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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疫之中⼤家好好照顧⾃⼰，就少點出⾨，和我們⼀起學習經貿知識吧～5/31「2022 年

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研討會」臺美經貿合作之機會與挑戰，我們線上見喔！

https://www.accupass.com/go/WTO2022
https://www.accupass.com/go/WTO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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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報

國際經貿規範動態分析 2022 年 3 月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顏慧欣 副執行長、江文基 助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中心 吳安琪 輔佐研究員

一、國際組織呼籲各國就補貼問題展開合作

二、美國或最快於 5 月啟動印太經濟架構

三、俄烏戰爭衝擊東協國家經濟成長

一、國際組織呼籲各國就補貼問題展開合作

發展動態

今（2022）年 4 月 22 日 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銀行及 OECD 四個國際組織共同發布《補貼、貿易及國際合作》（Subsidies,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研究報告，主張應提升國際合作，以增進國際對補

貼及補貼影響之資訊蒐集與分析，進而強化補貼規範及減少因使用補貼而生的貿易磨擦。

透過廣泛的國際合作，有助於提升全球貿易之透明度、開放性及可預測性。（詳全文）

重點評析

這次四個國際機構共同發表報告之重點，主要指出目前對於各國補貼措施資訊掌握

不足，對於補貼措施帶來經濟效果分析也不完整，又相對於農業補貼，各國對個別工業

與服務業之產業補貼措施透明化程度低等問題，因此未來這四個國際機構，將各自發揮

所長領域與功能，提升彼此在補貼議題之合作。具體而言，IMF 有財政專業，且透過其

對會員的技術協助、政策建議與監督，有利於掌握與降低個別會員利用財稅措施或財政

支出，所形成之補貼問題。OECD 持續追蹤與研析各國政府在農業、漁業、石化燃料等

領域實施的政府補助措施，也能提供國際間所謂「最佳實踐」的補貼改革作法，可促進

國際、國內政府之對話，也有助於政府控制企業（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或競爭

政策等議題凝聚新的規則共識。世界銀行協助會員評估與研擬符合個別國家發展政策之

策略，因此在達成國家永續經濟發展之目標下，可針對補貼、SOE 及貿易相關之產業政

策提出建言。至於 WTO 除了是建構了現行補貼規範、就補貼爭議提供訴訟解決、以及

修訂補貼規則之談判協商平台外，WTO 也扮演了補貼通知的資訊蒐集功能，透過各委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0594&nid=499


4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72期（202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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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會對話增進交流、透過貿易政策檢討機制檢視各國產業與補貼政策。在這份報告發布

後，應可期待這四個機構後續將有提升彼此補貼資訊即時交換之具體作為。

更重要的，此報告也揭示出，這些國際機構認為應優先強化的國際補貼規則，其中

涉及產能過剩的補貼議題則是其一重點。回顧 2020 年初美歐日三方曾共同提出的工業

補貼聲明，就建議了應增列 4 種禁止性補貼類型，包括：政府對企業的無限擔保；政府

對沒有可靠重組計畫的破產企業提供補貼；產能過剩產業中，政府針對無法從獨立商業

管道取得長期融資或投資的企業給予補助；以及政府直接豁免企業之特定債務，這些政

府補助措施實際上都導致受補助的企業繼續從事不存在市場實際需求的生產行為，因此

當其國內市場無法消化這些過多產品時，只能大量外銷國際市場，進而嚴重扭曲國際市

場價格，而西方國家認為中國政府在鋼鐵、太陽能等產品就有大量的前述補助作法，因

而發生全球產能過剩的問題。其次，前述問題又衍生出實際上受補助的企業，又多是所

謂的國有/國營企業，也就是「政府控制事業」（SOE）之類型。

從此份報告觀察，產能過剩與 SOE 的補貼措施，已是美歐為首的市場經濟國家擬

優先處理的議題，特別是美歐日三方聲明的後續發展，擬應持續關注。美歐日三方聲明

係於川普政府與歐日共同推動，拜登政府至今雖然對此文件尚無任何表態，惟美國 USTR

戴琪去年與歐盟協商且解決了 232 條款鋼鐵稅、WTO 大型航空器補貼紛爭之共同聲明，

均提到美歐將研擬規則來因應非市場導向之貿易行為與產能過剩問題。按此一角度觀察，

即便拜登政府形式上不直接接收川普時期訂出的美歐日三方聲明內容，但相關規則被大

幅參考的機會很高。其次，就新規則的形成方式，在考量增加參與新規則的國家數目下，

預期可能朝向先區分出「軟法」與「具拘束力」兩種規範性質，如 OECD 競爭中立建議、

OECD 國有企業公司治理指引、OECD 出口信貸協議等，都是發展補貼新規則的可能元

素來源，也是建議我國可維持關注與研析的範疇。（顏慧欣）

二、美國或最快於 5 月啟動印太經濟架構

發展動態

美國為了儘快啟動印太經濟架構，目前正積極與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紐西蘭、

韓國等國家政府商量相關事項。繼今（2022）年 3 月美國貿易副代表比安奇（Sarah Bianchi）

出訪澳洲，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亦於 4 月 4 日至 6 日於新加坡拜會新加

坡總理等相關各界人士，重申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承諾以及印太經濟架構涵蓋的主要議題，

並確保這些議題會反映拜登政府以勞工為核心（worker-centered）的貿易政策。同時，戴

琪還強調美國希望與印太夥伴合作建立一個具有雄心的架構，以提高美國、新加坡與整

個地區的韌性、包容性、可持續性以及勞工與企業主的利益。此外，根據《日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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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美國稍早已經向日本政府提交一份文件草案，除了稱其目標是為邀請東協成員國

加入印太經濟架構外，還稱為了確保國際供應鏈正常運轉，美國將加強其國內製造，保

障產品供應與就業機會，並希望透過印太經濟架構重建以日本等友好國家為中心的供應

鏈來降低經濟安全風險。（詳全文）

重點評析

拜登總統於 2021 年 1 月就任後，僅管立即於 3 月提出《國家安全戰略暫行指南》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強調印太地區的重要性，也先後派出國防

部長奧斯汀（2021 年 7 月）、副總統賀錦麗（8 月）、國務卿布林肯（9 月）出訪東南亞

國家，展現美國對該地區的重視與承諾，但東南亞與印太各國仍認為拜登政府缺少一套

具體的印太經濟戰略，難以彌補美國退出 TPP 後在此區域所失去的存在感。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與其他 14 個印太國家所簽署的超大型自由貿易協定《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已在 2022 年正

式生效，中國大陸更於 2021 年 9 月正式提出加入 CPTPP 的申請案。美中雙方一退一進

的對比之下，使得美國外交與學術界擔心中國大陸將取得對印太地區的經濟主導權，而

美國將被邊緣化。

基於上述種種，拜登政府在 2021年10月提出「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該架構將不涉及傳統自由貿易協定中最重要的關稅減讓，而是針對

各項經濟領域與各國進行談判，也不採取傳統的「單一認諾」制度，而是由參與國自由

選擇參加哪些領域。拜登政府初步規劃的談判議題包括以下「四大支柱」：首先是貿易支

柱下的勞動與環境與氣候、數位經濟、農業、透明度和良好監管、競爭、海關和貿易便

捷化；其次是供應鏈韌性支柱；第三是數位和新興技術、基礎設施、清潔能源與脫碳支

柱；最後是稅務與反腐支柱。

由於印太經濟架構採取不同議題下各自談判的模式，而東協各國發展程度不一，因

此勢必會有不同的選擇。例如，針對貿易支柱下的數位經濟議題，積極發展數位貿易的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則最有可能加入，菲律賓與泰國可能有所遲疑，而對於數據流動採取

較為限制與保護措施的越南與印尼將最不可能加入。1 此外，稅務與反腐支柱較難得到

東協多數國家的認同。而供應鏈韌性支柱下可能包含的出口管制與敏感的去中議題，也

使得與中國具有密切經貿關係的東協國家感到顧慮。2 目前拜登政府尚未正式公布印太

經濟架構將包含哪些國家，但相關消息指出，美國初步鎖定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

1 https://www.csis.org/analysis/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and-digital-trade-southeast-asia
2 https://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47057-2021-12-21-05-00-00.html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0132&nid=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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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印尼、越南、馬來西亞作為主要的合作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東協八國領袖（越南、泰國、寮國、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汶

萊、新加坡）將於 2022 年 5 月 12 至 13 日訪問華府並與美國總統拜登共同召開「美國

—東協特別高峰會」（The U.S.-ASEAN Special Summit），另美國總統拜登也將於 5 月 20

日至 24 日出訪日本與韓國，並參與美日印澳四方論壇領袖峰會（Quad Leaders’Summit），

屆時，印太經濟架構的成員、規則與內涵應該會更加清晰。（吳安琪）

三、俄烏戰爭衝擊東協國家經濟成長

發展動態

日本經濟研究院（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和日經亞洲評論在 3 月 4 日

至 24 日之間，對 34 名經濟學家及分析員進行其季度性的問卷調查。其調查指出，東協

國內生產總值（GDP）前五大國，即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及泰國，其 2022

年整體經濟成長率之預測從 5.1%下修至 4.9%。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是五國之中唯二經濟

成長率受調升的國家，印尼保持不變，而泰國及菲律賓則受調降。（詳全文）

重點評析

2020 年全球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經濟陷入低潮，但 2021 年開始由於疫苗普及、

疫情逐漸趨緩，以及較低的基期，全球經濟明顯成長。今（2022）年年初在烏俄戰爭尚

未發生之前，各大機構皆預測全球經濟仍會持續復甦，但成長力道會漸漸趨緩，爰相較

於 2021 年全球平均成長率 5.9%，今年度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大概多在 4 至 5%間（如世

界銀行的 4.1%，HIS Markit 的 4.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 4.4%，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

4.5%）。今年 2 月爆發烏俄衝突後，為全球經濟前景帶來極大不確定性，各機構紛紛下

修經濟成長預測值，東協經濟也難逃烏俄戰爭影響範圍。

以經貿層面而言，2020 年東協與俄羅斯之間貿易總額僅 140.68 億美元（2020 年東

協對美、中（含港）、日等國淨出口額分別為 2,122 億、3,147 億、1,022 億美元），其中

東協出口至俄羅斯金額為 59.74 億美元，主要產品為電子設備及其零件、棕櫚油、機械、

塑橡膠、紡織品、車輛及其零件等；自進俄羅斯進口 80.94 億美元，進口以能礦產品為

大宗，其他如鋼鐵、肥料、小麥等對俄羅斯也有較高的進口需求。另一方面，東協與烏

克蘭之間貿易量更小，2020 年進口額只有 4 億美元，進口以小麥最大宗，其他產品如葵

花油、鋼鐵等產品也有超過 1 億美進口規模；東協出口烏國金額為 7.65 億美元，主要是

棕櫚油、橡膠等產品。由雙邊貿易觀察，由於俄羅斯與東協之間的貿易連結性不大，烏

俄戰爭發生透過雙邊經貿關係對東協整體經濟會產生影響有限，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0134&nid=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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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即便東協與烏俄之間經貿連結程度不高，戰爭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可能會間接

衝擊東協國家。亦即是，全球受到烏俄戰爭影響，不僅糧食價格上漲，能源、鋼鐵、鋁、

鎳及稀有氣體（如氖氣、氪氣、氙氣）等重要工業原物料受戰爭影響供應短缺，而東協

又是全球工業包括積體電路、汽油、手機、電子產品、機械、汽車、塑橡膠與紡織重要

生產基地與出口國，原物料成本上升將進一步使下游製造業成品價格增加，產生由原物

料價格上漲所導致的停滯性通貨膨脹，此一停滯性通膨現象未來是否會成為常態，備受

全球國家與產業關注。在通膨壓力持續升高情勢下，對全球消費成長將有負面影響，而

消費力道下滑進一步使投資信心受挫，此對正從新冠肺炎疫情復甦的東協國家而言，烏

俄戰爭的爆發無疑是影響其今年經濟表現的重要因素。

臺灣方面，與東協國家類似，與烏俄之間除了極少數產品彼此經貿往來並不熱絡，

透過雙邊經貿關係對我國衝擊有限。然而，烏俄戰爭所引發的全球性通膨，對於與全球

經濟連動性高的我國而言影響不可小覷。短期而言，全球通膨壓力無可避免，但中長期

隨著農工原物料缺口可能逐漸填補（取決於全球石油、肥料與糧食主要生產國之增產態

度），加上需求與庫存動態調整，以及現階段美國聯準會以控制通膨為目標的降息措施

推動下，供給面導致的通膨壓力應會隨時間逐漸縮小。臺灣因應策略上，維持國內物價

穩定為現階段國內政策優先要務，相關措施包含：穩定油價與電價、減免相關原物料之

稅負（如企業稅及關稅）、協助業者進行採購來源多元化（包括小麥、能源、相關工業原

料）等。推動這些措施有其必要性，同時也須密切檢視戰爭發展與市場動態，滾動調整

措施推動之內涵與力道，以利在烏俄戰爭不確定性影響下，能夠維繫國內整體經濟穩健

成長。（江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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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柬埔寨、印尼、泰國將於 2022 年底舉辦東協、G20 與 APEC 峰會

柬埔寨、印尼和泰國將於 2022 年 11 月舉辦領袖峰會，包括：11 月 11 至 13 日由柬

埔寨主辦東協高峰會（ASEAN Summit Meeting）與系列峰會；11 月 15 至 16 日由印尼

主辦二十國集團（G20）峰會；11 月 18 至 19 日由泰國主辦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經濟領袖會議。對此，柬、印、泰三國外交部於 5

月 4 日發布聯合聲明，針對這些峰會進行整合說明，認為這些峰會進程有其共同點，將

為所有參與國/經濟體提供獨特機會，以推進和平、繁榮以及永續性和包容性成長的全球

與區域議程。三國強調將與所有合作夥伴和利益相關者合作，持續強化東協在區域和平

與穩定上的中心性、可信度和相關性。

東協高峰會方面，主題為「東協行動：共同應對挑戰」（ASEAN A.C.T.: Addressing

Challenges Together），致力於應對所面臨的共同挑戰，以強烈的團結意識維持東協共同

體建構的活力。在全球不確定情勢下，柬埔寨決心強化東協韌性及在區域架構中的核心

作用，同時加速疫後復甦，促進東協在第四次工業革命脈絡下對於長期與包容性成長的

整合與競爭力，強化人民在優先議程上的健康安全與社會保障。

G20 方面，主題為「共同復甦、強勁復甦」（Recover Together, Recover Stronger），

旨在促進所有人強勁且具包容性的未來，印尼將確保 G20 不僅與成員國相關，而且與整

個世界尤其是開發中國家相關。本屆峰會將聚焦三個優先領域：強化全球衛生架構、數

位轉型、能源轉型，讓 G20 能成為強勁且具包容性的全球復甦之催化劑。

APEC 方面，主題為「開放、連結、平衡」（Open. Connect. Balance.），反映成員經

濟體的共同目標和承諾，以應對新冠疫情對全球造成的巨大挑戰。為推進建立一個開放、

活力、韌性的亞太共同體願景，泰國呼籲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進行新的對話，倡議安全無縫的旅遊復甦，並透過「生物－循環－綠色

經濟」（Bio-Circular-Green Economy, BCG）模式促進包容性與永續性。BCG 模式被泰國

視為促進全球疫後復甦的關鍵要素。

日媒 NHK 報導，該聯合聲明表態邀請俄羅斯參與會議，鑑於國際間對俄羅斯參與

會議的立場分歧，盼各方能進行建設性討論，以遏阻向主辦國施壓的情形。俄羅斯為 G20

與 APEC 成員，也是東協的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外界甚為關注俄烏情勢升溫之

際這些重要國際峰會是否仍會邀請俄羅斯參與。美國已公開反對俄羅斯總統普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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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dimir Putin）參與 G20 峰會，對於印尼仍邀請俄羅斯參與的舉動感到失望，美國另

提議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也須在應邀之列。由此可見，短期內關

於俄烏衝突的邀請事宜仍將持續占據國際政治的版面。

【由李明勳綜合報導，綜合取材自 The Phnom Penh Post，2022 年 5 月 4 日；NHK，

2022年 5月 4日；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ailand，2022年 5月 4日】

▲美歐 TTC 第二次會議的可能成果

美國歐盟貿易與科技理事會（U.S.-European Union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美

歐 TTC）將於今（2022）年 5 月 15 日至 16 日在法國巴黎郊外舉行第 2 次雙邊會議。此

雙邊交流機制共計設有 10 個工作小組，因此產業界和官員代表預期本次會議成果將聚

焦於當前美國和歐盟雙方皆有共識的議題上。一份在 5 月 6 日外洩予美國媒體的聯合聲

明草稿指出，雙方將針對人工智慧研究、技術標準制訂、半導體和關鍵礦藏的供應鏈韌

性，以及不實資訊（disinformation）等方面進一步加強合作。

美歐 TTC 為拜登（Joe Biden）和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於去（2021）年

6 月 15 日美歐高峰會後共同宣佈成立的雙邊合作論壇，雙方於 9 月在美國匹茲堡舉行

首次會議。在會後的匹茲堡聲明中，雙方宣布建立 10 個工作小組，涵蓋技術標準、氣

候與潔淨科技、安全供應鏈、資通訊安全及競爭力、資料治理及科技平台、威脅安全與

人權的科技誤用、出口管制、投資審查、促進中小企業數位轉型，以及全球貿易挑戰等

議題。

由於 TTC 合作主題範圍甚廣，包括貿易、經濟和科技等面向，從雙方官員的會前受

訪發言來看，供應鏈安全為 TTC 的首要之務。同為與會代表的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

（Gina Raimondo）與歐盟執委會執行副主席維斯塔哲（Margrethe Vestager）各自在今年

4 月底受訪時指出半導體供應鏈的韌性將是會議重點。美國國務院主管經濟事務的國務

次卿費南德茲（Jose Fernandez）則在今年 5 月 4 日於美國商會主辦的活動指出，美歐

TTC 將於半導體和關鍵礦藏供應鏈、技術標準和不實資訊等關鍵領域進一步合作。

根據「美國貿易內情」（Inside U.S. Trade）新聞網在 5 月 6 日提前取得的聯合聲明

草稿，美歐雙方預計在 TTC 會後宣布建立「早期預警機制」做為監測半導體供應鏈與共

享晶片製造商補貼資訊的系統。根據該聯合聲明草稿，雙方將承諾共享各自補貼計畫的

相關資訊，包括補貼目的、形式、金額以及盡可能共享補貼接收人的姓名等。

除了半導體之外，在該聯合聲明草稿中還包括由安全供應鏈工作小組訂立的一項工

作計畫，旨在確保潔淨能源、關鍵礦藏以及醫藥品等產品的供應來源多樣化。該工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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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重點將聚焦在利用政策干預以降低供應鏈脆弱度，相關措施可能包括鼓勵企業以更

負責任的方式開採關鍵礦藏，以及結合公共和私人投資以提升如鋰、鎳、鈷等稀有金屬

的加工能力。

聯合聲明草稿還包含其他的新合作機制。首先雙方擬共同進行一項人工智慧影響勞

動力的研究計畫，美國將專注於聘僱服務的案例，而歐盟主導的部分則會聚焦物流與倉

儲業；奠基於雙方共同價值，彼此預計將建立「歐美戰略性標準化資訊」機制，促進新

技術標準之發展以回應第三方行為者的標準制訂活動對雙方戰略利益與價值形成之挑

戰；另外，雙方還擬設立工作分組，用於處理涉及資助第三國建設資通訊基礎設施的相

關工作事項，其中包括促進第三國使用可信與低風險的供應商；此外，受到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影響，雙方預計安排一項「對網路挑戰的危機回應規程」（crisis response protocol

to online challenges），經由此規程進一步共同設立一處常設的危機處理機構以解決不實

資訊帶來的危機。

【由黃禾田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2年 5 月 4日、6日】

各國消息剪影

▲美國太陽能產業動盪，商務部長允諾加速調查行動

美國商務部正針對太陽能產業進行貿易調查，因調查所衍生之不確定性，引起部分

能源業者反彈，並讓可以取代化石燃料的再生能源設施建置進度大為落後，此等事態也

引起國會關切，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允諾將儘速推進調查。

美國太陽能板製造商 Auxin Solar 向美國商務部提出請願書，指出中國大陸太陽能

設備相關業者在美國銷售的產品未有公平合理定價，且這些業者將部份產能轉移至鄰近

的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和柬埔寨等國，試圖規避美國對中國大陸太陽能電池課徵的反

傾銷稅與反補貼稅，美國清潔能源協會（American Clean Power Association）數據顯示，

今（2022）年在美國安裝的太陽能板中，估計有近 8 成產品來自前述四個東協國家。美

國商務部已接受本項調查，最遲將在今年 8 月 30 日前發布此案調查結果。

在美國產業意見方面，多數美國太陽能業者敦促政府加速完成報告；美國清潔能源

協會則持不同立場，認為啟動調查的不確定性已對美國太陽能產業造成負面影響，許多

再生能源開發計畫可能因此面臨成本上升更甚中止開發計畫，將影響近 4 萬民美國本國

勞工的生計及 300 億美元的投資，協會首席執行長齊可（Heather Zichal）即直言商務部

的調查行動是場災難，為美國氣候目標創造更多變數。另外，住宅太陽能業者 Sunrun 執

行長鮑威爾（Mary Powell）同樣表示，這項調查與拜登政府在清潔能源的雄心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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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能源公用事業公司尼索斯（NiSource）表示，美國商務部太陽能進口調查所產

生的變數，讓可取代化石燃料的再生能源設施建置進度落後，在今年 5 月 4 日決定延後

美國印第安納州燃煤廠的關閉時間，自原定計畫的 2023 年延後至 2025 年。尼索斯資深

副總裁安德森（Shawn Anderson）指出公司目前尚有 10 餘個太陽能開發計畫，原預計在

今明 2 年完工的太陽能和儲能電廠，皆將推遲 6 至 18 個月。

由美國民主黨參議員羅森（Jacky Rosen）為首的 22 名參議員於 5 月初致信拜登政

府，希望政府儘速推進貿易調查，信中表明這項調查的進行對美國太陽能產業造成巨大

破壞。雷蒙多在 5 月 7 日接受訪問時重申美國商務部會儘快採取行動，加速推進解決此

項擾亂國內太陽能產業的緊急問題。

【由張聖杰綜合報導，取材自 Reuters，2022 年 5月 6日；BNN Bloomberg，2022年 5

月 6日；Bloomberg Law，2022年 5月 7日】

▲美國商務部啟動國家人工智慧諮詢委員會

今（2022）年 5 月 4 日，美國國家人工智慧諮詢委員會（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dvisory Committee，NAIAC）召開成立大會，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

在開幕致詞中表示，NAIAC 將協助拜登政府在「美國-歐盟貿易與科技委員會」（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TTC）與「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方面的工作，其提供的資訊及建議可為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制定有助於「美國-歐盟貿易與科技委員會」的技術

標準，以及為政府推動「印太經濟架構」的發展發揮關鍵作用。而商務部副部長葛雷夫

（Don Graves）則在致詞中強調，希望 NAIAC 的建議能幫助國家制定負責任與具包容

性的 AI 標準，從而促進經濟的公平發展。

NAIAC 是由《2020 年國家人工智慧倡議法案》（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itiative Act）授權成立，並由學術界、產業界、非營利組織與民間團體以及聯邦實驗室

等各個領域的 AI 專家所組成的委員會。其任務旨在向美國總統和其他聯邦機關提供與

AI 議題有關的建議，具體包括：美國在 AI 方面的競爭力現狀、AI 倡議法案的實施情

況、AI 倡議法案的資源以及資金運用情況、圍繞 AI 的科學問題、與 AI 勞動力相關的

問題、是否滿足國家 AI 研發戰略規劃的需要、是否滿足解決社會問題的需要、國際合

作機會、法律相關問題，以及 AI 如何增加不同地區的機會等。

2021 年 9 月，美國與歐盟合作啟動「美國-歐盟貿易與科技委員會」以加強半導體

供應鏈的跨大西洋合作，並提出「印太經濟架構」以致力於與印太地區國家深化貿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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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共同推動印太地區的繁榮。其中，「美國-歐盟貿易與科技委員會」的 10 個工作組，

包括技術標準合作、數據治理，以及威脅安全和人權的技術濫用等，都可能受到 AI 的

影響；而「印太經濟架構」的四大支柱議題，包括公平及具韌性貿易、具韌性供應鏈、

清潔能源、減碳和基礎設施，以及稅收和反貪腐，也都可能涉及到 AI 議題。因此 AI 技

術標準的制定尤為重要，而 NAIAC 亦將在其中肩負重大任務及使命。

最後，美國將聯合其他國家根據美國的價值觀而展開技術標準制定的合作，以遏制

「中國標準」的全球影響力，並鞏固美國在新興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與競爭力。

【由黃哲融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2年 05 月 06日；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2022年 05月 04日】

▲印度糧食安全遭受烏俄戰爭衝擊，糧食擴大外銷計畫面臨不確定性

今（2022）年 4 月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與美國總統拜登的會談中表示，

印度的糧食除了供給全國 14 億人口無虞外，只要世界貿易組織（WTO）許可，印度也

已準備好外銷糧食至世界各地，特別是受到烏俄戰爭嚴重衝擊的國家，以補足糧食供應

鏈缺口。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米及小麥生產國，截至 4 月產量約達 7,400 萬噸，印度設定

2,100 萬噸作為戰備存糧以及公共配給制度（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 PDS）的配額，

約可提供 7 億民眾價格低廉的糧食。

印度也是世界上供應米與小麥價格最便宜的國家之一，米與小麥的外銷範圍遍及世

界超過三分之一的國家，隨著國際市場需求不斷增加，印度的農業出口也在去年達到五

百億美元大關。印度智庫國際經濟關係研究院（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CRIER）的農業部門教授古拉蒂（Ashok Gulati）表示，印度米的外

銷產量可來到一年 2,200 萬噸，小麥為 1,600 萬噸，倘 WTO 開放政府庫存外銷，將有助

於舒緩全球食物通膨的壓力。

然而，印度自身亦遭逢烏俄戰爭所帶來的嚴重衝擊，食物通膨加劇之餘，肥料短缺

也讓小麥產量不如預期。三月份印度的零售通膨率（retail inflation）上升 7%，為迄今一

年半以來的新高，其中小麥的通膨率跟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7%，糖上升 3.9%，扁豆與

馬鈴薯上升 14.2%，芥子油上升 13.8%，棕櫚油上升 20.2%。

印度國內糧食安全的嚴峻狀況可能迫使政府暫緩糧食擴大外銷的計畫。根據印度爭

取食物權運動組織（Right to Food Campaign, RTF）於 2 月份公布的飢餓觀測（Hunger

Watch）報告中指出，在總問卷數 6,500 筆的調查中，超過三分之二的家庭反映無法負擔

瓦斯費，且時常面臨少餐的情況，近二分之一的家庭則反映食物嚴重不足。印度信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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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CRISIL）首席經濟學家約希（Dharmakirti Joshi）擔憂，烏俄戰爭仍在持續，糧食通

膨中尤其是穀類價格的通膨很有可能會接連影響到更多大宗物資如麵包、肉品、牛奶餅

乾等，印度六成的人口仰賴國家配發的補給物資。政府未來除了要編列更多預算在糧食

補貼上，一般家庭在未來可能也將面臨更為高昂的糧食價格。

【由蘇君哲綜合報導，Al Jazeera，2022年 5 月 2日；BBC，2022年 4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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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優惠性市場進入 Preferential Market Access

指給予一貿易夥伴較其他最惠國待遇更優惠之市場進入條件。優惠性市場進入可以

互惠或相對方式為之，例如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亦可以非互惠或單方方式為之，例

如《加勒比海盆地方案》 (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洛梅公約》(Lome Convention)及

其他類似的 GSP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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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越南 ICT 產業發展概況及潛在商機分享

網址： https://www.cier.edu.tw/publish/projects/detail/4071

摘要：
【詳細內容請至本院圖書室參閱】

期刊介紹

篇名：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and health: evidence from East Asia

出處： https://doi.org/10.1017/S1474745621000537

作者： Jaehyun Jung, Anna Choi and Semee Yoon

摘要： Outdoor air pollution continues to be a challenging health issue, even as countries

experience economic growth. By exploiting a unique transboundary setting in East

Asia, we study the impact of an increase in particulate matter (PM) concentrations

on fetal deaths. Due to the westerlies in the mid-latitudes, residents in South Korea

at times experience intermittent exposure to high levels of air pollution. Using such

atmospheric setting, we estimate a reduced-form impact of high PM events on fetal

deaths, which captures in utero exposure to pollution. Controlling for local weather

and pollution trends,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high PM events in Beijing lea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daily fetal mortality rates in Korea, by approximately

7.4 per cent. This research finding provides lower-bound estimates of not only

negative spillovers manifested in fetal health but also the impact of pollution on

the health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calls for a need to tackl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vi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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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我國在非洲市場之潛

在商機-以南非為例
李宜靜

1.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協定（AfCFTA）

2.ITC 出口潛能資料庫

3.探索我國在南非之潛在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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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服務業聯盟、

中經院東協中心
逕自洽詢 5/17-5/18

東南亞與臺灣數位經濟之最新發展：貿易政策、商業

機遇及區域貿易協定之影響 - 線上研討會
https://www.twcsi.org.tw/OnlineRe.aspx

中經院WTO中心 5/30 5/31
「2022 年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研討會」

臺美經貿合作之機會與挑戰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4210

842025770806270

中經院東協中心 逕自洽詢 6/1 「瑞⼠直接⺠主對 FTA 政策的影響」專題演講 https://tinyurl.com/2p9ez283

中經院WTO中心 6/10 7/27-29 2022 第十九屆WTO&RTA 青年研習營 https://tinyurl.com/3bmcx3su

https://www.twcsi.org.tw/OnlineRe.aspx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4210842025770806270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4210842025770806270
https://tinyurl.com/2p9ez283
https://tinyurl.com/3bmcx3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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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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2022 年線上南亞商機日 https://tinyurl.com/z7z36sv9

外貿協會 5/25 5/27 「選對平台搶佔國際數位商機秘訣」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205

27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6/16-18 2022 年台灣國際醫療暨健康照護展
https://www.medicaltaiwan.com.tw/zh-

tw/index.html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6/22-25
台北國際食品加工機械展&臺灣國際生技製藥設備

展

https://www.foodtech.com.tw/zh-

tw/index.html

外貿協會 6/1 8/3-5 2022年⾺來⻄亞臺灣形象展 ─ 清真主題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2HalalPavilioninMalay

外貿協會 5/20 8/3-9/2
2022年⾺來⻄亞、泰國臺灣形象展-健康產業形象

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ealthcare

2208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9/25-28 2022 年科隆五金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HF2022

外貿協會 5/23
9/30-

10/9
2022 年奈及利亞阿布加國際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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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uja2022

https://tinyurl.com/z7z36sv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2052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20527
https://www.medicaltaiwan.com.tw/zh-tw/index.html
https://www.medicaltaiwan.com.tw/zh-tw/index.html
https://www.foodtech.com.tw/zh-tw/index.html
https://www.foodtech.com.tw/zh-tw/index.htm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HalalPavilioninMala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HalalPavilioninMala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ealthcare2208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ealthcare2208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HF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HF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buja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buja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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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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10/2-11 2022 年美國電動車商機訪問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electriccar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1/23-25 2022 年「台灣國際智慧製造系統整合展」 https://www.tiim.com.tw/zh-tw/index.htm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lectricca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lectriccar
https://www.tiim.com.tw/zh-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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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2 年 5 月 14 日～2022 年 6 月 13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5/16 ⼀  The Fifth South South Dialogue on LDCs and Development

5/16 ⼀  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

5/17 二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

5/18，

5/20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Switzerland Liechtenstein

5/19 四  7th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the Union of the Comoros

5/20 五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Dedicated Session on Small Economies

5/30 ⼀  Sub Committee o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5/31 二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5/31 二  Results of the Aid for Trade 2020 2022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Exercice

5/31 二  Webinar on the 2022 Aid For Trad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exercise

5/31 二  TBT Transparency Working Group

6/1，6/3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New Zealand

6/12-15 日～三  TWELFTH SESSION OF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5/9-19 ⼀～四  APEC: Second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2) and related meetings

5/21-22 六～日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MRT)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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