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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你/妳暑假的活動還沒安排好嗎？來來來��第 19 屆 WTO 及 RTA 青年研習營�火熱招生

中！報名截至 6/10(五)止！把握機會喔～～

https://tinyurl.com/3bmcx3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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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實

「我國加入 WTO 20 週年意義及展望」研討會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同仁

我國於 2002 年加入 WTO 成為第 144 個會員，至 2022 年屆滿 20 週年，觀察入會

以來之經貿發展，整體而言，加入 WTO 對我國經貿發展具有正面成效並可維護我國經

貿利益，尤其是在制訂符合國際規範之經貿體制，包括相關法規的透明化、制度化與國

際化，且享有進入其他國家市場平等地位，同時亦可參與多邊貿易談判，與各會員共同

制定國際經貿規範，進一步提升我國在國際能見度。

今年度以「我國加入 WTO 20 週年」為主題，期能藉由參與之專家學者、產業代表

的深入探討與互動，讓各界瞭解臺灣加入 WTO 二十年的轉變，以及各國因應國際經貿

局勢的經驗，激發各界更多的討論和共識。

【貴賓致詞】經濟部 陳正祺政務次長

WTO 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經貿組織，我國歷經了 12 年的努力，終於在 2002 年 1

月 1 日成為 WTO 會員，這是臺灣參與國際組織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臺灣經濟轉型的關

鍵。今天有許多貴賓是當年參與談判的第一線成員，親歷入會談判的艱辛過程。他們的

分享一定會讓今天的研討會，不僅有知識的深度，也會有情感上的溫度。

加入 WTO，使我國在經貿體制上積極改革，為了符合 WTO 規範及入會承諾，我國

大幅開放市場，修改國內法規並取消貿易限制措施，包括行之有年的菸酒公賣制度，也

都在入會後走入歷史。不僅如此，我國在入會後，也持續修改相關制度，例如為了符合

WTO「地理標示」規定，經濟部與農委會共同合作，推動建立我國「產地標章」制度，

來保護我國優質在地農產品，提升農產品價值與形象，進而開拓國內外市場知名度與商

機，從第 1 個案子池上米開始，到現在已經有 133 件產地標章完成註冊，包括大家耳熟

能詳的日月潭紅茶、麻豆文旦等在地名產。

此外，加入 WTO 也為我國產業發展帶來相當程度的助力，舉例來說，我國在發展

資通訊產業的過程中，加入了資訊科技協定(ITA)，無論是進口國外半導體設備，或是出

口資通訊產品，都享有零關稅待遇，使我國與其他國家得以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發展半

導體產業。我國半導體設備，大約有 6 成以上是向國外採購，我國已經連續 12 年為全

球最大的半導體材料市場，因此吸引許多國際大廠來臺灣佈局，就近供應臺灣業者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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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逐漸在臺灣形成完整的半導體生態系聚落。

今天，臺灣與各國合作形成的半導體國際生態鏈，已是全球最有效率的生產模式。

臺灣透過 ITA 的助力，奠定了資通訊及半導體產業根留臺灣，並使我國成為全球半導體

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而全世界也因為 WTO 與 ITA 享受了科技進步，改善生活的成

果。WTO 對於台灣融入世界經貿體系，對全球作出貢獻，功不可沒。

然而，WTO 現有的貿易規則，是在 1995 年或更早之前所建立的，面對近年來新型

態的商業模式與新興貿易議題，WTO 還未能發展出一套相對應的新規範，因此許多會

員呼籲，WTO 應該有所改變，進行體制與運作上的革新。近年來區域經濟整合對多邊

貿易體系造成衝擊，地緣政治衝突與疫情影響下，凸顯出供應鏈的斷鏈問題，還有因氣

候變遷與烏俄戰爭，所引發的糧食安全及能源危機等，都是我們以及 WTO 會員要共同

面對的挑戰。希望我們的團隊在鄧政委及羅大使的帶領下，積極參與 WTO 各項議題的

討論，並提出具體的建言，對 WTO 有所貢獻，期盼 WTO 能持續發揮穩定全球貿易秩

序的力量。

另外，區域經貿協定是對 WTO 規範與自由化加碼、加速的國際經濟整合機制。臺

灣在加入 WTO 後仍持續調整經貿體制與法規，推動加入區域經貿協定，與時俱進，與

世界同步。經過各部會通力合作，我們盤點了因應 CPTPP 須修正的法規，已陸續完成

了 9 項法規修正，今年 4 月又完成了「著作權法」、「商標法」及「專利法」等 3 項法案

的修法工作，為我國加入 CPTPP，做了最好的準備。多數國人都支持臺灣積極融入國際

社會，這對於我國申請加入 CPTPP 有很大的幫助。相信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這次 也

能一一克服難關，邁向下一個經貿自由化的新篇章。

最後，預祝今天的研討會圓滿成功，也敬祝各位貴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

家！

【第一場次】我國加入 WTO 20 週年的回顧與觀察

（紀錄：羅絜研究助理、吳佩璇研究助理、蔡心遠輔佐研究員）

本研討會第一場次，特別邀請首任駐 WTO 常任代表顏慶章大使、前經濟部長何美

玥國策顧問、前農委會主委陳武雄博士，以及政治大學國貿系楊光華教授擔任主講人，

另邀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陳添枝名譽教授擔任主持人。四位主講人回顧我國加入 WTO

之際，在農業、工業等各領域談判所面臨之挑戰，並回應主持人提問，分享加入 WTO

20 年過程中我國之發展與所累積之談判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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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首任駐 WTO 常任代表 顏慶章大使

猶記 2004 年 2 月，中經院陳添枝前院長邀請我就「WTO 與國家發展」為主題進行

演講，除了回顧我國於 2001 年加入 WTO 外，應同時瞭解 WTO 於 1948 年成立之初的

背景。本人非常榮幸因長期投入此領域進行學術研究，以財政部長背景擔任我國首任駐

WTO 大使，在赴任前，美國商會（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AmCham）邀請

我以「臺灣加入 WTO 代表之意義」為主題進行演講，我認為 WTO 在我國加入後見證

了臺灣持續不斷開放的過程。

我國加入 WTO 主要影響有以下五點，且影響力延續至今：（1）全面享有最惠國待

遇與國民待遇；（2）平等參與國際規範制定與多邊貿易談判；（3）透過爭端解決機制，

有效處理相關貿易糾紛；（4）審查新會員入會，強化雙邊關係；（5）降低我國簽署自由

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或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

之不利因素與潛在衝擊。

本人駐任日內瓦期間，與鄧振中部長參與了許多 WTO 次級團體，即便我國與其他

會員不見得有邦交，但在很多議題上仍可透過積極參與，獲得其他會員的支持，也代表

我國扮演積極推動自由化會員的角色；此外，我們也把握如烏克蘭等新會員入會的機會，

透過談判過程，協助我國相關單位反映並解決相關問題。

主講人：前經濟部長 何美玥國策顧問

從 1992 年的入會談判開始，WTO 對我來說已經是 30 年而非 20 年了。當時我們看

到市場開放帶來經濟成長的好處，但社會上對工業或農業開放都充滿著恐懼，認為臺灣

一旦開放市場，將導致大量的國外產品進入臺灣市場，使得臺灣的產業發展受到嚴重影

響。回過頭來看，臺灣人均 GDP 從 1992 年的剛達 1 萬美元，至 2011 年國民所得才超

過 2 萬，經歷了 19 年的時間。談判過程中，許多人都認為臺灣會經濟停滯，進入中所

得陷阱，國民所得會停留在 1-2 萬之間而無法成長。但臺灣透過許多調整來因應，雖然

在調整期間難免影響了經濟成長表現，但調整過後，在 2011 至 2021 年的 10 年間，臺

灣國民所得超過 3 萬，於 2021 年達到 3 萬 3 千美元。

以工業產品為例，從入會前 1 年 2001 年到 2021 年，臺灣總出口從 1,241 億美元成

長到 4,358 億美元，約成長了 3 倍多，出口結構也有所改變，從原先出口最多的資通訊

與視聽產品，現在則變成電子零組件，出口比例由 17%成長至 39.2%。資通訊產品和電

子零組件都屬於 WTO 資訊科技協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ITA）下的項

目；而電子零組件屬於上游產業，因此產業結構的改變是往上游發展。臺灣出口國的結

構也有很大的改變，原先美國是臺灣最大出口國，但到了 2021 年，中國已成為臺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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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出口國。在 2001 年時，中國占我國出口比例很小，不到 5%，但現在大約是 28%左

右，如果加上香港，則超過 40%。

有很多產業，是我們當年認為絕對沒有問題的，例如我們認為臺灣的電子產品具有

競爭力，加入 ITA 會對臺灣更有幫助；如今我們的半導體產業總產值成長了 10 倍，而

不只是晶圓代工，IC 設計和封裝測試也都發展得很不錯。另一方面較擔心的是傳統產業，

如紡織業，很擔心國外進口會對臺灣紡織業造成負面影響，但 20 年來，紡織產品進口

只增加不到 3 億美元，而臺灣紡織產品出口仍維持相當能量。事實上，臺灣紡織業的改

變，主要是勞動力成本的問題，而非市場開放的結果。

還有一個花最大心力去談判的是汽車產業，當年汽車臺灣只對美國及西歐有開放，

但入會後，日本、韓國、東歐的汽車也會進入臺灣，很擔心臺灣汽車產業無法支撐，因

此，臺灣當時對汽車採取逐年、配額開放，花了 15 年的時間完成開放。就結果而言，我

國進口車輛增加，但國產車並未減少，在 2001 年時生產 27 萬輛，2021 年時則是生產了

26.5 萬輛，並出口 3 萬輛；不過，在市場開放後，國產車曾經出口達 15 萬輛，因此出

口多寡並非我國市場開放問題，而是和他國間競爭及進口國關稅的問題。值得慶幸的是，

臺灣的汽車零件業建立起來了。當時採取的策略之一，是在開放整車市場時設立全球配

額，只要有整車廠願意協助臺灣汽車零組件出口，就可分配配額，藉此帶動臺灣汽車零

組件業的發展，而如今汽車零組件出口已成長至 78 億美元。

因此，我認為加入 WTO 是非常好的結果，對工業產品來講是利大於弊，只要將開

放時的配套做好，再給予適當的轉換和開放時間，是可以降低開放時的衝擊。此法也可

作為臺灣未來加入 RTA、FTA 時的參考做法，目前工業產品已開放到一定程度，未來再

度開放的影響應該較小。

主講人：前農委會主委 陳武雄博士

1993 年農委會並無專責單位負責國際貿易事務，僅有一科負責農產貿易，由企劃處

負責，透過實務學習、累積談判經驗。當時主要談判使命有三項：（1）儘速完成談判，

早日加入 WTO；（2）農產品談判減讓水準介於日本和韓國之間；以及（3）力保關鍵性

產品，如稻米、牛乳、雞肉、豬肉、花生等社會政治敏感性較高的產品，避免減讓幅度

過大，以減少對產業造成的衝擊。

對於我國加入 WTO，農業有四大主要因應策略：（1）盡力爭取對我國較有利的談

判結果；（2）預先進行產業結構調整；（3）善用各種防衛措施；以及（4）推動產業轉型

升級。當時主要談判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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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產品適度關稅減讓：我國農產品平均名目關稅為 20.02%，加入 WTO 後，第

一年稅率降至 15.2%，其後分年調降至 12.9%，稅率介於日本平均稅率 10.3%

與韓國均稅率 15.8%之間。

 農產品適度市場開放：我國原有稻米、糖、花生等 41 種管制進口或限地區進

口之產品，於入會後，除稻米採取限量進口之特殊處理方式外，其餘 40 種產

品中，22 項產品採取關稅配額，18 項產品於入會後開放自由進口。

 自由化起始期程：依據《農業協定》（Agreement on Agriculture），已開發國家承

諾稅率必須於 2000 年執行完畢。我國採取關稅配額的 22 項產品中，只有雞肉

及豬五花肉於 2004 年結束關稅配額，已自 2005 年起自由化，其餘產品執行期

程將視 WTO 新回合農業談判而定。

 適用特別防衛措施：爭取到花生、東方梨、大蒜、雞肉等 14 項敏感農產品，可

採行特別防衛措施，相較之下比中國大陸多。

我國加入 WTO 20 週年以來，實踐結果比預期好，例如：農業名目 GDP 持續成長，

實質 GDP 也持平，並未因為加入 WTO 而下降；糧食自給率僅微幅下降，仍維持在 30%

以上；農產品貿易逆差額度大幅增加了一倍；農業產值結構產生顯著變化，其中，農產

增加 8%，漁產因為近海資源枯竭而顯著減少約 10%，畜產仍維持在三成左右。

同時，我國穩健地維持關鍵性敏感產品產量，包括：稻米產量維持在 140 萬，沒有

因為加入 WTO 而崩跌；蔬菜類進口量成長最多，約 50%，但產量只略減 5%；水果類進

口量及產量分別約增減 10%；畜產品僅減少約 12 萬公噸（7%），但肉雞和毛豬產量維

持原有水準，鮮乳產量從 38 萬噸增加到 42 萬噸（10%）。但可以預期的是，未來在高度

對抗的國際政治環境下，我國將會面臨許多挑戰。

主講人：政治大學國貿系 楊光華教授

今年雖是臺灣加入 WTO 的 20 周年，但誠如何國策顧問所指出的，對我們這些自

1992 年起就參與台灣加入 GATT/WTO 談判過程的人而言，這是一段 30 年的記憶，而

不僅是 20 年而已。在這段漫長的歲月中，我個人所觀察到的最明顯變化，就是相關部

會官員在國際談判經驗方面的成長。這對臺灣而言，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在許多國際組

織裡並無正式會籍，長期缺乏國際參與的經驗，不但限縮了我國官員的國際視野，更嚴

重的是在經貿利益受損時，沒有足夠的處理能力（當然，管道之不足無可諱言的亦是原

因之一）。加入 GATT/WTO 的談判過程，以及加入 WTO 後在該組織內相關活動的參與

大幅地改善了這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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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舉兩個例子來說明這樣的變化，首先是在對美經貿問題的處理方面。加入 WTO

之前，我國貿易以美國為重，因此每當與美國之利益產生衝突時，政府就會充滿無力感；

但是入會後，我國利用 WTO 爭端解決程序，第一個要告的對象居然就是美國。

當時美國為鋼鐵產品採取了防衛措施，影響到我國中鋼部分產品的輸美。原先我國

希望透過雙邊諮商，讓美國將這部分產品豁免於防衛措施之外，但卻未獲美方正面回應。

迫不得已，在 8 國陸續為此對美國提告後，我國不僅是以「第三國參加」身份加入彼等

之爭端解決程序，也另行對美國提告。此舉終使美國正視我國的要求，進而同意將中鋼

產品排除在外，不受防衛措施的限制，因此我國對美另行提告的爭端程序得以在諮商階

段就告終止，並沒有與另外 8 案合併而進一步由爭端解小組審理。

由這件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如果沒有 WTO 會籍，一旦貿易上與美國發生衝突，

我國幾乎無能為力。其實不只是對美國，在加入 WTO 之後的 20 年歲月中，無論是對印

度、印尼、或甚至加拿大，我們都曾利用過 WTO 爭端解決機制，成功處理與這些國家

的貿易摩擦。由於我國與這些國家都沒有邦交，若沒有 WTO 爭端解決機制這個渠道，

很難想像我們要如何單靠雙邊談判解決相關問題。

第二個例子我要談的也是入會之後沒有太久所發生的事件，即有關金伯利鑽石認證

程序（Kimberley Process）。2000 年 12 月聯合國大會第 55 屆會期中之第 56 號決議，表

示需要發展並執行毛胚鑽之認證機制以切斷來自衝突地區的鑽石（衝突鑽石）供應。結

果只有參與金伯利認證程序的國家所發出的產地證明才算數。臺灣的鑽石貿易雖然排名

全球第 6，其有關鑽石加工之地位亦與紐約及俄羅斯同樣名列前茅，但卻礙於我國並非

聯合國會員，而無法參與源於聯合國大會決議的金伯利鑽石認證機制，使我國商會製發

的產地證明無法獲得接受，此舉無疑將嚴重影響到我國的鑽石貿易利益。

幸好，金伯利鑽石認證程序之立意雖佳，但終究是違反 WTO 的最惠國待遇規定，

故以加拿大為首的成員就在 WTO 申請豁免，亦即請求 WTO 總理事會同意金伯利程序

的參與國得以歧視未附有參與國所簽發證明的毛胚鑽，也就是得以禁止這些鑽石的貿易。

我國藉此機會，以 WTO 會員身份堅決反對給予金伯利程序最惠國待遇之豁免，雖然一

度讓某些不了解我國之國際處境者誤會，以為臺灣不了解血鑽石在非洲地區所引起之人

道問題，但我國前線同仁的堅忍不讓最終還是使該程序之參與國正視我國並非不願、而

是沒有管道參與金伯利程序，並在加拿大的協助下，適當地處理了我們的關切，我們才

不再杯葛此項豁免。這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我看來，如果當時臺灣沒有 WTO

會籍，則我們的鑽石貿易很可能會因為金伯利程序而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這兩個故事告訴我們，儘管為了加入 WTO，我們付出很多，但同樣也獲得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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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當前臺灣申請加入 CPTPP，無可避免地必須為許多的調整跟改變付出代價，希望

大家能根據過去參與 WTO 所獲得的寶貴經驗，正面看待這個過程。畢竟，自由化的歷

程是不可逆的，我們不可能再對外封閉臺灣的市場，拒絕接受全球競爭，這樣子臺灣是

沒有前途的。今日回顧入會 20 周年，希望帶來的省思是雖然過去我們為了入會花了很

多時間、也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但所換來的這個自由貿易環境，其價值是有目共睹的，

希望未來我們能邁向更自由化的方向，讓我們的競爭力更為提升，永續台灣的經貿發展。

綜合座談及 Q＆A：

Q1. 線上提問：請各位談談過去 20 年的談判經驗，對未來有什麼樣的啟示？

A1-1. 顏慶章大使答：

WTO 係強調公平競爭，尊重市場機制，並具有法規規範基礎的國際組織。從這個

角度來看，我國應以互惠精神將我國市場進行合理開放，以換取其他 WTO 會員國對我

國加以開放。開放市場過程中勢必會對部分產業產生壓力，政府應協助業者，使其有合

理的調整準備期，以面對市場衝擊。以汽車產業的經驗為例，成功轉換開放帶來的市場

衝擊，將使臺灣成為全球汽車零件重要供應商；農業部門亦同。我們應從 WTO 基本精

神切入，檢視我國整體產業政策。

回顧我國加入 WTO 20 週年，我國加入多邊體系有助降低中國大陸對我國雙邊談判

之不良影響，未來應思考區域性經濟整合之重要議題，臺灣應如何儘速完成 CPTPP 談

判過程，所涉及範圍，將遠大於當初加入 WTO 所涵蓋的項目與所需之貿易自由度。

A1-2. 楊光華教授答：

經貿談判時，除了保護個別產業的既有利益外，也該考量到國家整體的利益，以及

國家長遠發展的願景。現在回顧當年入會的談判過程，有些項目過度防守，不但遲延整

個談判的進展，結果也未必比早些結束談判所拿到的條件來得有利。以稻米談判為例，

初期與美國談判時，我們錙銖必較，對於其所開出之不算太過份的要求，也拒絕妥協，

結果錯失早日結束談判之契機。拖到 1997 年，為了完成與美之間的雙邊談判，即使美

國在稻米之要求遠高於其初期所提出者，我國最終還是讓步了。若最後的讓步是在國內

產業得以承受的程度內，則早些時候的錙銖必較在策略上就不見得是明智之舉，這固然

有可能是我們談判經驗的不足，但沒有考慮到早日入會對國家整體利益的好處，也是值

得省思的。

如果農業談判保守思維不變，對未來臺灣參加更多的區域貿易協定，勢將產生很大

的阻力。其實時代在改變，人民的飲食習慣在改變，農業利益有必要重新思考。譬如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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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農政單位一直認為米是人民主食，誓死捍衛，但根據最新調查，在臺灣，肉類的主食

地位已超過米，糧食政策的思維是否也該因應調整？當然，並不否認國家應保持一定的

糧食自給率，特別是這兩年因為疫情、俄烏戰爭的影響，不要過份仰賴境外供給的想法

抬頭，但即使如此，也應該有更為彈性的因應。

其實我國在農業部分滿有競爭力。過去曾聽農委會同仁分享，少數青年農業家的溫

室就足以滿足整個大台北地區的蔬果需求，但農委會原則上都是將這部分產量先收購起

來以備不時之需，僅在供給不足時才會釋出；也就是為了小農的利益，平常並不會讓這

些規模生產的溫室做為主要供應。但是這樣的管理方式，顯然就無法使這些有能力規模

經濟生產的業者提高我們的競爭力。這也許是我們應該加以思考的部分。

Q2. 主持人提問：未來市場開放應思考的問題？能否分享汽車以外產品談判的艱困之處？

A2. 何美玥國策顧問答：

就過去加入 WTO 的經驗來看，以工業產品為例，不能只以臺灣市場為考量，一定

要具備國際競爭力。因此，要考量的不是臺灣市場要如何保護，或是過去以降低成本來

增加國際競爭的思考模式，而是要如何提高我國產品的價值。我們可以用符合市場需求

的特別設計，來增加產品價值。因此，我們的研究發展必須做的比他國更快、更先進，

使得我國產品在該產品市場擁有話語權，如臺灣的半導體產業。不只半導體，臺灣也有

許多產業能做到如此程度，即使是紡織業，臺灣的材料布也已有此程度。所以，政府的

政策上，應該更加鼓勵產業提高價值，並給予更多的獎勵，以及當我國廠商在他國受到

歧視待遇時，能協助廠商排除障礙，使我國廠商能達到真正的自由競爭。

過去我們在談的，除了汽車產業外，機車產業一樣談得很辛苦，但是機車產業卻反

彈不大，原因在於，我們以特別的設計，使他國機車無法與我國競爭。臺灣的法規對機

車的環保標準要求很高，一方面有利於臺灣環境，另一方面國外的機車無法符合此標準，

也不願意為臺灣市場特別修改設計，因此就不會進入臺灣市場。因此，可以透過法規的

設計來達成特別的產品；而符合高環保標準的機車，即使未來到國際市場，也有一定的

競爭力。真正非常難談的，是農產品相關的工業產品，因為其附加價值無法提高很多，

原料及成本受到限制，成為談判上最困難的部分。

Q3. 主持人提問：貿易局經常提到農委會談判偏向保守，但聽方才陳前主委分享，似乎

頗為開放且能有效地善用各種場合，是否後來農委會同仁對於開放態度有所改變？

A3. 陳武雄博士答：

農業談判未來仍會秉持著保守態度，因我國耕地有限，無法透過規模化和科技化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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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難以與外國競爭。當初與韓國談判時，曾將每年例行的台韓水果等值貿易談判

與入會談判綁定，藉由韓國水果上市的時間壓力，促使韓國同意我國的入會談判，順利

完成兩項談判。

Q4. 學界的加入豐富了相關的國際研究，能否談談近期學界的變化？包括羅大使也曾擔

任 WTO 上訴法官，我國是否有在法律方面的其他參與機會？

A4. 楊光華教授答：

我國第一次參加爭端解決，如前所述，是以「第三國參加」的方式，參加其他 8 國

針對美國鋼鐵防衛措施訴諸 WTO 爭端解決的案件。一般而言，歐美之外的其他 WTO

會員國，擬在 WTO 利用爭端解決程序以捍衛國家經貿利益時，只要國家財政許可（因

為所費不貲），一定會聘請歐美的專業律師事務所為其在 WTO 進行相關的訟爭程序；但

當年國貿局卻是請我與羅昌發教授兩人與中鋼、國貿局、工業局的同仁討論，共同撰擬

第三國參加之書狀。這當然不能成為常態，因為學者有其本身教學研究之工作負擔，不

可能無時不刻地為此待命。

幸好後來政府開始有相關的能力建構。譬如 2006 年成立的經貿談判辦公室（Office

of Trade Negotiations, OTN），開始從法務部借調資深檢察官，借重彼等之法律專長，強

化政府爭端解決方面的能力。是以後來，無論是對加拿大或印尼的案子，已不用再完全

仰賴學界的義務幫忙，而得以由機關內部主導這方面的事務。

至於學界方面，也普遍提高有關 WTO 的法律研究，如臺大有相關的研究中心。政

大在我自己的主持之下，也有一個這方面的研究中心，現在每兩週會發布一期電子期刊，

追蹤與 WTO 相關的經貿法發展，或是其他區域經貿協定的研究，以便分享給更廣大的

群眾。這些都是我國加入 WTO 之後所出現的一些正面發展，我也希望這方面的發展能

蒸蒸日上，使臺灣未來的路，越走越好。

【第二場次】WTO 的現況與展望

（記錄：黃禾田輔佐研究員、林卓元輔佐研究員、羅絜研究助理）

本研討會第二場次，特別邀請現任駐 WTO 常任代表羅昌發大使、行政院鄧振中政

務委員、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高志尚理事長，以及中經院 WTO 及 RTA 中心顏慧

欣副執行長擔任主講人；另邀請中經院 WTO 及 RTA 中心李淳資深副執行長擔任主持

人。首先由羅昌發大使透過遠端連線，分享第一線在 WTO 之觀察與發展面向；後續由

主持人提問再由三位主講人回應。鄧振中政務委員說明政府對於 WTO 地位未來發展之

看法，以及政策制訂者如何協助產業面對國際挑戰；高志尚理事長以業界角度，提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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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之期待與建言，以及食品業出口所面對之障礙；顏慧欣副執行長則說明 WTO 當前

改革與新興議題及未來展望。最後，則由主持人李淳資深副執行長作結，回顧過去臺灣

豐富經驗，面對未來挑戰仍有希望，盼產業與社會凝聚更多共識，共同克服當前挑戰，

走出更寬闊的道路。

主講人：現任駐 WTO 常任代表 羅昌發大使

WTO 從成立開始到現在 30 年來，很多面向的發展對於很多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

我會從與顏慧欣教授不同的角度，為大家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當初 WTO 成立的那本像聖經一般厚厚的協定，到現在基本上還適用，實質權利基

本沒有改變，除了增加貿易便捷化協定，但它只增加一些程序上的規範。另外，在漁業

補貼的談判已進行 20 多年，在 2021 年底有些曙光，現在卻又變黯淡了，部分原因是談

判失去動力及誘因，另一部分是俄國侵略烏克蘭，也有部分原因是這個談判是採取共識

決。很多其他國家的大使，他們或許曾經在日內瓦擔任過公使、參事，他們都說多年後

回來 WTO 所談的問題都和以前一樣，還是在談漁業補貼的問題。以上種種顯示 WTO

和以前差不多。

然而，在過去 20、30 年一些重要大國相繼加入也改變了 WTO。例如，中國在 2001

年加入，隨後俄羅斯在 2012 年加入，另外英國也在脫歐後獨立運作。英國最近在 WTO

很多議題上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至於中國的加入某種程度改變 WTO 的遊戲規則，

尤其中國的經濟體制是「國家資本主義」，它所進行的競爭是透過不同機構所提供的補

貼產生競爭地位上的差異，這些問題會涉及 WTO 的補貼規範能否約束中國行為，以確

保各國在競爭時有公平地位。WTO 原本是要透過接納中國來改變中國，卻改變中國不

成，反而 WTO 需要改變。這使得 WTO 需要思考如何因應非市場國家所帶來的挑戰。

第三個觀察就是大國之間之博奕，WTO 無法插手。舉例而言，2018 年中美爆發貿

易戰爭，雙方互相實施貿易限制或制裁，動輒就是幾十%的關稅，揚棄當初貿易談判的

承諾，而大國也不怕 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使得某種程度上偏離了當初成立 WTO 追

求以規則導向的行為（rule-oriented practices）的原意。

第四個觀察是 WTO 能否規範新型態的貿易行為。我們過往在討論貿易問題，都會

提到貿易限制措施，都是討論具體措施。新型態貿易行為，亦即貿易脅迫行為，某種程

度也對 WTO 功能造成挑戰。近年貿易經常被用作服務政治目的的工具，例如中國以此

威脅立陶宛、加拿大及澳洲，而臺灣也曾受到影響。這些行為非顯現於法律或政策的明

文規定之下，也非具體措施，而是隱藏在諸多的行為下。將來在 WTO 在執行規範，特

別是在爭端解決時，如何證明它採取一個具體措施，假設無法證明它是一個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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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證明它是一個模式（pattern）或者系統性的行為（systematic practice）因而主張受到

WTO 規範，是對 WTO 的一個重大挑戰。

第五個觀察則是 WTO 議題性質的改變。目前 WTO 所處理的議題都有本質上的改

變。以漁業補貼為例，它表面上屬於 WTO《補貼及平衡措施協定》的範疇，實際上《補

貼及平衡措施協定》是在討論補貼扭曲市場、生產及競爭，而當下漁業補貼談判基本上

是按照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進行，它基本上並非在討論貿易扭曲，是在談環境永續，所

以實際上是一個環境議題。另一案例則是貿易便捷化談判，基本上投資措施不屬於貿易

規範的範圍，而現在貿易便捷化大多是非貿易相關的投資措施，意味 WTO 擴充它的領

域範圍。除此之外，在電子商務談判，傳統上對服務貿易的討論是服務進口國不應採取

什麼措施以免影響進口，但電子商務談判的範圍非常廣泛，例如相關國家應保護電商消

費者，而消費者的服務來源國應採取措施，使得服務供應者不影響服務消費者的權益，

因此它並非給進口國施加義務，而是給出口國施加義務，這反映 WTO 的思維正在改變。

第六個觀察是 WTO 在立法的困境。WTO 倘一直無法更新其法典，一方面大家對議

題認知有差異，權利關係重新界定存在困難。另外，在程序上近期印度強烈反對複邊談

判，他認為連開啟複邊談判都應該由多邊共識決定，更何況複邊談判的成果要納入多邊

的架構下，變成「馬爾喀什設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WTO-established agreement）的一

部分。這是一個困難的法律問題，當中摻雜很多政治目的，怎樣把這個議題聯繫到另一

個議題，把談判進度拖慢，讓其他國家趕上，使得 WTO 要更新其規則變得非常困難，

甚至不可能。部分國家更說如果談判結果無法被 WTO 承認，是否應在 WTO 體制外處

理，讓人喜憂參半。

第七個觀察是在 WTO 的準司法功能。WTO 在運作前幾年都把爭端解決視為「皇冠

上的珍珠」，很多人給它極高的肯定，像上訴審法律、專家小組（Panel）審事實。在 2019

年上訴機構因美國杯葛而陷入停擺，剩下專家小組，後續要如何處理，目前有些審判無

法定案，有些雙方則是不上訴或透過其他方式處理，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美國目前對

上訴機構的關切並非無理，它的論述基本上認為上訴機構是越權，而多數國家贊同美國

的看法。目前一絲希望是美國願意開始就上訴機構改革進行討論，而 MC12 之後的階段，

各國能否透過討論找到 WTO 準司法功能的改革方向也是另一大的觀察重點。

第八個觀察是 COVID-19 對 WTO 的挑戰。一個部分是關於《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

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豁

免，另一個是 WTO 對疫情的回應，後者較像是貿易措施。這議題在 WTO 已過去一年

多爭論圍繞在拯救人命與經濟利益的角力，全世界都在看 WTO 要如何回應，讓 WTO

不要變成可有可無的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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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個觀察是戰爭對 WTO 的衝擊。WTO 的前身 GATT 原先就跟戰爭有關。俄國

入侵烏克蘭對 WTO 的衝擊主要體現在幾個面向。首先，戰爭是否 WTO 的業務範圍，

是否該在 WTO 討論，引起大家廣泛的爭論。常見的論點是 WTO 和其他國際法律體系

一樣，都視人命為最高的價值，在過去判例大多以這角度去討論，故 WTO 在戰爭中有

一定的發言地位。另外，戰爭也影響 WTO 運作，因為其他國家杯葛俄羅斯，不願意參

與俄羅斯代表團參與的會議，導致會議無法進行，這個問題會對 MC12 的進行造成很大

困難。此外，各國對俄羅斯採取的制裁措施，在 WTO 的正當性是主張 GATT 第 21 條國

家安全條文，這條文以前適用的情況較為邊緣，假若是烏克蘭採取措施，幾乎任何措施

都可用此條進行制裁，但目前各國都是動用該條宣稱是戰爭狀態以正當化其制裁措施，

倘將來發生爭端，要如何解釋戰爭之下其他非參戰國動用第 21 條來正當化其對俄羅斯

之貿易限制措施，將是未來觀察的重點。另，關於 WTO 在終結戰爭上能否扮演積極角

色，這個問題也是尚待觀察。我認為是角色比較弱，WTO 真正能做的主要是戰爭對供

應鏈造成衝擊，尤其是糧食，WTO 是否有處方可解決糧食供應鏈的中斷，將是一個重

大議題。

最後，我有三點未來展望。首先，多邊是我們對外經貿架構的重要環節，我們也希

望 WTO 一直維持下去，我們去 WTO 的活動是以此為前提。但目前 WTO 的運作情況是

否良好有不同看法。另外，WTO 在其他議題上不應變得可有可無，這會對我們非常不

利，所以很多新興議題我們都希望積極參加，跟其他國家一起把議題做起來，我國對很

多議題需要有積極的立場。倘我們在各種議題上無法帶領或變得可有可無，對國家是重

大的損失。最後，我們一方面要積極參與表現出可以作出貢獻，另一方面也要照顧國內

產業的利益，兩者之間有時候一致，有時候不完全一致，需要作出平衡，我們代表團需

要國內的指引（guidance）及裁示（instruction）來把事情做好。

綜合座談及 Q＆A：

Q1. 主持人提問：從臺灣的視野如何看待 WTO 當前地位逐漸變的可有可無（irrelevant）、

組織既有功能也令人懷疑（discredit）的現狀、挑戰，以及未來可能發展方向？

A1. 主講人 行政院 鄧振中政務委員 答：

（待確認）

Q2. 主持人提問：過去我們常聽到在開放前很擔憂，開放後卻發現擔心是多餘的，然而

下次開放又再度開始擔憂。臺灣其實已有相關經驗可面對開放，走出更寬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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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從產業角度，對於我們未來開放，包括參與 WTO 等，有什麼樣的建議？

A2. 主講人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高志尚理事長 答：

2021 年 10 月中，擁有 25 國會員的亞太商工總會召開線上會議，邀請 WTO 副秘書

長參與，向 WTO 提出企業界建言，包括：（1）WTO 應該接受一個共同簡單的目標；（2）

停止任務蔓延；（3）僅允許補貼處理市場失靈及外部性問題；（4）在成本與效益基礎上

評估反傾銷；（5）重新評估對開發中國家的差別待遇；（6）評估對數位經濟規則之最佳

安排；（7）重新評估智慧財產權議題；（8）不以氣候變遷作為保護理由；（9）適當反應

企業界與中小企業所面臨之問題，在貿易議程與 WTO 中呈現其觀點與重要性；（10）具

體提出 WTO 運作缺點。此外，應確保符合下世代及包容性（leaving no one behind）成

長目標。

如以食品業目前所面臨之問題而言，WTO 目前無法解決各國以食品安全衛生為由

所設定之標準差異，例如歐盟對於食品加工成分、美國 FDA、日本等查廠檢驗或檢疫問

題，難以透過國家談判在 WTO 制度下加以限制。假使我國政府以制訂較高標準來因應，

亦會受到「是否符合科學證據」之挑戰。此外，我國檢驗檢疫人員的缺乏，造成赴海外

查廠檢疫時程拉長，也被視為是一種障礙，以上障礙及不同制度的相關認證問題，期盼

政府資源與人員配置能提早準備加以改善。

Q3. 主持人提問：以近期而言，在 MC12 我們能夠期待什麼，又有哪些議題不須抱有太

高期待？

A3. 主講人 中經院 WTO 及 RTA 中心 顏慧欣副執行長 答：

雖然 WTO 目前像處於混沌當中，卻因俄烏戰爭的爆發看到一絲曙光，原來涇渭分

明的開發中及已開發國家之間逐漸有融冰、妥協的跡象。即將舉辦 WTO 第 12 屆部長會

議（MC12）是延期舉辦，預計會有四類議題，包括漁業補貼、電子商務、因應氣候變遷

等環境議題，以及 COVID-19 疫苗分配就是屬於新興議題的範疇。我認為 MC12 是可以

對它有期待，因為 WTO 新任秘書長非常積極，大家形容她為「新動力」（New Dynamic），

她是一個非常有活力、動力的秘書長，她強調訂定的目標不宜過大，應設定在能夠解決

的範圍，像漁業補貼、TRIPS 豁免及透明化等 WTO 改革的議題，或許這些議題在今年

6 月會有一些初步的進展，後續將向大家逐一說明各項議題的推進動力。

在漁業補貼議題，它從 2001 年開始談判，它有可能在 MC12 取得進展的原因在於

兩方面。其一，如同前述新任秘書長是非常有活力。其二，拜登政府的態度。首先，拜

登政府非常重視漁業補貼的議題，尤其像強迫勞動、「違法捕撈，未報告或虛報捕撈量」



16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73期（2022.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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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IUU）等問題。其次，還有自拜登上任後，美

國貿易代表署（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已經展示出對 WTO 的充分支

持，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 2021 年 10 月底赴日內瓦開會並發表演講，

美國自 2015 年以來不曾有任何 USTR 代表在日內瓦出席會議，拜登的這個行動代表美

國政府對多邊體制的支持。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在新任秘書長和美國政府的積極參與下，

應有可能讓漁業補貼談判取得成果。

在第二類像電子商務、服務貿易國內規章、促進發展之投資便捷化及微中小企業聲

明等自願參與議題，臺灣在這四項議題都有參與，由於這些議題都是自願參加，參加的

都是志同道合，故比較容易在這些議題上形成共識。

此外，在 WTO 改革也有可能取得進展。以透明化為例，透明化處理的主要就是補

貼措施，在不同 WTO 協定之下，都會要求各國採取農業補貼、工業補貼或服務業補貼

需要通知 WTO 秘書處，同時讓其他會員國知悉國內有實施這項措施，問題是這個通知

機制過去成效不彰。164 個會員，秘書處發現只有 73 個會員有通知，故認為需要提升通

知機制的執行力，長久以來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在這個議題上涇渭分明。對已開發國家

而言，它要求所有會員都要履行 WTO 通知的義務，沒有履行義務就要被懲罰，可能是

以罰款或者在總理事會上唱名。對開發中國家而言，它們需要技術協助，而非懲罰手段。

然而，在 4 月 28 日，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共同提案，當中包括美國、歐盟、南非

及印度等國家，主張它們未來可以強化彼此之間通知的義務，但 WTO 需要提供更多技

術層面的協助，而且開發中國家完全同意對沒有履行通知國家實施懲罰的措施。我們從

中可以看到一個重大突破，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有意願就此議題尋求解決方案。

最後，COVID-19 疫苗專利豁免問題，在 WTO 秘書長的協調之下也可望帶來重大

突破。按照目前的 TRIPS 文本，倘符合資格的會員，它們可以按照 TRIPS 強制豁免的

條款，不用遵守相關專利權的要求，同時生產的疫苗亦可自由運用，不只在國內使用，

也可提供給其他需要的國家。此前印度、南非要求的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豁免，而歐盟則

主張應專利權人保有專利權，因此該文本為 TRIPS 豁免議題的談判帶來重大的突破，讓

會員之間帶來進一步談判的空間。

基此，我們對 MC12 還是應有所期待，如同前述危機就是轉機。我們或許可以把

MC12 視為新任 WTO 秘書長、美國是否仍有領導權（Leadership）的試驗，故我們應該

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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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政府做為政策制訂者，如何協助產業和社會面臨國際標準的挑戰？

A4. 主講人 行政院 鄧振中政務委員 答：

（待確認）

主持人總結：中經院 WTO 及 RTA 中心 李淳資深副執行長

以本場次的主題「WTO 的現況與展望」而言，或許可歸納為「現況挑戰極為艱鉅，

但未來展望則是困難卻仍有希望」。本日研討會的主題是藉由回顧過去以展望未來。進

一步來說，以臺灣而言，其實臺灣在國際競爭上已經許多豐富經驗。比如臺灣豬肉過去

在國際市場上可類比為奧運金牌等級，只是受害於病毒而沉寂一陣子，但現在已經沒有

病毒威脅。就此而言，臺灣並非沒有開放過，而且有非常多成功經驗；希望本日研討會

兩場次內容能給予產業與社會更多共識，認識到臺灣不應受困於恐懼，而是可以克服當

前的諸多挑戰並走出更寬闊的空間。



18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73期（2022.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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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 成員對 Covid-19 相關的 TRIPS 豁免問題仍無共識

今（2022）年 5 月 3 日 WTO 秘書長公開由美國、歐盟、印度、南非於 3 月就《與

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針對新冠病毒（COVID-19）疫苗的強制授權所達成的成果文件（outcome

documents），並由各成員開始對該提案進行討論，期望於下個月 WTO 第 12 屆部長級會

議前達成協議。然而，目前各方對於該提案仍無法達成共識。於 5 月 20、21 日舉行的

會議中，各成員對該提案內容提出修改，並據此提出新的草案文本，但隨著各成員對成

果文件提出實質性的文本修改，談判進展恐將面臨挑戰。

此次對於成果文件的談判，在提案的四個參與國中，美國並未對各方提議表達意見，

但仍重申其正持續與國會及國內相關利益團體進行磋商。而歐盟於會前曾表示提案的平

衡不應被打破，會中雖為成果文件進行辯護，然對於各方提出的補充及修改，歐盟表示

將會對某些段落的用詞提出建議。另外，南非表示 WTO 成員們對於成果文件討論的結

果應不僅是造成 COVID-19 疫苗的擴大生產，亦應包括診斷和治療在內，並表示這應是

達成最終協議的關鍵因素。此外，南非亦指出，成果文件與 2020 年 10 月其和印度提出

的 TRIPS 豁免提案（IP/C/W/669）有落差，因此各成員應考慮以成果文件作為基礎，參

考公眾對該議題提出的意見，進一步產出可行的方案。會中，南非與印度就該案的平衡

問題進行了討論，據消息人士透露，南非目前已將草案文本送回其首都。最後，印度則

感謝此次會議討論，對未來談判進展表示樂觀。

其他成員於會前亦對成果文件表達了看法，坦尚尼亞代表非洲集團，與南非持同樣

看法，認為 COVID-19 疫苗的擴大生產，亦應包括診斷和治療在內方具意義。瑞士則首

先質疑文本仍有部分文義有待釐清，但認為 WTO 對疫情應對以及在貿易與健康方面討

論的進展應有意義、平衡且具全面性。另外，英國認為，成果文本的政策目標仍較模糊，

且法律依據應如何建立，以及實質性條款是否可達成這些目標尚未有清楚定論。惟英國

表示，所有成員都應有足夠的時間對文本提出修正。

儘管 WTO 秘書長呼籲各國維持成果文本複雜且脆弱之平衡，並在不延遲的情況下

完成談判，然各方目前提出的修正恐將為後續談判進展產生變數。目前新的草案文本，

除了各成員對成果文件內容的用詞提出補充與修改建議，開發中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亦

加入了包括對《TRIPS 協定與公共衛生杜哈宣言》的引用，以及各國需解決該協議對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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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與治療相關智財權的適用性問題。

【由唐于晴綜合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2 年 05月 20、23日】

▲韓國加入印太經濟架構之可能影響

在美韓峰會舉辦之前，韓國於 2022 年 5 月 18 日宣布加入「印太經濟架構」（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成為美國主導的新合作機構之創始成員，總統尹錫

悅將出席 5 月 24 日在日本舉行的線上 IPEF 啟動會議。韓國之所以決定加入 IPEF，主

要是希望把握獲得競爭優勢和穩定未來關鍵產業供應鏈之機會，然而其亦擔憂參與排除

中國大陸之經濟架構，有可能會引發外交和貿易方面的衝突。

相較於現有的自由貿易協定，IPEF 並未包含降低關稅和其他貿易障礙，而是聚焦於

建立以美國為導向之新貿易規範和新秩序。IPEF 合作議程涵蓋 4 個領域：公平靈活的貿

易、供應鏈韌性、基礎設施和潔淨能源及去碳、稅收和反貪腐。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

所分析師表示，IPEF 為一個模塊化的協定，4 個領域均可分別單獨討論，因此每一個國

家可選擇其想要參與的領域，這種架構允許參與國限制其負擔之責任上限，韓國也應仔

細思考如何處理主要的合作領域。

美國領導之 IPEF 的主要目標是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尖端和未來導向的產業供應鏈之

外，並重組美國周邊的供應鏈。美國已明確表示其將打擊中國大陸的不公平貿易和市場

扭曲行為。如：美國指定為戰略產品之半導體，其將設計一個產業供應鏈合作體系，連

結美國（前端）、韓國和臺灣（設計和生產）、日本（設備）和馬來西亞（後端）等該產

業上中下游國家。

韓國相關產業和專家大多數認為韓國必須加入 IPEF，如此才能強化韓國企業在美

國主導的貿易秩序中之優勢地位，以帶來經濟利益。韓國半導體和汽車產業協會均建議

政府擬訂談判戰略，以協助穩定包括半導體、關鍵礦產、電動汽車和電池等關鍵產業之

供應鏈。事實上，韓國半導體和電池產業部分業者已與中國大陸企業展開激烈競爭，部

分業者仍試圖維持其領先態勢，希望能從韓國加入 IPEF 之中獲益。

然而有部分人士擔憂韓國宣布加入 IPEF 之舉可能會帶來不利的影響。韓國於 2016

年時批准在朝鮮半島部署美國薩德系統，中國大陸即採取經濟報復行動，對韓國產品實

施非官方抵制並實施旅遊限制，故儘管韓國政府強調其參與 IPEF 是基於國家利益考量

的決定，而非旨在遏制中國大陸，但在野黨仍擔憂可能招致外交和經濟報復。從中國大

陸進口材料的韓國電動汽車零組件供應商表示，考慮到主要國家在全球供應鏈之中的盤

根錯節，排除中國大陸的可行性並不高，甚至可能造成更多與中國大陸商業經營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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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國際貿易研究所研究員朴善民（Park Seon-min）表示，在美國共和黨及民主黨

政府的領導之下，其持續維持並強化亞太戰略中遏制中國大陸的承諾，IPEF 是一項不需

要國會批准的行政協定，美國政府可較輕易地推動 IPEF 前進，不過該倡議的動能可能

會受到美國期中選舉等政治局勢的破壞。

美國政府於 5 月 23 日表示，印太經濟框架將由 13 個創始成員組成，包括美國、日

本、印度、韓國、澳大利亞、印尼、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紐西蘭

和汶萊，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約 40%。其中，除美國和印度之外，其餘 11 國家為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之成員，日本、

澳紐和星馬越汶等 7 國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成員。

【由李宜靜報導，取材自 bilaterals.org，2022年 5月 19日】

▲歐洲議會委員會通過 CBAM 草案

歐洲議會「環境、公共衛生及食品安全委員會」（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Public

Health and Food Safety）於今（2022）年 5 月 17 日通過碳邊境調整措施（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法案，同意實施 CBAM，以作為其他非歐盟國家減少碳

排放的誘因並避免碳洩漏風險，進而降低全球碳排放。目前，全球燃料消耗所產生的碳

排放約有 27%來自國際貿易商品，歐盟雖然大幅減少境內的溫室氣體排放，但歐盟進口

商品的碳排放量卻不斷增加，導致與歐盟致力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相違背。基

此，為達成《歐洲氣候法》（the European Climate Law）於 203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較 1990

年降低至少 55%之目標，歐盟頒布「降低 55%溫室氣體排放套案」（Fit for 55 package），

並以 CBAM 作為該項套案的重要政策之一。

針對甫通過之 CBAM 法案，歐洲議會議員仍提出若干建議。首先，議員要求 CBAM

除適用原先執委會提議之鋼鐵、煉油廠、水泥、有機基礎化學品及化肥等領域外，更應

進一步納入鋁、氫能、聚合物（polymer）及有機化學品等業別。其次，為更佳反映歐洲

產業的碳排放成本，議員建議 CBAM 法案應擴大納入間接排放之情形，例如廠商在生

產過程中消耗電力所造成的碳排放亦應列入計算。此外，目前 CBAM 法案預計將於 2023

年 1 月 1 日實施，並分階段施行直至 2036 年年初方全面施行。對此，議員則要求 CBAM

法案須於 2030 年全面適用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所涵

蓋的產業，較歐盟執委會 CBAM 草案規範提早了 5 年。

另一方面，為避免雙重保護，原先歐盟產業在 ETS 系統下享有免費排放權配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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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30 年前逐步取消。歐洲議會議員強調，CBAM 與 ETS 保持一致，以遵守 WTO 規

則及避免誤用 CBAM 而成為貿易保護工具。在設置主管機關方面，執委會 CBAM 法案

將授權歐盟成員國自行設置 CBAM 主管機關，但歐洲議會議員認為應設置一個歐盟層

級的 CBAM 專責機關，既讓 CBAM 更有效率、透明及符合成本效益，亦可解決進口商

「選購法院」（Forum Shopping）的問題。最後，歐洲議會議員要求販賣 CBAM 憑證

（certificates）所獲得的收入納入歐盟預算，並指歐盟須將至少與販賣 CBAM 憑證收入

相當的資金，作為低度開發國家製造業減碳的財政援助，將有助於兌現歐盟氣候目標及

國際承諾。

針對該項法案，CBAM 報告員（rapporteur）查希姆（Mohammed Chahim）議員表

示委員會通過 CBAM 法案並改進執委會法案，將建立一個雄心勃勃且不過時的 CBAM

制度。同時，CBAM 將可鼓勵歐盟貿易夥伴之製造業減碳，同時允許歐盟將污染者付費

原則全面適用於歐盟產業，故實施 CBAM 對歐洲而言是雙贏。目前 CBAM 法案暫定於

6 月 6 日至 9 日交付歐洲議會全體議員表決，倘法案於歐洲議會順利通過，歐洲議會將

與歐盟會員國啟動談判，以確定最終法案文本。

【由林卓元報導，取材自 European Parliament，2022年 5月 17日】

▲國際能源總署呼籲東協國家加速能源轉型以因應能源危機

近年來，東協的能源前景陸續遭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大流行、新能源和氣

候政策承諾以及近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影響，導致價格上漲且劇烈波動。在這些充滿變

數的背景下，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於今（2022）年 5 月發

布《2022 年東南亞能源展望報告》（Southeast Asia Energy Outlook 2022），從東協各國現

行政策探討東協能源部門的發展軌跡。

報告指出，東協國家在當前能源危機中突顯出一個重大弱點，亦即依賴化石燃料滿

足不斷增加的能源需求，因此，IEA 呼籲東協各國應促進能源轉型與國際融資，以提高

能源效率、加速再生能源發電及改用低排放的燃料。尤其東協是世界上高速成長的經濟

體之一，各國若能加速朝永續能源轉型，不僅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化石燃料進口，也將

有助公民普遍使用電力和潔淨能源烹飪，並且為新興的潔淨能源經濟帶來更多商機。

根據現行政策，到 2030 年，東協的能源需求將以每年約 3%的速度增加，其中四分

之三的需求由化石燃料滿足，因此，東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會比 2020 年增加 35%。

若不採取更強而有力的政策行動，依據其 2020 年的石油進口淨值為 500 億美元，一旦

油價持續居高不下，進口金額便會迅速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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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是全球能源的新興大戶，隨著該地區經濟快速發展，東協各國必須努力加速朝

永續能源轉型，以獲得國際支持。獲得國際支持至關重要，尤其是在促進創新和開發急

需的基礎設施方面，如再生能源發電和電網，以及低排放燃料設施。IEA 署長比羅爾

（Fatih Birol）表示，IEA 和東協國家間已經形成強大且富有成效的關係，IEA 將會與東

協國家共同努力為在地所有公民提供潔淨、負擔得起和安全的能源。

去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第 26 屆締約方大會召開前和會議期間，不少東協國家宣示實現碳中

和或減少對燃煤發電依賴等目標。IEA 估算，到 2030 年，能源投資總額須達到每年 1,900

億美元，才能實現東協氣候目標，而過去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間，每年僅約為 700 億美

元。此外，東協國家可以明確地承諾將會運用低碳能源以及改善監管和融資架構，以利

降低融資成本和吸引私人投資。

IEA 報告指出，作為關鍵礦產的主要供應商和潔淨能源產品的製造商，東協將在全

球能源轉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印尼和菲律賓是全球前二大鎳生產國；印尼和緬甸是全

球第二和第三大錫礦生產國；緬甸佔全球稀土產量的 13%；東協提供了世界上 6%的鋁

土礦。此外，馬來西亞和越南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太陽能光電元件生產國，而泰國是世

界第十一大汽車生產國，有望成為電動車的主要製造中心。

建造太陽能電廠和電動車需要使用更多的關鍵礦產，但隨著全球需求增加、供應鏈

中斷以及對供應緊縮的擔憂，許多重要的礦物和金屬價格不斷飆升，致使原材料在潔淨

能源技術總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與日俱增。然而，東協近年來在礦產探勘方面的投資減少，

於全球礦產探勘預算的占比降至 2012 年的一半，因此，東協若想在持續成長的產業中

發揮潛能，必須努力扭轉目前局勢。

【由鐘雲曦綜合報導，取材自 IEA，2022年 5月 17日、2022 年 5月 18日】

各國消息剪影

▲新任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即將面臨經濟挑戰

2022 年 5 月 9 日，菲律賓舉辦第 17 屆總統大選（副總統為第 16 屆），雖正式結果

將於 5 月底宣布，然就開票結果而言，前獨裁者馬可仕的兒子小馬可仕（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已確定勝選，將於 6 月 30 日就職成為菲律賓第十七屆總統，

現任總統杜特蒂之女達沃市（Davao）市長薩拉（Sara Duterte Carpio）為副總統，並接

任教育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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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自 2020 年迄今大幅衝擊東協各國

經濟發展，隨著疫苗完整接種率（fully vaccinated）逐漸上升，菲律賓亦逐漸放鬆國內封

鎖政策，並於 4 月 1 日起重啟國境，完整接種之旅客得以入境免隔離，菲律賓各使領館

將恢復簽發簽證。此舉目的為恢復菲國觀光業之繁榮，在疫情前，觀光業占菲國 13%的

GDP 來源，產值達 500 億美元。儘管在政策鬆綁以及疫苗接種率提升之情勢下，菲國的

經濟逐漸復甦，疫情對菲國經濟以及人民生活傷害甚深，故經濟發展是本次選舉中菲國

人民最關切的議題之一，外界也預期此為小馬可仕上任後首要面臨的最大挑戰。

首先，雖然菲律賓統計局（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 PSA）5 月 12 日公布，2022

年第一季國內生產毛額（GDP）年增 8.3%，優於 2021 年第四季的 7.8％，並大幅超越市

場預估成長 6.7％。然而，全球通膨情勢嚴峻，菲國亦不例外，2022 年 4 月消費者物價

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CPI）年增 4.9％，為三年來新高點。對此，小馬可仕已承諾

向養豬戶提供幫助和貸款，以降低豬肉價格並增加供應，他亦贊成暫緩徵收石油稅（oil

tax）以抑制燃料價格上漲。

其次，小馬可仕應會延續杜特蒂的「Build、Build、Build」計畫，啟動國內大型基

礎建設，尤其關注首都圈外的機場與公路建設以及數位基礎建設。新政府若如前述在此

復原時刻實施稅收減免或緩徵，政府收入將因此減少，加上疫情期間為對抗疫情政府累

積之債務，使菲國政府在財務上不易負擔投入大型基礎建設所需之資金。此外，在國內

貿易赤字下，菲律賓貨幣披索（peso）2022 年迄今已貶值近 3%，並持續走弱，經濟學

家認為披索為該區域最脆弱貨幣之一。因應此趨勢，5 月 19 日菲律賓中央銀行決議升息

1 碼，此為菲國自 2018 年以來之首次升息。

整體觀之，在面臨疫情衝擊兩年後，菲律賓的經濟距離復甦恐尚須經歷一段路程。

小馬可仕政府同時須面對人民對經濟復甦之期待以及疫情對菲國經濟造成之創傷。在競

選階段中，小馬可仕相對其主要對手現任副總統羅貝多（Leni Robredo）並未提出明確

之經濟政見，此亦使外資對菲國經濟發展充滿不確定性，外界皆期待其上任後能有更為

清楚之經貿政策藍圖。

【由巫佩蒂綜合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2022年 5月 18日；The Diplomat，2022年

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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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逃避條款 Escape Clause

又稱脫身條款。係指在契約或協定中規定，在某種特殊情況下，准許當事人一方或

各方得不受該契約或協定某一條款的拘束，或准許其變更原約定內容的條款。在國際交

易(包括買賣契約、融資契約)、提單、保險單或國家之間的貿易協定中， 經常可見此類

條款。 GATT 第十九條， 即訂有允許會員在貨品貿易中，得適用之逃避條款。該條款

允許會員於無法預期之情況下，當產品進口數量增加，可能對國內生產者造成損害時，

得暫停其義務或修正自由化承諾。此一條文後來由《防衛協定》加以補充，就防衛措施

之採行列出更詳盡的規定。在 GATS 中，則尚未就類似規定進行談判，僅在第十條授權

進行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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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The Image of Taiwan and Taiwanese Businesses in Thailand

網址： https://www.taef.org/doc/974

摘要：
In congruence with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NSP), the Taiwan Asia

Exchange Foundation (TAEF) has successively investigated the overall image of

Taiwan and Taiwanese businesses in Taiwan’s major investment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This year, TAEF chose Thailand to be the subject of the survey

project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market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vestment amounts of Taiwanese businesses, and future expansion and advancement

of the NSP.

期刊介紹

篇名：
The Legality Of A Trips Waiver For Covid-19 Vaccines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出處： https://doi.org/10.1017/S0020589322000082

作者： Bryan Mercurio and Pratyush Nath Upreti

摘要： This article assesses the arguments and challenges that are likely to arise should

investors file a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claim over measures

taken in response to a waiver of obligations relating to IPRs under the TRIPS

Agree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jurisprudence relating to IP and investor–

State arbitration and the grounds upon which investors would rely to make a case

in ISDS and possible State defences. The analysis, which focuses on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and expropriation, concludes that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investors to succeed in claiming that measures taken in response to a TRIPS waiver

of IPRs breach any substantive protection provision contained in a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 States should, however, seek additional security by

revisiting existing treaties and adding additional layers of safeguards to ensure

legitimate and non-discriminatory measures taken in response to a TRIPS waiver

do not lead to investor 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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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規則簡介 江文基

1.原產地規則簡介

2.原產地規則之發展

3.WTO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調和工作計

畫

4.優惠性原產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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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青年協會 6/1 6/28 2022 Model APEC Taiwan 中部場（臺中） https://tinyurl.com/59fdy6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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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pass.com/event/2204210842025770806270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4210842025770806270
https://tinyurl.com/2p9ez283
https://tinyurl.com/59fdy6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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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5/31 中東醫療商機線上交流工作坊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eme202

2

台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 5/31 6/1
加強深耕在台日商交流研討會~反思碳中和時代之智

慧製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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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637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6/1 非洲市場趨勢及商機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111060

1F

中經院日本中心 逕自洽詢 6/9-10 行動數位醫療科技之發展與創新應用訪日團 https://tinyurl.com/yckx5hns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6/14
疫後時代 如何運用數位行銷開發海外商機(線上免

費課程)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206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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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6/28-7/1
2022年汽機⾞零配件、機械及醫材⻄南非 Hybrid

上拓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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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swafric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eme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eme2022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637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63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1110601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1110601F
https://tinyurl.com/yckx5hn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20614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20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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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swafric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sw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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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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7/6 2022 年東協暨紐澳商機日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NABD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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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8/5-9/16
冷鏈物流⾺來⻄亞(OMO)、越南及菲律賓線上拓銷

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ATPH

外貿協會 6/3 8/24 臺灣健康產業赴越南、菲律賓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healt

hvtph

外貿協會 6/20 9/7-10 2022年⾺來⻄亞國際清真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MIHAS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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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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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10/11-13 2022 年臺灣珍奶歐洲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BTEU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NABD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NABD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HalalPavilioninMala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HalalPavilioninMala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ATP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healthvtp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healthvtp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HAS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HAS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HF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HF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lectricca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lectricca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TEU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TEU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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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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自洽詢 10/19-21 2022 年印尼澳紐Hybrid 拓銷團暨印尼臺灣週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IANT

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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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1/28-

12/3
2022 年精密零組件赴日本拓銷團 https://tinyurl.com/5n7ytsc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IANTRAD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IANTRADE
https://www.tiim.com.tw/zh-tw/index.html
https://tinyurl.com/5n7yts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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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2 年 5 月 28 日～2022 年 6 月 27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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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Level Regional Roundtable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How African

Economies Will Benefit

5/31 二  TBT Transparency Working Group

6/1 三
 High Level Regional Roundtable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How Arab

Economies Will Benefit

6/1 三  Trade &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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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6/20
四～五，⼀  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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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  Thematic SPS workshop on transparency

6/20 ⼀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Dedicated Session on the Monitoring

Mechanism on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6/20 ⼀  Workshop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6/20 ⼀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Dedicated Session on 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

6/20 ⼀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Dedicated Session on RTAs

6/21 二
 Thematic Session on the Use of Remote Virtual Audit and Verification in

Regulatory Frameworks

6/21，

6/23
二，四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Ghana

6/22-24 三～五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6/27 ⼀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6/27 ⼀  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6/27 ⼀  Committee on Market Access Experience Sharing Sessions

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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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6/8 三  OECD: OECD Economic Outlook

6/9-10 四～五  OECD: OECD 2022 Ministerial Council Meeting

6/10 五  OEC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o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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