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1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74期（202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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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及 RTA 中心)

WTO 及 RTA 電子報第 774 期

目 錄

目 錄 ................................................................................................................... 1

小編快報 ............................................................................................................... 2

月報 ....................................................................................................................... 3

國際經貿規範動態分析 2022 年 5月...............................................................................3

國際經貿焦點 ....................................................................................................... 7

全球與區域焦點 .................................................................................................................... 7

▲美國強力反對 TRIPS 彈性之「自動適用」.................................................................7

▲MC12前夕關於農業的部⻑級決議及宣⾔草案 ........................................................8

▲WTO漁業補貼爭議..........................................................................................................9

各國消息剪影 ...................................................................................................................... 10

▲「臺美 21世紀貿易倡議」聚焦 11 項重要議題.....................................................10

▲美國允東南亞四國太陽能板兩年的關稅豁免...........................................................11

經貿大辭典 ......................................................................................................... 13

新知園地 ............................................................................................................. 14

E-Learning 線上學習平台 ................................................................................ 16

活動快訊 ............................................................................................................. 17

國際經貿行事曆 ................................................................................................. 21



2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74期（202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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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編快報

暑假就要到囉～各位同學報名青年營了嗎？最新活動消息都在我們的粉絲專頁，記得來走走

看看喲～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wtocenter/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3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74期（202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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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報

國際經貿規範動態分析 2022 年 5 月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同仁

一、歐盟 CBAM 及東協國家能源轉型

二、美歐 TTC 第二次會議的可能成果

一、歐盟 CBAM 及東協國家能源轉型

發展動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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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全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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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全文）

重點評析

歐盟執委會去年 7 月提出 CBAM 草案後，該草案即進入歐洲議會與歐盟部長理事

會的「普通立法程序(Ordinary Legislative Procedure)」，也就是賦予歐洲議會與部長理事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1530&nid=486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1531&nid=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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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議通過並共同頒布歐盟法規，亦即 CBAM 法案，歐洲理事會及歐洲議會意見同等

重要。

則歐洲議會對 CBAM 草案之專責委員會，為「環境健康與食品安全委員會」

(Committee on the Environment, Public Health and Food Safety, ENVI )，其所提出的 CBAM

草案修正意見最動見觀瞻，去年 12 月 21 日 ENVI 提出的 CBAM 修正草案報告(Draft

Report)即引起譁然，因為其對於 CBAM 未來實施的時程、適用範圍等都具備高度企圖

心，今年 5 月 17 日 ENVI 委員會已通過修改執委會 CBAM 草案之整合版建議，原定於

6 月 6 日至 9 日交付歐洲議會進行全體議員表決，惟與 CBAM 免費配額(free allowance)

期程相互連動的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TS)改革法案，在 6 月 8 日議會表決時未能通過，

因此 CBAM 法案表決程序也將往後推遲，預期可能在 6 月 22-23 日再送議會表決。倘

法案於歐洲議會順利通過，該法案將是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加以協商之 CBAM 版本。

目前已獲 ENVI 委員會通過且預期送歐洲議會表決的 CBAM 版本，大致維持了極

具企圖心的規定，也意味著國內政策與產業因應都須加速準備因應，主要重點包括:

CBAM 過渡期縮短為 2 年，提早在 2025 年開始繳納憑證；擴大業別適用範圍至有機化

合物、氫、氨及塑膠製品等產品化學品；繳納 CBAM 憑證數量之計算範圍，包含產品直

接與間接碳含量；提議加速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TS)免費配額取消速度；提議限於有「明

確」碳定價機制的國家，方可在 CBAM 獲致豁免或減免。

若從 2016-2020 年台灣銷往歐盟的平均出口值觀察，ENVI 的 CBAM 版本之適用產

品範圍，鋼鐵品項約占我國對歐盟總出口額之 12%；塑膠品、有機化合物等化學品兩類

別分占 4%以上比重，鋁製品近 2%，至於肥料與水泥都低於 1%的總出口值。ENVI 的

CBAM 版本新增了塑膠與化學品下，確實擴大了 CBAM 機制對我國出口產業之影響程

度。

目前 CBAM 法案規劃，雖有提供出口國碳價機制可對應折抵的機制，但細節尚待

公布，方可確認對於各國碳定價機制(碳費、碳稅、碳交易體系、減碳基金等各種工具)，

可在歐盟 CBAM 下折抵的程度。我國主管機關正研議收取「碳費」，碳費應當是碳定價

機制之一種，然而重點在於課徵費率標準與國際接軌的程度。從國際指標觀察，世界銀

行建議 2020 年時每噸碳價格應為 40-80 美元；2030 年更應提升至 50-100 美元(約新臺

幣 1,393- 2787 元)；又歐盟 2021 年底 ETS 市場拍賣價格已超過每噸 90 歐元(約新臺幣

2,800 元)，近期因俄烏戰爭抑制了產業對碳配額需求，導致碳價下滑至 65 歐元，也可能

延宕歐盟減碳進程，但長期趨勢與目標不會改變。換言之，臺灣碳費費率之核定上，建

議從長期產業出口競爭力之角度考量，評估建立與國際水準相當的碳定價機制，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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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企業盡速展開低碳轉型之意識，他方面也可將相關財源保留為國內減碳資源所用

（顏慧欣）

二、美歐 TTC 第二次會議的可能成果

發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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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全文）

重點評析

觀察供應鏈安全、氣候、數據治理等多項議題，TTC 工作小組均規劃了與立場相近

國參與之合作發展路徑，透過擴大合作範圍提升合作效益。對此，歐盟執委會副主席韋

斯泰格（Margrethe Vestager）形容此為 TTC 合作之「外溢效應」。以稀土供應鏈議題為

例，TTC 針對關鍵原料供應安全問題，擬建立一項投資合作架構專門用於促進礦藏豐富

國家（加拿大、澳洲）關鍵原料開採之投資項目，確保相關產業發展之永續性。

美方官員亦呼應此一觀點，認為透過 TTC 不同合作議題之討論，有助於歐美雙方

檢視雙方具有共同目標與價值的合作領域，以及這些議題之間的共通性，包括相同的盟

國與政策目標。美方官員亦進一步指出，像是對抗中國經濟脅迫、投資審查等問題，經

常在不同合作議題的討論中被雙方視為共同目標之調整聚焦（alignment of purposes）。另

一方面，對照美國目前積極在印太區域推動之「印太經濟架構（IPEF）」亦有多項議題與

TTC 重疊，凸顯美歐雙方在印太區域具有共同合作目標與價值。

在此一背景下，本次 TTC 部長級會議(16 日)後，美歐經貿官員在 20 日召開高階工

作會議決定下一階段的工作重點，美歐雙方多項合作議題之討論成果提供給立場相近國

家，顯示在相關議題方面加強與盟國合作，將會是 TTC 下一階針對段的工作重點。更重

要的，針對複雜性議題與解決方案之討論，美歐 TTC 將從事更多雙向討論會議，採較為

細緻化的工作分組，美方官員認為相較於其他合作場域，美歐 TTC 比較能夠針對複雜

性議題提出具體可行之解決方案。

然而，部分議題美歐雙方遲遲未能達成共識，如：半導體供應鏈、綠色轉型等議題，

https://web.wtocenter.org.tw/Dictionary.aspx?pid=276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1093&nid=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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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美歐雙方針對議題相關仍存在立場上的差異，相關議題可能成為美歐 TTC 之深水

區議題。在半導體供應鏈合作方面，本次美歐 TTC 達成的優先合作領域乃是針對斷鏈

危機建立早期預警機制，以及針對半導體補貼建立資訊分享機制。然而，產業與專家針

對 TTC 提出的建議來看 ，在研發領域的合作，才能夠根本性的解決美歐雙方業者面對

的挑戰問題。目前美歐在 TTC 合作中，未來將討論以建立半導體投資合作機制的方式，

來協調雙方挹注在研發領域的資源分配。此一合作方向獲得產業與相關利害關係人的支

持，然而，學者也指出了美歐雙邊要針對此一協調機制之建立達成共識仍面臨諸多挑戰，

包括：邀集整個半導體生態鏈參與討論、判斷何種資源分配方式符合美歐半導體產業之

整體利益，以及進一步擴大半導體補貼資訊之透明化。

另一方面，美歐雙方對於如何協助產業達成綠色轉型的政策方式，雙方仍未能取得共識。

美國方面傾向以環境補貼措施作為協助產業進行減少碳排放、綠色轉型的主要政策，然

而，歐盟傾向採用碳邊境調整機制的方式，來促使其他國家業者負擔碳排放成本，解決

歐盟業者綠色轉型所產生之競爭力問題。依據本次美歐 TTC 共同聲明，目前氣候合作

議題優先納入綠色政府採購、電動車基礎建設、碳盤查等合作項目，但未如外界預期納

入氣候和平條款（climate peace clause，亦即在一定期間內不得針對影響貿易之綠色措施

提出爭端），顯示美歐雙方也對此一問題仍無共識。（王煜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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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美國強力反對 TRIPS 彈性之「自動適用」

美國強行退出 2022 年 6 月 3 日 WTO 因應疫情之會議，堅決反對將與貿易有關之

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之彈性，自動適用於未來疫情、突發公衛事件及其他危機。除美國之外，歐盟也對於納

入「自動適用」等文字用語表示反對，但仍願意繼續參與談判。根據幾位不願具名者表

示，美國將「自動適用」等文字用語視為談判紅線，因而退出會議，且美國似乎準備阻

止數項有關因應疫情及 WTO 改革之關鍵決定，包括對農業議題表達嚴重關切與保留，

特別是針對 WTO 秘書長取消世界糧食計畫（World Food Program, WFP）下採購限制之

決定。

此前，於 2022 年 5 月，非加太集團（Africa, Caribbean and Pacific Group, ACP）及

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埃及、南非及突尼西亞等諸多開發中國家在 WTO 限閱性文件

Job/GC/304 中表示，亟需透過 TRIPS 彈性對於未來疫情、突發公衛事件及其他危機的

「自動適用」作為智財權解決方案，以因應開發中國家所面臨之困境。文件中也提及

COVID-19 防疫物資取得的不平等，造成已開發及開發中會員復甦「不平衡」的現象，

而貿易規則應該要為開發中與低度開發國家提供重要政策空間。

事實上，在 6 月 23 日的會議之前，歐盟已向會議主席宏都拉斯大使卡斯提佑（Dacio

Castillo）表達對於目前文字用語的不滿。根據熟悉此議題之不具名人士表示，會議主席

似建議歐盟在討論完所有段落後，再重新考慮此一敏感問題，並希望在會議期間完成文

本審議，以便對整體平衡進行評估。會議主席也隱晦表示，確實有會員以「自動適用」

機制為其談判紅線，但其他會員已準備好對此進行討論。然而，在美國退出會議後，會

議主席表示在激烈爭辯下，不得已必須暫停草案小組會議，同時通知 WTO 總理事會此

一情形。會議主席也提出警示，如此一情況延續，可能會失去目前包含 TRIPS 豁免在內

的 WTO 因應疫情談判進展，且可能更廣泛的影響第 12 屆 WTO 部長會議（the 12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MC 12）相關議題。

WTO 秘書長伊衛拉（Ngozi Okonjo-Iweala）及副秘書長龔薩雷茲（Anabel Gonzalez）

針對 TRIPS 有關疫情之文本草案進行討論，發現難以縮小 WTO 會員間之差異。據悉，

英國與瑞士持續針對談判文本草案提出挑戰；而阿根廷、印尼及非洲集團成員則關切須

將「診斷」、「治療」納入文本草案。WTO 秘書長多次呼籲回到最初文本草案並澄清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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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所提出之相關問題，但仍未能解決會員對於諸多議題的關切。

【由羅絜綜合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2年 6月 6、7日；WTO Document

JOB/GC/304，2022年 5月 13日】

▲MC12 前夕關於農業的部長級決議及宣言草案

WTO 第 12 屆部長會議（12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MC12）即將於 2022 年 6 月 12

至 15 日於日內瓦召開，日前於 6 月 1 日至 2 日，WTO 秘書長伊衛拉（Ngozi Okonjo-

Iweala）和農業談判主席佩拉爾塔（Gloria Abraham Peralta），在與代表團團長的農業談

判會議上，宣布三份關於農業談判的部長決議及宣言草案，並聽取會員國的意見。

據熟悉該場會議的駐日內瓦貿易官員稱，此次宣布的三份關於農業的部長決議及宣

言草案是來自秘書長伊衛拉自 5 月以來所主導的非正式磋商的結果。三份文件分別為農

業貿易改革的部長決議草案、貿易與糧食安全的部長宣言草案，以及免除聯合國世界糧

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me，WFP）人道性質之糧食採購出口限制的部長宣言草

案，其目標旨在取代去年提出的合併談判文本，為農業談判提供新動力，避免談判再次

陷入僵局，並即時因應當前的全球糧食安全危機。

其中，關於農業貿易改革的部長級決議草案，概述農業談判中每個主題的廣泛目標，

涉及的主題包括境內支持（Domestic Support）、市場進入（Market Access）、公共儲糧

（Public Stockholding）和特別防衛機制（Special Safeguard Mechanism）等，旨在指導

MC12 後的農業談判，並承諾在下屆部長會議（MC13）前就前述議題取得具體成果。

其次，關於貿易與糧食安全部長宣言草案，強調全球糧食安全面臨的多重挑戰，並

提出幾項擬議行動，包括確保農業貿易的暢通，減少各國對農產品和食品實施的出口限

制，同時考慮低度開發國家（LDC）和糧食淨輸入開發中國家（Net Food Impo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NFIDC）的需求。

再者，免除 WFP 糧食採購出口限制的部長宣言草案中則是在確保不影響銷售國採

取相關措施保證其國內糧食安全權利的情況下，免除對 WFP 糧食採購的出口限制。

針對此次農業談判的草案，儘管包括美國、歐盟、中國和代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國

家集團（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group of members，ACP）的牙買加在內的會員基

本表示滿意，代表農業出口國的凱恩斯集團（Cairns Group）的部分成員也承認此次的草

案是農業談判向前邁進的最佳機會，不過，也有一些會員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例如，印

度和喀麥隆反映草案沒有針對公共儲糧提出永久解決方案或強調特殊和差別待遇、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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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集團的部分成員因沒有參與非正式磋商而表示失望和遺憾，而美國、歐盟、英國、烏

拉圭和一些國家則反對所謂免除 WFP 糧食採購出口限制的提案是基於「確保銷售國糧

食安全」的前提。

對此，秘書長伊衛拉敦促會員盡可能克制其評論，以便將「簡單、簡短、美觀和平

衡」的草案文本連同整合後的最終意見於 6 月 7 日提交給各部長在 MC12 上審議。

【由黃哲融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2年 06 月 02日；WTO news，2022

年 06月 02 日】

▲WTO 漁業補貼爭議

WTO 第 12 屆部長會議（MC12）即將在 6 月 13 日舉行，然而針對漁業補貼等相關

議題之進展受到阻礙。對此，美國方面於 6 月 7 日表示，由於開發中國家的部分要求，

使得漁業補貼協議的談判難以進行；同一時間，歐盟布魯塞爾方面則在心態上尚未進入

談判狀態。

在談判方面，一方為中國、歐盟、美國、加拿大、日本以及韓國等漁業補貼大國，

另一方則為開發中國家群體。具匿名人士透露，就目前主席的文案來看，漁業補貼議題

在 MC12 上欲達成協議所面對之挑戰不小。

在補貼方面的爭議，祕魯、印尼等幾個開發中國家呼籲應該限制部分補貼及平衡措

施協定（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SCM）規範下之補貼，但

此一提議顯然不被歐盟和美國等補貼大國接受。印度方面對此則表示，當前的漁業補貼

協議草案允許大型補貼國家繼續進行補貼，甚至沒有強調大型補貼國家削減補貼之必要

性，而且還忽視汙染者付費的原則，因此該草案似乎沒有解決聯合國所提出的永續發展

目標。

此外，在特殊與差別待遇上也產生意見分歧。歐盟提案表示願意給開發中國家特殊

和差別待遇，時間為提案通過後到 2030 年；泰國方面也呼籲，特殊與差別待遇的期限

應限制在 5-7 年，與歐盟和其他工業化國家所提出的觀點一致。然而，印度、印尼和非

洲集團則提議，應有 25 年的特殊與差別待遇，如此才有足夠的時間去解決國內海洋政

策的問題，以及提供漁民明確的政策指導。此外，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集團以及非洲

集團希望能夠進一步放寬全球海洋捕撈量的最低限度規定，由目前主席提議的不超過

0.7%上調至 1.3%。最後，該集團也希望能將捕魚活動擴大至 200 海哩。

比較特別的是，包括美國和歐盟在內的主要工業化國家，都一致認為應該要「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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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規則為基礎、非歧視、開放、公平、包容和透明的多邊貿易體制」，呼應了《馬拉喀什

協定》（Marrakesh Agreement）中規定的原則和目標，也重申應該要給予開發中國家和最

低度開發國家特殊和差別待遇的規定。但在面對 WTO 相關議題，多數工業化國家忽略

《馬拉喀什協定》；相反地，他們並不希望在相關議題討論場域中提及《馬拉喀什協定》，

以確保能夠消除共識原則。

【由蔡心遠綜合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2 年 06月 03日；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2年 06月 07日】

各國消息剪影

▲「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聚焦 11 項重要議題

美國貿易代表署副代表畢昂奇（Sarah Bianchi）與我國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於 2022

年 6 月 1 日舉行視訊會議，同時宣布臺美正式發起「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Century Trade），雙方將以共同的價值觀為基礎，推進及深化臺美重要經

貿關係。

「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將就以下 11 項子題展開談判，包括貿易便捷化、法規訂

定原則、農業、反貪污、協助中小企業貿易、掌握數位貿易所帶來的利益、推廣以勞工

為中心的貿易、支持環境及氣候行動、標準、國營事業、非市場政策及做法等，以具體

方式深化臺美經貿關係。

我國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指出，本項倡議內容與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所涵蓋

之議題範圍相同，與世界大型貿易協定發展方向亦屬一致，同時有助於擴大我業者在美

商機。中華經濟硏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資深副執行長李淳則認為，此倡議按議題性質

可歸類為「臺美雙邊議題」、「美國印太經濟重點」、「下世代全球貿易規則」3 個群組，

其所帶來的關鍵意義、後續效應，是向上正循環的開始，臺灣應把握。

另一方面，美國貿易副代表畢昂奇表示，「印太經濟繁榮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對話與美臺本次倡議對話有相似之處，但後者更著重強

化美國與臺灣在經濟議題上的鏈結。其樂觀認為，鑒於臺美對深化雙邊經濟關係的興趣

濃厚，「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的談判速度可能會比 IPEF 進展更迅速。另外，美國華

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學者古

德曼（Matthew Goodman）指出，美臺貿易倡議內容與 IPEF 高度重疊，顯示美國政府希

望透過類似途徑讓臺灣參與 IPEF。此外，美國國會同樣支持美臺間的新進展，美國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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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南德茲（Bob Menendez）表示樂見美國將強化臺灣經濟合作視

為首要議題，倘美國與臺灣經濟往來愈密切，將有助於提升抵禦威脅時之韌性；民主黨

眾議員米克斯（Gregory Meeks）亦認為拜登政府此舉不僅深化與民主夥伴的雙邊關係，

同時增加臺灣有意義參與全球經貿事務之空間。

本倡議首次會議訂於 2022 年 6 月底在華府舉行，目標是在談判完成後，達成高標

準且具經濟意義的貿易協定，促進創新並帶來包容性的經濟增長。

【由張聖杰綜合報導，取材自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2022年 6月 1日；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2022年 6月 1日；CNN，2022 年 6月 1日；Reuters，2022年 6月 2日；

Bloomberg Law，2022年 6 月 2日】

▲美國允東南亞四國太陽能板兩年的關稅豁免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於 6 月 6 日宣布對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及越南等東

南亞國家的太陽能面板提供兩年的關稅豁免，以此強化近期發展受限的太陽能產業。美

國商務部自 3 月起針對中國大陸製作的太陽能面板展開調查，因有美國企業報案指出有

中國大陸廠商藉由前述東南亞四國，將太陽能面板銷往美國以規避關稅。該調查之進行

將大幅度限制美國太陽能面板的進口量，並造成綠能建設工程進度受阻。

美國多位州長、議員、產業官員對此調查表示擔憂，因為該調查可能導致高達 250%

的追溯關稅。換言之，太陽能面板廠商須保留數十億美元，以因應可能要支付的關稅。

根據熟悉這項關稅豁免計畫的消息人士，白宮未來將推出一個安全避風港暫停徵收關稅，

不僅能讓這些廠商安心，並且亦將挽救發展受限的太陽能產業。

此調查的啟動使白宮陷入兩難，一方面美國正藉著鼓勵綠能的使用來展現其在氣候

變遷議題上的領導能力，另一方面卻又必須尊重調查程序，不可恣意介入。因此，拜登

也動用行政命令，並援引「國防生產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 DPA），以貸款及撥款

的方式推動美國太陽能面板及其他綠能科技的生產，降低美國對其他國家進口的依賴。

此舉亦為白宮避免介入商務部調查的方法。

根據消息人士指出，拜登推出此計畫的依據是 1930 年一項貿易法，並且只適用於

從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及越南，此四個太陽能面板出口國。此舉將不會影響商務部

的調查，而且美國根據調查結果，可在兩年後決定是否對進口太陽能面板課稅，但追溯

關稅的威脅將不復存在。

事實上，有高達 80%總進口量之太陽能面板因美國商務部展開調查而暫停進口，對



12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74期（202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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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產業造成巨大衝擊。眾多美國議員對商務部的調查表示反對，要求商務部停止該調查，

但亦有支持者指出調查案之必要性，即找出規避關稅的廠商並有效地制止之。

拜登並非首次援引 DPA 以因應特定產品之短缺。他曾在嬰兒奶粉供應短缺時，藉

著 DPA 增加產量，亦曾援引 DPA 以增加國內電動車電池關鍵原物料的產量，以及提高

因應新冠病毒（COVID-19）所需的測試設備及疫苗之生產及流通。

【由黃以樂綜合報導，取材自 Reuters；The Hill，2022年 6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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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特別防衛機制 Special safeguard mechanism, SSM

簡稱 SSM。於農業議題中，為開發中國家在市場進入議題所享有的特殊與差別待遇

之一，係指開發中國家要求制訂專屬於開發中國家的農產品防衛措施之制度與準則，以

防止國內市場受到進口產品之衝擊。依據 7 月套案，杜哈回合應制訂較特別防衛措施更

為便利開發中國家使用的農產品防衛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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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第 21 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網址： https://tinyurl.com/yck9b8fn

摘要：
本書收錄了：1. 重振世貿組織立法功能之捷徑：多邊架構內之複邊選項；

2. WTO 補貼規則改革方向之探討：以工業及政府控制企業補貼為例；3. 論新

冠肺炎對海員權益之影響與國際海事組織之因應；4. 美國於反傾銷及平衡稅調

查程序中使用可得事實之 WTO 合致性；5. WTO 實體規範有關內國訴訟權保障

之分析──兼評最高法院 109 年台上字第 1639 號刑事判決；6. 從 Schrems I &

II 論美歐隱私權保障落差對於自由貿易規範之影響。除了上述六篇專題論文，

本書亦收錄會議當日討論實錄，盼能完整呈現與會先進觀點，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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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Brexit Dilemmas: Shaping Postwithdrawal Relations with a Leaving State

出處：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21000412

作者： Ignacio Jurado, Sandra León and Stefanie Walter

摘要： How do voters want their governments to respond when another country

unilaterally withdraws from 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We distinguish between

negotiation approaches that vary in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 accommodate the

withdrawing state's demands and argue that negotiation preferences are shaped by

two issues. The first is voters’ exposure to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accommodation. This exposure varies across issues, and we argue that citizens will

generally prefer non-accommodation on zero-sum issues, but support more

accommodation on cooperation issues, where non-accommodation puts existing

cooperation gains at risk. Second, withdrawal negotiations create precedents, and

citizens should therefore be less willing to accommodate the more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ripple effects of accommodation on the institution's stability.

These concerns also confront citizens with two types of dilemmas depending on

how favorably they view the institution themselves. To test our argument, we use

survey evidence and a conjoint experiment conducted in Germany and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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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Brexit negotiations. We find that respondents overall are more willing

to accommodate the UK on cooperation issues than on zero-sum issues, but also

find evidence that Euroskeptics and Europhiles confront different issue-specific

dilemmas. Our paper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s

surrounding the challenges to multilateralism that have proliferated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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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政府培養第四次工業

革命產業人才之作法
蘇怡文

1.韓國經濟發展困境

2.⼀、跨部會政策重點-科技部

3.二、跨部會政策重點-教育部

4.三、跨部會政策重點-勞動部

5.四、配套措施

6.重點政策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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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6/21 6/23 「金屬產業打造Net Zero 競爭力」線上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ESG/

CMS/Intro

工商協進會 逕自洽詢 6/29
「國際通膨與美國升息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與因應策

略」線上講座
https://tinyurl.com/3x8kzhyh

亞太青年協會 6/10 7/10-12 2022 Model APEC Taiwan 南部場（高雄） https://tinyurl.com/59fdy6v3

中經院東協中心 逕自洽詢 7/21

東南亞經貿工作推廣平臺第十三次會議「東協氣候行

動下之產業新契機-能源轉型、電動車及智慧綠色城

市」視訊研討會

https://seminar.cier.edu.tw/Regfrm_1.asp?i

d=20220720

中經院WTO中心 6/17 7/27-29 2022 第十九屆WTO&RTA 青年研習營 https://tinyurl.com/3bmcx3su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ESG/CMS/Intro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ESG/CMS/Intro
https://tinyurl.com/3x8kzh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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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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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貿易局 逕自洽詢 6/15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違規說明宣導會(線上免費課程)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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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7/6 2022 年東協暨紐澳商機日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NABD20

22

外貿協會新竹辦事處 逕自洽詢 7/6 國際市場開發與通路經營實戰(新竹免費課程)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

10706a

外貿協會 6/20 7/11-13 日本新常態時尚生活商機-文創設計東京,大阪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IDJP2022

外貿協會 7/1 7/15 2022 新南向連鎖加盟商機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cseminar2

022-7

外貿協會 6/30 8/1-5
台灣傑出文創新秀線上東南亞拓銷團--XR 元宇宙新

應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aiwan-X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20614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206141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662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662
https://www.medicaltaiwan.com.tw/zh-tw/index.html
https://www.medicaltaiwan.com.tw/zh-tw/index.htm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NABD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NABD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0706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0706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IDJP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cseminar2022-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cseminar2022-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aiwan-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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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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8/5-7 臺灣原創 IP 中國大陸線上貿訪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PTradeMis

sion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8/5-7 2022 印尼國際連鎖品牌展 - 臺灣連鎖品牌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FRA2022/

CMS/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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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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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9/17-

10/1

「2022 年汽車零配件、塑膠機械、五金手工具、綠

能東部非洲市場貿易布局團」暨「肯亞臺灣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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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kenya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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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9/27-28 2022 年拉丁美洲Hybrid 拓銷團暨拉美臺灣週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l

atam2022

外貿協會 7/1 9/28-29 2022 年日本消費產品大型Hybrid 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JPTM

-04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PTradeMissio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PTradeMissio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FRA2022/CMS/%E6%B4%BB%E5%8B%95%E8%A8%8A%E6%81%A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FRA2022/CMS/%E6%B4%BB%E5%8B%95%E8%A8%8A%E6%81%A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ATP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HAS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HAS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taiwankenya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taiwankenya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HF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HF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latam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latam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JPTM-04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JPTM-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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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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10/4-7 2022 年捷克布爾諾國際工業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2MSV

外貿協會 6/20 10/4-9 2022 年科隆國際機車暨零配件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

ntermot2022

外貿協會 6/15 10/5-7 2022 年德國柏林電動車展-臺灣 EV Solution 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2eMove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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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11/5-7 2022 年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商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2s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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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EBS/2022MSV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MSV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mot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mot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eMove36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eMove36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IANTRAD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IANTRAD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sk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skn
https://www.tiim.com.tw/zh-tw/index.html
https://tinyurl.com/5n7ytsc9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21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74期（202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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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2 年 6 月 11 日～2022 年 7 月 10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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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  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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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22 二～三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Uzbe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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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  Committee on Market Access Experience Sharing Sessions

6/27-28 ⼀～二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6/27-28 ⼀～二  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6/30 四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6/30-7/1 四～五  Committee on Trade Facilitation

7/6-7 三～四  Council for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7/1-2 五～六  APEC: APEC Study Centers Consortium Conference (A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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