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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終於等到微解封了～不過不用出門就能在家參加活動還是很方便是吧，上我們的線上學習平

台什麼時候都能學習新知，掌握國際經貿趨勢喔！

https://taiwanlife.org/local/enterprise/generalcourse.php?id=67
https://taiwanlife.org/local/enterprise/generalcourse.php?id=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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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多國籍公司稅收架構改革和歐盟應對的準備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靖心慈副 研究員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和二十國集團（G20）帶頭推動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

（BEPS）計畫，預計在今年達成具共識的全球解決方案，在 7 月和 10 月發布進一步的

相關公告。BEPS 討論有兩大支柱：支柱一著重在部分跨國公司剩餘利潤重新分配徵稅

權，支柱二著重在對跨國公司利潤進行最低有效徵稅稅率。歐盟回應將提出相對應的指

令來落實，並採取措施改善現行制度，確保區內公平有效的稅收和促進生產性投資及創

業。

一、歐盟 21 世紀稅制的政策架構

過去一年多來，新冠病毒已經深深影響歐洲和全球的社會和經濟，公共衛生挑戰成

為歐盟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對社會造成深刻的影響和不平等的加劇。新冠病毒大流

行導致實體互動式商業行為受限，而數位化商業行為卻出現加速的趨勢，這趨勢對現有

稅基產生重大之影響，必須反思未來可持續和公平的稅收架構形式。在此背景下，歐盟

商業稅收政策在過去一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早在 2010 年代初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和二十國集團（G20）就帶頭討論了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計畫，研究朝著改革過時多國籍公司稅制的全球解決方案邁進，

對徵稅權的重新分配和最低有效稅收採取行動之實質討論，都將影響歐盟未來營業稅呈

現的形式。歐盟執委會在稅收政策上認為需要一個穩健、高效和公平的稅收架構，以滿

足公共融資需求，同時通過創造有利於公平、可持續和就業機會成長和投資的環境，來

支持經濟復甦和綠色及數位轉型。

歐盟認為確保稅務收入的有效徵收對於資助優質公共服務至關重要，也是納稅人公

平分擔稅負的先決條件。徵稅還有助於創造公平的公司競爭環境，減少稅務欺詐、逃稅

和避稅，提高歐盟的競爭力。徵稅也可以為歐盟預算提供更充足的自有資金來源，如可

以減少版稅和利息支付在成員國稅制差異中合法避稅。

通常數位公司比其他公司繳納的稅款少，而且他們繳納的稅款也往往並不會有利於

其活動所在的國家/地區。所以，歐盟也思考課徵數位稅來將確保數位部門為歐盟和整個

社會的復甦融資做出公平貢獻，而其設計將獨立於多國籍公司稅改革的全球協議，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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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會符合 WTO 和其他國際之義務。

二、多國籍公司稅收架構的改革進展

由 G20 授權，OECD 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包容性架構（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計畫致力於制定基於全球共識的解決方案，以改革多國籍公司的稅收架構。BEPS 討論

集中在兩大工作流程上：支柱一（Pillar 1）著重在部分跨國公司剩餘利潤重新分配徵稅

權，支柱二（Pillar 2）著重在對跨國公司利潤進行最低有效徵稅稅率。這兩個支柱均在

解決與日益全球化和經濟數位化相關但為不同面向的稅收問題。

OECD 於 2020 年 10 月 12 日針對數位經濟帶來的稅收挑戰發布最新關於支柱一及

支柱二的二份藍圖報告。支柱一的藍圖報告中，主要說明了將跨國集團剩餘利潤的一部

分分配予市場所在國的徵稅權制度。對跨國集團未在市場國設點和從事行銷、經銷等經

常性活動之數位交易行為課稅，首先要求跨國集團符合新徵稅權制度門檻才得適用，此

門檻為該集團年度合併營業收入須達 7.5 億歐元以上（暫定）；以及跨國集團自境外取得

之業務類型收入超過包容性架構成員國最終決定之收入門檻。其次，跨國集團與某市場

國間存在「持續且重大」聯繫時，該市場國才對該集團具有課稅權，而是否存在「持續

且重大」之聯繫則透過擬定之收入門檻作為衡量標準。藍圖報告中除闡述收入劃分的基

本原則外，更針對不同的活動類型提出各自的收入劃分標準及指標。徵稅權有兩個部分，

一是跨國集團在市場國所從事的行銷、經銷等經常性活動或設有常設機構所產生之利潤，

以固定比率計算而得之利潤，被稱為「金額 B」；二是跨國集團在不考慮跨國集團在市場

國是否有實際營運處所的情況下，以整個集團為基礎，使用公式化的方法將剩餘利潤的

一部分分配予市場所在國，分配之剩餘利潤被稱為「金額 A」。

支柱二的藍圖報告中，主要說明了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定（Global Anti-Base Erosion

rules，GloBE）是透過特定門檻及計算方式來檢視企業是否需繳納全球最低稅負。首先，

判斷一公司是否為跨國企業集團，即檢視營運者是否有在兩個以上租稅管轄區營運，若

是，則適用全球最低稅負規定。其次，集團財務年度收入是否高於 7.5 億歐元，如年度

財務收入高於此門檻，才須適用最低稅負規定。至於，子公司適用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定，

則須就各集團成員逐一計算其於所在地課徵之實質所得稅率是否低於該藍本所規定之

「最低稅率」。若低於最低稅率要求者，則企業需針對該差額補繳稅額。若需補繳全球最

低稅負，何國就該筆應補稅之利潤有徵稅權？依 OECD 藍圖所述，係取決於集團最終母

公司以及任何中間母公司所在地是否執行計入所得法原則（Income Inclusion Rule, IIR）。

若有，母公司所在國可針對實質稅率與最低稅率之差額進行徵收。反之，當最終母公司

或中間母公司皆未執行 IIR 時，則透過由給付國之稅局是否准予該國企業給付予低稅率

國家費用在稅上進行扣抵占全球給予扣抵總額比重，或按繳交低於最低稅率企業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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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淨支出占全球集團內部淨支出總額比重來源國之稅局來課徵應補繳稅額（即徵稅不

足之支出原則，Undertaxed Payment Rule, UTPR）。

三、歐盟應對多國籍公司稅收架構改革的準備

歐盟一直雄心勃勃在國際層面推動多國籍公司稅收架構的改革，並在美國拜登政府

積極參與的基礎上展開全球討論。過去歐盟與美國之間就數據交換原則達成安全港協議，

以防止個人資訊外洩，但在客戶抱怨他的臉書數據沒有得到充分保護後，歐洲法院於

2015 年 10 月宣佈安全港協議決定無效。歐盟在公司稅收架構上提出支柱 1 的提案，除

了主張解決隱私問題外，歐盟也針對多國籍企業部分應稅基礎的全球協議提供了一個解

決方案。這方案主張減少適用的跨國公司數量，但擴大到不論是哪一種商業部門的最大

和最賺錢的跨國公司都適用。然而，美國政府的國內公司稅改革目標確是朝向支柱 2 提

案，即將大型跨國公司繳納的稅額增加到最低有效稅率水準，從而為過度的稅收競爭設

置底線。同時讓各個國家依舊維持自己決定稅收制度的特點，又能對企業利潤課徵最低

有效徵稅，達到限制避稅的目標。G20 財政部長先前承諾，到 2021 年中期就要達成基

於共識的全球解決方案。

未來全球稅收架構協議的兩個支柱都符合執委會對 21 世紀企業稅收架構的願景，

它們的目標是互補的。執委會會積極參與國際討論，並與成員國合作，以確保歐盟關心

的單一市場相容性和最小化行政複雜性等問題得到考慮，並確保全球解決方案是有益於

歐盟。

當全球稅收架構協達成一致並轉化為多邊公約後，支柱 1 對參與國的適用將是具有

強制性。為確保其在所有歐盟成員國的一致實施，執委會將會提出支柱 1 落實在歐盟的

指令。對於實施支柱 2，歐盟也會進行必要調整，推出反映 OECD 示範規則的指令，確

保其在歐盟內的一致適用和與現有法律的兼容性。

依據安侯建業報告指出，歐盟目前針對 BEPS 的主要相關稅制有反避稅指令（Anti

－Tax Avoidance）、跨國稅務函令之自動資訊交換、跨國財務所得及帳戶之自動資訊交

換、稅務資訊揭露規定等。其中，與支柱 1 最相關的是反避稅指令，其包含針對限制利

息扣除額、錯配安排（hybrid mismatches）、受控外國公司（CFC)及出走稅（exit taxation）

等內容，並與一般反避稅條款（the general anti-abuse rule）結合。所以，這些法律都須

配合 OECD 示範規則進行必要的調整，並推出新的歐盟指令。

另外，歐盟執委會在未來兩年將採取措施改善現行制度，重點是確保公平有效的稅

收和促進生產性投資和創業的雙重優先事項。在確保公平有效稅收方面，歐盟第一步就

是要提高大型經濟參與者繳納稅款的公共透明度，以反應公民和民間社會組織在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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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執委會將使用支柱 2 所提出的方法來計算，在歐盟營運大公司的有效公司稅率，

並每年定期公佈。歐盟還將通過一項新的立法措施，進一步打擊濫用空殼公司，以消除

出於稅收目的濫用空殼實體的行為。執委會提議將包括一些行動，如要求公司向稅務機

關報告必要的資訊以評估它們是否具有實質性存在和實際經濟活動，拒絕與濫用空殼公

司的存在或使用相關的稅收優惠，以及創建新的稅收資訊、監督和稅收透明度要求。在

稅收促進生產性投資和創業方面，歐盟企業正面臨綠色和數位雙重轉型，以及面臨新冠

肺炎大流行衝擊的時刻。

當現金流有限，中小企業通常比大公司更難吸收到融資，這使得區內投資和成長環

境仍有改善的空間。歐盟為減輕中小企業直接稅負擔，採取不同的處理方式，以維持企

業間的公平競爭。當前歐盟稅收架構允許對債務利息進行稅收減免，但股權投資融資則

不給予優惠待遇，故執委會也將提出股權融資補貼制度搭配反濫用措施的建議，促進財

務脆弱公司的重新股權化。

四、G7 今年達成新國際稅收規則的協議

G7 財政部長於 2021 年 6 月在倫敦會議中達成新國際稅收規則的協議，於第一支柱

尋求引入一個新的國際架構，使全球收入超過特定門檻值（OECD 建議為 7.5 億歐元，

但尚未達成共識）的全球跨國公司的集團合併利潤，超過 10%的部分中的 20%，能使用

公式化的方法分配給市場管轄區。第一支柱條款將適用於自動化數位服務（automated

digital services）和面向消費者的企業（consumer facing businesses）。

於支柱二有四個獨立的部分，總體而言，如果跨國公司在任何司法管轄區支付的有

效稅率低於設定的最低稅率，則跨國公司有支付額外稅負的責任。G7 也確認了最低有

效稅率至少為 15%的協議，同時建議第二支柱將適用於全球收入超過 7.5 億歐元的跨國

公司。實際稅率將基於對母公司合併帳戶的分拆，但如何計算有效稅率的細節則尚未確

定。

雖然 OECD 包容性國際稅收架構就全球最低稅率達成共識，但並未強制司法管轄區

修改其公司稅率和制度以至少達到商定的最低有效稅率。該架構是納入一套協調措施，

旨在補足跨境收入徵稅達到商定的最低稅率，補足稅可以由實體母公司所在的司法管轄

區徵收，也可以由支付可扣除款項的司法管轄區徵收。

除了前述已達成的協議外，G7 還同意在採用新國際稅收規則的應用時，應就取消

現有數位服務稅及其他相關類似措施之間取得適當的協調。對於目前已採取或計畫採取

數位服務稅的國家，他們將會密切關注美國國會 BEPS 的批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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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秘書長 Mathias Cormann 對 G7 財政部長就 BEPS 中國際稅收改革關鍵要素

達成的協議表示歡迎，指出這將有助於推動在包容性架構內達成共識。他也表示，OECD

預計將在今年 7 月和 10 月發布關於 BEPS 的進一步公告。至於， OECD 於 7 月初公布

原先參與 BEPS 談判的 139 國中有 130 國繼續參與，巴貝多、愛沙尼亞、愛爾蘭、匈牙

利、肯亞、奈及利亞、祕魯、聖文森、斯里蘭卡九國沒有同意繼續參與國際稅收改革新

架構。

五、新國際稅收規則可能產生的影響

儘管稅收規則改變須要通過參與國國內的批准，國際稅收規則協議的最終落實需要

很長時間，但該協議代表了全球部分財政規則趨於一致。根據安聯控股公司（Allianz SE）

的分析，從長遠來看，多國籍公司的全球最低稅率統一後，可能會通過不同管道影響經

濟體的潛在成長：

1. 公司稅率低於 15%的國家的吸引力將降低，多國籍公司可能會傾向於將資本匯

回到國內。這種資本回流可能會對從中受益的經濟體產生積極的生產力衝擊，而出現資

本外流的國家將產生負面的生產力衝擊，並產生長期後果，這可稱為資本匯回和生產力

成長管道。

2. 受益於資本回流的國家將增強其生產能力，從而減少對進口的依賴，進而改善

其貿易條件。稅率低於 15%的國家則正好相反，可能面臨更高的進口依賴，以及貿易條

件的惡化。

3. 受益於資本回流的國家可能會對經濟體產生積極的生產力衝擊，這將創造新的

財政資源，並有助於降低或減緩債務占 GDP 的百分比。相比之下，由於全球最低稅收

而導致稅收競爭力下降的國家，其可能會面臨公共債務不同程度的惡化。

4. 受益於資本回流的國家可能會對經濟體產生積極的生產力衝擊，進而吸引更多

資本從公司稅稅率原本低於 15%的國家回流，導致生產能力和財政收入更為強化。流失

資金的國家則可能面臨生產能力和財政收入的惡化。

5.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正常經濟活動受到限制和市場對公共投資及補助需求增加，

受益於資本回流的國家將會有較足夠的財政資源來因應。雖然政府支出的增加可能會出

現排擠民間支出的效應，但政府支出阻止經濟崩盤的效果仍然預期會帶來較大的正面效

果。流失資金的國家則可能面臨生產能力、財政收入和經濟活動惡化的負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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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131 個 OECD 成員簽署聯合聲明，同意取消課徵數位服務稅與導入

全球最低企業稅負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今（2021）年 7 月 1 日發布聯合聲明，宣布共計 130 個國家將支持 OECD 規

劃的國際稅收規則改革新計畫，其中包括同意就取消數位服務稅（digital service taxes,

DSTs）進行協調以及納入稅率為 15%的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global minimum corporate

income tax）。而秘魯在 7 月 5 日參與聯合聲明，故簽署國已增加至 131 國，其中包含 G7

成員國，以及先前極力反對的中國大陸及印度等國，131 國 GDP 占全球 GDP 超過 90%

以上。簽署國同意在 2021 年 10 月底完成兩支柱方案的其他技術性工作及執行計畫，並

預計於 2023 年開始施行。

隨著數位科技快速發展，跨國企業（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利用新興商業

模式與線上交易創造利潤卻也因制度之故得以避稅，進而影響各國稅收；根據 OECD 統

計，各國每年損失稅收可能介於 1,000 至 2,400 億美元。因此 OECD 近年開始討論解決

「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引起之問題，並自 2015

年起建立「OECD/G20 BEPS 包容性架構」（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做為改革國際稅收規則之討論架構，計有 139 個國家與司法管轄區域（countries and

jurisdictions）參與。經過數年談判，OECD 在「OECD/G20 BEPS 包容性架構」下提出兩

大支柱方案（two-pillar package），其中第一支柱為「一致性徵稅方法」（unified approach），

第二支柱為「全球最低稅負制度」（Global Anti-Base Erosion, GloBE），其目標在使跨國

企業在其營運業務及賺取利潤之地方納稅，同時為國際稅收制度增加確定性和穩定性。

依據 OECD 聯合聲明，全球 131 國已對第一支柱及第二支柱之若干細節達成共識。

首先，為確保各國對跨國企業的利潤和徵稅權進行更公平的分配，各國同意在第一支柱

下將對跨國企業的若干徵稅權利從企業母國（home country）重新分配至其開展業務活

動和賺取利潤的市場國（market jurisdictions），適用對象為利潤率至少 10%、營業額約

200 億歐元的跨國企業。同時，據聯合聲明所載，如跨國企業在一國營收達 100 萬歐元，

則該國即可請求分配徵稅權；但如為國內生產總值低於 400 億歐元的小型經濟體則降低

門檻，跨國企業在該國營收達 25 萬歐元即可請求分配。再者，131 國同意就適用新國際

稅收規則、取消所有數位服務稅及其他類似措施展開適當協調。根據 OECD 估計，落實

第一支柱將使每年超過 1,000 億美元的利潤稅收權利在各市場國之間重新分配。另一方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9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42期（202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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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OECD 成員在第二支柱下同意導入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率，並以 15%為其課稅稅率，

要求僅有年收入超過 7.5 億歐元的跨國企業集團須適用此制度。據 OECD 估計，第二支

柱如獲落實將使全球額外產生 1,500 億美元稅收。

美國財長葉倫（Janet Yellen）在 7 月 1 日發表聲明指出這是美國經濟外交的歷史時

刻，以及全球最低企業稅負將結束各國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之情況。至於此前

受歐洲國家針對的大型科技跨國公司則對此表示肯定，臉書（Facebook）全球事務副總

裁克萊格（Nick Clegg）即對 OECD 的新計畫表示歡迎，認為 OECD 新規則雖然促使跨

國企業繳納更多稅負，但卻可降低重複課稅風險。不過，共和黨籍的眾議院籌款委員會

（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布雷迪（Kevin Brady）則表達了反對意見，認

為此舉將侵蝕美國稅基。而未簽署聯合聲明的愛爾蘭財長杜諾荷（Paschal Donohoe）表

示:愛爾蘭支持重新分配利潤徵稅權利與設定最低稅率，但對 15%的稅率持保留意見。

【由黃禾田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Wall Street Journal (Online)、OECD，

2021年 7月 1日】

▲「歐盟碳交易體系」之改革草案提前曝光引起各國爭辯

原先預訂於 2021 年 7 月 14 日由歐盟執委會所提交的 12 項關於歐盟能源、氣候相

關制度與政策之修改法案，其中「歐盟碳交易體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之修改草案提前於 7 月 1 日曝光。這份修改草案主要涉及了：「碳排放配額的

總上限」（the overall quantity of allowances）逐年下降的幅度、交易體系適用範圍的擴大，

以及「免費排放額度」（free emissions allocations）的調整或取消。目前已再次引起各成

員國與產業公協會的正反辯論。

當前「歐盟碳交易體系」之「第四階段 2021-2030」主要規範歐盟境內所有電業的

「碳權」（carbon credit）均須透過交易機制取得，而成員國僅能將 30%的「免費排放配

額」授予企業，2027 年起歐盟境內所有產業都須透過交易機制取得碳權；惟特殊高耗能

產業-被歐盟認定為「碳洩漏」（carbon leakage）之高風險產業不在此限，仍可免費取得

100%碳排放權。此次提前曝光的修改草案則欲針對「歐盟碳交易體系」進行修改。

這份由媒體所曝光的「歐盟碳交易體系」改革草案，主要有幾項引起各產業、企業

與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分別是：(1)「碳排放配額的總上限」將會逐年下降，2020 年下

降的幅度為 1.74%，而 2021 年至 2030 年此目標將可能增加為 3.1%。(2)交易體系適用

範圍將會納入海運、公路運輸以及建築物之供暖設施，並將交易體系所得利潤的 50%重

新分配予經濟收入較弱勢的家庭；但部分爭議仍圍繞著這項分配性質的財政援助將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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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同時波蘭、法國政府表達了對「將建築物之供暖設施納入交易體系適用範圍」的

反對立場，這使得該改革草案仍存在一些變數。(3)改革草案試圖取消給予鋼鐵、能源部

門的「免費排放額度」，但並未明確說明在未來的時程安排方面應如何取消、何時開始取

消，預計將由各個會員國以及歐洲議會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但可以預見未來倘若確定

取消「免費排放額度」，勢必將連帶影響其他擁有「免費排放額度」的鋁、化學、造紙、

煉油業的產業利益及該產業公協會對相關政策的立場；不過亦有部分公民團體認為，一

般人為交通運輸與建築物之供暖設施付出額外的經濟成本，而大型產業卻仍可持續獲得

「免費排放額度」的支持，這可能有違「歐盟碳交易體系」之社會平等的願景與價值。

負責氣候與環境議題的歐盟執委會副主席堤孟思（Frans Timmermans）在 5 月 24 日

接受媒體的專訪時親自表達了對「歐盟碳交易體系」的看法與立場，說道「這項政策促

使能源部門與工業部門制定了碳排放價格（price on carbon emission），歐盟執委會認為

有必較擴大該交易體系的適用範圍」。短期之內須留意 7 月 14 日歐盟執委會對「歐盟碳

交易體系」的完整立場，以及執委會內部的各項爭辯。

【由黃英傑報導，取材自 EURACTIV，2021 年 5月 24日、7月 1日】

▲為更有效地對抗疫情，WTO 致力於改善抗疫產品的貿易數據呈現

方式

WTO 於今（2021）年 7 月 1 日發布一份資訊說明（information note）文件指出，由

於現今國際商品統一分類代碼（Harmonized System Code, HS Code）6 位碼缺乏細節資

訊，以及各國商品關稅子類別無標準化之狀況下，產品進出口資訊記載未盡詳細，可能

會嚴重高估抗疫產品之貿易，導致得出不準確的結論，以及將限制關鍵產品貿易的準確

衡量與分析，使政府在對抗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疫情過程中難以提出具針對性的

貿易政策應對。

WTO 各會員所使用的關稅表，大多有較標準 HS Code 6 位碼更詳細之分類代碼，

關務機構透過蒐集、監測、分析此類數據（包含主要或次要的單位數量、原產國等重要

商品訊息）以支持未來之經濟決策。該制度除了各國政府使用之外，亦藉由發布於不同

的貿易數據庫，與國際組織、各會員國共享資訊，並作為研究人員、貿易從業人員及貿

易談判人員之重要參考資料。

在過去一年中，WTO 會員多認為相互合作與彼此資訊透明，不僅能協助經濟復甦，

更在應對 COVID-19 上發揮重要效果。在深入探討疫情對供應鏈造成之影響時，必須奠

基於紮實的貿易數據，倘缺乏足夠資訊，將可能做出適得其反的政策措施。該說明文件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covid_01jul21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covid_01jul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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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政府通常會針對不可或缺之商品建立清單，這些商品可協助國家渡過自然或人道

危機，因此在危機來臨之際，政府多對該類商品採取免除進口關稅、預先清關等措施，

以確保獲得必要之物資。

WTO 秘書處指出，目前各界對於對抗 COVID-19 之必要物品並沒有一致的定義，

對於不同成員來說，於不同時間與情況下，所需立即獲得之必要物品並不相同。世界衛

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和世界海關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為診斷、治療及預防 COVID-19 所需醫療用品和設備提供關稅分類指導，迄今已

發布 5 份文件，其中 4 份旨在協助會員識別相關產品之 HS 分類。由於 HS Code 是世界

各海關與貿易商使用的共同語言，為促進這些物品之跨境流動，國際組織有必要提供其

正確的 HS 分類與指導。

值得注意的是，若僅以國際間常用的 HS Code 6 位碼進行必要物品分類，將可能高

估 COVID-19 抗疫產品之貿易，而 WTO 會員國間亦可能因商品分類不同而難以對接數

據與比較，此所造成之種種問題除左右貿易政策外，亦影響商品之獲取速度。關於此類

問題之解決方案，WCO 雖然可為 COVID-19 必需品創建新的名目（Subheadings，即 HS6

位碼），但此過程往往須花數年時間，難以應急。

因此，國際社會期待透過「持續地數據蒐集」與「公私協力」來應對當前情勢，藉

由電腦輔助，系統性識別與編碼，以標準化產品資訊，彙整至相關類別中，以完善蒐集、

統整關鍵產品資訊；政府亦可藉由與私部門合作之方式，從私人企業獲取產品之準確訊

息，加速進口與取得過程。未來在數據蒐集上，WTO 秘書處鼓勵國際社會透過靈活調

整蒐集方式、積極參與資料建立、妥善國際共享等 3 項原則，完善資訊建立與交流，並

尋求更多國際合作之可能性，共渡當前與未來難關。

【由張聖杰報導，取材自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021 年 07月 01日】

各國消息剪影

▲韓國宣布關鍵材料對日本依賴顯著下降

自 2019 年 8 月起，日本政府對韓國實施含氟聚醯亞胺（Fluorine Polyimide）、光阻

劑（Resist）及蝕刻氣體（Etching Gas）等 3 項半導體關鍵材料之出口限制措施。韓國政

府旋即推動自主化、多元化進口政策，以提升材料、零部件和設備等不同產品之國內生

產比重。

今(2021)年 7 月 1 日，韓國總統文在寅出席首爾國際貿易協會總部之活動時公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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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韓國政府對日本半導體關鍵原料出口管制之因應對策相當成功。在過去兩年中，韓

國在用於生產晶圓的蝕刻氣體方面，對日本的依賴度已從大約 50%下降到 20%以下；原

先占韓國國內產業比重較高的前 100 項核心材料，對日本的依存度已降至 25%；此外，

韓國亦獲得了自主生產氟聚醯亞胺之技術，該技術及材料可用於智慧手機顯示面板，目

前韓國已具有出口能力。韓國業者已化危機為轉機，並增強信心。

自從日本於 2019 年 8 月起，將韓國從其優惠貿易待遇「白名單」中刪除以來，韓

國對日本半導體關鍵原料之進口依賴程度已顯著下降。韓國貿易、工業和能源部發佈新

聞稿表示：韓國企業迅速採取行動，轉而從比利時進口材料，來自比利時的進口已經大

幅增加近 12 倍。由於韓國找到了超薄玻璃等替代材料，氟聚醯亞胺的進口量也大幅下

降接近於零，當日本對韓國實施更嚴格的出口限制時，韓國隨即承諾增加研發投資，已

漸漸擺脫對日本的依賴，被韓國工業視為一大壯舉。

高純度的氟化氫幾乎只有日本企業能生產，當時日本斷然採取出口管制措施，對於

亟欲研發及生產高性能半導體的韓國企業影響極大，韓國政府甚至揚言向 WTO 提告，

並且考慮拒簽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韓國民眾也發起抵制日貨的示威遊行抗議。然而，韓國貿易部認為日本實施

出口限制，反而提供了韓國創造穩定和可持續的供應鏈機會；由於對日本進口的依賴有

所緩解，本地產品增加，韓國中小企業也因此顯著增長。韓國在材料、零件和設備領域，

市值達 1 萬億韓元（約合 880 億美元）的韓國企業從 13 家增加至 31 家。

文在寅總統稱政府還在繼續努力，以外交方式解決出口限制問題，並全力支持半導

體、電池等核心戰略產業的持續發展，韓國正在努力穩定其於全球尖端企業供應鏈之地

位，期待日後發揮主導作用。不過，日本菅義偉首相重申：日方當時是基於安全保障的

理由，才將韓國從白名單剔除。日本輿論也認為當時文在寅政府因有大選政治問題，所

以才選擇對日本言詞激烈，代價就是日韓之間的互信關係已蕩然無存。

【由林士清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Korea Herald，2021年 07月 02日；Arirang，2021

年 07月 01 日】

▲菲律賓 2022 年經濟成長關鍵在於疫苗接種率與財政支持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大流行已年餘，雖東協各國已開始

疫苗接種計畫，但變種病毒的蔓延，使東協多國仍深陷疫情中，經濟未能快速復甦。其

中，菲律賓自 2021 年 2 月後，疫情持續惡化，雖已獲取多方來源疫苗，但國內接種率

不佳，持續的封鎖措施導致經濟受創。截至 6 月 30 日，菲國已有 141 萬確診病例，2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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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死亡，確診病例高居東協十國第二。菲國疫苗接種率據大數據統計網站 Our World in

Data 之統計，已完成兩劑接種者比重約 2.4%。

2020 年菲律賓的經濟成長率受到疫情衝擊，衰退達 9.6%。而 2021 年在疫情擴散與

封城政策的持續影響下，世界銀行（World Bank）於 2021 年 6 月已將 2021 年菲國經濟

成長率從 3 月預估的 5.5%調降到 4.7%，下修 0.8 個百分點。對此，東協加三宏觀經濟

研究辦公室（ASEAN+3 Macroeconomic Research Office, AMRO）對菲國 2021 年經濟成

長之預測為成長 6.4%，較其他預測樂觀。其亦認為若菲律賓加快疫苗接種，提早達到群

體免疫，且企業獲得一定之財務協助，菲國經濟成長有望在 2022 年大幅反彈達到 9.5%。

AMRO 認為當前兩大阻礙經濟成長的因素主要為疫情與企業的財務困境，而菲國中

央銀行（Bangko Sentral ng Pilipinas）將利息維持在 2%，有助於支撐人民的生活與商業

活動。菲國政府的目標為在 2021 年底前完成 70%人口的疫苗接種率，但這除了受到國

內疫苗接種率不佳的影響外，疫苗供應與交付速度亦存在風險。由於國內經濟以服務為

導向，大多數企業屬於中小微企業（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MSME），這使

菲國整體經濟發展較容易受到疫情衝擊。

就東協整體觀之，AMRO 首席經濟學家許和意（Hoe Ee Khor）在 6 月底的記者會

上提及，對於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東協地區大多數國家來說，現在的首要任務之一是盡快

加速疫苗接種以控制感染，從而更全面地開放經濟並讓經濟復甦。簡言之，菲律賓與東

協各國皆希望 2021 年可以儘速推動經濟振興計畫，以及恢復人員交流，但其中疫苗接

種率仍是關鍵。

【由巫佩蒂綜合報導，取材自 Philippine News Agency，2021 年 6月 29日；ABS-CBN

News，2021 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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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碳洩漏 Carbon Leakage

先進工業國家為降低本國碳排放量，於是把汙染工業設在其他開發中國家，再把所

生產之產品運回本國使用，導致全球碳排放總量並未降低，只是生產地有異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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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Assess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it for Purpose?

網址： https://reurl.cc/g6Oq7

摘要：
WTO recently celebrated twenty years of existence. The general wisdom is that its dispute

settlement institutions work well and its negotiation machinery goes through a phase of

prolonged crises. Assessing the WTO overcomes this myopic view and takes stock of the

WTO's achievements whilst going beyond existing disciplinary narratives. With chapters

written by scholars who have closely observ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TO in recent

years, this book present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thinking about WTO performance. It also

considers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the origins of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the accession

process and the WTO's interaction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期刊介紹

篇名： America and the Trade Regime: What Went Wrong?

出處：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75 , Special Issue 2 , Spring 2021 , pp. 524 - 557

作者：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Gulotty

摘要：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current antipathy to trade is unsurprising: support for

US leadership of the regime has always rested on a precarious balance among

domestic interests. To overcome a historic bias in favor of home market

production, American leaders created incentives for exporters to organize while

creating roadblocks for import-competing firms and their employees. The

dominance of the exporters’ voice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policies the

US pursued in the design and execution of the global trade regime. The absence of

labor's voice undermined the prospect for “embedded liberalism” and instead

resulted in an anemic system of adjustment for job loss at home and limited support

for worker interests within the regime. The result was a fracturing of the coalition

in support of American leadership in the GATT/WTO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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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疫情時代臺越服務業

機會與展望議程

黎光俊

1.向越南投資

2.越南經濟指數

3.在越 FDI 來源國之概況

4.越南-台灣經濟合作

5.全球經濟⼀體化

6.為何向越南投資?

7.越南投資的優勢

8.適合台灣投資者之領域

9.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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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經院日本中心 8/5 8/5
《邁向疫後新生活》台日數位科技發展與創新應用研

討會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8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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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貿易局 8/31 6/15-8/31 111 年補助業界開發國際市場計畫 https://tinyurl.com/23u5j835

經濟部貿易局 9/15 7/8-9/15 WTO微中小企業數位冠軍競賽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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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經院日本中心 9/23 9/28-29 2020 台日科技高峰論壇
https://www.caita.org.tw/industry01?id=3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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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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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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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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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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 9/22-25 2021 年越南胡志明市醫療醫藥展(OMO)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PHARMEDI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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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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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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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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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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 11/17 印尼·新加坡·中國大陸智慧餐飲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DS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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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1 年 7 月 8 日～2021 年 8 月 8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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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 ⼀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tructured Discussions - Zoom Hybrid

Meeting

7/19-20 ⼀～⼆  Committee on Trade Facilitation

7/20 二  Open-ended meeting of the Joint Initiative on Services Domestic Regulation

7/22 四  Meeting of the Joint Statement Initia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7/26 ⼀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7/27-28 二～三  General Council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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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20 ⼀～⼆ ASEAN: 64th ASEAN Working Group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operation (AWGIPC) Meeting

7/21-22 三～四 ASEAN: 21st ASEAN Trade Facilitation Joint Consultative Committee

7/28 三 APEC: Workshop on Realizing the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ithin GVCs

8/2-4 ⼀～三

ASEAN:

 21stCLMV Senior Economic Officials’ Meeting

 ASEAN Senior Economic Officials’ Meeting 3/52

8/3 二

APEC:

 3rd ABAC Meetinge

 Workshop 3: Utilizing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Trade Facilitation under the
Current COVID-19 Pandemic and Beyond: Best-Practices Sharing Workshops

8/4 三
APEC:

 APEC Regional Consumer Protection Framework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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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SME 02 2019A- APEC Workshop 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Retail SMEs in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 Economy

8/5 四 ASEAN: SEOM-DPs Consultations

8/8 日 ASEAN: Launching of the ASEAN Green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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