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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最新的國際經貿動態分析上線囉～本期內容超豐富，帶大家看美國跟歐洲印太戰略的門道，

⼀起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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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報

國際經貿規範動態分析 2022 年 2 月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李淳 資深副執行長、顏慧欣 副執行長、

李明勳 輔佐研究員、聶廷榛 輔佐研究員

一、英國即將進入 CPTPP 下一階段談判，並帶動其他申請國的加入程序

二、拜登政府發表《美國印太戰略》以強化與印太地區之往來

三、歐盟與新加坡攜手進一步推動印太地區合作戰略

四、美國眾議院通過《2022 年美國競爭法》

一、美國貿易政策方向

發展動態

英國於去（2021）年 1 月正式脫歐後，隨即於同年 2 月申請加入 CPTPP，期望以此

加快英國與亞太經濟體間的貿易增長。CPTPP 於 2021 年 6 月宣布接受英國入會申請；

日本作為英國入會工作小組之主席，則於今（2022）年 2 月 18 日公布，在 CPTPP 11 個

成員國同意之下，英國已經通過 CPTPP 入會程序的第一階段。在下一階段，英國將與

CPTPP 成員國間展開市場進入之實質談判，故須在 30 天內向 CPTPP 成員國提交其市場

進入提案。英國國際貿易大臣屈維里安（Anne-Marie Trevelyan）將於次週訪問印尼、日

本及新加坡以監督入會程序的進行，並深化與印太區域間之連結。英國期望在 2022 年

底完成入會程序。（詳全文）

重點評析

英國加入 CPTPP 之程序對於包含我國在內的新申請者而言具有重要性。首先英國

在時程安排及工作小組成立與運作，乃至於後續談判審查標準經驗，均可能形成 CPTPP

的先例，並可作為後續申請者之參考點。然而英國至少在談判時間的速度上，就可能是

其他申請國無法比擬的條件。這是因為英國在脫歐前便已開始著手推動與亞太國家的雙

邊 FTA，迄今與日本、加拿大、澳洲、越南及新加坡等重要 CPTPP 成員之 FTA 多數已

經生效，意味著英國不但已針對與各國之間的雙邊關切議題予以解決，同時 FTA 談判也

是展現英國符合高標準野心及決心的最佳展現。反觀我國與中國、厄瓜多等與 CPTPP 成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67824&nid=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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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 FTA 相對有限（或是時間已久），在雙邊諮商階段就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完成。

對於我國而言，由於 CPTPP 可能是化解區域整合邊緣化風險的唯一可能方案，特

別是 CPTPP 與 RCEP 目前已有 7 國重疊，未來隨著韓國甚至泰國申請，重疊性會更加

提升，可持續降低無法加入 RCEP 的影響。再者，CPTPP 對台灣另一層意義，在於透過

加入這種高標準協定的方式，以國際義務作為加速國內改革速度之動能。近期我國陸續

根據科學證據及風險評估，改革鬆綁困擾多年的萊豬及日本五縣食品限制，表面上係以

創造加入 CPTPP 的條件為目的，實際上更可證明我國有維護「以規則為基礎之國際經

貿秩序」（Rule-based trading system）的意願及決心，有助於我國維護在全球供應鏈變局

中的參與地位。事實上，隨著美中貿易戰開打，國際上對於大國破壞「以規則為基礎」

的國際貿易秩序所造成的影響擔憂日增，也希望努力維護此一原則的運作。在此情況下，

如 CPTPP 等高標準區域整合協定在審核新申請國的第一步，就是檢驗申請者是否能證

明有維護「以規則為基礎之經貿秩序」的意願及成績，此亦為 CPTPP 執委會於 2021 年

6 月同意成立英國入會工作小組的第一個原因。換言之，遵守規則是 CPTPP 判斷成員是

否具備志同道合特質的門檻，不是入會談判的條件。另一方面，雖然通過公投檢驗的萊

豬及剛解禁的日本五縣食品，在政治及法律上餘波蕩漾。不過透過公投等爭議辯證的過

程，打開了「食安」這個禁忌及潘朵拉盒子，由全民共同檢視，將食安權益與國際經貿

規範間的關係及失衡後帶來的影響釐清，發揮了公民教育的功能，對於扭轉台灣社會「只

看顏色、不分是非」及「只知台灣、不管國際」等問題而言，都有讓社會更加成熟轉大

人的意義。這樣的改革意義，使得我國能以更為平衡的立場參與其他區域經濟整合活動，

亦有助於落實台灣是遵守遊戲規則的形象，都是申請加入 CPTPP 所能為台灣帶來的額

外利益。

台灣加入 CPTPP 下一個關鍵點，將是今年 6 月（亦有 9 月之說）舉行的 CPTPP 執

行委員會上，針對台灣等申請案是否會做出成立工作小組之決定。雖然日本五縣食品已

經開放，但仍有其他 CPTPP 成員國的關切需要回應，況且日本亦未正式對我國申請案

之後續表態。因而於此之前，我國仍需積極與各國接觸協商，以取得更為有利之條件。

（李淳）

二、拜登政府發表《美國印太戰略》以強化與印太地區之往來

發展動態

白宮於今（2022）年 2 月 11 日發表《美國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揭櫫美國對印太地區自由、開放、相互連結、繁榮、韌性和安全的願景，

並設定五個需與夥伴合作之核心目標，包含「推動自由和開放之印太地區」、「建立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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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內外之聯繫」、「推動印太區域繁榮」、「加強印太區域安全」以及「建立印太區域對

抗跨國威脅之韌性」，同時申明「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將

作為處理印太地區問題之核心工具，「印太經濟架構」並將就供應鏈韌性、數位經濟、科

技標準、減碳和潔淨能源、基礎設施、勞工標準等領域與印太夥伴尋求共同合作。（詳全

文）

重點評析

美國政府今年 2 月雖公布「印太戰略」文件，並提出五項包括推動印太地區的自由

與開放、在印太地區內外建立相互連結、推動印太地區繁榮、加強印太地區安全，以及

建立印太地區內對抗跨國威脅的韌性的核心目標。其中雖有提及去年拜登總統拋出的

「印太經濟架構」，但著墨有限，但文中也表示近期內會公布內容。

不論是去年拜登對印太經濟架構的描述，或今年 2 月「印太戰略」指出印太經濟架

構的範疇（推動高標準貿易、規範數位經濟、改善供應鏈韌性與安全、促進具透明度與

高標準基礎建設的投資、以及建構數位連結等面向），議題觸及面向雖小有出入，但唯一

共通點，則是此一架構不涉及關稅消除、服務與投資開放等傳統「自由貿易協定」（FTA）

市場進入自由化項目。

換言之，印太經濟架構所討論之議題，將是拜登行政部門可自行透過行政協議對外

簽署的事項，不涉及獲得國會重新更新「貿易授權法」（TPA）之授權，故預計將由貿易

談判（USTR）代表戴琪與商務部雷蒙多部長分別負責推動，並為未來與盟國進行談判

的主責協調單位。其次，拜登政府已定位印太經濟架構為「架構」而非「協議」，亦即印

太經濟架構對於參與國可能不採「一體適用」模式，雖然各議題仍會有基本的「具拘束

力之規則」，且一旦參與協議者就需遵守基本義務承諾，但拜登政府將可容許各盟友按

發展程度而選擇性、參與部分協議之彈性空間。

再就印太經濟架構可能觸及的若干議題，進一步探究可能內涵。在數位經濟之標準

化議題上，拜登政府應首重在數位貿易與產品之規則制訂權，從而除了目前常見的數位

產品不歧視待遇、禁止對電子傳輸之數位產品課徵關稅、不得限制跨境資訊流通、不得

要求資料在地化等數位貿易規則會是本項規則涵蓋範圍外，另資料跨境傳輸涉及的技術

加密與安全標準，AI 機器人標準等，在印太國家間先推動共通標準與共識，也會是重點；

再者，拜登政府去年多次受害於駭客攻擊而意識到資安嚴重危機，因此國務院已宣布將

推動《2021 年網路外交法案》並將成立主責「網路與數位政策的新機關」（Bureau of

International Cyberspace Policy），法案尚待參眾議院審查，倘獲通過，則可能順勢在印太

經濟架構推動可信任的電信網路基礎建設、界定與推動「關鍵軟體」（critical software）

https://web.wtocenter.org.tw/Dictionary.aspx?pid=276
https://web.wtocenter.org.tw/Dictionary.aspx?pid=276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67825&nid=483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67825&nid=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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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通資安標準、制訂網際網路言論自由與隱私保護之國際規範、研擬網路空間的負責

任國家行為準則等。除了數位貿易規則外，此項議題對於台灣而言多仍在萌芽發展階段，

藉由參與必能帶動臺灣軟硬體產業發展與提升資安等級。

其次關於供應鏈韌性議題，雖然此一議題在這幾年已充斥在拜登政府主導的各種雙

邊對話與如「四方安全會議」（QUAD）等區域合作場域，但預期在印太經濟架構下，美

國擬更進一步整合印太國家間對於「關鍵產業」概念，從中界定出大家共同支持制定符

合彼此核心價值的技術標準，以搶得新興產業未來標準的發言權與先機；同時更重要的

在半導體、汽車晶片乃至於藥品等全球大短缺問題，美國多次表示癥結出在上下游供給

與需求端之透明化不足，則從印太國家的關鍵產業各環節的供需瓶頸，推動強化資訊共

享合作甚至朝向建立供需數據之「制度化」機制，預期會是本項之重點。此項議題自是

臺灣具有充分優勢也應充分爭取參加之項目。

至於高標準基礎建設，大概會比照去年拜登政府以七國集團（G7）宣布的「重建更

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倡議內容，美國連同盟友將承諾為印太地區國家在

基礎建設上提供資源，此項議題之重要性，恐著重於美國可提出多少額外資源的承諾，

畢竟已相對確定美國無意在印太經濟架構給予額外的市場開放商機下，則大概只能從增

加對印太國家之投資與當地資源，來提高各國的參與誘因。美國可能搭配其已在印太地

區實施數年的「藍點網絡」、「亞洲 EDGE」等計畫，擴大實施經濟規模與對象，一方面

可符合美國所謂的高標準基建合作，二方面可凸顯出其作法與中國高度不透明的「一帶

一路」之差異。臺灣對於參與他國的基建合作向來保守，即便臺灣在高速鐵道建設、廢

棄物處理等有引以為傲的實績，但仍欠缺領頭羊來引領產業創造國際能見度，參與基建

協議自有利於臺灣與這些國家之實質連結。

總結而言，美國 2 月公布的「印太戰略」文件指出，拜登政府將在未來 12 到 24 個

月內展開 10 項行動，包括在印太地區投入新資源、推動印太經濟架構、加強嚇阻、強

化與 ASEAN 關係、支持印度持續崛起與區域領導力、強化美、日、澳、印度的四方安

全對話（QUAD）、擴大美日韓合作、協助太平洋島國建立韌性、支持良好的政府治理與

問責制，以及支持開放、有韌性、安全和值得信賴的科技，惟這些目標乃在烏俄衝突爆

發前之規劃，不得而知是否會受到影響而有延宕？其次，拜登政府已設定「印太經濟架

構」不涉及需由國會審議修正美國現行法之權限，也相形透露出美國能提供印太國家「政

策牛肉」的上限了，則是否有足夠誘因吸引印太地區國家積極參與？以及歐洲大陸地緣

緊張情勢是否會影響了美國投入在印太經濟架構之資源，也待觀察。（顏慧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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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與新加坡攜手進一步推動印太地區合作戰略

發展動態

法國早在 2018 年時即成為歐盟首個提出印太地區戰略的成員國，歐盟理事會於

2021 年 4 月 19 日通過關於《歐盟印太合作戰略》（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之決議，隨後執委會和高級代表於 2021 年 9 月 16 日提交一份關於歐盟印

太戰略的聯合通告，強調歐盟行動的七個優先領域：可持續和包容性繁榮、綠色轉型、

海洋治理、數位治理和夥伴關係、連接性、安全與國防，以及人員安全。時至今年（2022）

上半年，法國擔任歐盟部長理事會輪值主席國，並持續在此方面設定具有雄心的長期目

標。（詳全文）

重點評析

新加坡在歐盟印太戰略中有其重要位置，根據「歐盟印太合作戰略」規劃，相較其

他東協國家，歐盟更期望與新加坡在數位經濟（如數位夥伴關係協定）與科研合作（如

歐盟展望）等高附加價值領域進行更多合作。在歐盟印太戰略 10 大關鍵行動中，新加

坡被提及 2 次，分別為第 6 點「與印太夥伴展開數位夥伴關係網絡，並探索與日本、韓

國、新加坡締結新的《數位夥伴關係協定》（Digital Partnership Agreements）之可能性」，

以及第 8 點「強化『歐盟展望』（Horizon Europe）下的研發與創新合作，探索將澳洲、

日本、韓國、紐西蘭、新加坡等符合條件的理念相近夥伴納入該計畫」。針對前者，歐盟

盼藉此補足 WTO 刻正進行的電商與相關談判。新加坡在該戰略全文共被提及 8 次，尚

包括：特別關注已落實的全面性貿易協定，包括新加坡、越南等國，亦注意到與新加坡、

越南的投資保障協定（IPA）即將在未來幾年生效等。

在數位夥伴關係協定上， 2021 年 12 月 7 日，歐星 FTA 舉行首屆貿易會議，雙方

同意針對數位經濟合作成立工作小組，考慮達成獨立的《數位夥伴關係協定》。2022 年

2 月 14 日，雙方再針對數位議題進行討論，同意加速建立全面性的「數位夥伴關係」。

歐盟成長總署布雷頓（Thierry Breton）和新加坡貿工部長易華仁（S Iswaran）同意儘快

啟動技術性工作坊（technical workshops），以進一步確認《數位夥伴關係協定》的內涵，

爭取在 2022 年達成政治協議。一旦簽署該協定，將舉行年度部長級會議「數位夥伴關

係委員會」（Digital Partnership Council），由布雷頓與易華仁共同召開。

「數位夥伴關係」旨在提供一個總體架構，以強化數位市場與政策架構的數位連結

性與相容性（interoperability），進而促進雙方的數位貿易。歐星雙方將致力促進各項數

位議題的合作，包括：安全與數位的基礎建設、可信賴的數據流（data flow）與創新、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67826&nid=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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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法規、勞工的數位技能發展、企業（含中小企業）與公共服務的數位轉型。做法上

將透過加強合作、建立更具韌性的供應鏈、支持基於價值的創新，以及為中小企業及新

創企業創造商機等方式，亦將為具有經濟轉型潛力的新興領域合作鋪路，如 5G 與 6G、

人工智慧（AI）或數位認同。布雷頓認為「數位貿易夥伴關係」應為彈性的架構，範圍

超越對話與資訊交換，以促進雙方的人力、企業與貿易連結，亦將促進全球通用標準與

區域及多邊安排的發展，讓從事數位貿易與電商的企業與勞工能因此獲益。1

與歐盟《數位夥伴關係協定》相類似，新加坡近年亦正積極與他國簽訂《數位經濟

協定》（Digital Economy Agreement, DEA），以促進數位經濟合作。DEA 以新加坡廣泛的

FTA 網絡和其他數位合作倡議為基礎，透過在兩個或多個經濟體之間建立數位協定，以

促進數位標準和系統的通用性，並支持企業（含中小企業）參與數位貿易。根據新加坡

貿工部網站，DEA 目標包括：1. 調整數位規則與標準，以促進數位系統之間的相容性；

2. 支持跨境數據流動，以保障個人數據與消費者權益；3. 鼓勵新加坡經濟夥伴在數位

認同、AI、數據創新的新興領域展開合作。截至 2022 年 3 月，新加坡已完成 4 份 DEA

談判，分別是與智利及紐西蘭、澳洲、英國、韓國，前三者已順利簽署。2其中與英國的

DEA 甫於 2022 年 2 月 25 日簽署，內容涵蓋電子支付、跨境數據流動、開放政府資訊、

海底電纜、線上消費者保護等，亦在 AI、金融科技、數位認同等新興領域展開合作。

新加坡蓬勃發展的專業服務業及數位經濟之產業結構，為新加坡推動 DEA 的重要

驅動力。再加上新冠疫情加速全球數位轉型，推動數位經濟合作的需求殷切，新加坡將

持續透過 DEA 來鞏固在數位經濟領域的優勢，歐盟則看中新加坡的數位經濟發展優勢，

盼與其締結《數位夥伴關係協定》，可見雙方目標不謀而合。2020 年 2 月歐盟印太合作

部長級論壇上，歐盟已和新加坡等 9 個印太國家3簽署《關於隱私權與個資保障的聯合宣

言》，並將持續推動可信賴數據流動的合作。雙方亦同意加速建立「數位夥伴關係」，未

來若順利簽署該協定，將大大促進彼此的數位經濟潛力與全球領導地位，尤其是在數位

標準制定上。

雖然相較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等，歐盟對印太事務的參與較晚，遲至 2021 年 9 月

始提出自己的印太戰略，但不啻是頗具企圖心的開始，而擴大與新加坡的合作將有助於

促進歐盟對東協乃至於印太地區的參與及影響力。然須注意的是，印太戰略並非所有歐

盟國家的共同關切，且對印太概念的理解亦莫衷一是，部分歐盟國家對隱含反中意圖的

1 European Commission. Feb 14, 2022. “Joint Statement: EU and Singapore agree to accelerate steps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Digital Partnership”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2_1024

2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of Singapore. Digital Economy Agreements. https://www.mti.gov.sg/Improving-
Trade/Digital-Economy-Agreements

3 包括：澳洲、紐西蘭、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斯里蘭卡、模里西斯、葛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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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戰略持模糊立場。又因民主與人權為歐盟印太戰略的重要面向，部分印太國家的民

主與人權紀錄不佳，時常成為歐盟制裁的對象，歐盟對 2021 年 2 月緬甸軍事政變的制

裁措施即是顯例。另外，隨著 2 月 24 日起俄烏衝突情勢升高，短期內歐盟恐將大部分

注意力移轉回歐亞大陸，分散對印太事務的關注。然長期而言，印太地區仍是全球地緣

政治與經濟的焦點，歐盟如何發揮自身優勢參與印太事務，將備受國際社會關注。（李明

勳）

四、美國眾議院通過《2022 年美國競爭法》

發展動態

今（2022）年 2 月 4 日，美國眾議院通過《2022 年美國創造製造業就業機會和技術

卓越與經濟實力法》（America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Manufacturing, Pre-Eminence i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Strength Act of 2022），簡稱《2022 年美國競爭法》（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並批准包括《2021 年海運改革法》（Ocean Shipping Reform

Act of 2021）以及要求進行多項以供應鏈為重點的研究等 220 項修正案，意在加強美國

對中國的競爭力。（詳全文）

重點評析

本次美國眾議院通過預算規模為 3,500 億美元之《2022 年美國競爭法》（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之主要意義在於作為參議院於去年通過預算規模為 2,500 億美

元之《美國創新及競爭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USICA）之對案。儘管

美國立法歷史上曾分別於 2007 年和 2010 年使用 America COMPETES Act 之類似名稱，

但早年法案推動旨在提升美國科技研發投資、強化科學人才培育、鼓勵美國製造業競爭

與創新等內容，鑑於來自中國大陸之威脅與競爭與日俱增，近年來參、眾議院所分別通

過 USICA 與《2022 年美國競爭法》皆更強調與中國大陸之科技競爭，並納入更多元的

抗中條款，成為和早年 America COMPETES Act 最大的區別。

觀察本次《2022 年美國競爭法》之法案內容，主要整合了先前眾議院民主黨議員分

別提出對應於 USICA 之個別法案，包括：(1)針對 USICA 下之《無盡邊疆法》（Endless

Frontier Act），眾議院對案為《國家科學基金會未來法》（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Act）、《能源部未來法》（Department of Energy Science for the Future Act）；(2)

針對 USICA 下之《戰略競爭法》（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眾議院對案則為《老鷹法

案》（EAGLES Act）。整體而言，本次通過之《2022 年美國競爭法》和 USICA 之規範精

神大致相同，兩法案關注焦點皆包括強化美國晶片在地生產，鼓勵科技研發投資、5G 與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66993&nid=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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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代無線通訊科技之創新發展、確保關鍵供應鏈安全，以及抗中政策等。細節規定上

的差異之處，則例如半導體補貼預算撥款配置、能源部（DOE）和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

（NIST）的科研活動經費的不同、抗中政策，以及國內部分聯邦機關之監督改革。

除此之外，《2022 年美國競爭法》也大幅納入有關自然資源保護、氣候變遷、勞工、

少數族裔及婦女等人權保障相關規定；修正 1974 年《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下貿

易調整援助（TAA）、對外投資審查、普遍化優惠關稅制度（GSP），以及修正 1930 年《關

稅法》（Tariff Act of 1930）下貿易救濟法規、微量進口貨品免稅待遇等內容，除 GSP 外

皆屬於《2022 年美國競爭法》有別於 USICA 的新增事項。

有鑑於拜登政府近期在推動《重建美好未來法》（Build Back Better Act）方面，始終

無法通過參議院支持，因此推測本次《2022 年美國競爭法》納入大量 USICA 未涵蓋之

條文，應屬民主黨人透過另一種新的形式恢復原本在 BBB 法案下推動的社福、教育與

氣候變遷支出規劃，從而遭多數共和黨人質疑對抗中國的規定不夠強硬，反而成為民主

黨希望解決社會問題的就業及環保法案。目前《2022 年美國競爭法》還需與參院版的

USICA 展開兩院協調，取得共識後方可正式通過國會並送白宮由總統簽署生效。由於今

年 11 月正逢美國國會期中選舉，因此拜登政府在推動重大法案上有一定的時間壓力，

目前已有白宮幕僚官員透漏《重建美好未來法》重返檯面上討論的機率不高，故《2022

年美國競爭法》將如何與 USICA 取得妥協，後續發展有待密切關注。（聶廷榛）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11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68期（2022.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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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烏俄戰爭推升糧食價格，小麥首當其衝

自俄羅斯在今（2022）年 2 月 24 日對烏克蘭發軍事行動以來，糧食價格如小麥、

玉米等大幅飆漲，對全球糧食的供應以及成本造成衝擊。小麥價格自 2022 年以來以上

升 37%，玉米價格則是上漲 21%，其價格已較去（2021）年上升 20%，尤其在世界糧食

巨頭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與邦吉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 Company and Bunge , ADM

and Bunge）宣布停止在烏克蘭的營運後，小麥的價格更是創下自 2008 年以來的新高，

達每蒲氏耳（bushel）（穀類單位）十美元。此外，小麥等原物料成本的上漲將連帶影響

後續消費者採購的價格，在全球糧食價格上漲的情勢下，烏俄衝突無疑是雪上加霜。

烏克蘭豐饒的土壤素有歐洲糧倉的美稱，根據美國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的統計，烏克蘭的小麥出口約占全球的 12%，今年玉米的出口初

步估計占全球的 16%。另一方面，俄羅斯同為農業出口的大國，烏俄兩國合計占全球小

麥生產量的 14%，而全球小麥出口，烏俄兩國更是佔了三分之一。對此，農業智庫 Gro

Intelligence 的資深副執行長赫內漢（Jim Heneghan）表示，烏俄衝突所引發的小麥價格

危機全球都會受到波及，以美國為例，儘管小麥價格上漲，以及全球對美國生產小麥的

需求增加，對於麥農而言是好消息，但是對於美國，甚至全球的消費者而言，全球小麥

的供應鏈吃緊，消費者將面臨更高昂的價格，食品業者通常會將原物料成本的增加轉嫁

到消費者身上，因此在未來幾個月這波漲幅也將體現在小麥相關的食品上。

除了小麥、玉米外，其他大宗農產品像如大豆、葵花油等價格也都一路走揚，尤其

烏克蘭為全球葵花油出口之冠，烏俄兩國更是占全球葵花油出口的 80%，受到戰事的影

響，烏克蘭的港口關閉，嚴重衝擊葵花油的生產量與價格。烏俄兩國在食品安全中的重

要地位亦讓中東、北非、東亞等區域深受衝擊，特別像是埃及、伊朗、土耳其、中國、

奈及利亞、蘇丹等烏俄主要的貿易夥伴國家。美國農業部長威薩克（Tom Vilsack）表示，

美國將加速小麥量產的速度以填補烏克蘭因戰爭造成的生產缺口，但是包含赫內漢在內

等專家認為，即便烏俄的局勢和緩，小麥、玉米等糧食價格的漲幅恐怕還會持續一段時

間。

【由蘇君哲綜合報導，Financial Times，2022 年 3月 2日；Al Jazeera，2022 年 3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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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美國貿易代表署發布「2022 年貿易政策綱領與 2021 年年度報告」

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於今（2022）

年 3 月 1 日發布「2022 年貿易政策綱領與 2021 年年度報告」（2022 President’s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21 Annual Report），首先就拜登（Joe Biden）政府過去一年在優先項

目和推動以勞工為中心的貿易政策所做之努力進行盤點，重點包含保障勞工權利、推動

加速減碳與提倡永續環境措施、對抗 COVID-19 疫情、增加供應鏈韌性以及全面執行現

有協議等，並就這些貿易政策如何推動美國經濟競爭力、韌性和公平性進行探討。接著，

報告說明拜登政府將如何重新調整美中雙邊貿易關係，以捍衛美國勞工、農民、製造業

和企業的權利，並確保他們能夠在公平環境中競爭。與此同時，未來美國政府也將持續

強化在雙邊與多邊場域中與貿易夥伴及私部門之合作，並在現有基礎上繼續執行拜登總

統的貿易優先項目。

首先，在保障勞工權利方面，拜登政府透過在貿易協定中訂定強力、有效的勞動標

準以保障勞工之權益及經濟安全，並將貿易協定作為維護勞工權利之工具。報告中指出

美國透過有效執行《美墨加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所

設之「快速回應機制」（Rapid Response Mechanism）為勞工爭取勝利。在推動加速減碳

與提倡永續環境措施方面，由於貿易活動一直被視為阻礙永續發展原因之一，因此應對

氣候變遷和促進永續的環境實踐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務。

在對抗 COVID-19 疫情方面，USTR 透過與許多機構合作，以確保貿易規則能夠應

對疫情而非造成阻礙。此外，拜登政府也透過在 COVAX 等平台捐贈 COVID-19 疫苗、

加強投資疫苗生產、支持豁免疫苗智慧財產權保護，以及為提升疫情所需貨物流動所為

之貿易便捷化措施等行動來對抗 COVID-19 疫情。

在增加供應鏈韌性方面，由於 COVID-19 疫情之流行凸顯出供應鏈之脆弱性以及增

加供應鏈韌性之重要性，拜登總統於去（2021）年簽署《美國供應鏈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要求對半導體、高容量電池、關鍵礦物和材料，以

及藥物和原料藥四項關鍵供應鏈進行為期 100 日之供應鏈審查，並依據審查報告之建議

成立由 USTR 領導之跨部門「供應鏈貿易工作小組」（Supply Chain Trade Task Force），

負責處理外國不公平補貼和其他貿易行為對美國製造業競爭力所造成的衝擊。工作小組

除將負責識別不公平貿易行為並採取行動外，並將從現行與未來的貿易協定當中，尋求

與盟友間強化集體供應鏈韌性（collectiv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之方法。

在貿易政策如何推動美國經濟競爭力、韌性和公平性方面，提到貿易政策可減少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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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差距、消除強迫勞動、提升女性及社會底層經濟賦權等議題。其中，USTR 在過去一

年中舉辦了一系列能夠提升女性在貿易中角色之會議，以及拜登政府在漁業補貼談判中

加入強迫勞動等行動。

另外，在重新調整美中貿易關係方面，報告中提到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所有競爭都是

公平的前提下，可以同時是貿易上的合作夥伴與競爭對手，但目前中國大陸的貿易方式

使美國與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出現摩擦。鑒於中國大陸的非市場行為已大幅削弱全球供

應鏈的韌性，因此美國政府呼籲應解決中國大陸的不公平經濟行為，並優先解決中國大

陸導致的全球產能過剩問題。

最後，在雙邊與多邊場域與貿易夥伴及私部門之合作方面，由於美國與許多貿易夥

伴在為中產階級牟利、解決不平等問題和環境行動等方面上擁有共同目標，在意識到與

其他國家合作以實現共同目標之重要性後，USTR 正在加強與合作夥伴、盟友、多邊機

構和組織的接觸，以重振美國於全球的領導地位，及修補與盟友的關係。

【由洪文婕綜合報導，取材自 USTR，2022 年 03月 01日；Inside U.S. Trade，2022年

03月 01日】

▲美國白宮公布一年期供應鏈檢討報告並宣布新措施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於去（2021）年 2 月簽署第 14017 號行政命令，要求美

國聯邦機關對半導體與先進封裝、高效能電池、藥品與原料藥、關鍵礦產及戰略物資等

領域展開 100 日的供應鏈審查（100-Day Supply Chain Review），並且同時要求對國防、

公共衛生、資訊與通訊技術、能源、運輸、農業及食品生產共 6 大關鍵產業進行一年期

的供應鏈檢討評估。相關單位首先在 2021 年 6 月 8 日公布 100 日供應鏈檢討報告， 其

後則於今（2022）年 2 月 24 日進一步公布對 6 大關鍵產業供應鏈的一年期檢討報告，

同時統整此 6 份檢討報告並做成「總整報告」（capstone report）。該總整報告除了總結由

7 個聯邦機關所做成的 6 份關鍵產業供應鏈的檢討報告外，並強調美國政府對於短期及

長期供應鏈缺口所執行的各項因應措施，包括在 100 日供應鏈檢討報告公布後，政府針

對 4 項關鍵產業所採取的措施，以及在提升與盟友合作、對國內勞動力投資、強化氣候

應變與潔淨能源的實力等政策。

首先，白宮於總整報告中表示，6 份供應鏈檢討報告顯示了美國供應鏈的脆弱性，

因此，美國將需要應用更多的工具，以調整並加強供應鏈應對氣候變遷、地緣政治、技

術發展等風險，同時應強化供應鏈韌性。白宮主張，未來美國將建立供應鏈的長期韌性，

在聯邦政府整體的框架下實現供應鏈韌性的制度化，並將以實施《兩黨基礎設施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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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作為核心。至於《美國競爭法》（America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Manufacturing, Pre-Eminence i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Strength,

COMPETES）、《美國創新及競爭法案》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USICA），

以及拜登總統的「重建美好未來計畫」（Build Back Better Agenda）所包含的投資項目，

也將加強美國供應鏈及製造業的發展。

另一方面，為實踐供應鏈韌性的目標，白宮提出了 10 項計畫，主要項目包括：由

美國進出口銀行（Export-Import Bank，EXIM）為國內生產半導體、生物技術和生物醫

學產品、再生能源和能源存儲等項目的中小企業提供融資； 由美國交通部啟動一項價

值 4.5 億美元的促進港口基礎建設發展撥款計劃，並根據《兩黨基礎設施法案》為其他

交通基礎建設項目提供資金；為確保不依賴外國或單一來源的關鍵礦產，美國將擴大稀

土生產及加工，並加強國防儲備及更新礦業法；藉由《購買美國貨法案》（Buy American

Act）支持美國關鍵產品的製造及其供應鏈；利用《國防生產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

DPA）穩定公共衛生產業的基礎，減少對進口關鍵藥品和原料藥成分的「嚴重依賴」。

對於與盟友的合作方面，白宮認為國內投資只是確保關鍵供應鏈安全的手段之一。

美國須減少在關鍵產品上對中國及其他地緣政治競爭對手的依賴，但在供應鏈上將採取

朋友支柱（friend-shoring）的途徑，不僅可以強化美國供應鏈的韌性，也能同時確保盟

友與合作夥伴的供應鏈韌性。目前，美國正在與歐盟就數個供應鏈議題進行合作，其中

包括解決中國鋼鐵和鋁產能過剩的問題。白宮於報告中指稱中國鋼鋁產能過剩對美國工

人及相關廠商造成嚴重威脅，且中國製造業的碳排放量亦會對全球氣候產生威脅。對此，

美、歐雙方達成協議以減免關稅，恢復市場價格作為因應，雙方更承諾在 2024 年以前，

將針對世界首次以碳排放量作為基礎的鋼鋁貿易部門別協議進行談判。

【由唐于晴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White House，2022年 02 月 24日】

▲美國公布「購買美國貨」相關法規的最終規則

美國聯邦政府於今（2022）年 3 月 7 日公布修訂《聯邦採購規則》中「購買美國貨」

相關規定的最終修訂規則「聯邦採購通告 2022–05」（Federal Acquisition Circular 2022–

05）。最終修訂規則已獲國防部、聯邦總務署等機關組成之民用與軍用機關採購委員會

通過，該規則使原先預計在今年 10 月 25 日正式生效的「購買美國貨」規定，其中要求

聯邦政府採購產品中至少需具備 55%美國製造含量，於法規生效後立即提昇至 60%，並

於 2024 年將門檻進一步上調至 65%，最終於 2029 年調至 75%，藉以確保美國製造業回

流及調整廠商的供應鏈，同時為美國中小企業創造更多商機。另一項重要修正乃是新規

定將在價格偏好機制中新增關鍵產品或組件之偏好因素（preference factors），准許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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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以較高價格偏好採購被認定為具備重要性（critical）的關鍵產品及組件，但關

鍵產品及組件之具體清單及偏好因素尚待後續法規公布。據此，總統拜登（Joe Biden）

指出新規定實施後將有助於擴大關鍵產品的國內供應鏈，並為國內生產的關鍵產品提供

穩定的需求。

拜登在今（2022）年 3 月 4 日與美國西門子公司（Siemens）主席兼總裁漢普頓（Barbara

Humpton）在白宮會面時指出，對他而言，僅有 55%美國製造含量還不足以稱為美國製

造，在最終規則實施後「美國製造」將會顯得名符其實。漢普頓同時於會面中宣布公司

將於美國投資 5,400 萬美元擴充其國內生產規模。美國製造辦公室主任德雷克（Celeste

Drake）指目前聯邦政府正採取一致策略確保納稅人繳納的稅金用於支持美國工人及企

業，藉此向市場釋出明確訊號帶動更多投資、就業機會及解決美國關鍵供應鏈的問題。

該最終規則亦呼應上週拜登公布國防部、國土安全部、商務部、能源部、農業部、交通

部及衛生部等不同機關的供應鏈檢討報告，各機關的檢討報告均建議應藉採購美國貨強

化國內生產能力。

拜登之「購買美國貨」法規修訂自去（2021）年公布後已引起貿易夥伴的普遍憂慮。

加拿大副總理及財政部長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指出相關措施將限制加拿大企業進

入美國聯邦政府的採購市場，她強調美國需明白採購是基於互惠關係。拜登則指美國將

繼續與盟友及夥伴進行貿易，並合作解決供應鏈問題，但美國亦需擁有國內供應鏈避免

在關鍵產品上受制於其他國家。

【由林卓元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The White House，2022 年 3月 4日；

Federal Register，2022 年 3 月 7日】

▲新加坡跟進制裁俄羅斯--實施出口管制與金融制裁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震撼全球，歐美為首的西方國家相繼對俄

羅斯祭出經濟制裁，範圍涵蓋軍事、金融、科技、體育和其他商品等出口領域。2 月 28

日，新加坡表示將與理念相近國家一致行動，跟進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適當的經濟制

裁，針對可直接作為武器傷害烏克蘭人民或使其屈服的品項實施出口管制；亦將禁止部

分俄羅斯銀行和與俄羅斯有關的金融交易。這是新加坡第二次在未經聯合國安理會同意

下對他國實施單邊制裁，上一次發生於 1978 年制裁越南入侵柬埔寨。

3 月 5 日，新加坡政府公布制裁措施細節，除對上述武器管制外，亦對可用於進攻

性網路行動的品項實施出口管制。在這方面，新加坡將禁止向俄羅斯轉讓以下物品：（1）

軍用物品清單中的所有物品、（2）2021 年戰略物資（管制）令兩用物品清單（Dual-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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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s List of the Strategic Goods (Control) Order 2021）中，有關「電子」、「電腦」和「電

信和資訊安全」類別的所有物品。新加坡聲稱此舉意在限制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戰爭和

網路攻擊的能力。

在金融制裁方面，將針對指定的俄羅斯銀行、俄羅斯境內的實體（entities）和活動，

以及有利於俄羅斯政府的籌款活動實施金融措施，尤其明確禁止數位支付服務提供商促

進可能協助規避這些措施的金融交易。這些措施適用於新加坡所有金融機構，包括：銀

行、金融公司、保險公司、資本市場中介機構、證券交易所和支付服務提供商。

新加坡金融機構將被禁止從事以下活動：（a）與指定俄羅斯銀行進行交易或商業關

係，包括：俄羅斯外貿銀行（JSC VTB Bank）、開發與對外經濟銀行（Vnesheconombank）、

工業通訊銀行（Promsvyazbank PJSC）、俄羅斯銀行（Bank Rossiya）；（b）針對新加坡或

任何其他受新加坡對俄羅斯出口管制的物品的出口，提供融資或金融服務；（c）針對參

與（b）項活動的指定俄羅斯非銀行實體（non-bank entities）提供金融服務；（d）通過以

下方式進行交易或安排，或提供有助於籌資的金融服務，包括：俄羅斯政府、俄羅斯聯

邦中央銀行、受俄羅斯或其他代表俄羅斯行為所控制或擁有的實體；（e）在頓內次克和

盧甘斯克（Donetsk and Luhansk）的分離地區與以下產業進行交易或提供金融服務，包

括：運輸、電信、能源，以及石油、天然氣和礦產資源的探勘和生產；（f）參與或促進

任何涉及加密貨幣的交易，以規避上述（a）至（e）中的任何禁令。

新加坡貿工部 2 月 28 日表示，由於俄烏危機持續嚴峻，新加坡面臨的經濟下行風

險正「顯著增加」，經濟影響將取決於衝突如何開展、全球局勢的反應，以及對全球經濟

的影響，顯而易見的是，通膨壓力將在短期內進一步上升，尤其是石油相關商品的價格

上漲。

根據貿易統計，新加坡與俄羅斯的貿易量並不高，2020 年雙邊貿易總額僅 19 億美

元，新加坡對俄羅斯出口 5.5 億美元，僅占新加坡總出口的 0.1%；新加坡自俄羅斯進口

13.8 億美元，僅占新加坡總進口的 0.4%。鑒於兩國貿易量有限，新加坡對俄羅斯實施的

制裁可能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

【由李明勳綜合報導，綜合取材自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22 年 2 月 25 日；

Today Online，2022年 3月 2日；Reuters，2022 年 3月 5日；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Singapore，Press Release，2022年 2月 28 日、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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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斜線累積 Diagonal Cumulation

為雙邊累積的進一步延伸。通常雙邊累積是指在同一自由貿易協定(FTA)下會員間

的累積方式，而斜線累積通常適用於兩個自由貿易區域之間。例如，A 國分別與 B 國與

C 國簽署 FTA，斜線累積是指 A 國自 B 國進口原產地為 B 國之原物料或中間財，經加

工製成最後成品後，再出口至 C 國，則原產地為 B 國的原物料，可以視為 A 國與 C 國

FTA 區域下之原產物料。 斜線累積在歐盟與其他國家 FTA 間較為常見，但在其他區域

貿易協定並不普遍。例如美國與中美洲六國所簽署的美國與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

(CAFTA-DR)中，仍是以雙邊累積方式為主，成衣免稅的條件必須使用區域內紗布或纖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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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The Right to Food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Rules on Agriculture

網址： https://brill.com/view/title/34816?language=en

摘要：
In The Right to Food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Rules on Agriculture:

Conflicting, Compatible, or Complementary?, Rhonda Ferguson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right to food and agricultural trade rules. She

questions whether States can adhere to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both regimes

simultaneously. These two regimes are frequently portrayed to be in tension with one

another. The content and contours of the right to food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WTO rules on domestic supports, export subsidies, and market access are

considered through the lens of norm conflict theories. The analysis is situat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debate surround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期刊介紹

篇名：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出處：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21000138

作者： Leonardo Baccini, Mattia Guidi,,Arlo Poletti and Aydin B. Yildirim

摘要： Previous studies have paid only limited attention to how variations in domestic

institutions across countries affect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opening up to trade.

We argue that the presence of coordinated wage-bargaining institutions, which

impose a ceiling on wage increases, and state-subsidized vocational training, which

creates a large supply of highly skilled workers, generate labor market frictions.

Upward wage rigidity, in particular, helps smaller firms weather the rising

competition and increasing labor costs triggered by trade liberalization. We find

that wages and employment in liberalized industries increase differentially across

both types of labor markets. Finally, we provide suggestive evidence that trade

liberalization triggers a differential demand for redistribution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cross different labor markets, which is in line with our firm-leve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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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TPP 系列課程：政府

控制企業、指定獨佔企

業、發展、中小企業、透

明、及法規調和

李淳

1.第 17章：政府控制事業及獨占事業

2.第 23章：發展

3.第 24章：中小企業

4.第 25章：法規調和及透明（軟法）

5.第 26章：法規調和及透明（修正硬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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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經院 逕自洽詢 3/17
中華財經趨勢研討會--「當前房價及物價問題與對

策」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90809

現代基金會 逕自洽詢 3/22 「全球升息浪潮下的風險」論壇
https://www.tri.org.tw/action/events.php#

143

中研院歐美所 逕自洽詢 3/22-23
「2017-2021 年川普政府美中台關係及其影響」研

討會

https://www.ea.sinica.edu.tw/SeminarList.a

spx?t=2

經濟部貿易局 逕自洽詢 3/29 「2022 年當前國際經貿新情勢」說明會(高雄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605

中研院歐美所 逕自洽詢 5/4-6 「歐盟對外關係」學術研討會
https://www.ea.sinica.edu.tw/SeminarList.a

spx?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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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貿相關活動

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外貿協會 3/16 3/23
2022清真產業諮詢服務列⾞⼀對⼀客製諮詢(高雄

免費諮詢)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Halal

KH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3/24 專家示範 南部非洲市場這樣做(台北免費講座)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SAfrica032

4/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3/25 日本市場商機暨精準品牌行銷研討會(桃園免費講座)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

1110325

經濟部投資事業處 3/18 3/29 2022 巴拉圭投資及市場商機說明會 https://tinyurl.com/bdz4u83k

外貿協會 3/31 5/31
2022 年波蘭國際工具機展暨展後延伸斯洛伐克貿易

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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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M2022

外貿協會 3/11 6/8 2022 年波蘭臺灣科技日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TWTechDayinPL

外貿協會 4/30 10/15-19 2022 年巴黎國際食品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SIAL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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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2 年 3 月 12 日～2022 年 4 月 11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3/15-16 二～三  Structured Discussions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JI

3/15-17 二～四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3/18 五  Working Party on Domestic Regulation Formal Meeting

3/21 ⼀
 Global Supply Chains Forum Easing supply chain bottleneck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3/22 二
 Trade facilitative approaches to pesticide MRLs, including substances not

approved for use in an import market

3/22，24 二，四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United Arab Emirates

3/23 三  Committee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3/23-25 三～五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3/25 五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3/28 ⼀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3/28-29 ⼀～⼆  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3/28-4/1 ⼀～五  WTO Training course on trade and gender #1

3/30-31 三～四  Committee on Market Access

3/30，

4/1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Pakistan

4/4-5 ⼀～⼆  Committee on Trade Facilitation

4/6 三
 Committee of Participants on the Expansion of Trad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4/7 四  Committee on Rules of Origin

4/8 五  Committee on Import Licensing

4/11 ⼀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Timor Leste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3/7-15 ⼀～⼆  WB: Fragility Forum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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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3/18 五  IMF: Fragility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Towards a New Strategy

3/22 二  WB: Data from Secondary Markets: Insights and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3/30 三  WB: What"s Next After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4/5 二
 OECD: NAEC seminar : New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In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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