惟在面臨國家緊急情況時，得例外豁免此要

件。基此，歐盟於提案中即指出目前 COVID-19 疫情大流行屬於國家緊急情況，故得豁

免「合理期間協商」之要件。而在支付權利人補償金部分，基於此提案旨在允許中低所

得國家得以製造並取得疫苗，故歐盟認為權利金應設定此等國家得負擔的合理金額。最

後，依據 TRIPS 強制授權規定，運用強制授權專利技術所製造之產品，應僅限於提供國

內市場之需要。而為協助世界各國取得疫苗，歐盟於提案中表明，此等強制授權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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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涵蓋出口至無製造疫苗能力之國家，亦即不限於僅供國內市場需要。

除上述針對智慧財產權之主張外，歐盟亦呼籲任何與醫衛產品相關之出口限制措施，

應為暫時性且符合透明化與比例原則等規定，並且要求疫苗生產國應保證出口一定比例

的疫苗。此外，歐盟亦提議生產疫苗與醫衛產品國家應採取措施擴大產量。

對於 TRIPS 豁免提案，美國於今年 5 月初首度表明對此議題之支持，並願意與 WTO

會員進行文字協商。然而，美國於上周 TRIPS 理事會例會中，闡明其僅願針對 COVID-

19 疫苗之 TRIPS 豁免議題進行討論，認為南非與印度提案之 TRIPS 豁免範圍過於寬泛。

而對於歐盟提案，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則表示相當樂見其他 WTO 會員提

出表明其立場之提案。最後，關於 TRIPS 豁免提案之未來發展，根據 TRIPS 理事會主

席於例會中之發言，WTO 會員預定於今年 6 月 17 日之非正式例會中進行實質討論，並

預計於下個月總理事會議前決定採取之措施。

【由孫子絜綜合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1 年 6月 10日、6月 7日；

Inside U.S. Trade，2021 年 6月 9日】

各國消息剪影

▲總統撤銷對抖音、微信的禁令並重新評估軟體程式相關之安全風險

美國總統拜登於 2021 年 6 月 9 日簽署「關於保護美國公民敏感數據免受外國對手

侵害之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Protecting Americans’ Sensitive Data from Foreign

Adversaries），旨在撤銷前任總統川普於 2020 年 8 月 6 日所簽署的第 13942 號行政命令

「解決抖音所構成的威脅之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Addressing the Threat Posed by

TikTok）和第 13943 號行政命令「解決微信所構成之國安威脅」（Executive Order on

Addressing the Threat Posed by WeChat），同時拜登總統指示商務部部長、國務卿、國防

部長、司法部長、國土安全部部長須在 180 天內重新評估軟體應用程式的安全風險，以

及是否由外國對手所控制、開發、製造與供應。

該行政命令除了指示相關單位重新評估軟體應用程式的安全風險外，亦進一步要求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須向商務部部長提供安全風險之威脅評估（threat assessments），而國

土安全部則負責脆弱性評估（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在安全風險方面，則將聚焦於

是否對美國關鍵基礎設施、數位經濟之安全性與韌性造成負面影響，或是以任何其他方

式對美國國家安全、美國公民的個人安全構成威脅。

拜登總統於 6 月 9 日所簽署的行政命令，可以額外追溯至前任總統川普於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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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所簽署的兩項關於抖音（TikTok）與微信（WeChat）的行政命令。前任總統川

普認為中國政府透過「字節跳動」公司旗下之手機軟體，自用戶的通訊設備擷取大量網

路資訊及私密資訊等，使得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能擁有美國公民個人隱私資料，進一

步使中國政府能藉此探知受雇於聯邦政府的工作人員、承包商等相關資訊並進行各種間

接活動，遂於 2020 年 8 月 6 日透過簽署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美國企業及個人與抖音及

其母公司「字節跳動」、微信跟其母公司「騰訊」進行交易。

在拜登總統完成行政命令的簽署後，聯邦政府相關單位目前仍未透漏日後將如何處

理抖音的美國用戶之相關細節，也不願透漏美國政府是否尋求迫使字節跳動公司將美國

用戶的帳戶以任何方式轉移至其他總部位於美國境內的公司。過往曾盛傳甲骨文公司為

潛在的交易買家，但最後並未達成交易。現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United States, CFIUS）仍有對抖音執行審查之權限，未來也將參與

外國對美國公司投資的國家安全影響評估。

未來，拜登政府可能進一步提升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程序的機密性，更加重視外國

投資委員會全面性基於國安理由進行外資審查、減少公眾審查程序的機會，並提高跨部

會協調合作之程度，以便更謹慎且客觀評估涉及國安風險的交易案件。

【由黃英傑綜合報導，取材自White House，2021年 6月 9 日；New York Times，2021

年 6月 10 日】

▲中國人大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引外資擔憂

今（2021）年 6 月 10 日，中國大陸第 13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北京審議通過《反外

國制裁法》，且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後即日實施。依照北京當局公佈之法律全文，

其中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處罰「直接或間接」參與制定及實施對中國制裁的組織

與個人，而該法的反制裁的處罰方式，包含：拒絕入境、驅逐出境、凍結資產、禁止與

中國境內實體或個人展開交易等。

此前，中國大陸商務部推出《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及《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

域外適用辦法》，上述兩項法令僅屬於在商務部層級，而此次推出《反外國制裁法》則將

反制裁的行動法源依據層級拉高，隨即引起海外媒體及外資企業的關注。中國美國商會

主席葛國瑞（Greg Gilligan)警告：反制裁法讓在中國投資的外國企業處境更加艱難，且

中國官方在沒有徵求公眾意見下，倉促通過此項法律，嚴重損害了外國投資者對中國法

律體系的信心。

在川普政府時期，美國業已對中國大陸高級官員實施制裁，包括中共 25 名政治局



18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39期（202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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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中國大陸立法機關常務委員會副主席，以及參與香港政策的特區政府高階官員等，

隨後英國、加拿大及歐盟亦宣布了類似的制裁措施。中國大陸官方媒體稱此次立法，是

為了抵制西方脅迫來回應國外制裁，減輕其對中國實體和個人的影響。早去年 11 月，

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呼籲執政的共產黨要以法律手段捍衛中國的主權、尊嚴和核

心利益。

北京當局在新疆穆斯林同化政策、香港公民自由及台灣問題上的高壓作法，陸續遭

到西方國家的制裁，北京當局多次譴責此類制裁是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官方必須有立法

上的反制措施，以應對來自國外的制裁、干預和長臂管轄，甚至包括允許中國大陸企業

向中國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賠償外國制裁措施造成的商業損失。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

美國政府將會審視反制裁法的細節，強調美國並沒有被中國通過反制裁法的行動嚇到，

並將繼續全力執行所有相關的制裁措施。

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外資企業對此立法過程有不同的意見，例如：中國歐盟商會主席

伍德克（Joerg Wuttke）認為在中國大陸投資的歐洲公司，普遍對這一過程缺乏透明度感

到震驚，中國人大從未公佈可供審查的草案，這樣立法行動不利於吸引外國投資，甚至

感受到自身的商業利益隨時會變成政治犧牲品。對此，中國美國商會主席葛國瑞建議：

倘若跨境存在任何分歧，各國政府需要共同協調，以允許企業在其經營所在的司法管轄

區內享有合法的權益。

【由林士清報導，取材自 The World Street Journal，2021年 06月 10日】

▲孟加拉與斯里蘭卡加速進行優惠性貿易協定談判

孟加拉與斯里蘭卡預計在今（2021）年 7 月之前簽署優惠性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雙方政府將會盡快展開談判，以增加雙方友好國家之間的雙邊貿

易總額；兩國已於今年 3 月簽署 6 項合作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以加強合作。此前，孟加拉已於 2020 年 12 月 6 日與不丹簽署第一個 PTA。

孟加拉官員表示，該國商務部已為此協定成立擁有高權限的貿易談判委員會（trade

negotiation committee），由商務部主管自由貿易協定之助理次長（Additional secretary）

擔任首席談判代表；商務部最近也致函外交部，要求將首席談判代表的姓名發送給斯里

蘭卡政府。此一由十二人組成的孟加拉貿易談判委員會將與斯里蘭卡方面協調推進兩國

PTA 談判，並向商務部長報告雙方談判進展。委員會成員包括來自外交部、工業部、國

家稅務局（National Board of Revenue）、出口促進局（Export Promotion Bureau）、孟加拉

國貿和關稅委員會（Bangladesh Trade and Tariff Commission）以及孟加拉駐斯里蘭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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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Bangladesh high commission in Colombo, Sri Lanka）的代表。

對此，有學者主張簽署 PTA 和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以應對孟

加拉在 2024 年即將脫離低度開發國家(Least-developed country, LDC )的挑戰，並稱優惠

性貿易協定將明顯有助於促進出口。該國商務部的官員亦表示，孟加拉將失去現在作為

LDC 享有的各種關稅優惠，因此必須在脫離 LDC 前簽署多項 PTA 和 FTA，以確保目前

擁有 LDC 類別所獲取的利益。

早在 2017 年，孟加拉和斯里蘭卡雙方已經同意簽署該協定，且兩國皆完成了簽署

自由貿易協定所需的事前準備工作，但由於內部問題並未實現。

孟加拉商務部高級官員表示，孟加拉現在正試圖與包括美國和加拿大在內的十幾個

國家談判簽署優惠性貿易協定，以幫助提高該國的出口收入。目前，孟加拉暫將 PTA 視

為優先事項。相較之下，簽署 FTA 涉及議題較多且較困難，諸如兩國的所有產品在 FTA

下都享有免稅之便利待遇，但會造成稅收損失等議題。

孟加拉與不丹簽署之 PTA 包含有限之免稅項目，其中有約 100 種孟加拉產品，以

紡織相關產品為主，包括嬰兒服裝和服裝配飾、男士長褲和短褲、夾克和西裝外套、黃

麻和黃麻製品等；34 種不丹產品則以農產品為主，包括橙子、蘋果、生薑、果汁、牛奶、

天然蜂蜜、小麥粉或雜麥粉等。

【由施柏儀綜合報導，取材自 Bilaterals.org，2021年 6月 14日；Dhaka Tribune，2020

年 12月 6 日】

▲肯亞推行農業數位化轉型策略以打擊食物浪費及提高農業產能

全球各國均有嚴重的食物耗損及食物浪費問題，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調查，

全球的食物在收成後約有 14%在運送、儲存及零售的過程中形成耗損，估計每年浪費的

食物達 4,000 億美金，其中又以根莖類和油料作物所占的比例最高，而這樣的情形在開

發中國家尤為嚴重。

以非洲國家肯亞為例，該國的農作物有 90%來自小農生產，不過由於缺乏冷藏設備，

許多作物在收成後都因高溫而快速腐壞，造成糧食浪費，不但農產品無法被有效利用，

農產品的市場價格也隨之提高，對該國的糧食安全造成負面影響。對此，肯亞政府近年

積極透過數位化轉型策略，藉由研發、大數據分析、績效管理等方式提高農作物的產量

及品質，該國已啟動「2019~2029 年農業轉型及成長策略」（The Agriculture Sector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Strategy, ASTGS 2019-2029），以提升農業數據的即時性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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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性，除了穩定農作物的品質，例如幫助農民更準確地計算作物收成的週期，以確保

收穫量及售價外，另一方面亦有助於政府更有效的制定農業政策。

除此之外，肯亞的一間公司 SokoFresh 致力於解決農產品浪費問題，並提供農民冷

藏儲存及物流解決方案，該公司指出，全球有超過 30%的食物最終都面臨損耗或浪費，

這些食物並沒有被有效利用，並且在非洲尤其嚴重，從生產到配送的整個過程都存在食

物浪費的問題。SokoFresh 公司最新開發的冷藏設備猶如一個小型貨櫃，機動性高且透

過太陽能發電，除了解決當地缺乏儲存設備的痛點，同時具備循環經濟的價值，目前正

提供給肯亞種植酪梨、芒果及敏豆的農民進行測試。此移動式冷藏空間除了機動性高之

外，使用方式亦非常便利且價格低廉，付費即可使用的設計，不管是農民還是買家，只

要負擔每公斤 1 肯亞先令（約 0.0093 美元）的價格，就可立即將收成的農作物放進設備

冷藏，對於開發中國家的農民而言，使用門檻極低且非常便利，該公司預計將設置 400

座冷藏儲存設備，屆時能在五年內提高約 3 萬 5,000 名農民的收入。初步測試結果顯示，

使用該儲存設備的農民，收成的獲利率可達收成總量的 50%以上，而買家也能買到數量

較多、品質較好的農產品，此外物流的成本也因此降低，原因在於冷藏設備的空間能一

次容納數個農民的農作物，卡車可一次載運所有農家的農產品，有效降低運送成本。

針對利用科技來解決糧食危機的策略，肯亞農業部部長彼得穆亞（Peter Munya）表

示，雖然國內資通訊產品的普及率不低，但鑑於區域發展不均、數位落差等因素仍然存

在，倘要有效運用資通訊設備及數位平台來提高糧食安全，對肯亞而言仍有一段距離，

尤其國內農業人口以小農居多，要運用數位科技提高產量並確保品質穩定，現階段首先

須克服的是提升數據的可靠性及品質，才能有效進行農業科技的研發及創新，促進農業

數位化轉型。

【由廖倍妤綜合報導，取材自 Kenya News Agency，2021年 6 月 11 日；World Economic

Forum，2021年 6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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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強制授權 Compulsory Licensing

係指於符合法定條件下，法院或主管機關得不經權利人同意，而強制權利人將該專

利技術或著作授與第三人實施之機制。由於該授權係屬「非意定授權」，有別於權利人依

契約自由原則與他人訂立之「意定授權」，故稱為「強制授權」，亦即台灣之專利法中所

稱之「特許實施」。

WTO 之 TRIPS 協定對於「強制授權」之實施訂有原則性規定，按 TRIPS 第三十一

條（b）款規定，第三人之主張強制授權或政府使用此授權之前提要件包括：（1）必須是

第三人曾努力試圖向專利權人要求依照合理之商業條款與條件給予授權，而經過合理期

間仍未獲得權利人給予授權；（2）對於他人發明之使用，應限於與該強制授權目的相符

者；（3）此強制授權不得排除原來專利權人或其他人之合法使用；（4）此種強制授權之

使用不得轉讓；（5）強制授權之發明使用，必須以供應國內市場之需求為主。故基本上，

WTO 成員決定授予與強制許可之內國政策上，必須以遵守前述五項具體條件為前提，

另外，TRIPS 第三十一條尚設有其他程序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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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Canadian Culture in a Globalized World : The impact of trade deals on Canada's cultural

life

網址： https://www.amazon.com/Canadian-Culture-Globalized-World-cultural/dp/1459413318

摘要：
Since the first trade deal with the US in 1987, Canada has insisted on a "cultural

exemption" to ensure that governments were free to protect Canadian culture and to restrict

foreign ownership and limit foreign content in the media. As Garry Neil sees it, Canadian

cultural policies and programs have been steadily restricted by successive trade deals. He

explains how this has happened, and what needs to be done for Canada to maintain our

cultural sovereignty and creative life in the face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ir

government supporters who are promoting a world monoculture.

期刊介紹

篇名： Retooling the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in EU Free Trade Agreements

出處：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ume 24, Issue 1, March 2021, Pages

25–51

作者： Marco Bronckers, Giovanni Gruni

摘要： The EU’s weak promotional policy towards sustainability in its free trade

arguments is up for revision. Labour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need to be

tightened. They were given a boost on balance by a remarkable panel ruling of

January 2021 in the long-standing EU–Korea labour dispute. Compliance ought to

be subject to regular dispute settlement between governments. Sanctions must be

added to the EU’s toolbox, going beyond trade retaliation. Private stakeholders

should become more involved in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both at the

international and at the domestic level. All this will put an extra responsibility on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to protect their labour force and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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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應鏈變局對

臺灣之影響與展望

張超群

1.美中對峙和新冠疫情衝擊下的台商產業

佈局

2.美中對峙與疫情對企業影響及面臨之挑

戰

3.疫苗開打，全球疫情有趨緩趨勢

4.拜登仍視中國為假想敵，在產業/技術

上進行壓制

5.科技方面：爭奪高科技主導權，形成兩

大派系

6.全球供應體系面臨重組挑戰

7.台商產業布局應考量之要點與策略選擇

8.布局異地生產製造，融入區域生態系

9.台商生產基地布局的關鍵考量因素

10.未來企業布局的多重解題：做對選擇

比良率還重要

11.台灣產業布局策略：依產業條件分三

大群組

12.結論與建議

13.「高價值」根留台灣，全球製造關注

「均衡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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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研訓院
5/12-

12/24

5/12-

12/24
愛學習講堂 https://web.tabf.org.tw/page/263015/

國經協會 6/21 6/22 台斯(洛維尼亞)產業交流會暨貿洽會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12

3

經濟部貿易局 6/27 6/29 因應淨零碳排趨勢企業交流會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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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經院東協中心 逕自洽詢 7/8 緬甸政變對緬甸經濟與臺商之影響 https://tinyurl.com/sz7m662s

資策會 7/16 8/13-22 第五屆 2021 國際創新創業訓練營 G Camp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240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逕自洽詢 8/18 台日亞太食品技術研討會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218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逕自洽詢 9/15 台日亞太中小企業經營者研討暨商談會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23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Regenerative/CMS/regenerative%20medicin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Regenerative/CMS/regenerative%20medicine
https://tinyurl.com/sz7m662s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240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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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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WH 6/20
10 月中下

旬

Call for Papers: 2021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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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pid=295

資策會 逕自洽詢 10/22 台日亞太數位創新研討會暨國際創新商談會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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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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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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7/19-8/1 2021 年全球線上遊戲商務媒合大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GConline2

021

外貿協會 6/30 8/17 2021 臺灣連鎖餐飲美加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FBAC

外貿協會 6/30 8/19 2021 臺灣連鎖品牌秀 - 新南向 ‧ 中國大陸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1Franchise

外貿協會 6/30 8/25 新南向市場電動車暨車用智慧產品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EVtoN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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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9/1-9 台灣傑出文創新秀線上發表會暨⾺來⻄亞貿訪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Crowdfun

ding

外貿協會 6/25 9/7-9 2021 年香港國際食品展(HOFEX)-臺灣樣品展示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HOFEX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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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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9/15 ⻑照醫材科技應⽤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l

ongtermcaretech

外貿協會 6/28 9/21-24 2021年⾺來⻄亞國際食品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FHM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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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9/29 2021 年日本消費產品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JPTM

/CMS/info

外貿協會 6/25
9/30-

10/3
2021 年線上東京電玩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GS2021o

nline

外貿協會 8/6 10/5-7 「2021 年工業產品赴越印尼菲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

TRA2VINP

外貿協會 7/30 10/7-9 2021 年日本DIY 展(OMO)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

apandiy2021

外貿協會 8/2 10/13-15 2021 年東京國際禮品展參展團(OMO)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TIGS2021

外貿協會 6/30 10/14 2021 連鎖加盟日韓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ranchise-

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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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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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外貿協會 7/20 10/21-23 2021 年全美五金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1NHS

外貿協會 6/30 10/21-28 2021 連鎖加盟馬泰越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franc

hise

外貿協會 8/31 11/16-18 2021 年德國慕尼黑電動車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1eMove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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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8 日～2021 年 7 月 18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6/17-18 四～五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6/21-22 ⼀～⼆  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6/22-23 二～三  Committee on Trade Facilitation

6/23-24 三～四  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

6/28 ⼀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6/29 二
 Committee on Specific Commitments

 Council for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7/1 四  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

7/2 五
 Structured Discussions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JI)

 Sub-Committee on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7/6 二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Dedicated Session on Small Economies

7/8-9 四～五  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

7/12-13 ⼀～⼆  Structured Discussions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JI)

7/14-16 三～五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7/15 四  TNC at Ministerial Level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6/18 五
WB: World Bank Online Morning Seminar #109 “What’s Cook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ifood System”

6/21 ⼀
APEC: EWG - Host Economy Event

WB: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1: Global Unrest

6/28-30 ⼀～三 APEC: SME 11 2019A- APEC Global MSME Forum 2021

6/29 二
APEC: Workshop 2: Utilizing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Trade Facilitation under the
Current COVID-19 Pandemic and Beyond: Best-Practices Sharing Workshops

7/8-9 四～五 OECD: 2021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Global Forum on Productivity

7/13-14 二～三 ASEAN: 7thWorking Group on 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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