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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大熱天不想出門？暑假只想躺平在家？沒關係，我們的線上學習平台可以讓你更心安理得

地躺著學習新知，是不是很有建設性？快來看今年度有什麼新課程！

https://taiwanlife.org/local/enterprise/generalcourse.php?id=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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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報

國際經貿規範動態分析 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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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聚焦 11 項重要議題

二、MC 12 綜合評論

一、「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聚焦 11 項重要議題

發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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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全文）

重點評析

各界對於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的解讀及評價不一。這是因為其跟傳統國際經貿互

動方式不同所導致的結果。若仔細分析台美倡議的內容，就可發現 11 個談判項目幾乎

就是不含市場開放承諾的「迷你版 CPTPP」。例如台美倡議第一項「貿易便捷化」是 CPTPP

第 5 章的主題，第二項「良好管制實踐」對應到 CPTPP 第 25、26 二章，第三項「農產

品檢疫」是 CPTPP 第 7 章，第四項「反貪污」是 CPTPP 第 26 章，第五項「提升中小企

業貿易參與」是 CPTPP 第 22 及 24 章，第六項「擴大數位貿易受益範圍」為 CPTPP 第

13 與 14 章，第七項勞工為核心的貿易政策，對應 CPTPP 第 19 章，第八項環境與氣候

行動是 CPTPP 第 20 章，第九項標準化是 CPTPP 第 8 章，至於第十項公營企業則為

CPTPP 第 17 章。最後第十一項「非市場經濟行為」雖然 CPTPP 沒有直接對應章節，不

過美墨加協定（USMCA）中有相對應的總經政策及匯率操縱專章，同時三方並同意以

強化反傾銷及反補貼等領域的合作方式回應非市場經濟行為。

簡單計算，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已經涵蓋了 CPTPP 除關稅、投資及政府採購以外

的主要內容，再加上部分 USMCA，幾可涵蓋當前美國貿易談判的主要範圍。此外，倡

議本身使用「透過談判以完成協定」的文字，美方更開始 6 月初在美國聯邦政府公報，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2088&nid=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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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跟臺灣的「談判方針」（Negotiation objectives）開始一個月的公眾意見徵詢程序，更

進一步反映出台美倡議具備「迷你 CPTPP」性質，等同於啟動台美 BTA 的第一步。至

於關稅、投資等市場開放談判當然重要，不過要等未來美國風向轉變才有可能。事實上，

美國工業產品平均關稅只有 2％，投資自由化程度也高於我國，自由化談判反而涉及我

國農產品及汽車市場開放，晚談未必不利。

展望未來，既然臺美貿易倡議性質類似「迷你版 CPTPP」，談判方向重點並不難掌

握，且我國準備 CPTPP 多時，應可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談判。簽署臺美貿易倡議，也等

同於美國接受臺灣對於倡議內涵蓋之議題已經準備好的說法，對爭取加入 CPTPP 亦有

加分效果。（李淳）

二、MC 12 綜合評論

發展動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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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全

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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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全文）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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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2087&nid=495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2087&nid=495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2092&nid=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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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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全文）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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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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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全文）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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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全文）

重點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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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come Document）取代了發布 MC12 部長會議宣言，並通過 9 份個別議題的決定

（decision）與宣言（declaration），WTO 秘書處對於 MC12 通過的一系列文件，在事後

新聞資料均以「日內瓦套案」（Geneva Package）稱之，一方面可能希望維持如同過去MC10

前的部長會議均有「套案」的形式；二方面也想展現即便無部長宣言，MC12 仍是一場

成功部長會議之意象。

在多邊議題上，透過 MC12 通過的文件、決議等所展現的最大共識，首要乃是階段

性完成漁業補貼談判，也就是 WTO 時代除了貿易便捷化協定外，有機會新增一多邊協

定，且是首次針對環境保護而達成之多邊協定。此次完成的漁業補貼協定內容，包括禁

止會員補貼非法、未報告及不受管制（IUU）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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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間也可相互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2086&nid=496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2920&nid=496
https://web.wtocenter.org.tw/Dictionary.aspx?pid=98
https://web.wtocenter.org.tw/Dictionary.aspx?pid=332
https://web.wtocenter.org.tw/Dictionary.aspx?pid=538
https://web.wtocenter.org.tw/Dictionary.aspx?pid=538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2921&nid=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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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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國內生效程序後，協

定方可生效。然而關於「產能過剩及過度捕撈（overfishing and overcapacity, OFOC）」問

題談判，協定先刪減了無法達成共識之條文，但明訂此協定生效後 4 年內應完成 OFOC

談判，屆期若未完成談判則此一協定將立即失效。因此漁業補貼後續談判之壓力與挑戰

仍很高。

此外，為了展現 WTO 並非脫離國際現實、可有可無的國際組織，回應外界對於

COVID-19 疫苗生產分配、及因應俄烏戰爭下越發嚴重的糧食安全議題，乃成為 WTO 秘

書長伊衛拉在 MC12 會前已標明的重點工作。針對疫苗問題，MC12 通過了「COVID-19

豁免適用 TRIPS 部長決議」(WT/MIN(22)/W/15/Rev.2），允許符合條件的開發中國家，

在 5 年內無需徵求權利人同意下，可使用專利生產 COVID-19 肺炎所需之疫苗，供應內

需或提供其他同樣符合條件的國家。至於此一豁免是否可延伸至 COVID-19 有關診斷、

治療、試劑等生產和供應上，在 6 月 17 日後 6 個月內，將由會員協商決定。

其次針對糧食安全，MC12 通過了「緊急因應糧食安全部長級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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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會員同意

對於世界糧食計劃署（WFP）人道糧食採購計畫的糧食，不會隨意實施出口限制措施；

但仍尊重各會員依國內糧食安全考量而採行的適當措施。在 MC12 會前，各會員對於糧

食安全問題處理的歧異不大，主要爭議仍是 COVID-19 疫苗豁免，因此在 WTO 秘書長

協調美、歐、印度、南非討論下，5 月 3 日先公布一初步的妥協版草案，大致也是 MC12

通過的共識，就算各界多所批評此一決議實質效益不大，但仍是 WTO 會員願意相互妥

協的一種展現。

不過仍有若干遺珠之憾，例如在事前擬定的 WTO 改革、化石燃料補貼改革、塑膠

污染與永續貿易非正式對話等議題的部長聲明，均未獲 MC12 採認，僅在 MC12 成果文

件指出，對於 WTO 功能將行檢討與提出適當決議建言，以供第 13 屆 WTO 部長會議考

量；針對上訴機構在內的 WTO 爭端解決，訂出將以在 2024 年回復完整、運作良好且供

所有會員利用該機制為目標，展開後續協商。至於環境、化石燃料等議題，成果文件則

提到，WTO 會員肯認氣候變遷與污染等環境問題的重要性，也認為多邊貿易體系應對

促進聯合國「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有所貢獻，因此將在 WTO「貿易與環境委員會」

繼續討論此一議題。

總之，即便 MC12 有若干成果，但對於 WTO 整體性改革，諸多議題仍是百廢待舉。特

別是開發中國家經濟實力崛起，WTO 不再是少數先進國家可主導的國際場合。在俄烏

戰爭後，地緣政治及經濟自主考量對 WTO 挑戰更多，然而 WTO 對多邊經貿規則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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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特別是對臺灣而言，意義高於其他國家。（顏慧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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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G7 領袖聯合公報承諾採取行動因應全球重要挑戰

今（2022）年 6 月 26 至 28 日七大工業國集團（Group of Seven, G7）及阿根庭、印

度、印尼、塞內加爾、南非及烏克蘭領袖於德國艾爾莫城堡舉行領袖會議，會後發布 G7

領袖聯合公報，譴責俄羅斯之侵略行為並宣布向烏克蘭提供更多援助。同時，G7 領袖

承諾將共同因應俄烏戰爭造成的全球能源安全及糧食安全問題，並預計於今年底建立

「氣候俱樂部」（Climate Club）協調各國的氣候政策，以及啟動「全球基礎建設夥伴關

係」（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PGII）集資 6,000 億美元投資於全球氣候韌性、

潔淨能源、資通訊、照護及衛生等基礎建設。本屆 G7 領袖公報亦提及，G7 國家將研擬

採取共同行動以因應中國的非市場經濟行為及降低對中國的戰略依賴，亦將建立「G7 防

疫協議」（G7 Pact for pandemic readiness）因應未來公共衛生挑戰。

在此之中，本屆 G7 領袖公報首要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G7 領袖並宣布將向烏克

蘭提供財政、人道及軍事援助與外交支持，包括在 2022 年將提供高於 28 億美元的人道

援助，並提供 295 億美元以確保烏克蘭民眾獲得基本服務供應。同時，G7 領袖亦承諾

支持烏克蘭的重建計畫，並將與各國協調對俄制裁，迫使俄羅斯結束戰爭。

另一方面，G7 領袖公報亦提及將協助穩定及改變全球經濟，同時解決民眾生活成

本上升的問題。與會領袖誓言將在經濟安全、強化供應鏈韌性及確保公平競爭環境等議

題上進行協調，並將採取即時行動確保能源供應及降低能源價格，包括探索實施能源價

格上限（price caps）之可能性。另外，G7 領袖強調將在不影響現有氣候及環境目標下逐

步降低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此外，G7 領袖將額外提供 45 億美元予「全球糧食安全聯

盟」（Global Alliance on food security），以因應俄烏戰爭帶來的全球糧食危機，並承諾確

保全球糧食及農業市場開放、抑制各國對糧食出口採取限制性措施、確保對俄制裁措施

不影響糧食出口，以及擴大全球糧食產量與強化全球糧食系統的永續性及韌性。

最後，G7 領袖預計於 2022 年底前與夥伴合作建立具開放性、協力性及國際性的氣

候俱樂部（Climate Club）。依據本次公報，氣候俱樂部將基於三大支柱（pillars）：（1）

藉由參與經濟體（participating economies）目標一致、強化排放測量及報告機制、因應碳

洩漏之政策，推動具雄心和透明化的氣候減緩政策（climate mitigation policies），從而降

低參與經濟體的排放強度。參與經濟體將分享最佳實踐，並致力就如何評估各國氣候減

緩政策的有效性及經濟影響達成共識；（2）共同推動加速產業減碳，包括考慮 G7 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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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減碳議程」（Industrial Decarbonisation Agenda）、「氫能行動協議」（Hydrogen Action Pact）

及擴大綠色工業產品的市場；（3）藉夥伴關係及合作加強各國雄心，以鼓勵及促進各國

的氣候行動、實現氣候合作所帶來的社會經濟效益及促進能源轉型。另外，G7 領袖將

以「正義能源轉型夥伴關係」（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s, JETPs）計畫，向開發

中國家能源及工業部門提供財政、技術等不同援助，以協助其減碳及提高透明度。

【由林卓元報導，取材自 G7 Leaders’ Communiqué，2022 年 6月 28日】

▲美產業團體呼籲美歐 TTC 應擴大接觸亞洲主要貿易夥伴

包括微軟、通用汽車在內的多名美國產業團體日前在提交意見評論書時，呼籲美國

政府應考慮擴大美歐貿易與科技理事會（U.S.-European Union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美歐 TTC）的關注範圍，以及接觸日本、臺灣與韓國等亞洲主要貿易夥伴以確

保半導體供應鏈的韌性。

美國商務部產業及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在今（2022）年 4

月 6 日發布公告，請產業界對於隸屬美歐 TTC 的安全供應鏈工作小組（Secure Supply

Chains Working Group）所應辦的關鍵供應鏈安全事項提供評論意見。BIS 羅列半導體、

太陽能光電、包含稀有金屬的關鍵礦藏、鋰離子電池、用於生產半導體的原物料，以及

醫藥品等五大產業。BIS 請求產業界就增加供應鏈可見度及透明度的方法、描述現有的

產能分布情形、政策措施及研發優先事項的交換資訊建議，以及促進供應鏈保持韌性、

確保安全與維持多樣化的策略等方面提供意見。此次公眾意見徵詢原訂於 5 月 23 日截

止，復於 5 月 10 日延長評論期限至 6 月 23 日。

BIS 所蒐集的 1,200 個以上的公眾意見評論書，多有建議美國政府應與歐盟共同接

觸更多合作伙伴以確保國際供應鏈的安全性。例如在關鍵礦藏，馬達與設備製造商協會

（Motor &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MEMA）及通用汽車皆建議美國和歐盟

應強化與澳洲、日本、加拿大、智利、墨西哥等主要盟友合作，增加用於電動車電池的

稀有金屬產量，並利用美歐 TTC 的政策協調機制達到落實在美歐雙邊皆可加工這些關

鍵礦產的目標。

至於半導體產業，通用汽車支持在盟友國生產（ally-shoring）的措施，建議美國與

歐盟應與亞洲主要貿易夥伴合作，鼓勵其增加產能與公平分配晶片。微軟則進一步指出，

應讓日、韓、臺等經濟體參與半導體的供應鏈評估以使半導體產業的生產協調與資訊共

享更能順利進行。此外微軟亦建議美歐 TTC 應加強與印太經濟架構（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的連結，後者的主要工作之一為供應鏈韌性，也稱連結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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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ed Economy）。對此微軟建議美國政府或可考慮成立供應鏈聯盟，抵禦因地緣

政治因素而可能發生的供應鏈中斷情形，進而確保發生中斷時的供給連續性和安全性。

此外德國晶片製造商英飛凌（Infineon）也建議美國應建立匿名調查系統，以利取得更為

精確的半導體產業資訊。

另值得注意的是，美歐 TTC 於今年 5 月 15 日至 16 日在法國巴黎郊外的薩克雷

（Saclay）舉行第 2 次雙邊會議。美歐雙方官員曾於會談期間就美歐 TTC 可能衍生的其

他國際合作機制進行討論。此一被歐盟執委會執行副主席維斯塔哲（Margrethe Vestager）

形容為「TTC 衍生機制」（TTC spinoffs）的內容涉及增加加拿大和澳洲等關鍵礦藏與關

鍵原物料的產量以因應氣候變遷和確保美歐的供應鏈安全。

【由黃禾田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2年 6月 29日、5月 20日；Federal

Register，2022年 5月 10日】

▲印尼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簽署貿易協定 盼促進對中東地區的出口

印尼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以下簡稱阿聯）於 2022 年 7 月 1 日簽署《全面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此將有助

於強化印尼作為東南亞最大經濟體與海灣地區主要產油國的經濟合作關係。兩國皆是首

次與對方區域國家簽訂經貿協定。

《印尼－阿聯 CEPA》（印阿 CEPA）於 2021 年 9 月開啟談判，歷經數月時間，於

2022 年 7 月 1 日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訪問阿布達比時，與阿聯總統阿哈邁

德（Ahmed Bin Saeed Al Maktoum）簽署《印阿 CEPA》，預計將大幅降低大多數商品（約

94%）的關稅，並促進雙方相互投資。印尼的棕櫚油、食品、時裝等，以及阿聯的石化

產品、橡塑膠製品、鋼鐵等產品，可望因關稅調降或取消而受惠。阿聯經濟部長阿布杜

拉（Abdullah bin Touq）表示，預期《印阿 CEPA》會在未來五年內將使雙邊非石油貿易

金額從 2021 年 30 億美元增加至 100 億美元。

根據 ITC Trade Map 統計，2021 年印尼與阿聯雙邊貿易金額達 40 億美元，較 2020

年 29 億美元大幅成長 38%。其中，印尼對阿聯出口金額約 18 億美元，主要出口產品為

棕櫚油、貴金屬、汽機車零組件；印尼自阿連進口金額約 21 億美元，主要進口產品為

石油及其製品、非合金鋼、鋁製品。印尼對阿聯長期處於貿易逆差，逆差金額約 4 億美

元左右。若該協定順利生效，預期在未來 10 年內將帶動印尼對阿聯出口大幅成長 54%。

對印尼而言，印尼貿易部長哈山（Zulkifli Hasan）表示，該協定將成為印尼企業通

往阿聯的門戶，期盼藉此促進對中東地區的出口。印尼商工部發言人黛薇（Diana De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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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道，阿聯也是進入歐洲市場的樞紐。印尼智庫經濟與法律研究中心（Center of

Economic and Law Studies）執行長尤迪斯提拉（Bhima Yudhistira）表示，阿聯是其出口

至中東與北非地區的重要樞紐，其中阿聯的汽車產業發展相當需要來自印尼的備件與零

組件。根據統計，汽機車零組件目前是印尼對阿聯出口第三大產品，占印尼對阿聯總出

口比重約 10%。然阿聯是高收入國家，要在產品品質和競爭力方面拓展阿聯市場，對印

尼而言將會是很大的挑戰。

阿聯方面，為實現在本世紀末將其國內經濟翻倍至 8,160 億美元的雄心，近年積極

與外國簽訂貿易協定，除印尼外，2022 年亦與印度、以色列簽署貿易協定，亦刻正與韓

國、澳洲等至少 10 多個國家進行經貿協定的談判，近期有望與哥倫比亞、土耳其簽署

經貿協定。阿聯對外貿易部長澤尤迪（Thani Al Zeyoudi）表示，政府預估至 2030 年，

《印阿 CEPA》能提升阿聯國內生產毛額（GDP）至 46 億美元左右，出口增加 32 億美

元，進口增加 26 億美元，並為阿聯創造 55,000 個高技能工作機會。

《印阿 CEPA》涵蓋服務業、投資、智慧財產權和相互承認清真認證（Halal Certificate）

等章節。目前該協議文本內容尚未公布，且須經兩國批准。據路透社報導，對專制政體

的阿聯而言，該批准為程序性，但對民主政體的印尼而言，仍需要印尼眾議院批准，可

能還要再幾個月的時間。值得注意的是，印尼與韓國於 2020 年 12 月簽署《印韓 CEPA》，

印尼至今仍未批准，韓國在 2021 年 6 月即批准該協定，近期 2022 年 6 月更呼籲印尼儘

快批准之。

【由李明勳報導，綜合取材自 Reuters，2022 年 7 月 1 日；Arab News，2022 年 7 月 2

日】

各國消息剪影

▲美國加強對俄羅斯的制裁力道

在今（2022）年 6 月 26 至 28 日舉行之 G7 峰會上，各國領導人發表共同聲明，表

示將擴大對俄羅斯的制裁，以遏止俄羅斯持續對烏克蘭的軍事侵略行動。此前，美國總

統拜登即於 6 月 27 日宣布，將對俄羅斯產品徵收更高的關稅，關稅稅額約 23 億美元，

白宮方面表示，美國將暫停與俄羅斯之正常貿易關係，透過提高俄羅斯產品出口至美國

的成本，降低俄羅斯從美國市場獲利之可能，同時美國也會盡力減少國內消費者因經濟

制裁措施而遭受物價上漲之影響。

目前，受到關稅提高而影響的行業包括：鋼鐵和鋁、礦物礦石和金屬、化學品、武

器和彈藥、木製品和紙製品、飛機及零組件，以及汽車零組件。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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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e Chi Tai）對此表示，美國政府將計劃與國會合作制定相關法律，將增加的關

稅收入用於援助烏克蘭。另外，自美國對俄羅斯進行制裁以來，美國對俄羅斯的出口量

下降 97%，而俄羅斯從世界各地進口商品量下降 40%。

除了提高關稅以外，美國財政部也宣布將禁止美國進口來自俄羅斯的黃金，黃金目

前是俄羅斯除了能源產品外的最大出口產品，而英國、加拿大及日本等國也響應美國，

對俄羅斯的黃金實施禁令。此外，美國財政部預計將 70 個與莫斯科國防工業有關的公

司、國營企業，以及 29 位個人列入黑名單，國營企業包括俄羅斯重要的企業集團 Rostec。

Rostec 為一家大型的俄羅斯國營企業，公司成立目的在於整合俄羅斯的技術、航空航太

工業、以及軍事工業，其公司涉及範圍相當廣泛，包含汽車、國防、航空和金屬，Rostec

除了領導俄羅斯國防生產以外，其對外貿易亦遍及軍用及兩用產品。簽證方面，美國宣

布將對具威脅或侵犯烏克蘭主權、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的官員實施簽證限制，包括 500

多名俄羅斯軍官和參與鎮壓異議行動的俄羅斯官員。

在金融交易方面，隸屬美國財政部的金融犯罪執法局（The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與商務部的產業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發布聯

合警報，該警報向金融機構提供產業安全局當前出口限制的概述，內容包括盤點可能規

避出口管制的商品清單，並針對可疑的交易或行為作出警報，以協助金融機構能夠識別

與避免與俄國有關之非法交易行為，此為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美國金融犯罪執法局

第三次發布警報。第一次警報於 3 月 7 日發布，主要敦促金融機構應警惕俄羅斯可能試

圖逃避制裁；第二次警報則於 3 月 16 日發布，重點在於強調如何識別涉及受制裁的俄

羅斯精英及其代理人的房地產、奢侈品和其他高價值資產的可疑交易，並對此進行快速

通報。

【由蔡心遠綜合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2 年 06月 28日、29日】

▲中國大陸因違反美國對俄出口管制措施成為美國目標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於 2022 年 6 月 29 日商務部產業與安全局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年度更新會議上表示，美國政府正瞄準中國大陸

及其他地區企業，將其視為美國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積極實施出口管制措施的一部份。

他表示，美國及其盟國與合作夥伴，將持續密切監測企圖「回填」（backfill）的情形，並

迅速採取行動，追究企圖規避出口管制措施者的責任。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美國與

盟國於 2022 年 2 月 24 日向俄羅斯實施出口管制措施。雷蒙多說明，自實施出口管制以

來，全球向俄羅斯半導體出口下降了 90%，這表示俄羅斯企業將缺少生產各種產品所需

的晶片，包括用於精準導彈及坦克等武器的晶片；而航太相關出口管制則限縮了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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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利潤、補給及支持軍用航空部門的能力，可能迫使俄羅斯在 2025 年有一半至三分

之二的商用飛機因零組件遭拆用而停飛。

BIS 於 2022 年 6 月 28 日發布一項新規定，在出口管制實體清單中新增來自 9 國的

36 個實體，其中有 6 個實體是在美國實施出口管制後，仍透過持續的合約往來提供俄羅

斯軍事支持，違反了由美國主導，旨在阻止俄羅斯取得高科技零組件及設備的出口管制

措施，因此受到美國對於其取得美國科技與物資的嚴格限制，納入被稱為「貿易黑名單」

的實體清單。

前述 6 個實體中，包含 5 家主要在中國大陸經營之企業，且在英國、俄羅斯、越南

及立陶宛設有據點，分別為柯奈柯特電子（Connec Electronic Ltd）、金派科技（King Pai

Technology Co.）、信諾電子（Sinno Electronics Co.）、香港世捷達物流有限公司（World

Jetta (H.K.) Logistics Ltd.）及維科電子（Winninc Electronic）；另一家則為烏茲別克企業

波坎普雷物流公司（Promcomplektlogistic Private Company）。此外，BIS 也公開點名 2 家

自 2018 年起即被列入實體清單上的中國大陸研究機構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十三研

究所及其所屬的中國微電子研究所持續提供俄羅斯軍事支持。美國商務部主管出口事務

的助理部長肯德勒（Thea Rozman Kendler）表示，將與盟友及合作夥伴努力建構出口管

制措施，期以最大程度影響俄羅斯戰略部門；其認為基於美國多邊聯盟的合作與廣度，

不僅可以施加限制措施，更可追蹤並阻斷欲支持俄羅斯的私人企業，且會針對違反美國

法律者毫不猶豫地採取行動。肯德勒進一步表示：「今日的行動向全球實體及個人發出

一項強而有力的訊息，即若其試圖支援俄羅斯，美國將切斷與其的往來關係。」

根據聯邦公報，本次新增的 36 家實體清單中，有 25 家為中國大陸實體，除前述 5

家被認定在出口管制措施實施後持續支持俄羅斯軍方的中國大陸企業以外，另有 12 家

中國大陸實體被認為參與詐欺行為，試圖或已向伊朗供應美國電子產品，且最終用於支

持伊朗軍方。BIS 指出，有 2 家俄羅斯實體企圖以代理、掛牌或空殼公司採購美國原產

物品，並提供給 2021 年被納入該實體清單的俄羅斯企業；新增的實體清單中尚包含其

他來自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巴基斯坦的實體。

【由羅絜綜合報導，取材自 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2年 6月 30日；The Washington

Post，2022 年 6月 29 日；Federal Register，Vol. 87, No. 125，2022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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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出口自動設限 Voluntary Export Restriction

簡稱 VER。原指出口國政府與進口國政府之間所達成的協議，由出口國自行訂定配

額(quota)，限制其某項產品在某一期間出口至進口國的數量。此種設限協議的產生一般

並非出於出口國的自願，而是由進口國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要求出口國採行，出口國若

不自我設限，將遭受其他方式的不利益，例如被課徵反傾銷稅、平衡稅，或由進口國對

其產品設定配額等。依 GATT 第十一條的規定，GATT 原則上禁止利用配額、輸出許可

證或其他措施來執行任何貿易數量上的限制， 但是許多國家卻利用此種出口自動設限

方式，規避第十一條規定。在 1994 年烏拉圭回合談判後，出口自動設限已被明文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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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疫情時代下台灣經濟成長動能與因應韌性之研究

網址： https://www.ndc.gov.tw/nc_415_35596

摘要：
本計畫將針對疫情時代台灣經濟成長動能的分析主軸為出發點，一方面以

國內結構進行內部成長動能之剖析，將解析不同時期台灣經濟成長結構，以適

合的實證方法進行跨國比較分析，同時研析我國於疫情發生前後時期主要推動

政策對經濟成長的效益。另一方面，則由國際經貿情勢的外在重點趨勢變化來

進行深入專題分析。

期刊介紹

篇名：
The WTO in Crisis: Closing the Gap between Conversation and Action or
Shutting Down the Conversation?

出處： https://doi.org/10.1017/S1474745622000064

作者： Patrick Low

摘要：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that are more profound

than at any time in its seven-decade history. More than a dozen issues facing the

WTO are identified in the paper, eight of which are defined as systemic. That is

because they permeate and debilitate multiple facets of the workings of the WTO.

In no prioritized order, systemic issues arise in the areas of dispute settlement,

development, decision-making, transparency,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and

markets, subsidies, emerging issue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and digitalization,

and trade and health. Other outstanding issues may not be as pervasive in impact,

but can nevertheless undermine WTO relevance and effectiveness. All WTO

members stand to lose in the absence of predictable multilateral trade rules that

pre-commit parties to certain policies and processes. But in today's world, full

convergence of all trade rules is a pipe dream. The system needs to balance

convergence with managed divergence. Does the non-discrimination principle

need to be layered by prior agreement in ways that ensure mutual gains from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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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貿易 李淳

1.定義與發展

2.障礙類型及原因

3.談判動向及意涵

4.國際間推動數位貿易規則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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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經濟協會 逕自洽詢 7/27
中華⺠國東亞經濟協會暨台灣向研會「聯合經貿講

座」：面對第四波浪潮的國家戰略

http://www.cnaic.org/zh-tw/news-25694/

東亞經濟協會暨台灣向研會聯合經貿講

座.html

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8/5 「國內外經濟情勢與景氣展望」研討會
https://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

px?id=7247

https://tinyurl.com/2tw5d4ey
http://www.cnaic.org/zh-tw/news-25694/%E6%9D%B1%E4%BA%9E%E7%B6%93%E6%BF%9F%E5%8D%94%E6%9C%83%E6%9A%A8%E5%8F%B0%E7%81%A3%E5%90%91%E7%A0%94%E6%9C%83%E8%81%AF%E5%90%88%E7%B6%93%E8%B2%BF%E8%AC%9B%E5%BA%A7.html
http://www.cnaic.org/zh-tw/news-25694/%E6%9D%B1%E4%BA%9E%E7%B6%93%E6%BF%9F%E5%8D%94%E6%9C%83%E6%9A%A8%E5%8F%B0%E7%81%A3%E5%90%91%E7%A0%94%E6%9C%83%E8%81%AF%E5%90%88%E7%B6%93%E8%B2%BF%E8%AC%9B%E5%BA%A7.html
http://www.cnaic.org/zh-tw/news-25694/%E6%9D%B1%E4%BA%9E%E7%B6%93%E6%BF%9F%E5%8D%94%E6%9C%83%E6%9A%A8%E5%8F%B0%E7%81%A3%E5%90%91%E7%A0%94%E6%9C%83%E8%81%AF%E5%90%88%E7%B6%93%E8%B2%BF%E8%AC%9B%E5%BA%A7.html
https://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7247
https://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7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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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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7/22 7/26 史瓦帝尼投資說明會
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doisActNe

wsPage2620cht?lang=cht&search=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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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自洽詢 7/27 2022 年智慧冷鏈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CCseminar

2022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8/5
非洲、中東市場商機研討會－奈及利亞、土耳其、

沙烏地阿拉伯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

1080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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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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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8/10 2022 年中國大陸商機日 https://tinyurl.com/nfc532vf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8/16-17 2022 年拉丁美洲線上商機日 https://tinyurl.com/3bubxbk2

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doisActNewsPage2620cht?lang=cht&search=2620
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doisActNewsPage2620cht?lang=cht&search=26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0726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0726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CCseminar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CCseminar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0805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080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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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ATPH-online
https://tinyurl.com/nfc532vf
https://tinyurl.com/3bubxb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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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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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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自洽詢 9/1 2022 年美國商機日 https://tinyurl.com/54vnu7yu

外貿協會 7/15 9/20-21
2022 臺北市線上經貿拓銷團-歐美新南向生技醫療

產業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BT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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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 9/27-29 2022年⾺來⻄亞智慧國家展(OMO)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smartnation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9/28-30 2022 年線上印度臺灣形象展-淨零碳排形象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NETZEROEMISSION202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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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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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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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yurl.com/54vnu7yu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BTP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HF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HF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smartnatio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smartnatio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ETZEROEMISSION2022I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ETZEROEMISSION2022I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AP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IANTRAD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IANTRADE


20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76期（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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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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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10/26-28 2022 年加拿大電力轉型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ETC2020

外貿協會 7/22 11/3-5 2022 越南國際連鎖品牌展 - 臺灣連鎖品牌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VIETRF202

2

外貿協會 7/29 11/9-12 2022 年 SIAL 印尼國際食品飲料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SIALInterFOOD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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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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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TC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VIETRF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VIETRF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SIALInterFOOD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SIALInterFOOD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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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9 日～2022 年 8 月 8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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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 二  Working Group on Trade, Debt and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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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 五  Committee on Budget,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7/18 ⼀  Committee on Market Access - Experience Sharing Sessions

7/19-20 二～三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tructured Discussions (TESSD)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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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 四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7/25-26 ⼀～⼆  GENERAL COUNCIL

7/27 三  8th Global Review of Aid for Trade

7/28-29 四～五  8th Aid for Trade Global Review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8/7 日  APEC: Ministerial Meeting on Foo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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