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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明天的「臺美 TIFA 及經貿合作產業溝通」網路說明會持續為大家解答台美合作未來展望與
契機，不克參加的朋友，別忘了下周還有機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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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經濟安全之意義及風險分析架構初探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李淳 資深副執行長、林卓元 輔佐研究員
近期美歐國家開始重視經濟安全議題，無論是外人投資審查、出口管制到關鍵供應
鏈檢討重組，關鍵產業之經濟安全風險均成為其思考的重要參考及分析點，本文主要探
討其如何判斷關鍵產業及如何分析經濟安全風險因素。從台灣作為全球供應鏈重要成員
的角度觀察，瞭解美歐國家對經濟安全思維變革之原因、目的及對未來的研判，可作為
調整因應的參考點。此外亦可參照瞭解我國關鍵產業是否存在經濟安全風險，並藉此思
考風險管控的對策。

一、背景
過去 60 年來世界各國積極參與全球供應鏈及經濟整合，並在「比較利益」的精神
下推動自由化及獲取其帶來的利益。然而自美中從合作走向對抗的地緣政治衝突開始，
再加上新冠疫情造成的斷鏈衝擊，各國政府開始重視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利益
之關係。例如在外人投資方面，大多數國家過去為帶動國內經濟成長發展、創造就業及
引進技術，對外人投資都持開放歡迎的立場，甚至美國及日本等幾乎完全沒有外人投資
審查機制（大多數業別的投資於事後報備即可），現已開始重視外人投資帶來的國家安
全風險，並先後啟動立法或修法程序，提升其對外人投資對其國內敏感產業或關鍵基礎
建設之審查強度；此外新冠疫情之爆發亦對各國外人投資審查機制有所影響，多國對醫
衛領域之投資已採取更為嚴格審慎的立場或將醫衛產業列入限制外資投資項目，例如日
本便進一步將醫衛產業列為具有國家安全性質並強化審查之項目。
與此同時，美國自前任川普總統上任以來，特別強調「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
之關連性，並於 2018 年通過《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ECRA）
，
將出口管制從傳統上有關控制大毀滅性武器及導彈技術之擴散、維繫區域穩定、打擊犯
罪與反恐、需求短缺及執行聯合國決議等目的，額外納入維持美國軍事能力之優越性、
強化美國工業基礎，以及落實保護人權及推動民主等美國外交政策，顯見美國政府積極
希望透過先進技術的控管，一方面保有其在全球的技術領導地位，他方面也將正式展開
與中國大陸的強權對抗。出口管制不僅將牽涉美國國家安全，對於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影
響也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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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確保關鍵產業供應鏈不受威脅則為美歐國家近期政策改革之重點。以美國為例，
現任總統拜登之經貿政策之一，即為優先重建美國關鍵產品供應鏈，並於 2021 年 2 月
24 日發布《關鍵供應鏈審查命令》
（Critical Supply Chain Review）
，將半導體、高效能電
池等納入第一階段（100 天）內完成檢討之項目，而將國防、資通訊、農業等其餘 6 大
產業納入第二階段審查，以確保美國供應鏈與國家利益之維護。
以上這些變革直接或間接都帶有國家安全或經濟安全的思維及考量，具有指引性的
概念，本文分析該經濟思維變革之背後因素、美歐國家於國家經濟安全分析架構中考慮
之主要因素及風險面向，以利理解並作為我國思考經濟安全風險時之參考。

二、以「關鍵產業」為基礎的經濟安全架構
傳統上國家安全主要侷限在軍事安全領域，然而隨著國際經貿互動日益密切，全球
貿易與投資在自由化、全球化加速發展之趨勢下，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程度雖然因此加深，
但各國利益關系及經濟競爭亦趨於復雜，貿易摩擦增加，經濟安全風險因而隨之加大。
基此，國家安全面向不再僅限於軍事關係，科技、能源以及經濟安全等問題亦與國家安
全息息相關。在此一背景下，許多國家開始重新思考並權衡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間之關
聯性。
有關國 家安全與經濟安全間之關連性 有許多討論， 但美國蘭德機構 （RAND
Corporation）於 2020 年提出之「經濟與國家安全間之關連」研究報告（以下簡稱蘭德報
告）1，由於時間靠近、分析架構清晰，特別值得關注。
蘭德報告指出，關鍵產業、關鍵基礎建設與關鍵製程一向為各國經濟發展與國家安
全之重點產業，其內容往往涉及高科技、先進技術與敏感資訊等，如受負面影響將可能
因此影響整體社會之運行，並進而危及國家安全。因此，具惡意之外國投資人或外國政
府，如透過投資、收購等經濟活動，竊取關鍵產業技術、影響關鍵基礎建設之運行，抑
或壟斷關鍵製程等，以達成自身或其政治目的，即可能對一國國家安全產生危害。亦即
是，探討經濟安全時的第一步，係以產業或設施是否具有「關鍵」(Critical)為第一步。
對於不同國家，因產業結構、進出口利益等差異，產業關鍵與否可能有極大的不同。
例如半導體對臺灣而言無疑是關鍵產業，但對澳洲、紐西蘭則可能不具有重要性。反之，
紐澳可能將畜牧業視為關鍵產業，但對臺灣卻無重要性可言。以歐盟及澳洲為例，近期
分析關鍵產業之方法，主要係以特定產品的進口市佔比重、來源集中度及自行供應的可

1

Lucia Retter, Erik J. Frinking, Stijn Hoorens, Alice Lynch, Fook Nederveen, William D. Phillips,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conomy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alysi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economic security policy in the Netherlands （ RAND Corporation）, p.31-4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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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研判為第一步，研判產品是否具備高度對外依賴性質後，再由專家進行戰略及安
全重要性的質性分析，並篩選出具有戰略性同時具有脆弱性（依賴特定進口來源、國內
產能不足）之關鍵產業範圍。

三、關鍵產業之經濟安全風險分析
對於關鍵產業之經濟安全風險，蘭德報告進一步歸納出 7 種可能對關鍵產業帶來威
脅與風險之經濟活動，包含所有權取得（外資、出管）
、社會經濟不平等、間諜活動與機
密資訊之取得（出管）
、對自然資源之依賴、對供應商之依賴、政府干預（供應鏈安全）
、
以及貪汙腐敗與詐欺等，並進一步說明該等經濟活動如何可能對國家安全產生影響。以
下僅就與該等議題直接相關之「所有權取得」
、
「間諜活動與機密資訊之取得」
、
「對自然
資源之依賴」
、
「對供應商之依賴」等四項，進一步說明此四項經濟活動如何可能對一國
國家安全造成影響。

圖 1 經濟活動對國家安全之風險因子

（一）所有權之取得
透過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外國法人或自然人得藉由投資
他國企業，取得該企業全部或一部之所有權，並進而控制該企業。因此，當一國市場中
來自特定國家之 FDI 流量較高時，該國與投資國間之關係即越趨緊密，同時外國投資人
藉由 FDI 達成惡意意圖（malicious intent）2之風險亦隨之增加。此情形當外國投資人投
2

蘭德 報 告所 稱 的「 惡 意 意圖 」 可分 為 兩種 意 涵 ， 從傳 統 意涵 上 解 釋 係 指行 為人 基 於特 定 目
的， 故 意對 社 會造 成 損害 ； 從 現 代意 涵 解釋 則 係指 行為 人 為追 求 私人 利 益而 公共 利 益為 代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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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之關鍵產業涉及國家安全，抑或是外國投資人與其他具惡意意圖之企業或政府有密切
關連時，其中隱含之風險更為顯著。如外國投資人投資標的涉及電信、能源供應等關鍵
產業時，惡意投資人即可能以策略性目的利用或濫用之，例如散播假消息、阻斷能源供
應等，其中對國家安全隱含之威脅不言可喻。
除上述直接取得企業所有權，對國家安全潛藏威脅外，取得與關鍵產業或關鍵基礎
建設鄰近（physical proximity）之企業或實體，亦對國家安全存有潛在威脅。由於實體上
鄰近之緣故，外國投資人便易於取得關鍵產業與關鍵基礎建設之相關資訊，抑或攻擊該
等關鍵基礎建設，阻斷其正常運作。根據相關研究顯示，諸多國家之關鍵基礎建設大多
集中於特定地區，以美國為例，有 39%的美國銀行及金融業者座落於紐約曼哈頓地區；
另有 31%的造船及修船業者集中於維吉尼亞州的諾福克市。因此，如惡意投資人欲竊取
一國核能廠、軍事基地或國防產業等關鍵基礎建設之機密資訊時，選擇收購鄰近該些建
設之企業，即易於其等竊取相關機密資訊抑或試圖干擾該等建設之運作，進而對國家安
全造成威脅。
（二）間諜活動與機密資訊之取得
除上述投資關鍵產業或關鍵基礎建設可能對國家安全產生威脅外，外國投資人亦可
能藉由投資、採購，抑或是對供應商之依賴等經濟活動，以竊取機密資訊與技術提升自
身競爭力，抑或將機密資訊提供予具有惡意意圖者或無權取得該資訊之人做惡意之利用。
另外，透過收購與關鍵產業或關鍵基礎建設鄰近之企業，亦為外國投資人或政府用以竊
取機密資訊之常用手段。
透過 FDI、軟硬體採購等行為，有利於外國投資人取得關鍵產業、關鍵基礎建設或
關鍵製程之設計、操作與管理資訊，引發國家安全之疑慮。尤其當其中涉及電信、網路
服務或政府數據之儲存與移轉等資訊產業時，由於該等產業往往涉及個人資訊與機密資
訊等，極需高度保護，故其所引發之國安疑慮更為顯著。另外，國防產業亦往往為間諜
活動的目標之一，外國政府與外國投資人往往試圖從他國之國防產業竊取智慧財產權，
以破壞該國國防產業之競爭力。
除外國投資人藉由投資等行為加深其等對國安之威脅外，當一國倚賴特定之外國供
應商，抑或是關鍵產業之供應鏈特別仰賴外國供應商時，可能讓外國投資人或外國政府
更易於進行間諜活動，以竊取機密資訊或智慧財產權，並進而增加自身在市場上之競爭
力或能力，故此等經濟活動對國家安全產生之威脅亦不容忽視。尤其如外國企業與其母
國政府有密切關係，並提供該企業補貼、減少稅賦等優惠措施，不僅造成貿易扭曲，亦
之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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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提升企業競爭力，並增強各國對該企業之依賴。例如，華為雖在 5G 技術發展具有
一定地位，然而各國政府考量其與中國大陸政府之密切關係，紛紛禁止採購華為產品，
避免過度依賴華為，亦避免機密資訊藉由華為產品傳輸至中國大陸政府。
（三）對自然資源之依賴
由於並非所有國家均享有豐富之天然資源，而需透過國際貿易取得其所需之資源。
然而，如一國關鍵產業、關鍵基礎建設與關鍵製程特別依賴外國法人或自然人，例如在
能源或自然資源之取得過度依賴進口，即可能增加外國對一國國內之不當影響，進而對
國家安全產生威脅。尤其特別依賴單一國家提供所需之自然資源時，即可能讓一國之經
濟與國家安全更為脆弱，外國政府可能利用其壟斷地位，透過限制數量或控制價格等措
施，以實現自身政治目標。
（四）對供應商之依賴
依賴外國特定之供應商，除更容易使他人從事間諜行為以取得機密資訊外，過度依
賴外國供應商本身亦可能對國家安全產生威脅。由於透過 FDI 與國際貿易，國際間分工
越趨精細，關鍵產業、關鍵基礎建設與關鍵製程之供應鏈須仰賴外國供應商分工，當外
國供應商之可靠性不足，即可能導致供應鏈中斷。然而，關鍵產品或服務之供應安全性
（security of supply）
，對軍事部署、緊急應變與救災而言均扮演重要角色，如其中涵蓋
不可靠之供應商（unreliability）
，即可能進一步危及國家之整體運作。
目前供應鏈分散與全球化之現象，亦削弱政府與製造商對風險控制之程度。由於商
品係透過多位不同專業供應商依據自身技術並進行最後組裝，此等複雜且多層次之供應
鏈體系，製造商或政府實際上僅掌握有限之控制權，因而加深供應鏈之脆弱性。另外，
由多位供應商組成之複雜供應鏈，亦增加駭客控制關鍵資產（critical asset）或破壞系統
之機會與風險，並且如於其中使用經仿冒或破壞（compromised）之產品，亦對關鍵產業
或關鍵基礎建設硬體安全性產生威脅。
再者，「供應商鎖定」(suppliers lock-in)現象亦可能為供應鏈帶來潛藏風險，蓋採購
之企業僅能仰賴特定供應商提供其產品或服務，而無其他之替代選擇；如欲替換，其須
另外投入一大筆資金。此現象亦進一步加深對該供應商之依賴，如供應商不穩定導致供
應鏈中斷，均可能衝擊關鍵產業、關鍵基礎建設或關鍵製程，亦進而對國家安全與整體
運作帶來影響。除此之外，以下幾種現象，包含技能缺口、技術缺口與缺乏競爭，均可
能加深對供應商之依賴，而導致國家安全之風險。


技能缺口（skills gap）
：當一國缺乏充足之人力資本以針對關鍵產業、關鍵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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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與關鍵製程進行設計、研發與維護之工作，便可能須仰賴外國之人力資本，
如此將加深該國對外國供應商之仰賴。


技術缺口（technology gap）
：當一國國內缺乏技術革新，並未針對關鍵產業、
關鍵基礎建設與關鍵製程投入相應之資金，進行技術研發與創新，將可能導致
其需仰賴外國供應商提供其產品與服務。



市場缺乏競爭：當關鍵產業市場缺乏競爭，將導致各國過度仰賴特定供應商提
供之產品或服務，且由少數供應商壟斷市場時，亦降低業者創新之動力，更可
能促使其提高產品或服務之價格，並影響關鍵基礎建設之取得及品質。另外如
外國企業與其母國政府有密切關係，並提供該企業優惠措施以增加該企業之競
爭力，亦可能進而加深各國對該特定企業之依賴程度。

四、關鍵產業經濟安全考量之意涵
由以上分析可知，無論是外人投資審查、出口管制到關鍵供應鏈檢討重組，美歐近
期變革的重要參考及分析點，均在於關鍵產業之經濟安全風險問題，因而如何判斷關鍵
產業，如何分析經濟安全風險因素，遂成為瞭解美歐變革方向以及未來趨勢的重要基礎。
其中關鍵產業因經濟結構與貿易利益而有所不同，但至少美、歐均將半導體、醫衛產品、
電動車（先進電池）等供應鏈視為關鍵產業。至於經濟安全下所有權及對供應商依賴二
個風險因素，明顯的成為美歐推動相關變革，包含外人投資審查、出口管制乃至於供應
鏈回流等作為控制及降低風險之考量。
從台灣作為全球供應鏈重要成員的角度觀察，蘭德機構的經濟安全分析架構有助於
各界瞭解其變革之原因、目的及對未來的研判，作為調整因應的參考點。再者，我國亦
可參照此一分析架構，瞭解我國關鍵產業為何，以及關鍵產業是否存在經濟安全風險，
並藉此思考風險管控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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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歐洲智庫針對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發表影響評估及地緣政治報告
2021 年 8 月 31 日歐洲智庫 Sandbag 與 E3G 受中國能源基金會委託，針對「歐盟碳
邊境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發表〈碳邊境調整機制：
影響及地緣政治風險分析〉（A Storm in Teacup: Impacts and Geopolitical Risks of the
European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政策研究報告，報告指出，因 CBAM 管
制項目有限，僅將鋼鐵、鋁、水泥、肥料及進口電力納入產品適用範圍，上述產品僅占
中國出口歐盟總額之 1.8%，對中國出口歐盟整體影響不大。即便將能源消耗納入間接排
放（indirect emissions）
，僅鋁製品將會受到進一步影響。
國際社會確實對 CBAM 存在反彈聲浪，例如中國政府針對 CBAM 表達反對立場，
並強調國際社會對能源及氣候議題的相關施政，應充分考量各國經濟發展程度差別；澳
洲觀光暨投資部部長特漢（Dan Tehan）認為，CBAM 只是一種新的保護主義，將破壞
全球自由貿易並影響澳洲的出口及就業；澳洲政府長期以來反對任何形式的碳定價，甚
至尚未承諾至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美國政府雖未明確表達支持或反對立場，但目前
拜登總統已指示其團隊評估是否有需要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
除了中國、澳洲及美國外，歐盟成員國間其實也對 CBAM 存在分歧，富裕的西歐
國家與污染及貧窮問題嚴重的東歐國家形成對壘，尤其是仰賴化石燃料出口的波蘭、匈
牙利兩國。未來可見到歐盟執委會透過「社會氣候基金」
（Social Climate Fund）協助再
生能源相關基礎設施較為不足的國家進行經濟與能源的轉型。
基此，該報告內容除論及中國出口歐盟所可能受到的影響外，也指出：
（1）部分國
家單方面認定 CBAM 為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卻忽略該項政策背後的脈絡與多元動機，
例如：利害關係人重視碳洩漏（carbon leakage）的數據追蹤與預防，或溫室氣體減排等
問題；部分產業協會代表則強調低汙染及高能源效率產品的競爭力等；
（2）儘管在政策
設計與制度調整的過程可能存在部分內部差異，但是歐盟執委會向來堅持 CBAM 均須
符合 WTO 相關規範；（3）目前 CBAM 改革草案將會受歐盟議會審查，按既定時程，
2023 至 2026 年為過渡期，進口商將不會額外繳納費用，直至 2035 年完全取消免費排放
額度（Free emissions allocations）
，CBAM 才會完全適用所有出口至歐盟的產品。
整體而言，對於 CBAM 法律草案的討論，其實間接涉及了整體國際社會在氣候議
題的討論與合作，考驗著歐盟執委會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氣候政策之間的矛盾。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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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便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講時表示，氣候議題的具體進
展取決於富裕國家能否給予窮困國家在財務援助、脫碳技術等方面足夠的支持。預期未
來可見到歐盟執委會副主席暨歐盟氣候政策主席提孟思（Frans Timmermans）在平衡經
濟發展與氣候政策的過程中，透過與重要夥伴國家共同協助其他國家擴大再生能源相關
基礎設施的方式，進而為 CBAM 爭取更多國際支持。
【由黃英傑綜合報導，取材自 Sandbag and E3G，2021 年 8 月 31 日；Euractiv，2021
年 6 月 25 日、2021 年 7 月 26 日；Politico，6 月 29 日；Times，7 月 26 日；Insider
Voice，2021 年 5 月 23 日】

各國消息剪影
▲美國政府同意若在中國大陸 301 條款訴訟案中敗訴將退還已結算款
項
美國川普政府於 2018 年針對中國大陸的不正當貿易行為依據 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對列在清單 3 和清單 4a 的中國大陸出口商
品加徵關稅，此一行為推高其國內進口原材料、零組件和產品的價格，對企業形成額外
負擔，引發許多不滿。美國進口商 HMTX Industries 為此在 2020 年 9 月 10 日向美國國
際貿易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IT）提起訴訟，主張美國政府依
「301 條款」加徵關稅一事違法，要求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永久禁止再用清單 3 和清單 4a 徵關稅，並且退還已結算款項
（liquidated entries）與附帶利息。在 HMTX Industries 提告後，有超過 6,500 家進口商紛
紛加入此訴訟。
在訴訟過程中，代表進口商的原告向 CIT 提出先予執行「暫停關稅結算」的申請。
2021 年 7 月 6 日 CIT 在裁定（Slip Op 21-81）中要求美國海關暫停對華 301 制裁徵稅清
單 3 和清單 4a 中輸美產品的關稅清算，並要求其於 14 日內設立「專戶」
（repository）
，
使原告廠商可申請「暫停關稅結算」
。原告認為若其勝訴，有權得到已結算款項的退還。
然而新任拜登政府則認為依據「301 條款」課徵關稅的行為是合法的，因此即使加徵關
稅一事最終被判定違法，政府也無法退還 7 月 6 日前已結算的款項。
雙方的爭點在於「已結算款項」的退還，該款項是當貨物進口到美國時，進口商向
海關繳交的押金，海關則會對進口貨物進行估價和確定關稅金額。當海關公佈須繳納關
稅的最終帳單，該押金將被視為已結算，整個過程需時 314 天。美國政府表示由於進口
商太晚提出訴求，因此依據美國法律和司法先例，將無法退還 7 月 6 日前已結算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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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美國政府也在 5 月報告表示，若關稅訴訟敗訴，其將提出上訴。原告對此則反駁表
示根據先例，無時間限制，他們都得以獲得退款。
然而美國政府在 8 月 30 日改變其對於退款事項之立場，將同意法院提案，允諾退
還 7 月 6 日前的已結算款項。美國政府表示，期望進口商按照 CIT 的禁令向專戶提交款
項清單，使他們的貨物獲得退款資格。由於先前美國政府曾建議每個進口商按月提交有
爭議的關稅電子表單，以便政府可以在結算前逐項取消關稅。然而進口商認為該過程不
但難以執行且會導致錯誤發生。
在 8 月 31 日的回覆中，進口商表示樂見美國政府同意承諾對尚未結算之貨物進行
重新結算，但仍質疑美國政府未能提出正當理由要求廠商逐項報告。對此，進口商認為
若政府同意延展所有在禁令發佈日後的所有關稅義務，應以「分類」方法辦理結算業務，
免除對逐項報告以及設立專戶之需求，且此一方法仍將使政府得於在敗訴後提出上訴以
及退還 CIT 發出禁令前的已結算款項。
美國政府於 9 月 1 日在 CIT 聯合電話會議上表示，如果 CIT 更改其 7 月 6 日的禁
令，它將對進口商建議的分類方法持開放態度。對此 CIT 的法官及原告律師均表示擔憂，
認為這將增加原告在獲得退款一事上之複雜性。因此在電話會議後，CIT 再次發布命令，
延長專戶建立截止日期至 9 月 10 日，同時保留若雙方當事人提出修改意見時將變更命
令的可能性。
【由黃哲融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1 年 9 月 2 日】

▲韓國新任產業通商資源部長宣示將在五大核心領域採取新貿易方式
以促進國家利益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新上任部長呂漢辜（Yeo Han-koo）於今（2021）年 9 月 2 日召
開「通商促進委員會」
，並宣布韓國將在五個核心領域採取新的貿易方式，五大核心領域
包括：供應鏈、疫苗、碳中和及氣候變化、基於技術的貿易和數位化方面製定差異化、
人工智慧及 5G 新技術等，採取新的模式同時涵蓋創造性、警惕性的貿易戰略，促進國
家利益最大化。
呂漢辜認為在 COVID-19 疫情蔓延之下，全球典範正在發生大規模的變化，韓國將
採取主動並引領新的全球貿易秩序。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表示，在新部長的領導下，韓
國將尋求以美國為基準，配合拜登政府 2 月發布的「百日內供應鏈評估報告」
，加強其
中提到的四個關鍵項目的供應鏈：芯片、電池、關鍵礦物及藥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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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WTO 及 RTA 電子報 第 750 期（2021.09.10）

為了妥善因應下一次 COVID-19 疫情流行，正在為疫苗短缺而苦苦掙扎的韓國將推
行全球疫苗製造中心戰略，以培育疫苗產業作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不過，由於缺乏開
發疫苗的原始技術，韓國將專注在疫苗材料，為疫苗材料企業進入全球疫苗供應市場提
供必要的支持，並在主要疫苗生產企業所在的國家設立海外基地。產業通商資源部表示，
韓國將通過與 WTO 成員國的合作，尋求降低疫苗材料的關稅。
針對氣候變遷的議題，受歐盟碳邊界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的啟發，美國和中國大陸正在考慮各自版本的碳稅。韓國將努力使其碳中和應
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在國際舞台上得到認可。此外，數位貿易是另一個充滿機遇的領域，
因疫情蔓延迫使各國以數位方式簽署合約，但國際數位貿易規範仍是未知之數。為了成
為數位貿易的「規則制定者」
，韓國正在尋找盟友，計劃敲定「韓國–新加坡數位夥伴關
係協議」
，並啟動加入「新加坡–紐西蘭–智利數位經濟夥伴關係協議」及 WTO 電子商
務交易協商等雙邊及多邊協商。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同時關注新技術的進展，通過利用人工智慧（AI）
、5G 等新技
術，引領以技術為基礎的貿易，並根據貿易對象的技術成熟度和市場潛力擬定貿易戰略。
在今年 8 月 30 日，韓國成立了疫苗生產工作組，其他四個重點領域的工作組將於 9 月
成立。最後，會議針對亞太區域經貿合作的議題進行討論，包括韓國加入《跨太平洋夥
伴全面進步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的可能，以及計劃於 9 月向國會提交批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由林士清綜合報導，取材自 Korea Herald，2021 年 09 月 2 日】

▲愛爾蘭宣布延長共同農業政策改革公聽諮詢的期限
愛爾蘭農漁業食品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the Marine）於今（2021）
年 7 月底公布了 2023 年至 2027 年的共同農業政策之策略計畫書初稿（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Strategic Plan 2023-2027, CSP2023-2027）
，其綱領主要分成三個目標：
（1）建立農業公私部門整體的應變能力以確保長期的糧食安全；
（2）加強環境保護，制
定措施因應氣候與生物多樣性等環境氣候的議題，其中也包含了對巴黎協定的承諾；
（3）
促進鄉村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而針對綱領所執行的具體方針包含：投入公私部門的預
算並有效提升農民的所得、透過歐盟跨境農業的合作，提升其應變的能力來確保長期糧
食的安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提高永續能源使用比例；提高農業研究品質以增加農業
的市場價值、促進鄉村就業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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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該策略計劃書初稿受到不少輿論的批評，以往質疑歐盟共同農業政策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CAP）效益的反對聲浪再次出現，愛爾蘭農漁業食品部
部長麥康納洛格（Charlie McConalogue）遂宣布延長策略計畫書的公聽諮詢（Public
Consultation）期限，從原本的 8 月 27 日延至 9 月 3 日。
麥康納洛格表示，雖然尚未取得共識，但是他承諾每一位農民都能有機會參與公聽
諮詢的過程，發表自己對共同農業政策的意見與看法。關於重點爭議的直接分配給付
（Redistribution of Direct Payments）
，政府會多方參考各界的意見，思考如何解決由於經
濟規模差異，使大農與小農在預算補貼、直接分配給付方面所引起的分配問題。
迄今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歷經多次改革，愛爾蘭的共同農業政策之策略計畫書 20232027 已經是歐盟農業補貼限額上路以來的第三個版本，前兩次分別為：共同農業政策改
革 2007-2013、2014-2020。其中，2013 年為因應氣候變遷、糧價及農村發展等挑戰，歐
盟在保留並側重直接給付方案之餘，所提出永續自然資源經營及農村發展措施等方案，
為後續版本中農業改革的重要基礎。
愛爾蘭農民協會（Irish Farmers’ Association, IFA）主席庫里南（Tim Cullinan）表示，
支持麥克納落格延期諮詢期限的決定，共同農業政策改革牽涉國內廣大農民的利益，影
響力如此深遠的政策確實需要在計畫書送交之前，有更多的討論。愛爾蘭將於 9/3 日後
匯集公聽諮詢意見，以修改共同農業政策之策略計畫書初稿的內容。
【由蘇君哲綜合報導, Agriland, 2021 年 9 月 1 日；Financial Times, 8 月 19 日】

▲奈及利亞呼籲加強民間部門在制定 AfCFTA 爭端解決機制中的作用
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協定（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2021 年 1 月 1 日開始生效，預期將提供數百萬非洲人提高收入的機會。
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表示，AfCFTA 將串聯 55 個國家的 13 億人口，GDP 總值達
3.4 兆美金，從而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因此，必須採取有效措施來處理可
能阻礙其發展的貿易爭端。爭端解決機構協議於 2021 年 4 月 26 日在高級貿易官員會議
上正式啟動，爭端解決機構運作機制由所有締約國的代表組成，負責監督和評估爭端解
決機制的功能，民間沒有直接參與的角色，而是透過遊說其成員國政府發揮關鍵作用，
以確保政府代表警惕其他成員國違反市場准入義務的行為。爭議是由從會員國提名的候
選人名單中選出值得信賴和稱職的專家組成小組進行裁決，每個成員國提名兩名專家，
因此這是派系控制和獨立專業知識之間經過深思熟慮的平衡。
對此，奈及利亞特許仲裁協會（the Nigerian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rbitrators, 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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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奈及利亞商業爭端解決中心（the Niger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 NCCDRC）近期合作舉辦線上研討會，主題為「AFCFTA 和非締約國：對貿易的
影響和爭端解決」
，會中匯集商界領袖、學術界、政府代表、貿易和法律專家，討論和審
議在奈及利亞執行協定過程中的爭端問題。
與會者確定了可能導致奈及利亞在施行 AfCFTA 時出現的挑戰，即 AfCFTA 上的經
濟活動主要由民間部門而非國家完成，而民間部門大部分是中小型企業，AfCFTA 協定
賦予國家權力，民間部門的利益或將因為必須倚賴國家代表採取行動而受到損害。因此，
會中認為應有更多的投資談判結構，以便民間公司有效參與並保護自身權利。
根據奈及利亞中小企 業發展署（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Agency of Nigeria, SMEDAN）提供的數據，奈及利亞有超過 600 萬家中小企業，其中一
半還不清楚 AfCFTA 的實施。奈及利亞由於經濟和人口規模龐大，持續吸引投資流入其
民間部門，而中小企業因僱用有潛力提高當地生產和發展能力的大量勞動力，才是協定
應著重的重點。因此，AfCFTA 談判和實施過程應納入對中小企業進行更多教育的措施。
霍金路偉律師事務所（Hogan Lovells）的仲裁合夥人強調有效解決成員國與非成員
國之間爭端的重要性，也對民間部門參與 AfCFTA 提出了看法，其表示商會和貿易機構
的重要作用在於代表中小企業與政府接觸，向政府反應有關在市場進入所遇到任何貿易
障礙造成的經濟影響，促使這些問題可在 AfCFTA 機制下解決，透過行業機構的參與可
鼓勵政府啟動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來化解紛爭。隨著 AfCFTA 協定實施進入第二階段，
討論中的有關結算貨物和服務貿易投資協議就適合此機制。
為了從自由貿易協定中獲益，成立一個執行規則的機制是相當重要的，AfCFTA 的
第四部分建立了一個爭端解決機構，所有締約國的代表將參與其中，並監督和評估爭端
解決機制（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DSM）
。該機制確保以高效、符合規範和透
明的方式解決成員國之間的爭端；各方期望該機制的存在具有警惕的效果，並周知有此
方法可以解決爭端。
雖然民間行為無法直接進入國與國之間的爭端解決機制，但民間部門可以藉由成員
國政府發揮關鍵作用，以確保其他成員國的義務得到有效執行，例如市場進入。然而，
雖然這種方法可以減少部分問題，但商品和服務貿易，以及 AfCFTA 等自由貿易協定中
的其他經濟活動不是由國家來完成，在締約國之間解決爭端可能耗費可觀的時間和金錢，
對於快速且頻繁的商業行為來說並不實際。與會者一致認為，在未來的談判中，如目前
正在談判的投資協議等第二階段文件，應該進一步考慮民間部門的作用和重要性以及期
望取得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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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施柏儀綜合報導，取材自 Bilaterals.org、Vanguard News Nigeria，2021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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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共同農業政策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
簡稱 CAP，係指歐盟各國對其農業發展所實施的共同政策，包括農產品價格支持及
相關補貼制度。該政策最早由《羅馬條約》提出，並於 1960 年 6 月 30 日在歐體委員會
上正式提出建立共同農業政策的方案，而於 1962 年開始逐步實施。共同農業政策之目
標為促進穩定的農業市場情況、合理的農民生活水準、對消費者合理的價格、增加的農
業產量與較佳的勞動生產力以及確保糧食安全。至今已有三次大規模的調整和改革，第
一次是在 1992 年，第二次是在 2000 年，第三次大改革則於 2005 年 1 月實施。
CAP 主要運作方式是對內建立歐盟共同農業基金（European Agricultural Guidance
and Guarantee Fund）
，並統一農產品市場和價格，對農產品出口予以補貼；對外則設置
隨市場供需變化而調整的差價稅、配額等貿易措施，使歐盟農業免遭外部廉價農產品的
競爭。雖然共同農業政策迄今已在增加產量及農民收入上有顯著的成效，但也對全球市
場造成衝擊，因為以高成本生產所增加的產品只有在大量出口補貼的援助下才得以出口。
共同農業政策亦導致歐體內農產品之高消費價格，並造成財政上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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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The Fault Lines Of The Middle East: The History Of 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Issues
Affecting The Region
網址： https://www.amazon.com/Fault-Lines-Middle-East-Religious/dp/150309989X
摘要：

The Fault Lines of the Middle East traces the origins of the Sunni-Shia split and the historic
effects of the main divide within Islam, which continues to wreak havoc in places like Iraq
and Syria today. It also discusses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the Syrian civil war, the
historic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history and beliefs of influential groups like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long with pictures of important people, places, and events, you
will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like never before.

期刊介紹
篇名：

Regulatory Autonomy under the WTO Agreement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Implications of Korea–Import Bans, and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s for Radionuclides

出處：

World Trade Review , Volume 20 , Issue 3 , July 2021 , pp. 321 - 342

作者：

Yong-Shik Lee

摘要：

This case illustrates complex legal issues and significant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regulatory autonomy of a sovereign country under the WTO
SPS Agreement. There has been constant tension between the sovereign right of a
WTO member state to determine its own appropriate level of protection (ALOP)
and the regulatory constraints imposed under the SPS Agreement to prevent abuse
and disguised trade protection.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se questions and examines
the criteria for the qualitative standards for the ALOP. The criteria for the
qualitative ALOP standards affect the regulatory autonomy significantly under the
current SPS rules as they determine the manner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a Member
may meet the sensitive public interests in the application of an SPS measure. The
article proposes a rational basis test to restrain abuse of SPS measures while
preserving the regulatory autonomy protected under the SPS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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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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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 線上學習平台
課程名稱

主講人

課程大綱
1.我現行政府採購資訊
2.WTO 政府採購協定起源和進展
3.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規範架構與
條文架構
4.WTO 政府採購協定 1994 年版本

110 年－經貿議題系列課
程 03-WTO 政府採購協
定和中國大陸申請加入之

5.WTO 政府採購協定 2011 年版本(以我
靖心慈

國簽署 WTO 政府採購協定承諾開放清
單為例；條文內容和服務承諾內容之變
動)

解析

6.GPA 門檻金額以上採購金額
7.GPA 締約會員政府採購服務項⽬進⼀
步開放之情況
8.中國大陸申請加入 GPA 之最新進展
9.我國政府協助爭取全球政府採購商機
※歡迎進入線上學習平台修習更多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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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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美 TIFA 及經貿合作產業溝通」網路說明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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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經院 WTO 中心

9/10

9/11

中經院 WTO 中心

9/15

9/16

中華經濟研究院

9/13

9/16

5/12-

5/12-

12/24

12/24

中經院日本中心

9/13

9/13-14

2021 台日科技高峰論壇－數位創新與智慧健康生活

全國工總

逕自洽詢

9/14-16

2021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https://tinyurl.com/7ph8f6a3

工商協進會

9/17

9/23

中國大陸反壟斷對產業發展的意涵分析

https://tinyurl.com/kcftks52

全國工總

9/24

9/24

COVID-19 疫情過後-佈局投資越南論壇

https://tinyurl.com/ah2w7w8d

金融研訓院

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臺美 TIFA 及經貿合作產業溝通」網路說明會【中
華⺠國商業總會】
中華財經趨勢研討會-2021 年、2022 年全球經濟的
可能風險及企業因應策略
愛學習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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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60566&nid=17435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
d=360567&nid=17435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80480

https://web.tabf.org.tw/page/263015/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8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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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國經協會

9/17

9/29

第四屆台斐經濟聯席會議

經濟部貿易局

9/15

7/8-9/15

WTO 微中小企業數位冠軍競賽

中研院歐美所

9/16

9/16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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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9/13

9/23

2021 國際登峰賽 Pitch Meetup 徵選

中經院新南向辦公室

9/22

9/23

印度與泰國 2021 年醫療現況與展望 產業座談會

中經院日本中心

9/23

9/28-29

2020 台日科技高峰論壇

中研院歐美所

10/5

8/10-10/5

「歐盟對外關係」學術研討會徵稿

經濟部投資處

9/24

10/19

2021 臺灣-東協、印度投資策略線上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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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址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13
2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448
https://www.ea.sinica.edu.tw/admin/ashx/
GetFile.ashx?ID=15602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237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344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108230
345006002089110
https://www.caita.org.tw/industry01?id=39
8
https://www.ea.sinica.edu.tw/SeminarList.a
spx?t=2
https://tinyurl.com/pwjuhs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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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國經協會

10/13

10/19

第 21 屆臺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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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for Papers: 7TH ASIAN INTERNATIONAL

SMU

9/30

12/9-10

ECONOMIC LAW NETWORK (AIELN)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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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網址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12
7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223
http://www.ntu.law.acwh.tw/news_c.php?si
d=0&pid=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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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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越南外交部

逕自洽詢

9/16

2021 越南農業領域中數位化論壇暨線上交易會

外貿協會

9/15

10/27-29

2021 年線上印度臺灣形象展

外貿協會

9/17

11/2

2021 ⻄歐線上論壇暨媒合會

外貿協會

10/11

11/2-4

2021 年美國汽車售後服務零配件展

外貿協會

9/17

11/3

2021 年中東歐貿易暨布局線上拓銷團

外貿協會

10/20

11/23-25

2021 年臺灣工業產品拓銷印度線上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India

外貿協會

9/30

11/25-26

2021 新加坡亞洲連鎖加盟暨授權展線上展-臺灣連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LAsia202

外貿協會

10/15

12/8-10

鎖品牌館
2021 年日本顯示器製造展及高機能材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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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d=6715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NDIA20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1W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APEX20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1CEE

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FinetechJapa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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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外貿協會

9/30

2/11-15

2022 年法蘭克福國際春季消費品展

外貿協會

9/24

2/24-26

2022 年日本國際醫療產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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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網址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mbiente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medicaljapan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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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1 年 9 月 10 日～2021 年 10 月 10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9/13

⼀



Meeting of the Joint Statement Initia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9/15，17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Argentina

9/16-17

四～五





9/17

五



ITA Symposium: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tructured Discussions (TESSD)
Committee of Participants on the Expansion of Trad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Open-ended meeting of the Joint Initiative on Services Domestic Regulation

9/21

二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the Union of the Comoros

9/22，24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Singapore

9/23

四





Committee on Budget,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Structured Discussions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JI)
Working Group on Trade, Debt and Finance

9/23-24

四～五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9/27

⼀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9/2810/1

二～五



WTO Public Forum

10/4-5

⼀～⼆



Structured Discussions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JI)

10/5

二



Working Party on State Trading Enterprises

10/8

五




Committee on Import Licensing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Session on Aid for Trade
RTA
CPTPP、RCEP
APEC 及其他國際組織

9/13-16

⼀～四

9/14

二

9/15

三

OECD: The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APEC: Webinar Promoting Trade by Utilizing Digital Technology
WB: WBG Vendor Forum for Woman-Owned and Minority-Owned Businesse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APEC:
 Workshop 4: Utilizing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Trade Facilitation under the
Current COVID-19 Pandemic and Beyond: Best-Practices Sharing Work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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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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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APEC Cross Border E-commerce Training (CBET) Workshop II “Acceler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ward Inclusive Growth – the COVID-19 Impact”
Virtual Conference on “Promoting Smart Cities through Qualit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Rapidly Urbanizing APEC Region”

9/1510/1

三～五

9/16

四

9/20-24

⼀～五

9/21

二

APEC: HCP Session; Patient Roundtable

9/22

三

APEC: “APEC Cross Border E-commerce Training (CBET) Workshop II “Acceler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ward Inclusive Growth – the COVID-19 Impact”

9/24

五

APEC: 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

9/27

⼀

APEC:
 Perspectives on Ethical Business Practices for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2021 APEC Business Ethics for SMEs Plenary

9/29-30

三～四

OECD Global Blockchain Policy Forum
APEC: Capacity Building: APEC Principles in Action
OECD Youth Week

IMF: 4th IMF Macro-Financial Research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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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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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