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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青年營放‧榜·啦～趕快去粉絲專頁看看你有沒機會見到李老師本人~XD 另外

APEC「公私對話：數位化服務之機會與挑戰」熱烈報名中，在家吹冷氣就能參加喔！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606034412332225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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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WTO 第十二屆部長會議「日內瓦套案」之成果與意涵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顏慧欣 副執行長，王煜翔 分析師

WTO 第 12 屆部長會議(MC12)在今年 6 月 12-16 日談判後，通過了個別議題的決定

(decision)與宣言(declaration)等一系列文件，包括符合條件的開發中國家可在 2027 年前

豁免 TRIPS 專利權義務而生產 COVID-19 疫苗，也讓歷經 21 年談判的漁業補貼達成首

部協定，同時對俄烏戰爭下引發的糧食危機處理等形成共識。此次成果凸顯 WTO 會員

願意透過合作與妥協以彰顯支持 WTO 之決心。本文乃藉此解析 MC12「日內瓦套案」

之意涵與重要性。

WTO 第 12 屆部長會議(MC12)在今年 6 月 12-16 日談判後，即便以 MC12 成果文件

（Outcome Document）取代了發布 MC12 部長會議宣言，但仍通過了個別議題的決定

(decision)與宣言(declaration)等一系列文件，WTO 秘書處對於這些 MC12 通過的文件，

在事後新聞資料均以「日內瓦套案」（Geneva Package）稱之，以下也採此用法。

日內瓦套案所包含的一系列宣言或決議，不論文件名稱為何，軍代表了這些議題取

得了 164 個會員同意之共識，其所代表之意義不可謂不大，畢竟距離上次多邊談判已近

5 年，這段期間國際間除了充斥貿易保護氛圍、突發的 COVID-19 疫情干擾，再加上美

中貿易戰連帶地緣政治緊張，甚而俄烏戰爭等陸續發生，WTO 回應國際情勢或突發事

件的解決能力不斷受到質疑，終究在這次 MC12 對於當前 COVID-19、糧食危機做出適

當回應。同時，談判歷時 20 餘年的漁業補貼協定也獲得階段性的重要成果。日內瓦套

案之達成，不僅象徵本屆部長會議成功擺脫地緣衝突陰霾，更凸顯不同開發程度的 WTO

會員願意以合作與妥協來彰顯支持 WTO 之決心。本文乃擇要說明本次「日內瓦套案」

之主要成果，及未來仍待討論議題，據以評析其意涵與重要性。

一、回應當前 COVID-19 挑戰

為了在當前 COVID-19 挑戰本次部長會議回應，分別達成 COVID-19 豁免適用

TRIPS 決議，以及 WTO 回應 COVID-19 與未來疫病傳染整備度宣言，WTO 會員希望能

夠確保在面對 COVID-19 此類緊急、大規模之嚴重傳染病肆虐全球的情況下，全球貿易

體系能夠對公衛安全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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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豁免適用 TRIPS 部長決議

COVID-19 豁免適用 TRIPS 部長決議(WT/MIN(22)/W/15/Rev.2）1，允許符合條件的

會員，可豁免實施 TRIPS 第 28.1、31(a)、31(b)以及 31(f)條之專利權及強制授權義務。

在無需徵求權利人同意的情況下，使用專利生產應對 COVID-19 肺炎所需之疫苗，以供

應內需或提供予其他同樣符合條件的國家。亦即在 5 年內，開發中國家不需取得專利權

人的同意下便可生產 COVID-19 疫苗，之後可視疫情發展與需要再決定是否延長此項決

議適用。

談判期間較大的爭議在於：美國堅持任何與 COVID-19 有關的 WTO 協議都須明

確排除中國從中受益，其表示中國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擁有 COVID 疫苗以及

mRNA 技術，無須受到豁免的協助2。因此，在原先的決議草案中，針對中國設有排除

條款，明定「COVID-19 疫苗出口量超過全球 10%的開發中國家，將被排除在適用範

圍。」對此，中國 5 月 10 日總理事會主張疫苗專利豁免待遇應開放給所有開發中會員

享有，同時，中方公開承諾將不會濫用疫苗專利豁免所提供的彈性待遇來獲益3。因

此，MC12 最終決議則採折衷方式，僅限於開發中會員可運用該項決議豁免 TRIPS 協

定規定，並鼓勵開發中會員做出具拘束力的自我承諾聲明，允諾不會濫用豁免決議4。

其次，原本南非、印度提案（IP/C/W/669/Rev.1）豁免的範圍除了疫苗外，還包含診

斷（diagnostics）、治療（therapeutics）、醫療器材、個人防護設備以及上述之材料、零件

與製造方法等；此外，原先提案豁免適用之 TRIPS 義務，亦不侷限在專利權，尚包括：

著作權、工業設計、營業秘密以及智財權執法。然美歐等對於全面性豁免 TRIPS 協定仍

有疑慮，認為疫苗之豁免才是優先考量下，此次 MC12 決議也限於疫苗專利之豁免，未

將診斷、檢測、治療藥物納入豁免範圍。不過決議也要求此決議在 6 月 17 日採認後 6 個

月內，會員將協商決定是否將本決議之適用範圍延伸至與 COVID-19 有關試劑及藥物之

生產和供應。

（二）COVID-19 部長宣言

日內瓦套案也包括「 WTO 回應 COVID-19 與未來疫病傳染整備度宣言

1 WT/MIN(22)/W/15/Rev.2, DRAFT MINISTERIAL DECISION ON THE TRIPS AGREEMENT, 17 June 2022
2Bloomberg New, US-China Fight May Spoil Global Deal for a Covid Vaccine-Patent Waiver,

https://www.bnnbloomberg.ca/us-china-fight-may-spoil-global-deal-for-a-covid-vaccine-patent-
waiver-1.1766590

3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gc_10may22_e.htm
4 WT/MIN(22)/W/15/Rev.2,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Decision, all developing country Members are eligible

Members. Developing country Members with existing capacity to manufacture COVID-19 vaccines are
encouraged to make a binding commitment not to avail themselves of this Decision. Such binding
commitments include statements made by eligible Members to the General Council, such as those made at the
General Council meeting on 10 May 2022, and will be recorded by the Council for TRIPS and will b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publicly on the WTO website.

https://www.bnnbloomberg.ca/us-china-fight-may-spoil-global-deal-for-a-covid-vaccine-patent-waiver-1.1766590
https://www.bnnbloomberg.ca/us-china-fight-may-spoil-global-deal-for-a-covid-vaccine-patent-waiver-1.1766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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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MIN(22)/W/13)5，WTO 會員強調全球貿易體系對抗 COVID-19 的重要性，承諾維持

貿易措施透明化、貿易便捷化、供應鏈穩定與可預測性等。宣言更指出 WTO 應將對抗

COVID-19 的工作經驗轉化為有效的解決方案，以便未來面對大規模傳染病時能夠更快

速地做出回應，特別是：國際收支、發展援助、出口限制、糧食安全、智慧財產權、監

管合作、服務貿易、關稅分類、技術移轉、貿易便捷化和透明度等領域6。因此，此一宣

言敦促上述領域所對應的WTO委員會或小組能夠依職權，啟動或繼續有關對抗COVID-

19 經驗的檢討工作，以 2024 年底能向總理事會提出相關檢討建議成果為目標。

在 WTO 通過疫苗專利豁免之際，此一部長宣言更發揮了與豁免決議相輔相成的功

用。事實上，有許多會員與利害關係人在談判過程中已經提出，專利權保護並非生產製

造疫苗過程中唯一的關鍵要素。輝瑞疫苗的生產程序中需要 280 種原料與合成物，分別

需要從 19 個不同國家進口取得，因此確保製造原料的順暢供應也是關鍵。另一方面，

其他藥廠如果要使用相同技術製造 mRNA 疫苗，仍需要克服製程問題、臨床試驗以及

申請核准等不同環節的問題，更需要國家間的監管合作來協助業者解決相關難題。同時，

為了使疫苗接種率能夠提升，足夠的健康照護專業人員、一定水準的醫療基礎設施以及

廣泛宣導疫苗接種之重要性，也才能夠支持快速廣泛的疫苗接種工作。因此，WTO 會

員承諾推動貿易措施透明化、貿易便捷化、供應鏈穩定與可預測性等工作，更才能夠協

助全球貿易體系對 COVID-19 所帶來的衝擊做出更全面的回應。

二、農業、糧食安全與 SPS 挑戰

俄烏戰爭已引發農產品價格急遽上漲，2022 年 6 月全球小麥價格水準較去年同期

上漲超過 60%。在糧食危機的壓力下，本屆 WTO 部長在穩定農產品貿易與糧食安全方

面做出相當程度的努力，分別通過了「緊急因應糧食安全部長級聲明，以及「聯合國世

界糧食署（World Food Programme，WFP）人道糧食採購出口限制部長級決議」。然而，

原先小型談判會議草擬的農業貿易改革的部長級決議草案，由於會員間仍無法解決立場

之分歧而未能獲得通過。

（一）回應糧食安全危機

WTO 會員透過糧食安全部長級聲明(WT/MIN(22)/W/17/Rev.1)」7，強調全球糧食安

全面臨的多重挑戰，會員承諾採取具體行動來確保糧食安全、促進公平市場機制的農糧

貿易發展，包括：改善農產品與肥料供應鏈韌性確保農業貿易的暢通；減少各國對農產

5 WT/MIN(22)/W/13, DRAFT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THE WTO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PREPAREDNESS FOR FUTURE PANDEMICS, 10 June 2022.

6 WT/MIN(22)/W/13, para.23.
7 WT/MIN(22)/W/17/Rev.1,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the Emergency Response to Food In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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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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執行農業協定第 16 條之改

善方案。另一方面，該項部長級聲明亦承諾確保任何緊急糧食安全措施應採取暫時性、

針對性、透明化的方式實施，盡可能限縮對貿易造成的扭曲程度，並將此類措施之實施

情況向 WTO 提出通知。

同時，考量到當前 WFP 人道糧食採購在解決全球飢餓問題方面的重要功能，本屆

部長會議進一步通過「人道糧食採購出口限制部長級決議」(WT/MIN(22)/W/18)8，要求會

員不會對世界糧食計劃署（WFP）人道糧食採購計畫之糧食出口實施限制。同時，會員

仍可按照 WTO 關於以國內糧食安全之例外規定採取適當措施。

（二）無法突破農業談判僵局

WTO 秘書長伊衛拉自今年五月以來積極主導農業談判的小型協商會議，期能突破

農業談判僵局並在此次會議獲得實質成果。六月初召開部長會議前夕，秘書長伊衛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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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決議及宣言草案，除

了最終獲得通過的糧食安全相關之決議與聲明之外，涉及農業談判之決議草案則未獲採

納。

此次未通過的農業貿易改革決議草案，目的在對各項農業談判議題確立談判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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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承諾在下屆部長

級會議（MC13）前就前述議題取得具體成果。由此觀之，由於 WTO 會員間對於農業談

判議題長期存在立場分歧，對於農業談判的工作計劃仍未能達成一致性的共識。

（三）SPS 現代化挑戰宣言

本屆部長會議通過之「第 12 屆部長會議因應 SPS 現代化挑戰宣言」9，緣起於 2021

年美國與我國、中國、加拿大在內的 30 個會員共同提案，而期間陸續獲得非洲集團、

凱恩斯集團、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集團等之支持，最終在本屆部長會議獲得採納，

作為 SPS 委員會未來工作計畫，以因應當前食品與動植物貿易所面臨的挑戰。

依據此一 SPS 部長級宣言，當前食品與動植物貿易所面臨的挑戰，包括應對人口結

8 WT/MIN(22)/W/18, Ministerial Decision on World Food Programme (WFP) Food Purchases Exemptions
from Export Prohibitions or Restrictions

9 WT/MIN(22)/27, WT/L/1138,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Declaration for the Twelf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Responding to Modern SPS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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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變化而增加的農產品流動、工具與技術的創新、氣候變化的壓力、永續農業和生產系

統的實踐、疾病、蟲害，以及帶病或致病生物體的傳播，以及持續的實施 SPS 對貿易造

成的變相限制。

於宣言中，各國重申採取 SPS 措施時應保持透明度並以科學證據為基礎，並要求部

長級會議指示 SPS 委員會加強對 SPS 協定的實施，以及開展一項對所有會員開放的工

作計畫，以管理包括實施 SPS 措施可能面臨的問題，與可解決此些問題的現有機制，以

及新出現的挑戰對實施 SPS 協定的影響。該項宣言責成工作計畫應討論促進永續性農業

生產與國際貿易相關主題，包括：使用安全且創新之植物保護產品、使用相關之國際標

準訂定 SPS 措施、促進創新工具與技術之交流、支持低度開發國家於制定或實施 SPS 措

施時之特別需求、支持科學證據和原則為基礎的 SPS 措施、促進會員使用國際標準制定

機構所使用的原則來進行風險評估、使 SPS 措施適應區域條件，以限制蟲害與疫病傳播

之 SPS 風險議題等。

三、凸顯 WTO 會員對環境與永續性之重視

階段性完成漁業補貼談判乃是 MC12 的重要成果之一，為保護海洋資源永續發展跨

出了歷史性一步。漁業補貼協定的內容，包括禁止會員補貼非法、未報告及不受管制（IUU）

漁業。此外，該項協定也課予會員更高之環保義務，針對過漁魚群（Overfished Stock），

協定要求會員在經過漁業資源評估，確認有相關措施可以重建魚群到生物永續水準時，

才能提供補貼。WTO 未來亦將成立專責委員會處理漁業補貼協定後續執行工作，包括

會員應通知相關補貼措施、魚群狀態等，會員也可在委員會對其他會員之措施與資訊提

出詢問，相互監督執行情形。不過此漁業補貼協定之生效，仍依 WTO「馬爾喀什設立世

界貿易組織協定」第 10.3 條規定，有三分之二之 WTO 會員通知 WTO 其國內程序已完

成後，則漁業補貼協定方可生效。

漁業補貼議題自 2001 年杜哈回合開始談判，經歷數次談判破裂，終於在第 12 屆部

長會議進入延長會期時達成共識。過去 WTO 僅針對貿易議題達成協定，漁業補貼協定

為 WTO 首次針對環境保護而達成之多邊協定，乃是 WTO 因應日益嚴重的環境議題所

展現的重要起步，也表示貿易應該朝向更重視地球環境與永續發展方向邁進。

然而，由於會員間對於「產能過剩及過度捕撈（overfishing and overcapacity， OFOC）」

問題仍存有立場歧異未能達成共識。目前的協定刪減了 OFOC 無法達成共識之條文，也

因此目前協定將其定義為漁業補貼談判文本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明定應在此協定生效

後 4 年內完成談判。除非 WTO 總理事會另有決議，若是屆期未能完成談判則此一協定

將立即失效。藉此規定將促使會員致力於就此次未及處理的 OFOC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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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 2021 年以來以聯合聲明倡議形式開放會員參與的環境議題也陸續增加，

包括:「塑膠污染與永續貿易非正式對話（Informal Dialogue on Plastics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Plastics Trade，IDP）」、「化石燃料補貼改革（Fossil Fuel Subsidy

Reform，FFSR）」以及「貿易與環境永續結構對話（Trade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tructured Discussions，TESSD）」。在本屆部長會議期間參與聯合聲明倡議的會員除了宣

布各議題之工作成果之外，更進一步歡迎其他會員參與聯合聲明倡議之討論，凸顯 WTO

會員對環境與永續性之重視。

四、其他議題之斬獲

WTO 至今實施電子傳輸免課關稅一事，也在 MC12 通過決議（Moratorium）繼續延

長，直到下屆部長會議，總理事會在此期間應定期檢討。鑒於近年來有若干 WTO 開發

中會員認為電子傳輸免關稅的措施，受益者均為主宰電子商務平台的美歐等先進國家，

因此開發中國家紛紛提出對電子傳輸內容課徵關稅之主張，所幸 MC12 通過此決議下，

維持了發展電子商務所需之法律確定性及免稅環境，也避免對於跨國企業或中小企業等，

在因應疫情改為大量使用電商工具維持營運之際，造成雪上加霜的額外貿易障礙。

此外，MC12 在成果文件（Outcome Document）中指出，將正式啟動 WTO 改革程

序。WTO 的談判規則制定、透明化與監督、以及爭端解決機制三大功能，近年還面臨嚴

重弱化，因此成果文件指出，將由「總理事會」及其各級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對於 WTO

功能進行檢討與提出適當決議案建言，以供第 13 屆 WTO 部長會議考量。

至於受矚目的上訴機構在內之爭端解決機制，MC12 同樣訂出後續將展開討論，以

在 2024 年回復完整、運作良好且供所有會員利用該機制為目標。此應當有助解決積案

甚多的上訴爭端案件，建立 WTO 規範之法律確定性及提高會員參與新談判之意願。即

便 MC12 未清楚指出未來改革的具體方向或對案，然而訂出目標年的方式，仍有助於凝

聚各會員加速談判的動能。

五、結語

MC12 所完成的「日內瓦套案」，究竟是成功或失敗的談判結果，或許見仁見智，然

而重點是展現出，在充斥貿易保護與反全球化的氛圍下，WTO 仍堅定地帶領世界走向

「自由貿易」的方向；同時間也凸顯出，WTO 會員間即便存在「戰略性競爭」，但仍有

「戰略性合作」的空間。例如美國拜登政府上任後，對於漁業補貼協定乃力倡 IUU 漁業

應納入與避免強制勞動的相關規定，但 MC12 通過的漁業補貼協定並未見美國相關建議，

顯示拜登政府願意妥協的談判彈性；且在已開發會員的同意下，開發中國家在協定生效

2 年內，其針對 200 海浬專屬經濟區採行的漁業補貼可獲免義務。同樣的，印度向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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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場域的開發中國家領頭羊，也是提出 COVID-19 疫苗生產應豁免 TRIPS 義務的倡

議者之一，此次 MC12 決議大幅限縮僅有疫苗生產獲得 TRIPS 豁免，而將藥物治療、檢

測等之豁免留待後續協商，對此也需印度等提案國之同意下方可通過，反映了開發中國

家的善意之舉。因此「日內瓦套案」對於所有 WTO 與會代表而言，即便不是皆大歡喜，

但也絕非淪於空手而歸!

除了當前的 WTO 檯面上議題，因應氣候變遷、科技競爭、工業補貼、投資與競爭

規則等，也是當下國際環境有待解決與調和的棘手事項，不論是透過 WTO 會員的小型

或複邊對話、或更廣泛的國際合作，都是這一世代各國政府須面對的問題，也依然是

WTO 前途迢迢之考驗。然而，如同 WTO 秘書長伊衛拉在 MC12 閉幕演說中引述英國

首相邱吉爾明訓: 「成功沒有終點，失敗並非致命，重要的是有勇氣持續下去」 ( Success

is not final, failure is not fatal: it i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that counts.) 。此次 MC12 展現

了 WTO 繼續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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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MC12 通過延長暫緩電子傳輸關稅與 TRIPS 豁免等決議

第 12 屆 WTO 部長級會議（12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MC12）於今（2022）年 6 月

12 日於瑞士日內瓦展開，直至 6 月 17 日凌晨通過漁業協定後，方宣告圓滿落幕。WTO

秘書長伊衛拉（Ngozi Okonjo-Iweala）表示，此次會議是一場史無前例，且取得非常多

實質性成果的會議。本次 MC12 發布三項重要決議：（1）將暫停徵收電子傳輸關稅的期

限再延長兩年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2）通過 COVID-19 疫苗的 TRIPS 豁免決議；以及

（3）通過部長級成果文件。

在電子商務議題上，各方達成協議將加強對於暫停徵收電子傳輸關稅的討論，並由

總理事會根據 WTO 相關機構提出的報告，定期審查暫停徵收電子傳輸關稅的範圍、定

義與影響，並且將繼續維持暫停徵收關稅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另一方面，延長暫停期

間對於 WTO 電子商務聯合聲明倡議（Joint Statement Initiative on E-commerce）的談判

也可能造成影響，儘管 JSI 對於電子商務傳輸的定義與範圍仍不明確，但美國與其他幾

個會員已表示希望永久免徵電子商務傳輸關稅。

對於各方僵持已久的 TRIPS 豁免，在美國與中國對於美、歐、南非、印度所提出之

成果文件的適用資格進行協商之後，最終通過了對 COVID-19 疫苗的 TRIPS 豁免決議。

適用資格由先前四方成果文件設定的「2021 年 COVID-19 疫苗出口低於全球 10％」，改

為「所有開發中國家會員」，但鼓勵目前擁有製造 COVID-19 疫苗能力的開發中國家會

員，對於不利用該決議所提供的彈性提出具拘束力的承諾。 此次通過之協議僅於生效

後的五年內有效，而對於 COVID-19 診斷和治療相關的生產與供應問題，則將於六個月

內進行討論，但消息人士已表示各方對於此部分達成協議的機會應該不大。

此次會議的成果還包括一項涵蓋所有 WTO 未來發展關鍵的部長級成果文件。在美

國長期提出的 WTO 之改革議題上，成果文件第三段中提到，各會員將在重申 WTO 基

本原則的同時，為改革做出努力以改善組織功能，確保其得以正常運作。會員將主導改

革工作，朝「公開、透明、具包容性，以及符合所有會員的利益，包括發展議題」之方

向進行。總理事會及附屬機構亦將展開改革工作、檢討發展進程，並考量相關決定，以

提交至下一屆部長級會議。對於上訴機構的改革，成果文件第四段中承諾將展開討論，

以期在 2024 年以前提供一個全面且運作良好的爭端解決機構供所有會員使用。至於貿

易有關之環境議題，則重申對開發中及低度開發國家提供支持的必要性。文本中雖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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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近期引起爭議的碳邊境安排及循環經濟，但可視為為環境議題在 WTO 的發展上開了

一扇門。其他聯合倡議議題尚包括提出貿易與性別、協助微中小型企業發展環境與規則

豎立的重要性，以及要求貿易便捷化委員會在完成貿易便捷化協定下一次審查前，每年

舉行關於過境問題的專門會議等。

相較之下，農業及漁業補貼議題則是僅有小幅度進展。在農業議題上，各方通過決

議取消對世界糧食計劃署（WFP）採購的出口限制，然而該決議由兩個相互削弱效果的

內容組成。一方面「會員不得對 WFP 基於人道目的的糧食採購實施出口禁令或限制」，

另一方面卻表示「本決議不應解釋為阻止任何會員根據 WTO 協定的相關規定，採取確

保國內糧食安全的措施。」表現出各方妥協之結果。另外公共儲糧計畫（public

stockholding programs, PSH）的永久解決方案將延遲至下一屆部長級會議討論，但根據

消息人士表示，美國永遠不會允許永久解決方案的通過。

最後在漁業補貼議題方面，本次會議決議最終僅通過禁止支持「非法、未報告，以

及不受管制、過度捕撈（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IUU） and overfished）

的漁業」之規範，但在最關鍵的「產能過剩及過度捕撈/過漁的補貼（subsidies contributing

to overcapacity and overfishing）」之規範則被全數刪減。此次被大幅縮減的漁業補貼協定，

若在生效四年內未採取全面的規範措施，除非理事會另有決議，否則協議將被終止。對

於此次漁業補貼所達成的協議，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表示已向前邁出了一

步，並表示美國將繼續追求在強迫勞動方面的透明度規範。

【由唐于晴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2年 06月 17日】

▲環境議題成為 MC 12 的關注焦點

今（2022）年在 WTO 第 12 屆部長級會議（MC 12）期間，各會員除了在電子商務、

疫苗專利豁免和 WTO 改革方面等達成共識外，還認識到包括氣候變遷、自然災害、生

物多樣性流失和汙染等問題對全球環境帶來的挑戰，注意到多邊貿易體系對促進聯合國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的重要性，並就環境

議題跨出歷史性的一步。

首先，本屆部長級會議終於針對漁業補貼達成新的協定。其具體內容除了包括禁止

會員補貼「非法、未報告及不受管制（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IUU）漁業」、

要求會員採取更高標準打擊 IUU 之外，還課予會員更高的環保義務。例如，針對過漁魚

群（Overfished Stock），新協定要求會員在經過漁業資源評估，確認有相關措施可以重建

魚群到生物永續水準時，才能進行補貼。WTO 未來還將成立專責委員會處理漁業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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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後續執行工作，包括會員應通知相關補貼措施、魚群狀態等，會員也可在委員會對

其他會員之措施與資訊提出詢問，相互監督執行情形。

雖然此次漁業補貼協定在「過度捕撈/過漁與產能過剩（overfishing and overcapacity，

OFOC）」問題上刪減許多未能達成共識的條文而留有缺憾，但卻是 9 年來 WTO 達成的

首份多邊協定，更是首次為保護環境而達成的協定，代表著 WTO 可以為保護環境而制

定貿易規則，其歷史性意義不言而喻。

其次，去（2021）年由多個國家分別發起的「塑膠污染與永續貿易非正式對話

（Informal Dialogue on Plastics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Plastics Trade，

IDP）」、「化石燃料補貼改革（Fossil Fuel Subsidy Reform，FFSR）」以及「貿易與環境永

續結構對話（Trade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tructured Discussions，TESSD）」三

項倡議提案，誓言將環境議題置於未來貿易討論的核心，亦使環境議題成為 MC 12 的關

注點。其中，針對塑膠污染與永續貿易非正式對話中，澳洲、中國和巴巴多斯等六國聯

合發表部長級聲明，歡迎 WTO 會員積極參與並維護一個開放、包容和透明的對話流程，

強調透過貿易層面展開國際合作以解決塑膠汙染問題的重要性，並盼在 MC 13 針對解

決塑膠汙染與貿易相關問題取得具體、務實和有效的成果；針對化石燃料補貼改革，提

案國介紹其於 6 月 10 日通過的工作計畫，並歡迎薩摩亞和巴拉圭成為新的共同提案國，

使參與成員達到 47 個；針對「貿易與環境永續結構對話」，由哥斯達黎加報告小組的工

作進展，包括建立環境商品與服務、與貿易相關的氣候措施、循環經濟和補貼等四個非

正式工作小組，並歡迎巴西、塔吉克斯坦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加入。

最後，在本屆 MC 12 發布的「成果文件」（Outcome Document）中，各會員還表示

將致力於將貿易與環境委員會（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CTE）作為 WTO

會員之間針對貿易措施與環境措施之間關係對話的常設論壇，促進永續發展。

【由黃哲融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2年 06 月 13日；WTO News，2022

年 06月 13 日】

▲美國與 10 個重要夥伴成立「礦物安全夥伴關係」

美國與澳洲、加拿大、芬蘭、法國、德國、日本、韓國、瑞典、英國、歐盟執委會

等重要夥伴國家，在全球最大的礦業活動「加拿大探礦者暨開發商協會會議」（Prospectors

and Develop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上宣布，成立「礦物安全夥伴關係」（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 MSP），以完善關鍵礦物供應鏈。

MSP 旨在確保關鍵礦物生產、加工與回收的方式能夠支援各國能達到其地質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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稟賦的完全經濟發展效益，預計接下來數十年全球對於清潔能源的需求將顯著提升，而

關鍵礦物正是發展清潔能源所不可或缺的要素。MSP 將促進政府與民間對關鍵礦物價

值鏈戰略性的投資，建立堅持符合高環境、社會及治理標準的完整供應鏈，以支持經濟

繁榮與氣候目標。

美國主管經濟成長、能源與環境事務的國務院次卿費南德茲（Jose Fernandez）表示，

全球對鎳、鋰、鈷等礦物的需求將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大幅提升，這些礦物是電池、電

動車、風力渦輪機、太陽能板的關鍵必需品，並且應用於各種電腦與家電產品中。為達

成美國的減碳與清潔能源目標，美國將需要大量的鎳、鋰、鈷，據估計，美國在 2050 年

對鋰的需求量將超過今日的六倍。

路透社表示，美國政府持續不懈地和加拿大合作促進區域供應鏈的發展，以對抗中

國大陸在該領域的主導地位，加拿大自然資源部長威金森（Jonathan Wilkinson）表示，

加拿大有美國所缺乏的鎳與鈷礦床，「只要我們做得對，關鍵礦物對加拿大來說就是一

整個世代的經濟機會。」

同時，澳洲萊納斯（Lynas）稀土公司宣布與美國國防部與簽署一項 1.2 億美元的協

議，將在美國德州墨西哥灣興建一座商用重稀土分離工廠，工廠預計於 2025 年投入營

運。這座工廠將是中國以外首座能夠分離重稀土的工廠，有助於減少美國對於這些礦物

的主要生產國中國的依賴。

【由吳安琪綜合報導，取材自美國國務院官網、路透社、美國之音，2022 年 6 月 14日】

▲馬國研究指出維護生物多樣性與永續發展有利於東協部分核心經濟

馬來西亞科學院（Academy of Sciences Malaysia）於今（2022）年 6 月 15 日發布東

南亞維護生物多樣性與永續社會經濟發展之關聯性研究成果，表明環境保護和維護生物

多樣性並非東協國家的既定成本，而是其經濟中的部分核心。這些調查結果對即將上任

的菲律賓新政府而言，使其在制定環境政策方面必須更加強而有力。

這項研究首次量化了該地區維護生物多樣性的經濟價值，其中東協三國菲律賓，印

尼和馬來西亞皆名列世界上 17 個生物多樣性大國。根據該報告，東南亞的生物多樣性

在就業、旅遊資產和與維護相關經濟活動方面，為區域經濟貢獻約 2.19 兆美元。研究從

幾個生物多樣性專案中，發現這些專案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例如菲律賓民答那峨島

（Mindanao）的基唐拉德山自然公園（Mount Kitanglad Range Natural Park, MKRNP）為

極度瀕危的菲律賓鷹保護區，建立公園不僅有助於保護鳥類及其棲息地，透過管理公園

工作和擴大生態旅遊機會也可為該地區的三個原住民社區 Higaonon、Talaandig 和

https://www.manilatimes.net/topic?eid=2738557655&ename=Academy%20of%20Sciences%20Malaysia&lang=en
https://www.manilatimes.net/topic?eid=4063463641&ename=Asian%20countries&lang=en
https://www.manilatimes.net/topic?eid=1493143289&ename=Mount%20Kitanglad%20Range%20Natural%20park&lang=en
https://www.manilatimes.net/topic?eid=1493143289&ename=Mount%20Kitanglad%20Range%20Natural%20park&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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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kidnon 提供生計。其他具有類似經濟效益的專案，也出現在印尼、馬來西亞、寮國、

越南和泰國。

本項研究提出的時機恰逢世界各國正在談判一項透過《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維護自然的全球策略，東協 10

國亦參與其中。該公約的主要目標是運用基於科學的政策，到 2030 年保護或保存至少

30%的地球陸地和海洋，稱為「30 x 30」計畫。這項報告提出一個強而有力的論點，即

維護生物多樣性工作帶來的不只有無形和定性的好處，實際上也是經濟成長的驅動力。

透過量化生物多樣性的經濟價值，該研究得出結論：若各國任生物多樣性受到不永續之

發展侵蝕，其創造的價值將會從經濟中扣除；反之，若各國致力於維護生物多樣性，該

部分的經濟價值就會成長。

對於要如何在經濟規劃中優先考量生物多樣性，該研究提出的建議，僅指出採取政

策觀點的理由，而非如何執行該政策的路徑圖。當然，各國在執行相關政策時不會放棄

經濟福祉和成長所必須的其他優先事項，包含能源供應、農業發展、住房、基礎建設、

商業開發等，但這項研究的價值在於對一些會損害環境和經濟的特定優先事項，提供了

政策上之指引和理由。以菲律賓為例，《國家土地使用法》（National Land Use Act）自

1994 年提出後，至今仍未通過；該法明確界定菲律賓土地利用目的，並防止不負責任的

發展，如砍伐森林、在生態或文化敏感地區採礦或將農業用地改為從事對環境不友善的

住宅開發。

另一個應該得到更大政策重視的領域是支援各部門的研發。農業可能是首要的部門，

以因應糧食安全之迫切需要，同時在能源、工程和建築、廢棄物管理和運輸等部門，也

迫切需要進行永續發展和方法的研究。

這項研究最重要的結論是，其客觀地表明，負責任的環境管理和維護不一定是經濟

發展的權衡問題。環境保護經常被視為一種奢侈品，國家不能總是為此做出犧牲，但顯

然並非如此。誠如研究顯示，倡導環保和永續性的經濟政策不僅可促進經濟成長，也是

必要的。

【由鐘雲曦報導，取材自 The Manila Times，2022年 6月 18日】

各國消息剪影

▲阿根廷政府穩定國內小麥物價，暫緩填捕烏俄戰爭糧食缺口

阿根廷為南半球主要生產小麥與玉米的大國；烏克蘭小麥生產量年均約2,50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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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阿根廷小麥生產量年均將近 2,200 萬噸(2021 年統計)，且每年出口小麥 1,200 至 1,300

萬噸至亞洲、北非、以及其他南美洲國家。其中巴西為阿根廷小麥主要採購國，每年向

阿根廷採購約 600 萬噸的小麥。

儘管阿根廷總統費南德茲（Alberto Fernandez）於今（2022）年 5 月表示，阿根廷有

望在烏俄戰爭所致的糧食短缺中，填補全球對小麥的需求，減緩全球糧食通膨壓力，然

受制於進口燃料與肥料成本的攀升，此一願景已產生變數。目前，阿根廷國內的通膨指

數已超過 50%，食物通膨指數亦逾 20%，為穩定國內的供應與抑制通膨，在兼顧國內經

濟及避免違反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條件等多重考量因素下，阿根廷採取限制小麥出口措

施，此外亦計畫上調 12%的小麥出口關稅以抑制通膨壓力。

在阿根廷限制出口措施下，相較於 2021-2022年度有近 1,450萬噸小麥出口，在 2022-

2023 年度僅出口小麥 1,000 萬噸至國外，許多種植小麥的農民也因而改種葵花籽、大麥

等成本較低且較少政府干預的作物。對此，布宜諾斯艾利斯穀物交易所（Buenos Aires

Cereal Exchange）首席經濟學者特哈達（Agustín Tejada）表示，該類作物僅需較少的成

本培育，較少的水源及肥料即可養成。根據阿根廷天主教大學之社會債務觀察（The Social

Debt Observatory of the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rgentina）報告指出，阿根廷國內

的貧窮線已升至 43%，超過總統費德南茲初就職時的 35%，貧窮線大幅升高迫使政府得

凍結如麵包、麵粉等大宗物資的價格，也影響到種植穀類農民的收入。

回顧糧食主要生產大國的供應情況，在面臨烏俄戰爭所引發的糧食與肥料短缺危機

之下，中國大陸因嚴格的清零防疫政策及肥料短缺，致使春耕延遲且農耕不足；印度總

理莫迪原宣布印度已準備好填補全球糧食的缺口，然國內糧食供應亦遭逢烏俄戰爭影響

重挫，而採取限制出口措施；如今阿根廷也不約而同因國內經濟與供應的壓力吃緊，而

採行糧食保護主義。鑒於烏俄戰爭中，烏克蘭港口因戰爭而延宕出口的糧食開放時程仍

遙遙無期，其他糧食大國則因國內經濟因素而暫緩填補烏俄戰爭所致的糧食缺口，全球

糧食通膨的危機尚待解方。

【由蘇君哲綜合報導，取材自 Financial Times，2022年 6月 13日、6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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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環境商品 Environmental Good

係杜哈部長宣言第 31.3 段「環境商品及服務的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之削減或消

除」所授權之談判項目。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環保產業非正式工作小組（Informal

Working Group on the Environment Industry）對環境商品與服務之定義：環境商品與服務

包含為了衡量、預防、限制、減少與矯正對於水、空氣與土壤的環境損害以及與廢棄物、

噪音以及生態系相關之問題，而生產之產品與活動；並包含減低環境風險，及降低污染

與能源使用之清潔技術、商品與服務。 在 WTO 的談判中，由於環境商品通常具多重用

途及多樣化，因此不易進行明確的操作性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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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因應數位時代臺灣消費者行為模式轉變調查研究分享

網址： https://www.cier.edu.tw/publish/projects/detail/3972

摘要：
【詳細內容請至本院圖書室參閱】

期刊介紹

篇名：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Media Coverage, and Backlash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出處： https://doi.org/10.1177/00220027221081925

作者： Ignacio Jurado, Sandra León and Stefanie Walter

摘要：
This paper puts forth a theory explaining domestic backlash agains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by connecting media coverage—specifically the bias in the news

media’s selec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to public opinion formation towards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To test our theory, we examine both the content and

effects of the media’s reporting o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focusing on the

increasingly controversial form known as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We find that newspaper outlets i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have a bias

in favor of covering disputes filed against their home country as opposed to those

filed by home country firms. Using two national survey experiments field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we further find that the bias in news story selection has

a strong negative effect on attitudes towards ISDS and related agreements,

especially among highly nationalistic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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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美雙邊經貿現況與趨勢 許裕佳

1.臺美雙邊經貿發展趨勢

貿易（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

2.美國關稅制裁對供應鏈之影響

美中貿易戰背景回顧、美國對中國大陸

課稅產品之進口變化、美中關稅戰對臺

灣貿易之影響

3.美國供應鏈重整對臺灣產業之機會與挑

戰

美國供應鏈重整政策、對臺灣產業之可

能影響、臺灣產業的機會與挑戰、深化

臺美產業合作

4.結論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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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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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經院WTO中心 7/4 7/6 APEC「公私對話：數位化服務之機會與挑戰」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6060

344123322255090

中經院東協中心 逕自洽詢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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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yurl.com/2tw5d4ey

亞太青年協會 7/3 7/26-28 2022 Model APEC Taiwan 北部場（臺北） https://tinyurl.com/59fdy6v3

https://tinyurl.com/3x8kzhyh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6060344123322255090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6060344123322255090
https://tinyurl.com/2tw5d4ey
https://tinyurl.com/59fdy6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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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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桃園辦事處 逕自洽詢 6/29 俄烏戰爭下的歐洲市場經營(桃園免費課程)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

11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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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

外貿協會新竹辦事處 逕自洽詢 7/26 國際市場開發免費諮詢會(新竹/線上免費諮詢)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

107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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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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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111062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111062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0706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0706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cseminar2022-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cseminar2022-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0726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0726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aiwan-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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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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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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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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
8/23-

9/23
2022 年印度 Hybrid 拓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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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ndia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8/31-9/2 2022 年線上泰國臺灣形象展-淨零碳排形象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NETZEROEMISSION2022

外貿協會 7/8 9/14-17 2022 年越南胡志明市醫療醫藥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pharmedi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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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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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 10/14-16 2022 年菲律賓亞洲連鎖加盟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AP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ATP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HybridIndi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HybridIndi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ETZEROEMISSION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ETZEROEMISSION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pharmedi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pharmedi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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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MSV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MSV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AP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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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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5 日～2022 年 7 月 24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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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 三  Committee on Trade Facilitation TFA 5 Year Anniversary Event

6/29 三  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 Anniversary Event 2022

6/30 四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6/30 四  Launch of the Cross Border Paperless Trade 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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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五  Committee on Specific Commi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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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 四～五  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

7/12 二  TBT Thematic Session on Transparency

7/12 二  Thematic Session on Transparency

7/12 二  TBT Thematic Session on Regulatory Cooperation between Members MSMEs

7/12 二  Thematic Session on regulatory cooperation between Members MSMEs

7/13-15 三～五  Committee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7/20，

7/22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Republic of Moldova

7/21 四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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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