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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久違的面對面研討會，感謝現場和線上大家熱烈捧場，順利落幕～沒追到沒關係，到我們

的頻道可以補課喔～

https://www.youtube.com/user/cierwto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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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韓國 2022 年經濟施政課題之剖析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姚鴻成 顧問

韓國一向以經濟立國為首要目標，早期致力重化工業發展，擴展對外貿易，近年來

則以透過經濟革新，加速產業轉型、擴大清淨碳排，以及推動多邊之國際經濟區域合作

為主要課題，以利躋身全球生產強國。

為期達成既定之政策目標，韓國政府每年年初均循例提出施政報告，以利韓國國民

對其國家之整體建設與發展，有更深切之了解與認知。

一、前言

韓國自建國以來，為有效致力國家之整體建設，積極推動經濟繁榮，擴大重化工業

發展，以及持續加強對外貿易之成長，通令各中央部、會及道（省）、市政府，每年年初

均應提出各單位之年度施政報告，俾利政府各部門及全體公民，對國家之整體施政方向，

有更深切之了解與認知。

韓國 2020 年由產業通商資源部（MOTIE）提出之經濟施政目標，包括透過經濟革

新，致力產業轉型，以利達成碳中和、積極輔導次世代新產業，以利邁向全球製造強國、

加強早期預警及供需管理體制，進而確保經濟安全、紓解物流障礙，加強出口成長，擴

大吸引外資，並透過雙邊合作及多邊諮商，擴大自由貿易協定（FTA）之運作機制等。

韓國 2022 年係總統大選之年，3 月 9 日之選舉，在野之「國民力量」候選人尹錫

悅，當選為第 20 任總統，5 月 10 日正式上任。

由於韓國在推動國家整體經濟之施政方向，有其一貫性及持續性，除非國際社會發

生重大變化，或國內有特別需求，必須調整施政計畫，否則並無多大修正或更改。

韓國新總統當選人尹錫悅亦表示，新政府執政之首要國政課題，為民生福祉及經濟

政策，其中在民生福祉方面，將加速推動抑制房價上漲及不動產投機、獎勵生育、開創

青年就業機會及健全長照服務等，與人民生活相關之問題。在經濟政策方面，對於現政

府之經濟方向，有欠妥適之部分，將進行大幅度之修正，至於被評估為肯定之經貿施政

目標，新政府將持續推動，其中包括加速尖端科技之研發、產業升級及轉型、碳中和、

再生能源及未來汽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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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擴大對外交流與合作方面，新政府除已按照文在寅政府之原訂計畫，於 2022 年

5 月 23 日正式宣布加入由美國所主導之「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外，並擬於適當時機，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等。

二、韓國 2022 年經濟施政環境與方向

韓國 2022 年之經濟環境，雖將繼 2021 年，在實體經濟方面，持續呈現緩慢復甦，

惟仍存在不確定性之因素，加以供應鏈不穩定，在推動綠能及資訊產業轉型方面，亦存

有部分政策懸案。

（一）實體經濟展望

1. 出口

在出口方面，如全球交易及需求復甦，韓國之出口將呈增長，根據韓國銀行（BOK）

之評估，2022 年韓國之出口成長率，可望達到 2.6%，其中半導體將達 2.0%、汽車將達

6.0%、顯示器將達 4.0%，機械將達 3.1%。

2. 投資

在投資方面，資訊產業（IT）及碳中和之投資，可望呈現小幅成長，其中設備投資

之增加率將達 2.4%。

3. 生產

在生產方面，由於不論出口及進口，均將持續呈現穩定成長，其中半導體將增加 5.2%、

一般機械將增加 5.9%、汽車將增加 4.1%，石油化學將增加 2.9%。

（二）實體經濟環境

1. 供應鏈

在供應鏈方面，主要國家均致力尖端產業之扶植，擴大普及供應基礎，但亦存在核

心原物料及生活密集品目等供需混亂之虞。

2. 碳中和

在碳中和方面，由於目前各主要國家均在積極推動，促其形成國際經濟之核心規範，

韓國亦在此一發展趨勢下，致力促其法治化，以利加速提升綠色經濟成長。

3. 資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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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產業方面，由於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加速非面對性之經濟

活動，相對促使資訊產業快速成長，韓國亦隨著此次疫情之蔓延，而處於產業優勢。

4. 貿易保護

在貿易保護方面，隨著世界各國之經濟復甦，預料貿易保護主義將持續延伸，韓國

在積極參與多邊主義之前提下，將加速推動貿易強國。

三、韓國 2022 年經濟施政核心目標

韓國 2022 年經濟施政之願景，旨在創造產業大國，致力環保及資訊產業革

新，增強未來競爭力，有效管理健全之供應鏈，積極扶植尖端產業，實踐穩定之

經濟成長，建制產業與貿易之一貫性，進而提升產業能量。

（一）積極推動碳中和政策

加速能源與產業符合環保需求，其所涵蓋之範圍，計包括中小企業、區域經

濟及傳統產業等。

1. 致力能源碳中和

（1）再生能源

有效改善相關制度，加速太陽能與風電之普及，擴大以公開競標方式之「固

定價格合約」（系統邊際定價 (System Marginal Pricing, SMP)+零售電力提供者

(retail electric providers, REP)）制度。

（2）無碳發電

隨著煤炭發電之減少，引進氨能（Ammonia）及氫能（Hydrogen）之發電，

進而加速開發燃煤混氨，以及液化天然氣（LNG）混氫之新發電技術。

2. 革新產業結構低碳化

（1）技術革新

為達成減碳之「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

及碳中和目標，將擴大研發（R&D）投資，租稅減免及財政支援，以利開發核心

技術。

對於主導參與碳中和之大型牽頭項目，2022 年已編列 1,500 億韓元之特別融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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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動基礎

將持續與產業界進行溝通，以利確立產業碳中和之轉型基礎，對於目前既有

之設施，將透過官、民聯合機制加速進行協商，其中包括將推動鋼鐵及石化等 12

個業種別協議體及由有關部會首長主持之碳中和產業轉型促進委員會進行討論，

以利研議制定「碳中和產業轉型特別促進法」。

（二）提高全球生產強國地位

1. 主力產業高附加價值革新

透過碳中和及數位化之加速轉型，推動主力產業高度成長，以期韓國邁向全

球生產強國。

（1）造船

加速提升符合環保需求之造船技術，致力數位化轉型，擴大 R&D，並於 2022

年內，扶植培訓 3,000 名高科技造船人力，以利帶動韓國成為全球一等造船大國。

（2）鋼鐵

將碳排量最大之鋼鐵產業，逐步轉型為清淨產業，為期達成此項目標，2022

年將投資 100 億韓元，深化 R&D，以利推動碳中和之核心技術，進而開發高附加

價值之鋼鐵素材。

（3）顯示器

針對目前有機發光二極體（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 OLED）之缺點，加

速開發次世代之技術，擴大面板、素零裝（素材、零附件及裝備）與產官學之連

結體制，以利奠定其成長基礎。

（4）機械

將機械及裝備動力源之電力及煤炭等，轉換為符合環保需求之基礎原動力，

進而推動營建及農業等勞力密集產業，轉換為智慧型之機械設備。

（5）石油化學

擴大支援可以替代化石燃料之能源，確保低煤高附加價值之素材，進而加強

未來供應鏈之競爭力，為期達成此項目標，將加速開發汽車及半導體所需之產業

符合環保之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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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家電

致力實現智慧型家庭之功能及製造革新，以期有效迅速因應需求之變化，為

期達成此項目標，將推動第 4 次產業革命之核心技術與家電相結合。

（7）紡織及時尚

有效因應符合環保需求之紡織素材，以利奠定成長基礎，為期達成此項目標，

將加速開發再生化學之綠能纖維，進而確立數位轉型之策略，以利邁向纖維製造

之智能化技術。

2. 開創未來型之蜘蛛產業（Spider Industry）

透過擴大 Big 3（半導體、未來型汽車及生技保健）產業之投資，奠定成長基

礎。

（1）未來型汽車

致力推動邁向未來型汽車時代，加速市場活絡化及便宜性，為期達成此項目

標，將推行購買環保汽車之目標制，其中在電動車及低碳車之義務購買比率中，

大企業及租賃車為 13%、計程車為 7%、公共汽車為 6%、貨運車為 20%等。

在便宜性方面，將擴大在各公寓及大樓等區域，義務設置電動車充電站，另

將加速推動在各地方（縣、市）設置充電站所。

（2）次世代半導體

透過尖端技術、成長基礎及支援合作，推動韓國成為全球半導體強國，為期

達成此項目標，將加強電力半導體、AI 晶片及尖端感應器等未來有發展潛力品目

之 R&D，以及設備投資之租稅減免。

（3）生物科技

為期韓國成為全球 COVID-19 疫苗生產中樞，將擴大開發素材及培訓專業人

力，以利次世代疫苗在不久之將來，能在韓國問世，進而商業化。此外，並將加

速研發數位健康服務，以及數位治療藥劑，進而開拓外銷市場。

（4）次世代電池

加速研發高性能、高安全電池之技術，為期有效穩定供應鏈，將擴大支援技

術開發，對於已使用之電池，將推動回收後重新製作再使用，並促其商業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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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達到綠能環保需求。

（5）機器人

為推動機器人發展與需求之擴大，將改善相關法令規章及制度，以提升普及

率，其中包括擔負國民日常生活及產業現場等之功能，初步以購物及物流中心等

之服務為主，其後再推廣至其他領域。

（6）綠能環保

將於 2022 年上半年，制定「綠能革新創投輔導方案」，開發再生能源，並促

其系統安全化，為期達成此項目標，除改善招商制度外，並將擴大支援 R&D，以

利提前達成碳中和之目標。

3. 擴大產業革新支援基礎

透過有效之產業轉型，以及主導未來市場，塑造產業革新之基礎。

（1）數位轉型

致力推動民間主導之產業數位轉型，進而發掘 100 大轉型企業，為達成此項

目標，將積極加速「產業數位轉型促進法」之後續作業及執行，以期成立支援中

心、標準認證、金融及設計等綜合性之支援體制。

（2）技術革新

為確保開創新產業、強化對新技術之牽引以及技術革新能量，將加速煤中和

之 R&D，擴大產業核心技術之開發投資，以加速開拓國際革新技術市場。

（3）產業人力

為因應產業界人力需求之結構變化，加強人力培訓體制，將結合產業界人力

需求與政府泛部會人力培訓計畫，以利隨著產業轉型，重新建立人力配制，以及

共享型之人力資源。

（4）革新據點化

為活絡工業園區及經濟自由園區等地域經濟，並促其形成革新據點化，2022

年將投資 1,636 億韓元，用以推動綜合文化中心，以及重新整頓停、廢業之工廠

等。加速推動 9 個經濟自由園區之核心策略產業，以利擴大區域經濟革新。

（5）中堅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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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積極因應產業大轉型，加速輔導革新型之中堅企業，將擴大支援量身打造

之中堅企業，以提升企業之全球競爭力，其中包括著手推動新企業案之 R&D，以

及人力培訓計畫之財政支援等。

（6）標準與認證

為致力核心標準及認證制度先進化，確保市場優勢，將積極推動煤中和、數

位、K—防疫等未來有發展潛力領域之國際標準。

至於在認證方面，將貫徹安全管理，以及多數認證，並將有效紓解技術性貿

易障礙（TBT），以緩和企業之負擔。

（三）穩定供應鏈實現經濟安全

為降低供應鏈風險降，將加強早期預警及供需管理體制。

1. 經濟安全

推動穩定經濟之安全保障，加速核心品目之管理機制。

（1）早期預警

為有效因應潛在之危急，將引進早期預警系統，其對象將著重在對外依存度

較高之核心品目，且以管理急迫性及產業重要性為主要考量，為達成此項目標，

將啟動海外動向與國內供需狀況雙連式之監管體制，並責由駐外使領館及駐外經

貿單位提供相關資訊。

（2）供需管理

重點管理經濟安全核心品目之供應鏈，為達成此項目標，將斟酌品目別供需

狀況，研擬階段性之安全化方案，其中在原油方面，除既定儲備量外，再追加政

府儲備量 47 萬桶，並將其儲備日數，自原定之 56.8 日擴大為 100 日。在確保核

心資源方面，將加強與各核心資源保有國家間之經濟合作體制，同時擴大分散進

口來源。

此外，將推動主要核心品目可在國內生產之基礎，於必要時，提供綜合性之

支援措施。

2. 扶植國家尖端戰略產業

制定「國家尖端戰略產業特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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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強及確保國家經濟安全核心產業之技術及競爭力。

透過國會協商，早日通過制定「國家尖端戰略產業特別法」之法律程序。

（2）為期達成此項目標，將擴大相關產業之生產設施，以及 R&D 投資，並

提供增強競爭力之誘因。有效簡化申請、核准及其他支援之行政程序及時間。

（3）加強防範核心技術及人力被外商挖角之事例，涉及尖端技術之出口及併

購（M&A），事前必須獲得政府之核准，對於專業人力移籍國外，以及退休（職）

後之再就業，亦應實施有效管制。

3. 加強素材、零組件及裝備之競爭力

針對技術開發及 M&A，將實施嚴格之管理及審核。

（1）為確保經濟安全核心品目尖端技術之開發，將擴大素材、零組件及裝備

之投資，以利達成碳中和及數位轉型之目標。

（2）以新產業為中心，推動素材、零組件及裝備，與供需企業建立合作機制，

並將透過與各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之技術交流，有效紓解各項阻力。

（3）積極輔導 100 大新產業及未來產業項目，加強 R&D 支援，放寬企業建

廠用地之限制，並充分提供所需之電力及用水。

（四）推動開創國富型之貿易體制

為期達成 2022 年出口 7,000 億美元之目標，將加強對企業之支援，進而推升

產業競爭力。

1. 持續推動成長，達成 7,000 億美元之出口目標

（1）動員各部、會通力合作，研擬強化競爭力方案，其中在紓解運輸手段方

面，將擴大提供船舶投入，以及在運費及金融之支援。

加速成立海外共同物流中心，並提供必要之支援，以利緩和物流瓶頸。

為期有效因應 COVID-19，成立「企業人士出入國支援中心」，針對從事國

際貿易之業者，提供更為便捷之商業活動。

（2）斟酌產業現場之反映與需求，加強金融及市場行銷支援。

籌措 175 兆韓元，作為貿易金融之融資基金，針對擁有尖端戰略產業技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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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提供更為優惠之保費及保證金。

對於提供宣傳商品之中小企業，將依其對外商所提供之宣傳商品金額，列為

出口之外銷業績，同時可以享受貿易融資及各項出口支援措施。

2. 擴大吸引投資

積極吸引供應鏈及碳中和之投資，以利有效改善投資結構。

（1）擴大對國家策略技術（半導體、電池及疫苗）之投資，提升支援額度及

國家分攤比率，並加速指定第一個尖端投資地區，招募投資及入住企業。

積極誘導供應鏈及碳中和等全球 100 大企業對韓國投資，其中包括 G20 及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有成長潛力國家之相關企業。

（2）以連續三年為週期，選定 20 家戰略企業為目標，提供各項誘因，促其

對韓投資，為達成此項計畫，將提供所得、法人及關稅等相關租稅之減免措施。

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駐外單位應提供外國戰略企業之相關資訊，

供韓商參考，或扮演中間推介角色。

3. 加強推動 5 大戰略項目之貿易

擴大供應鏈、技術、數位、保健及環保 5 大戰略項目之對外貿易。

（1）在供應鏈及技術方面，將加強與主要國家合作，其中在供應鏈部分，將

推動與美國、歐盟（EU）及澳洲等之貿易伙伴關係；在技術貿易方面，為保護尖

端技術，將加速研擬「第 4 次產業技術保護綜合計畫」（2022 年～2024 年）。對

於半導體等尖端產業技術之出口，將加強管制措施。

（2）在數位方面，將加速邁向全球數位貿易之領先國家地位。為達成此項目

標，將擴大與各先進國間之協商，其中包括與巨大經濟體簽署數位協定。

（3）在保健及環保方面，為有效抑制 COVID-19 疫情之蔓延，將加強與國際

間合作，並提供必要之援助。為期韓國能邁向全球疫苗中樞國家，將擴大支援疫

苗原、副材料企業之投資。

至於在環保領域，為擴大國內外綠化市場，將積極參與雙邊及多邊協商，進

而有效排除阻礙環保之貿易障礙（EU CBAM 等）。

4. 加強全球貿易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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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運用層峰外交成果，增強國家別量身打造型之合作體制。

（1）在新南方政策方面，將東協（ASEAN）發展為韓國企業推動供應鏈穩

定化及開拓國外市場之核心基地，為達成此項目標，將與 ASEAN 共同成立產業

技術革新機構，並共同啟動 R&D 機制。

在新北方政策方面，將致力於有發展潛力新產業及核心礦產品之合作體制，以利促

其高度化及多邊化。

在與美國合作方面，將推動層峰訪美，以加速產業及能源之夥伴關係，其中包括產

業合作對話，加強半導體及電池等尖端供應鏈之投資及合作，並透過能源政策對話，共

同推動太陽能、離岸風電及清淨碳排等碳中和之政策。

在與歐洲及大洋洲方面，將推動產業及技術合作，致力高度化，以期達成綠能及數

位化之轉型。

（2）建制戰略性之網路基礎，以加速支援韓國企業開拓國外市場，其中在巨

大 FTA 方面，將慎審考慮加入 CPTPP，並為致力促進亞太地區之供應鏈，加強

支援企業有效運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等機制。

四、結論

韓國之經濟發展，一向以致力重化工業發展、尖端科技研發、產業升級轉型，

以及擴大對外出口為首要課題。尤其近年來韓國在半導體、未來汽車、造船、二

代電池、鋼鐵及手機等之出口，在國際市場表現不俗，有帶動韓國邁向全球生產

強國之勢；於此同時，韓國也加速推動其整體經濟安全及供應鏈穩定之相關政策，

以符合其邁向國富型貿易大國之政策目標。

臺灣與韓國之經濟發展模式相仿，產業結構亦頗雷同，且同屬於以出口為導

向之國家，一旦國際間發生重大變故，對兩者之經濟影響皆非同小可。

臺、韓兩國產業發展不但具有互補關係，在行銷市場，亦存有競爭之態勢。

值此全球正遭受 COVID-19 疫情之際，韓國在推動 2022 年經濟施政課題、所評

估之客觀環境分析，以及對推動各項產業發展所採取之方向及目標，似可做為我

政府及工商企業界因應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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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

韓國貿易協會

韓國貿易協會國際貿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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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美國計劃於 9 月部長會議上啟動 IPEF 談判

自今（2022）年 7 月 26 日美國、澳洲、紐西蘭、日本、韓國等 14 個印太經濟架構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創始成員國舉辦首次部長會議後，負責主導

IPEF 談判的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和商務部至今尚未公布後續會議的期程，但有政

府官員指出美國正計劃於今年 9 月 8 日至 9 日舉行第二次 IPEF 部長會議。

成員國過去數個月以來持續針對 IPEF 議題範圍之界定進行討論，外界普遍關注部

長會議能否針對 IPEF 議題範圍達成共識並發布聯合聲明。由於有許多成員國必須在內

閣層級或立法層面做出正式決定才能加入 IPEF 談判，因此自今年 5 月 IPEF 啟動以來，

各成員國便致力於瞭解和確定 IPEF 談判範圍以及可從中獲取的具體利益，以向其國內

利害關係人解釋潛在的利益並進行磋商。而預計發布的聯合聲明將明確界定 IPEF 四大

支柱各自涵蓋領域的談判範圍，例如今年 7 月洩漏的貿易支柱部長聲明草案在農業方面

表示，締約方將尋求「實現提高監管發展透明度的承諾」。

不過，在進入正式談判之前，仍有一些問題待解決。首先，關於談判的參與規則的

問題，在首次部長會議中，部分亞洲國家曾表示 IPEF 應採取彈性制度設計，以利各國

參與，然而是否允許成員國「觀察」未加入支柱的談判情況，至今未有明確的說法；其

次，關於加入某個支柱即必須同意該支柱所有條款的問題，由於 IPEF 有加入某個支柱

即必須同意該支柱所有條款的要求，導致一些成員國針對是否要加入某個支柱而出現猶

豫不決的態度，例如印度想要加入數位貿易支柱，但不同意接受該支柱關於數據流、隱

私或安全條款的規定；第三，由於過去的自由貿易協定不曾涵蓋供應鏈韌性或減碳議題，

因此美國商務部至今仍未就這些領域提出談判和諮詢的模板；第四，由於 IPEF 不像傳

統貿易協定有市場進入所帶來的實質利益，加上成員國間發展程度具差異性，因此美國

立法者和商業團體必須尋找新的方法說服合作夥伴，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相信加入 IPEF

的好處，如承諾允許向開發中國家提供能力建設及技術援助等。

儘管 IPEF 尚有諸多問題待解決，然而上述問題似乎不會過於影響 IPEF 的談判進

程。原因在於美國希望可以早日從談判中取得結果以為 IPEF 帶來直接的可信度。因此，

如果成員國在談判過程中有可以解決急迫問題的措施，則 IPEF 允許成員國將其作為談

判的早期結果予以宣布並立即實施，例如供應鏈的早期預警機制和貿易便捷化等。

【由黃哲融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2 年 08月 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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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拜登簽署《晶片和科學法案》 強化美國半導體產業競爭力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於今（2022）年 8 月 9 日簽署《晶片和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 CHIPS Act；以下簡稱晶片法），包括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英特爾（Intel）、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超微半導體（AMD）

等高層，以及政府官員、汽車業及相關領袖皆出席法案簽署儀式，在儀式上，拜登稱本

法案將是投資美國難能可貴的機會，協助美國贏得本世紀的經濟競爭，並鼓勵各企業擴

大投資。

美國本次簽署的《晶片法》，授權政府投入總規模 2,800 億美元於半導體產業及相關

科學研究領域，其中 520 億美元將用於資助晶片公司在美國發展，如提供稅務優惠、研

發設施補助、興建廠房補助等，主要目標係讓美國在晶片資源上達到自給自足，降低對

他國（尤其為亞洲國家）之依賴，並保持產業領先地位。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認為，透過該法案的簽署實施，可以刺激關

鍵產業的研發，振興國內製造經濟，維持美國在國際競爭與創新的優勢，同時保障美國

供應鏈，讓美國在未來數十年中保持全球領導地位。其也在近日一場專訪中表示，《晶片

法》向產業界發出一個重要訊號，應加大在美國的投資，而非亞洲及歐洲；當前目標是

最大化《晶片法》效益，希望未來吸引私營企業在美投入 2,000 到 4,000 億美元規模的

投資；另外，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針對《晶片法》簽署通過一事亦持正面

看法，認為該法案是拜登政府投資尖端技術和創造高薪就業的第一步，透過重新整合美

國製造業、多樣化供應鏈等措施，有助美國抵禦未來衝擊、降低成本，並有效且不中斷

地提供商品給消費者，創造韌性經濟，提升美國在全球的競爭力。

各企業受《晶片法》激勵，預計逐步拓展在美事業，例如美光科技即宣布在 2030 年

前將陸續投入 400 億美元在美國製造晶片，預計為美國創造約 40,000 個工作機會；高通

（Qualcomm）承諾在紐約的晶片工廠注資 42 億美元，計畫在 5 年內將其美國半導體工

廠的產能提高 50%；英特爾於 2022 年 1 月宣布在俄亥俄州（Ohio）建廠計畫，大部分

的資金預計將仰賴法案中的激勵措施提供。

此外，美國《晶片法》也對周邊國家帶來正向影響，墨西哥官員表示，墨國為各大

企業提供鄰近美國的低成本生產基地，法案之通過，使該國也能共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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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張聖杰綜合報導，取材自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CNBC，2022年 8月 9 日；Bloomberg Law，2022年 8 月 11日；

NEWSTIMES，2022年 8月 15日】

▲美國新通過電動車租稅優惠條款遭歐盟和韓國關切可能違反 WTO

規則

美國國會於 8 月 12 日由聯邦眾議院以 220 票贊成、207 票反對，投票通過《2022

年抑制通貨膨脹法》（H.R.5376 -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待拜登總統（Joe Biden）

簽署後即可生效。然而此項法案若干條款涉及為美國人購買電動車提供補貼則引發盟友

關切，質疑美國可能違反 WTO 規則。

《2022 年抑制通貨膨脹法》為民主黨去年推動的「重建美好未來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之縮水版本，目標在藉由降低美國家庭的能源和醫療保健成本以及削減財政

赤字以達抑制通貨膨脹。該法案預計從課徵最低 15%之企業所得稅、股票回購消費稅、

處方藥定價談判、強化美國國稅局執法能力等措施之中，分 10 年時間籌集 7,370 億美元

做為財源。同時，預計投入 4,370 億美元，用以強化美國能源安全和因應氣候變遷，以

及擴大《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適用範圍。此外，根據民主黨估計，《2022

年抑制通貨膨脹法》的相關措施將能削減 3 千億以上的財政赤字。

上述因應氣候變遷之措施，其中一項為提供購買電動車的租稅減免優惠，以鼓勵美

國人使用電動車。根據該法第 13401 條規定，美國人購買新電動車可申請最多 7,500 美

元的減稅優惠，購買二手電動車亦能申請 4,000 美元之減稅。然而該法同時規定符合減

稅資格的電動車，其電池使用之關鍵礦藏和零組件皆須符合若干限制。首先，電動車電

池使用的關鍵礦藏，其開採和加工應源於美國或源於與美國簽有有效自由貿易協定之國

家，以及需在北美完成一定比例之回收程序。根據規定，關鍵礦藏的回收比例自 2024 年

起至少需 40%在北美進行回收程序，並逐步於 2028 年達到 80%。其次，涉及構成電池

的零組件，該法規定自 2024 年起應至少占 50％，及至 2029 年起達到完全在北美生產和

組裝。

針對前述規定，歐盟和韓國分別提出美國此項立法可能違反 WTO 不歧視原則之關

切。在 8 月 12 日美國眾議院投票前兩日，歐盟執委會發言人費瑞（Miriam Garcia Ferrer）

即以電子郵件回覆媒體，指出歐盟對電動車的補貼同時適用國內和國外製造商，為符合

國際貿易規則且降低全球碳排放的最佳方式；而美國此舉則將形成對歐洲車商的歧視，

因而也可能違反 WTO 規則。韓國貿易部則於 8 月 11 日發布新聞稿，向美國表達《2022

年抑制通貨膨脹法》可能違反 WTO 規則和美韓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擔憂，並呼籲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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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放寬電池零組件和車輛最終組裝地相關要求。

美國貿易代表署發言人霍奇（Adam Hodge）針對歐盟批評，僅回應表示《2022 年

抑制通貨膨脹法》有助於落實使用潔淨能源、降低成本和創造就業，同時提供有效激勵

措施以在關鍵原料上減少依賴中國的情況。另外，相較於歐盟和韓國的質疑立場，加拿

大和墨西哥則分別表示對該法案的贊同。加拿大貿易部長伍鳳儀（Mary Ng）指出該法

的租稅優惠條款，實際上是確認加美之間的供應鏈整合程度極高的事實；墨西哥的官員

亦認為，該法將鼓勵更高程度的區域整合及加速採用潔淨能源的技術。

【由黃禾田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2年 8月 10日及 15日；Politico，

2022年 8月 15日；Reuter，2022年 8月 12 日】

▲由於通膨率持續上漲，菲律賓第二季 GDP 成長放緩

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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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東協中表現優異國家。然而，甫公布的 2022 年

第二季 GDP 略為下滑至年增率 7.4%，略低於原先預期的 7.5%。對此，外界認為菲國第

二季經濟成長放緩的主因為俄烏衝突下惡化的全球通貨膨脹趨勢，然而，菲國政府對菲

國本年度的經濟成長仍持樂觀且有信心的態度。

菲律賓國家經濟發展局（NEDA）局長巴里薩坎（Arsenio Balisacan）表示，這雖是

菲國自 2021 年第三季以來最緩和的成長幅度，但菲國已是 2022 年第二季亞洲各國中

GDP 成長速度第二的國家。因此，其認為菲國經濟表現相對優異，仍有望達成菲國政府

本年度提出 GDP 成長 6.5%-7.5%之目標。此外，巴里薩坎指出第二季 GDP 成長放緩的

主因包括：因提高的生產成品導致農業生產疲軟，以及製造業成長放緩。而某程度上，

上述二者確實和通貨膨脹帶來的經濟壓力有關。

2022 年上半年，菲律賓年度平均通膨率已達 4.4%，超過菲律賓中央銀行（Bangko

Sentral ng Pilipinas, BSP）訂定的 2-4%目標範圍。7 月的通膨率更較前一個月的 6.1%增

加，躍升為 6.4%，創四年來新高。為因應此趨勢，截至 2022 年 7 月，BSP 共已升息 125

個基點，並不排除在 8 月 18 日的會議上再次宣布升息，且可能超過 50 個基點。經濟學

家預期在國際經貿趨勢下，BSP 將維持現行的緊縮政策，以避免國內通膨情況更加惡化，

進而衝擊國內經濟。

綜合觀之，當前持續惡化的通貨膨脹情勢預期將一定程度地影響菲國國內消費情況，

且可能進一步導致菲國政府調降 2022 年年度 GDP 成長目標。目前，6 月底甫就任的新

任總統小馬可仕（Ferdinand“Bongbong”Marcos Jr.）已提出自 2023 年至 2028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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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年任期內，菲國 GDP 成長率每年將維持在 6.5%至 8.0%之目標。2022 年 7 月 25 日，

小馬可仕於國會山莊發表上任後首次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SONA），向

民眾說明新政府未來六年對菲國的規劃。其中，經濟復甦為其演說焦點議題之一。除提

出將延續杜特蒂政府的「Build, Build, Build」政策，並聚焦於國內鐵路系統發展外，小

馬可仕亦表示為吸引外資將放寬外國投資限制、建立更多經濟特區。

【由巫佩蒂綜合報導，取材自 Reuters，2022 年 8月 9日】

▲緬甸正義組織調查緬甸軍方之武器與裝備來源

緬甸正義組織（Justice for Myanmar, JFM）於今（2022）年 8 月 11 日公布一份調查

報告，主要係來自國防部採購部門外洩檔案、業界情報以及網路消息、確定擁有 262 名

董事和股東的 116 家公司作為中間商，並向緬甸軍方提供數百萬美元的武器和裝備。其

中，自 2021 年 2 月政變以來，有 31 家公司與緬甸軍方積極開展業務，另有 27 家公司

自 2017 年以來便有業務往來，導致武裝部隊對緬甸西部的羅興亞人（Rohingya people）

發動種族滅絕式的攻擊，是軍方暴行犯罪的共謀，必須阻止他們與軍方進一步合作。

供應軍方的 78 家緬甸公司，至少有 38 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關係企業涉入。新加

坡長期以來是緬甸軍方及其盟友和商人的離岸貿易中心和金融庇護所，例如，天溢國際

有限公司（Venture Sky International Ltd）於 2016 年與緬甸空軍簽訂了至少 12 份提供飛

機配件的契約；緬甸公司 MCM 太平洋私人有限公司（MCM Pacific Pte Ltd）的新加坡

子公司為緬甸空軍提供 Mi-2，Mi-17 和 Bell 206 直升機的零件。

JFM 報告指出，新加坡公司參與為緬甸軍方提供物資，對數百萬緬甸人民的生命構

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脅，因此，作為東協成員之一，新加坡可在解決緬甸危機方面扮演重

要角色，以及應先結束對軍方的供應，停止成為軍政府的共謀。該報告除了詳細提供關

於緬甸軍隊在何處以及如何取得武器、軍用車輛以及噴射機、坦克和裝甲運兵車所需的

配件外，也公布一份涉案企業名單，包括公司董事和主要股東，並呼籲對這些公司和個

人實施緊急制裁。此外，其也特別呼籲新加坡政府應禁止其領土，包括銀行和港口，被

用於向緬甸軍方供應武器和設備。

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已經對一些軍火商實施制裁，其中最主要的是由緬

甸商業大亨塔查（Tay Za）擁有的霍圖集團（Htoo Group），負責從烏克蘭和俄羅斯公司

進口噴射戰鬥機零件；緬甸化學機械公司（Myanmar Chemical and Machinery Co.）與購

買大量裝備有關，包括 K-8 教練機、裝甲運兵車和輕型坦克；國際門戶集團（International

Gateways Group）是緬甸空軍和海軍最大的武器供應商之一，特別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貿

https://www.bing.com/ck/a?!&&p=0f2c3f31e999bd02JmltdHM9MTY2MDU2OTQ1MyZpZ3VpZD05OWZkODkwZC0wNWJkLTRmNGItOGFkZi1hN2RiMzQwZmE5ZTcmaW5zaWQ9NTE3NQ&ptn=3&hsh=3&fclid=9f122762-1c9c-11ed-b2f9-09bae095bda8&u=a1aHR0cHM6Ly9ob25na29uZy1jb3JwLmNvbS9jby92ZW50dXJlLXNreS1pbnRlcm5hdGlvbmFsLWxpbWl0ZWQ&ntb=1
https://www.bing.com/ck/a?!&&p=0f2c3f31e999bd02JmltdHM9MTY2MDU2OTQ1MyZpZ3VpZD05OWZkODkwZC0wNWJkLTRmNGItOGFkZi1hN2RiMzQwZmE5ZTcmaW5zaWQ9NTE3NQ&ptn=3&hsh=3&fclid=9f122762-1c9c-11ed-b2f9-09bae095bda8&u=a1aHR0cHM6Ly9ob25na29uZy1jb3JwLmNvbS9jby92ZW50dXJlLXNreS1pbnRlcm5hdGlvbmFsLWxpbWl0ZWQ&nt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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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但正如 JFM 報告所言，目前向軍政府提供武器和其他產品的公司中，只有少數受到

制裁，絕大多數公司仍繼續自由運營。

經濟制裁是否為推翻緬甸軍政府的關鍵，或許是個有待商榷的問題。但緬甸軍方抵

禦國際孤立的經驗悠久，並且長期在中國大陸、印度和泰國等亞洲鄰國遊走，新加坡對

於活動人士呼籲沒收新加坡銀行體系中來自緬甸的骯髒資金，向來也持抗拒態度。因此，

若西方國家真的有意切斷緬甸軍方的資金，從 JFM 報告公布的名單看來，還有很多制裁

目標。

【由鐘雲曦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Diplomat，2022年 8月 12 日；Justice for Myanmar，

2022年 8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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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不歧視原則 Non-discrimination Principle

為 GATT 與 WTO 之最主要精神，WTO 協定下之不歧視原則係指最惠國待遇及國

民待遇原則，以及 GATT 第十三條數量限制之不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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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2020 年亞洲公司治理報告（CG Watch 2020）之研究

網址： https://www.cier.edu.tw/publish/projects/detail/3952

摘要：
本研究之目標在研析 2020 年 CG Watch 報告之內涵，以掌握各經濟體在

2020 年報告之總體與個別構面下評鑑項目之表現；亦分析 2020 年報告與 2018

年評鑑結果之比較，以了解各經濟體在公司治理評鑑之整體表現、優劣勢項目、

較 2018 年排名之消長、改革前景等。此外，為了解我國未來可據以改善公司治

理之政策方向，亦針對 2020 年 ACGA 對我國之評鑑結果中表現較弱的具體項

目，比較與分析我國可向其他表現優異的經濟體參照、借鏡之處。本研究最後

提出綜合結論與政策建議，提供未來決策機構進一步改善公司治理之參考。

期刊介紹

篇名： Export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ctions of enterprises in Vietnam

出處： https://doi.org/10.1017/S1355770X21000322

作者： Uchenna Efobi

摘要： The outcome of environmental actions from participation in the export market are

examined by unpacking some mechanisms that explain the estimated relationship.

The empirical strategy utilizes the variation i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location of

the sampled enterprises and the top 25 destinations of Vietnamese exports across

sectors, and the weight of each sampled export to total exports in each period, to

obtain exogenous variation in the enterprise's export market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 show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terprise's export participation

and its overall engagement in environmental actions (such as the sum of its

environmental actions, the sum of actions in the investments in equipment towards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otal expenditure for the purchase of equipment for

environmental actions). Possible mechanisms are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national certification, and strong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from

export market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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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經貿議題系列課

程 01-國際投資協定

（二）

顏慧欣

1.國際投資協定之架構、內涵及發展趨勢

2.國際投資規範之來源

3.雙邊投資法制之形成背景

4.雙邊投資協定之架構與重點要素

5.投資保護適用階段之差異

6.投資之定義

7.協定適用對象

8.禁止實績要求

9.高階經理人及董事

10.投資人保護 vs.地主國政策權

11.協定其他重點義務

12.投資人-地主國爭端仲裁（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及歐盟推

動國際法院系統（ICS）之進展

13.美歐投資協定之趨勢觀察

14.歐中全面投資協定開展的新趨勢

15.WTO便捷化協定草案對CAI 之影響

16.結語：疫情後之國際投資協定未來思

考

https://taiwanlife.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7&id=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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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訊

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台綜院 逕自洽詢 8/22
「WTO投資便捷暨發展議題談判進展及我國參與」

工作坊
https://tinyurl.com/2s3bj6j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8/22 8/22-9/2 Emerge Japan 線上交流會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769

日台交流協會 8/24 8/24
日台產業合作搭橋研討會（日台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

事例及對產業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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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776

經濟部貿易局高雄辦事處 逕自洽詢 8/26
「善用數位行銷拓展海外市場」說明會(8/26 南投

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707

經濟部工業局 8/26 8/26 日本化合物半導體智慧車電應用需求座談會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784

經濟部工業局 8/30 8/30
亞太新創育成機構暨新創公司招商交流座談會~東南

亞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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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761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8/30
111 年非洲市場研討會(第三季) 

「達人領航！東部非洲市場這樣做！」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EastAfrica

111

中經院區域中心 逕自洽詢 8/31 美國商機日：美國投資商機說明會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91108

https://tinyurl.com/2s3bj6j2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69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69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76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76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707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707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84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84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61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6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EastAfrica11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EastAfrica111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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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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大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

究中心
逕自洽詢 9/3 第二十二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 https://tinyurl.com/y3m5hewf

外貿協會 9/5 9/6
2022 年日本市場拓銷與物流實務研討會(9/6 屏東

場)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H2022J

P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9/7 非洲市場研討會(9/7 高雄場)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209

07/

巴拉圭工商部、美洲開發銀

行
逕自洽詢 9/8-9 「投資巴拉圭(Invest in Paraguay)」國際投資論壇 https://tinyurl.com/2jr8r2vv

經濟部貿易局 9/11 9/14 國際貿易糾紛判例解析研討會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6210

124141544531149

https://tinyurl.com/y3m5hew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H2022JP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H2022JP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2090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20907/
https://tinyurl.com/2jr8r2vv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6210124141544531149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621012414154453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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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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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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2022 年坦尚尼亞買主團洽談會 https://tinyurl.com/2p87se3u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9/12
2022 台立經貿合作交流會_立陶宛經創部創新署訪

團來台洽談
https://tinyurl.com/4fur9tb8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9/20 2022年亞⻄(中東中亞及土耳其)商機日 https://tinyurl.com/mryafdt6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9/21 2022 智慧醫材採購大會 https://tinyurl.com/bdyuk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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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 9/28 2022 年塑橡膠機暨製鞋機械商機日 https://tinyurl.com/2p9ye4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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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自洽詢 10/13 2022 年紡織機商機日 https://tinyurl.com/ynnhsuwr

國經協會 逕自洽詢 10/17-29 2022 秘魯及智利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 https://tinyurl.com/3mnasb4z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ETZEROEMISSION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ETZEROEMISSION2022
https://tinyurl.com/2p87se3u
https://tinyurl.com/4fur9tb8
https://tinyurl.com/mryafdt6
https://tinyurl.com/bdyukusd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HF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HF2022
https://tinyurl.com/2p9ye4fw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ETZEROEMISSION2022I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ETZEROEMISSION2022I
https://tinyurl.com/ynnhsuwr
https://tinyurl.com/3mnasb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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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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 2022 桃園國際採購商機大會-實體洽談會 https://tinyurl.com/3ptjhh3p

外貿協會 8/31 10/27 2022 年泰國智慧生活拓銷團(OMO)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TWTechDayinThai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0/27-30 2022 年高雄國際食品展覽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oodkh22c

h/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1/3 2022 年中東歐貿易 Hybrid 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2CEE

外貿協會 8/31 11/10-11 2022 年臺北市線上經貿拓銷團-南亞站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TPC1-

SA

東亞經濟協會、進出口公會 8/31 11/17 2022 日本商品展 https://tinyurl.com/mujkbw2z

外貿協會 8/31 11/22-26 ⾺來⻄亞冷鏈物流商機交流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AT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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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 22”2/3-7 2023 年法蘭克福國際春季消費品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mb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IANTRAD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IANTRADE
https://tinyurl.com/3ptjhh3p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TWTechDayinThai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TWTechDayinThai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oodkh22c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oodkh22c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CE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CE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TPC1-S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TPC1-SA
https://tinyurl.com/mujkbw2z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ATPH
https://www.tiim.com.tw/zh-tw/index.htm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mb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mb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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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2 年 8 月 20 日～2022 年 9 月 19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8/29 五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9/14-15 三～四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9/15 四  Meeting of the Joint Statement Initia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9/16 五  Committee on Market Access Experience Sharing Sessions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8/16-31 二～三  APEC: Third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3) and related meetings

8/21 日  APEC: Workshop on Facilitating Trade by Improving Risk Assessment Capacity

8/21-22 ⽇～⼀
 APEC: Public-Private Dialogue on Promoting Transparency of TBT WTO Notifications:

Improving Completeness and Clearness of Information

8/21-22 ⽇～⼀  APEC: Experts Group on Illegal Logging and Associated Trade Meeting

8/22 ⼀  APEC: Market Access Group Meeting

8/25 四
 APEC: Workshop on Current Trends on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n Trade

Agreements

8/26 五  APEC: Food Security Ministerial Meeting

8/26-27 五～六  APEC: 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Meeting

8/26-27 五～六  APEC: Economic Committe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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