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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久違了高雄的朋友～本次「2021年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產業研討會 8/3將和您見面喔！

熬過漫長的抗疫過程，來和我們一起關心今年的全球供應鏈與金屬產業趨勢！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59014&nid=17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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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日本《半導體戰略》與我國可能因應策略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國際經濟）研究所 洪尉淳 輔佐研究員 

日本希望推動《半導體戰略》吸引晶圓代工業者赴日設廠，強化日本半導體設計與

生產，推動材料創新並提升產業韌性。預期影響將吸引業者赴日創新研發，使國際半導

體供應鏈分化更明顯，並強化日本在功率半導體的優勢。我國或應整建良好環境確保業

者與技術在國內發展，透過臺日合作降低政策不確定性，並持續關注日本功率半導體進

展。 

近年日本提出「超智慧社會」（Society 5.0）目標，積極推動國家整體數位轉型，再

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美中貿易與科技競爭等事件的推波助瀾，「確保半導體供給、促進數

位產業穩定發展」已成為日本未來發展的關鍵。 

有鑑於此，經濟產業省在今（2021）年 3 月召開「半導體‧數位產業戰略檢討會議」，

集結產官學研界專家，討論半導體、數位基礎建設與數位產業等 3 部分的未來政策方向，

並且已在 5 月中完成 3 次會議。其中 3 月已討論《半導體戰略（要點）》，而在 6 月 4 日

正式對外公布半導體戰略》）。本文將說明當前《半導體戰略》內容，並討論可能影響，

與我國可採取的因應策略。 

《半導體戰略》制定主因：因應經濟安全與產業發展課題 

促使日本政府制定《半導體戰略》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點1： 

一、穩定半導體供給：供給不足、供應鏈有斷鏈風險 

首先，美中科技競爭使得兩國皆強化半導體尖端技術的國產化與出口管理，連帶影

響產業界重新檢討供應鏈的組成。再加上，目前半導體晶圓代工業者以我國與韓國為主，

製造地點更大半位於東亞地區，從地緣關係而言，受區域局勢影響造成斷鏈的風險也高。

更有甚者，新冠肺炎疫情後全球性半導體供應不足，影響部分產業必須降低生產量、甚

至停產，例如汽車產業即因車載半導體供應不足而受害。換言之，半導體供應鏈的韌性

影響其他產業的供應鏈韌性。 

                                                 
1 経済産業省（2021）。半導体戦略，47-63。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6/20210604008/20210603008-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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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主要國家皆將「半導體供應」視為影響經濟安全的重要因素，而積極採取「本

地技術發展優先」策略；也促使日本推動制定《半導體戰略》。 

二、掌握市場需求：數位轉型與節能減碳趨勢使需求增加 

另一方面，數位轉型與節能減碳趨勢，提高了日本與其他國家對於新興科技與半導

體的需求，預期未來市場規模將會擴大，因此日本希望透過推動《半導體戰略》，協助提

升日本企業的市佔率。 

第一，在數位轉型部分，日本為達成「Society 5.0」，積極發展資料中心、通訊基礎

建設（5G、beyond 5G）、自動駕駛、工廠自動化、智慧城市等。此會增加對半導體邏輯

IC、記憶體、感測器等的需求，尤其是邏輯 IC，不論是先進製程（5 奈米~16 奈米）半

導體；或是成熟製程半導體（20 奈米~40 奈米）等。 

第二，數位轉型進程會提高電力與其他能源的消耗量與碳排放量，因此各國同時積

極追求環保與綠能。日本在 2020 年 12 月即提出邁向「2050 年碳中和」目標。半導體即

是同時發展數位轉型與綠能的關鍵，尤其是可以協助節能減碳的「功率半導體」，需求也

會增加。掌握上述兩個擴大的市場是日本的目標。 

三、增強日本半導體業韌性：生產、設計開發能力低與產業出走風險 

除了提升市佔率，日本更希望提升國內半導體產業體質與韌性，鞏固既有優勢，並

補強在生產、設計開發能力上的不足。 

目前，日本在半導體製造設備與材料領域於全球名列前茅；但在生產、設計開發能

力低於其他國家。另外，就半導體產品而言，日本企業在 NAND 快閃記憶體（如鎧俠

Kioxia）、CMOS 感測器（如 Sony）等領域相對較強，但邏輯 IC 部分則較弱，且目前日

本國內半導體邏輯 IC 製造工廠的生產力，最多僅到 40 奈米，尚無法達到更高階製程的

生產能力。 

即使是在製造設備與材料領域上領先他國，但在各國推動本地技術發展優先、甚至

回歸國內製造的政策下，日本政府也擔憂此領域業者或因此移往國外設立開發據點，甚

至導致國內產業空洞化。 

綜上考量，日本政府認為必須提升生產、設計開發能力，避免產業出走，強化半導

體產業的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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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戰略》政策推動方向 

為解決前述確保供給穩定、掌握未來市場、提升日本國內半導體產業韌性等課題，

日本《半導體戰略》預計將採以下政策方向2： 

一、強化生產與穩定供給：與國外代工業者技術合作、進而吸引設廠 

日本希望鞏固既有在半導體製造設備與材料的優勢，針對半導體先進製程對於製造

設備與材料的需求，與國外頂尖晶圓代工業者合作，研發更優良、創新的製造設備與材

料（如圖 1），以強化生產基礎。未來更希望推動合作的晶圓代工業者於日本「落地設廠」，

製造先進製程半導體產品，藉此穩定先進製程半導體產品的供給。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経済産業省（2021）。半導体戦略，14。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6/20210604008/20210603008-4.pdf 

圖 1 《半導體戰略》強化生產與穩定供給策略 

二、強化設計開發能力：連結邏輯 IC 使用企業與設計企業 

為了強化半導體的設計開發能力，日本希望結合國內半導體邏輯 IC 使用企業與設

計企業、甚至通訊業者等，共同研發對於 5G、AI、IoT 等數位基礎建設，以及自動駕駛、

工廠自動化及智慧城市等所需要之半導體及軟硬體系統的設計技術。 

三、強化研發與掌握市場需求：促進半導體材料創新 

因應科技發展與節能減碳趨勢的需要，日本將促進「半導體材料創新」，包括第三代

半導體使用的碳化矽（SiC）、氮化鎵（GaN）、以及日本近年鼓勵發展的氧化鎵（Ga2O3）

                                                 
2 経済産業省（2021）。半導体戦略，13-45。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6/20210604008/20210603008-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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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材料。目前日本已有如羅姆（Rohm）半導體的全球領先大廠，希望藉此確保日本的領

先優勢。此外，日本政府也將促進其他企業更多投資數位轉型，以擴大日本國內對半導

體的需求，為日本半導體產業創造更多市場機會。 

四、增強產業體質與韌性：政策手段協助企業發展 

為整體提升日本國內半導體產業的體質、增強供應鏈韌性，日本政府預計將強化人

才培養；減免企業稅賦或提供補助，促使其改建老舊半導體廠房，並確保重要半導體產

品在國內生產，以強化產業韌性；同時促進企業針對市場需求研發創新技術。 

五、連結國際以確保供給、技術創新、強化韌性：與臺美歐等合作 

最後，日本也希望藉由國際鏈結，與半導體產業的主要國家深化合作。合作對象包

括包括我國、美國與歐洲等地區（如圖 2），期能相互協調半導體產業政策，以達成前述

目標：確保穩定供給，提升生產、設計與開發能力，強化產業體質與供應鏈韌性等。 

目前日本與我國已有合作，例如：建立資訊共享架構，並定期對半導體需求交換意

見；研發法人技術共創 2 奈米以下製造技術；日本更積極邀請我國企業赴日設廠，目前

已促成台積電將於日本建立研發中心等。 

此外，日本自 2020 年中起，已與歐洲各國、澳洲及印度等就半導體、數位技術與

供應鏈等議題交換意見；與美國更是積極推動兩國間意見交流，甚至舉行領袖間會談。

未來日本與盟友的交流或將更密切。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部分內容整理自経済産業省（2021）。半導体戦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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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日本於半導體領域之國際合作架構 

《半導體戰略》預期可能影響 

依據《半導體戰略》內容，本文認為可能產生以下幾點影響： 

一、或有機會吸引國外業者設立合作研發中心，但未來是否設廠需視政策優惠推動情形 

首先，國外晶圓代工業者若在日本建立研發中心，可取得日本頂尖製造設備與材料，

推動製造技術創新，或可確保其晶圓代工生產的優勢地位。若是進一步設立生產工廠，

不論是擴廠、或是自其他地區移轉生產基地去日本，也可確保半導體製造設備與材料的

穩定供給，無須擔心生產斷鏈，屬於吸引設廠製造的正向誘因。2019 年日韓半導體爭端

發生時，韓國半導體製造商深受日本限制半導體相關材料出口至韓國的打擊，顯示出半

導體材料供給穩定的重要性。 

不過設廠尚須考量在日本生產的土地、廠房、水資源等成本，這些將取決於日本政

府提供的建廠獎勵措施，或是其他協助企業設廠的政策手段。如美國即提供租稅與研發

相關優惠吸引台積電前往設廠。此外，也應有足夠市場需求、與完整的生產供應鏈，才

有可能吸引業者前往設廠。 

目前《半導體戰略》尚未提出明確的優惠措施與做法；而能否建立市場需求與完整

生產供應鏈，也須觀察後續政策成效。據此，短期內，國外晶圓代工業者或有機會赴日

設立合作研發中心、推動技術創新，要在日本成立先進製程半導體量產工廠則較難實現。 

若日本未來提出明確優惠措施、並確實提升國內半導體產業體質與韌性，能協助國

外業者取得完整生產供應鏈，就能給予業者更多誘因前往設廠。對日本而言，這將能提

升生產技術能量、確保穩定供給；業者也可能因此調整產能甚至移轉生產基地，進而移

轉生產供應鏈，若此將進一步影響全球半導體技術水準消長、與供應鏈的組成情況，我

國或須提前思考因應措施。 

二、以臺美歐為主之合作機制或使半導體供應鏈分化更明顯 

第二，日本透過國際鏈結與其他國家對話、或共同研發創新技術，可降低國家間半

導體政策競爭的不確定性、降低供應鏈斷鏈危機。也可創造跨國技術合作，協助日本業

者提升生產、設計研發等能力。 

但觀察目前《半導體戰略》提到的合作對象，以我國、美國與歐盟地區為主，未明

確提及中國大陸和韓國。其中，2019 年發生的日韓半導體貿易爭端至今尚未解決，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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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積極研發國產半導體製造材料，但仍未達到日方材料的品質水準，影響企業甚鉅；

未來日韓政策協調機制或仍難以建立。 

據此，若美中科技競爭持續、再加上雙邊政策協調機制又僅建立於臺日美歐間，則

可能使半導體供應鏈「分化」現象更明顯，而促使業者須建立不同供應鏈，以因應中國

大陸與以外地區市場的需求。而日本與各國政府則應考量在半導體政策競合下，未來可

持續交流合作的具體內容。 

三、維持功率半導體材料創新優勢 

最後，《半導體戰略》投入創新材料研發將協助日本維持在功率半導體的優勢。過去

日本已在碳化矽、氮化鎵的研發上投入大量資源，近年來更積極投入研發「氧化鎵」材

料，其相對於碳化矽、氮化鎵有更寬的能隙3、更耐高電壓與高電流等優點，可減少更多

電力耗損。雖然仍有導熱性差等缺點4，不過日本政府仍認為值得投入，預期日本將在功

率半導體領域有更深入成果。 

我國政府的可能因應策略 

考量日本《半導體戰略》可能造成的影響，未來我國政府因應策略可從以下角度出

發：業者可能前往設立晶圓代工廠、因應雙邊政策合作機制及可能變得更明確的半導體

供應鏈分化、以及半導體材料創新合作等。 

首先，因日方《半導體戰略》協助晶圓代工業者前往設廠的措施尚不明確，但我國

代表性業者前往設置研發中心或生產基地的可能性高；為降低潛在的人才技術流失隱憂，

建議我國需積極改善國內生產環境（如水、電、土地等問題），以鞏固業者以國內作為主

要技術創新與製造據點。 

第二，強化我國與日本間關於半導體的對話交流機制，透過創新網絡與製造據點布

局的協調，確保日方生產設備與材料對臺灣的穩定供應、整取互惠投資（如日本半導體

設備與材料廠來臺投資），並協助業者掌握日方在供應鏈布局調整與新興技術產業化布

局的資訊。 

最後，針對功率半導體領域推動臺日合作。有鑑於我國業者也已經積極投入功率半

                                                 
3 東脇正高、上村崇史（2020）。酸化ガリウム電子デバイス研究開発。情報通信研究機構研究報告（先

端 ICT 基盤技術特集），66（2），68。http://www.nict.go.jp/publication/shuppan/kihou-journal/houkoku66-

2/book/pdf/72.pdf 
4 科学技術振興機構低炭素社会戦略センター（2019）。酸化ガリウムの新規ワイドギャップ半導体とし

ての電子デバイス応用へ向けた技術開発課題，1-2。

https://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11376099/www.jst.go.jp/lcs/pdf/fy2018-pp-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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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體材料發展，包括穩懋、中美晶、漢民、台積電等已形成數個集團，建議我國應持續

關注日本技術趨勢、善用科專資源尋求技術合作創新機會，以推進我國業者在功率半導

體領域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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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歐盟表示因美國課徵鋼鋁關稅導致之緊張情勢可望平息 

歐盟駐美國大使蘭布里尼迪斯（Stavros Lambrinidis）表示，川普時期以國家安全為

由，透過《1962 年貿易擴張法》（Trade Expansion Act Act of 1962）232 條款徵收鋼鋁關

稅，導致歐盟不滿情緒，認為美國違反 WTO 規則；然而目前歐盟已透過與拜登政府的

積極互動，承諾於 2021 年年底前解決全球鋼鋁過剩問題，解決方式可能包括取消 232

鋼鋁關稅等，雙方緊張情勢可望獲得平息。歐盟希望透過共同努力，解決源自中國大陸

的鋼鐵產能過剩問題。 

蘭布里尼迪斯說明，2020 年歐盟對美鋼鐵出口減少，但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產能持續

過剩，對美歐鋼鐵業造成傷害。他希望在未來幾個月內，可透過與貿易夥伴合作建立反

應機制，以便快速發現並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且對此有相當信心。他補充，歐盟數千家

企業已受到美國關稅影響，如果美國可於 2021 年底前取消鋼鋁關稅，而歐盟也隨之取

消原預計對機車、威士忌加徵之關稅，乃是一大好消息。 

有關對抗中國大陸之立場，蘭布里尼迪斯表示外界對於歐美之間的分歧過於誇大，

做為貿易夥伴的雙方已變得更具一致性。他以 6 月甫成立的美歐貿易與科技委員會

（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為例，拜登總統會見歐盟執委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後成立該委員會，將審視有關新興科技的各種面向及要素，包括機器人、5G、

出口管制、外人直接投資的篩選標準及監控，同時考慮如人工智慧等可能涉及人權之科

技問題，並表示雙方將共同面對當前挑戰，包括中國大陸所帶來之挑戰在內。 

蘭布里尼迪斯表示，美歐雙方必須在創新領域進行重大投資，以維持對中國大陸之

競爭力。他認為中國大陸不太可能轉眼間變成主要且蓬勃發展的民主政體，美歐要比中

國大陸發展的腳步更快，不能只靠防守，而是需要在綠色科技等前瞻性領域投入大量投

資、開放市場。他並補充道，解決中國大陸的不公平貿易行為需要透過雙邊及多邊工具，

例如做為政策工具的歐盟 5G 安全工具包（”toolkit” for 5G security），以及處理進入歐盟

市場之企業補貼問題的一系列法規等。美歐正積極努力協調相關工具與標準，蘭布里尼

迪斯對此發展表示相當樂觀。 

【由羅絜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1 年 7 月 9 日；Argus，2021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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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墨西哥就 USMCA生效後首件勞動爭端達成補救協議 

美國與墨西哥政府於 2021 年 7 月 8 日公布雙方利用美墨加協定（United States-

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新設的「快速回應機制」（Rapid Response Mechanism）

解決首件勞動爭端（Labor Dispute）。雙方所達成的補救協議（Remediation Agreement）

旨在讓任職於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在墨西哥西勞（Silao）廠房內的工人擁有投票

權，以決定是否在符合自由及民主條件下合法化集體談判協議（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藉此處理資方拒絕廠內行使工人自由結社及集體談判權利所造成的爭端。

USTR 及美國勞動部早前接獲匿名檢舉指通用汽車於墨西哥西勞的工廠存在違反勞動法

規的行為，美國政府於 2021 年 5 月 12 日依據 USMCA 第 31 章（爭端解決）附件 31-

A.4.2 條之規定，要求墨西哥政府就檢舉作出調查，並於 6 月 25 日就補救方案展開談判。 

USTR 稱上述解決方案是基於目前墨西哥政府已採取的補救措施。根據協議，墨西

哥政府將確保新的合法性投票（Legitimization Vote）於 2021 年 8 月 20 日舉行，並由「勞

工及社會福利部」（Secretariat of Labor and Social Welfare, STPS）派出聯邦調查人員

（Federal Inspectors）進駐廠房，藉此保障員工免受資方恐嚇及壓迫。此外，墨西哥政府

將在投票舉行前允許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及墨西哥國內

獨立機構派出的觀察員在現場監察投票。另外，墨西哥政府將向廠房內的工人提供準確

的勞工權利資訊，同時承諾對任何涉嫌妨礙 2021 年 4 月及 8 月勞工投票並違反相關法

規的人進行調查及於適當情況下對相關人士進行制裁，亦同意由 STPS 設立電話熱線及

電郵地址提供投訴管道予對投票過程不滿的員工。最後，STPS 將與「聯邦勞動調解及

登記中心」（Federal Center for Labor Conciliation and Registration ）合作更新中心的工作

指引（Protocol），以利監督未來類似的投票，並強化中心監督類似投票、調查投票期間

存在的違法行為及對違法人士進行制裁的能力，同時將研擬全面及透明的準則，以及對

觀察員進行認證工作。墨西哥政府承諾於 2021 年 9 月 20 日前完成相關補救措施。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發表聲明表示，與墨西哥政府就補救方案達成協

議展示出 USMCA 具有保護勞動權利之功能，以及美國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戴琪

指出，落實 USMCA 不單協助墨西哥的勞工，更讓美國工人免受貿易競逐下、惡性競爭

帶來的不利影響。戴琪同時宣示美國將動用所有手段保障工人及確保美國人於一個公平

環境下競爭。戴琪於 2021 年 7 月 7 日與墨西哥 STPS 部長討論勞工權利的重要性及檢

視近期 USMCA 勞動理事會（Labor Council）會議的結果。 

美國民主黨議員在協議公布後讚揚協議證明 USMCA 的快速反應機制如原先預期

般運作。川普時期通過的 USMCA 由於加強對勞工及環境保護的執法力度而獲得民主黨

的大力支持。美國眾議院貿易小組委員會（House Trade Subcommittee）主席布盧門瑙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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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 Blumenauer）及民主黨首席副黨鞭（Chief Deputy Whips）奇爾迪（Dan Kildee）

於聯合聲明中表示若貿易協定要真正保護工人及環境，它就必須要被執行，並指出美國

與墨西哥達成的補救協議是重要一步，委員會將密切關注協議的進程。 

【由林卓元綜合報導，取材自 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1 年 7 月 9 日；POLITICO，

2021 年 7 月 8 日】 

▲美國與加拿大對墨西哥最新之能源政策表示擔憂 

美國、墨西哥與加拿大在 2020 年共同簽署的美墨加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

Canada Agreement, USMCA）在 7 月 1 日已生效滿一周年，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加拿大貿易部長伍鳳儀（Mary Ng）以及墨西哥經濟部長克勞希爾（Tatiana Clouthier）

上週在墨西哥城會面，除了共同慶祝協定滿周年以外，亦在當地進行多方及個別會晤，

針對幾項議題進行更深入具體的討論，包括通用汽車在墨西哥的工廠發生勞工權益被侵

犯、墨西哥石油能源議題、調整墨西哥和美國對乙醇汽油混合物政策之可能性、對小頭

鼠海豚（Vaquita）及瀕臨絕種的海豚之保護，以及在墨西哥灣違法捕釣及海龜的保育問

題等。 

針對墨西哥石油能源議題，起因上周墨西哥政府選擇其國家石油公司 Pemex，而非

第一個發現石油的美國石油公司 Talos，來營運一個儲存量約 7 億桶的共享油田 Zama，

被認為是墨西哥民族主義能源政策的表現。而該塊具有爭議的油田，係墨西哥上屆政府

為推行改革，向外國及私營生產商開放墨國的能源行業後首次發現的大型石油礦藏；儘

管 Talos 領頭的財團最初在 2015 年的石油拍賣中贏得了勘探及生產合約，且 Talos 及其

合作夥伴已經在該項目上投資了近 3.5 億美元，而 Pemex 至今尚未在該共享礦床上進行

鑽探，7 月 2 日墨西哥政府仍授與 Pemex 潛在利潤豐厚的 Zama 海上油田開採權。美國

及加拿大能源產業界表示，墨西哥總統羅培茲歐布拉多（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

通過修改電力和碳氫化合物法律使外國公司受到差別待遇，該政府試圖收回 2013-2014

年墨西哥開放私人鑽井的改革措施，努力將大部分鑽井業務歸還給國有石油公司和聯邦

電力委員會。對於該能源政策，墨西哥能源部表示，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 Pemex 的技術

和附近的石油基礎設施是它能獲得優勢的原因，並引用第三方研究得出的結論，表示

Pemex 區塊擁有的石油藏量略多。 

對此，美國首席貿易談判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表示，美國對墨西哥總統羅培茲

歐布拉多的能源政策感到擔憂，美國將一直密切關注墨西哥政府的能源政策，並尋求解

決途徑。加拿大貿易部長伍鳳儀（Mary Ng）也表示加拿大將持續關注墨西哥的投資環

境，特別是能源及礦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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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劉亮君綜合報導，取材自 Reuters，2021 年 7 月 6 日、7 月 9 日；Bloomberg，2021

年 7 月 8 日；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1 年 7 月 9 日】 

各國消息剪影 

▲泰國內閣 2021年再度研究是否加入 CPTPP 

泰國針對是否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已到了最後決策階段，泰國商務部副部

長桑森（Sansern Samalapa）表示，如果內閣批准國際經濟政策委員會所委託進行的最終

研究，並為加入 CPTPP 開綠燈，泰國後續將提交申請加入 CPTPP 的意向書。CPTPP 委

員會的下一輪會議定於 8 月舉行。 

泰國爭取加入 CPTPP 的討論最早開始於前總理盈拉（Yingluck Shinawatra）政府，

隨後因 2014 年軍事政變而中斷，直到 2018 年底 CPTPP 正式生效，與申請參與相關的

事宜才再度浮上檯面。支持者認為 2020 年以來，由於 Covid-19 造成經濟放緩，泰國急

需促進貿易及投資以提升競爭力；泰國內閣原定於 2020 年 4 月 28 日就尋求加入 CPTPP

計畫進行討論，卻在國內政界人士、民間社會團體和知名社會人士強烈反對之下，內閣

於開會前日決議不將該計畫案納入討論議程，並表示加入 CPTPP 將可能損害經濟，尤

其是農業和醫療保健部門，故擱置申請加入 CPTPP 之計畫。 

為回應輿論普遍擔心加入該協定將對農業部門造成損害，內閣於 2020 年 5 月同意

眾議院針對該議題成立常設小組加以研究；研究發現，如果泰國按照 CPTPP 的要求加

入植物新品種保護國際聯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將對小農造成嚴重打擊。於是政府被敦促加快更新法律與規範，以保護泰國植

物品種和生物多樣性。專家小組的研究亦發現，用於補助受到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衝擊的產業之資金，仍不足以涵蓋可能受衝擊的所有領域；同時，開

放再製品市場亦可能導致泰國進口低品質的醫療設備。 

該項由國際經濟政策委員會委託之研究由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董恩主持，其中發現加

入 CPTPP 各有利弊，有利之處包括服務業及產品貿易和投資的增加；然而，如果泰國

拒絕參與該協定，將失去經濟上的機會和競爭力，此外，泰國迫切需要關注包括植物新

品種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智慧財產權保護和國家採購要求等敏感議題。 

桑森亦表示，許多相關單位仍然認為泰國要加入協定有一定難度，並需要時間針對

上列敏感議題進行調整以符合協定要求，如果泰國尚未做好準備，就不應該加入 CPTPP。 



14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WTO 及 RTA 電子報 第 743 期（2021.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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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施柏儀綜合報導，取材自 Bilaterals.org，2021 年 7 月 8 日；Bangkok Post，2021 年

2 月 16 日】 

▲疫情捲土重來，越南 2021年上半年良好經濟表現恐難持續 

根據越南統計總局公布的最新資料，越南2021年前6個月的經濟成長率高達5.64%，

高於 2020 年同期的 1.82%。其中，農、林、水產業成長 3.82%，工業與建築業成長 8.17%；

服務業成長 3.96%，這三大產業對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成長的

貢獻率分別為 8.17%、59.05%和 32.78%。 

另據越南海關總局公布的數據顯示，越南 2021 年前 6 個月進出口貿易額約 3,167.3

億美元，較 2020 年成長 33.2%，其中，出口額約 1,576.3 億美元，成長 28.4%；進口額

約 1,591 億美元，成長 36.1%；貿易逆差金額約 14.7 億美元。就進出口貨品而言，電話

及零附件、電子產品、計算機與零部件、機械設備與零件、紡織品、鞋類等仍係越南的

主力出口貨品，出口額皆在 100 億美元以上，且均呈正成長態勢。而主要進口貨品則包

括電子產品、計算機與零部件、電話及零附件、紡織及製鞋業原材料等。就市場而言，

美國和中國大陸分別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其中，越南對美出口 449 億美

元，大幅成長 42.6%，自美進口僅 77 億美元，成長 9.5%。越南與中國大陸的進出口貿

易也呈現雙雙成長的態勢，對中出口額達 244 億美元，成長 24%，自中進口額達 534 億

美元，猛增 53%，係近幾年來最高漲幅。 

相較於進出口貿易，越南吸引外人直接投資卻呈下滑態勢。2021 年上半年越南吸引

外資共 152.7 億美元，較 2020 年微幅減少 2.6%；實際到位資金則小幅成長 6.8%，高達

92.4 億美元。外資主要流入製造及加工業，達 69.8%，占總外資的 45.7%；其次為電力

生產與分配業，金額達 53.4 億美元，占 35%；不動產經營領域獲得 11.5 億美元的外資

流入，排名第三。就投資來源地而言，新加坡是最大的投資來源國，上半年對越南的投

資金額高達 56.4 億美元，成長 3.6%，占越南總外資金額的 36.9%；日本和南韓以 24.4

億美元和 20.5 億美元的投資額分居第二和第三位，較 2020 年同期成長 66.8%和 43.6%，

分別占上半年外資總額的 16%和 13.4%。 

整體而言，得益於進出口活動的強勁復甦以及國內疫情控制得當，越南 2021 年上

半年的經濟發展穩中求進。對此，越南計劃與投資部在 7 月 1 日的政府工作會議上建議

保持 2021 年各項既定經濟發展目標，力爭全年 GDP 達到 6%至 6.5%。然而，自 4 月底

爆發第四波疫情以來，為越南原先設定的經濟目標造成巨大的挑戰。尤其，在確診病例

迅速攀升下，越南最重要經濟中心胡志明市自 7 月 9 日起實施為期 15 天的社會隔離令，

嚴格的防疫措施除了影響該市的生產經營活動，還可能打斷越南南北貿易流通，進而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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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影響下半年全國經濟表現。接下來，唯有加快注射新冠疫苗，才可能同時達成「控制

疫情」與「發展經濟」此一雙重目標。 

【由阮功松綜合報導，取材自越南投資報、越南共產黨電子報，2021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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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國內產業 Domestic Industry 

係反傾銷稅之實體要件之一，即須有國內產業受到進口產品之傾銷 ，而受有實質

損害或實質損害之虞之要件，始有課徵反傾銷稅之可能。國內產業之涵蓋範圍為反傾銷

調查中對於損害認定之重要基準， 其定義為：同類產品之國內生產者整體，或其總產出

構成此等產品國內生產之主要部分者。但《反傾銷協定》中對於特定情況應排除在認定

為國內產業範圍亦有所規定，包括有生產者與出口商有特殊關係，或同一領域內之競爭

市場可以被區隔者，則個別市場之生產者可以被認為係個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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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China'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rategy : bilateral, regional, and global law and policy 

網址： https://reurl.cc/9QrEd 

摘要： 
Since China adopted its 'open door' policy in 1978, which altered its development strategy 

from self-sufficiency to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market, its goal has remained 

unchanged: to assist the readjustment of China's economy, to coordinate its modernization 

programs, and to improve its quality of life. With the 1997 launch of the 'Going Global' 

policy, an outward focus regarding foreign investment was added, to circumvent trade 

barriers and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firms. 

期刊介紹 

篇名： Trade Rage: Audience Cos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出處：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21, Vol 65, Issue 6, p.1098-1130. 

作者： Don Casler, Richard Clark 

摘要： Politicians frequently issue public threats to manipulate tariffs but only sometimes 

follow through. This behavior theoretically ought to generate audience costs. We 

therefore test the validity of audience costs in trade war settings through a vignette-

based survey experiment. The vignettes describe a hypothetical situation involving 

the U.S. and a second country (China, Canada, or unspecified) with whom the U.S. 

has a trade deficit. The president (Democrat, Republican, or unspecified) either 

maintains the status quo, threatens to impose tariffs and backs down, or threatens 

to impose tariffs and follows through. Our findings highlight differences between 

security and trade conflict when it comes to audience costs and presidential 

approval. While Americans sanction the president for issuing a threat to raise 

tariffs, they generally support backing down. Regression modeling and text 

analysis of a free response question from our surveys suggest this is because 

consumers are wary of paying the costs of tari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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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哲榮 

1.越南經濟與金融市場介紹 

2.東協基本介紹 

3.越南：開放的貿易經濟體 

4.越南：崛起的老虎 

5.越南：快速稱家的 FDI 提供長期成長的

動力 

6.越南：持續的人口紅利及迅速增長的中

產階級 

7.越南：積極正面的經濟趨勢 

8.越南資本市場介紹 

9.越南資本市場概況 

10.越南資本市場驚人的成交量變化 

11.越南盾匯率概況 

12.越南市場何時內入 MSCI新興市場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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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策會 逕自洽詢 
7/20，

7/23 

海外商機與文化理解課程(第二季)：隱形冠軍如何走

向東南亞｜智慧學習產業整合輸出計畫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290 

中經院 WTO 中心 8/1 8/3 
「2021 年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產業研討會： 

2021 年全球供應鏈與金屬產業趨勢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

d=359014&nid=17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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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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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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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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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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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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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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7/28 10/19 2021 年臺灣食品日韓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JPKR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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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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 11/8-10 2021 年臺灣珍奶產業北美洲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TBTNA2021 

外貿協會 7/25 11/8-12 2021 年捷克布魯諾國際工業展台灣館 
https://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6644 

外貿協會 7/23 11/15-18 2021 年杜塞道夫醫療器材展(OMO)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MEDICA2021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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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7/30 12/17-19 
2021 年馬來西亞國際食品展-臺灣植物肉產品展示

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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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tbasedm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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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1 年 7 月 16 日～2021 年 8 月 16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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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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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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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一 ASEAN: Trilateral Meeting of BD, Turkey& ASEAN Secretariat 

8/10 二 APEC: Third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3) 

8/11 三 
ASEAN: 

 SEOM-DPs Consul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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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Trilateral Meeting of BD, Switzerland & ASEAN Secretariat 

8/16 一 ASEAN: SEOM-DPs Consul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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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