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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上個月重⼤經貿消息⼀個接⼀個，都接收到了嗎？搭配本期新聞評析⼀起看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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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報

國際經貿規範動態分析 2022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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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禾田 輔佐研究員，林卓元 輔佐研究員

一、 印太經濟架構部長會議

二、 美日「經濟版 2+2」部長級會議強調加強經濟安全與國際經濟秩序

三、 拜登簽署《晶片和科學法案》 強化美國半導體產業競爭力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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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印太經濟架構部長會議

發展動態

（一）印太經濟架構舉行首次部長會議

今（2022）年 7 月 26 至 27 日，美國與澳洲、紐西蘭、日本、南韓、新加坡、菲律

賓、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越南、汶萊、印度及斐濟等 13 個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創始成員國舉行首次部長會議。美國 USTR 及

商務部於會後新聞稿指出會議中各方進行積極及建設性的討論，同時重申追求高標準及

包容性經濟架構的共同目標。IPEF 將藉成員國之間的集體討論，勾勒在 IPEF 連結經濟、

韌性經濟、潔淨經濟及公平經濟四大支柱下對於貿易、供應鏈、潔淨能源、減碳、基礎

建設及稅務與反貪污等議題的具體合作內容。（詳全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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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全文）

重點評析

根據過去美國官方公布之消息可知，由於拜登政府無意使印太經濟架構議題涉及新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4257&nid=483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4833&nid=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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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談判授權，意味著相關談判成果無須送交國會審議與修正美國現行法。因 IPEF 不涉

及市場開放議題，因而將依前述議題支柱進行談判，其結果將以協定形式（signed

agreement）呈現。雖然 IPEF 不涉及市場開放等國會職權，但美國政府承諾將國會保持

密切聯繫提供資訊。而在 IPEF 之參與模式上，IPEF 成員國將不採「一體適用」（one size

for all）模式，而係包括一系列之個別協議，包括「具拘束力之規則」（binding rules）及

原則方向指引（principles），並視不同對手國而有不同程度之議題安排與規劃。簡言之，

個別議題之成員國可能將不盡相同。

IPEF 之定位及性質也形成其未來推動之挑戰。首先從初始階段，其他參與國家便已

傳出「要求太多、誘因不足」的質疑。以數位經濟議題為例，對於印太地區許多國

家而言，此議題在不涉及市場開放之情況下，卻要接受美國在數據自由流通及在

地化等高標準，使各國參與態度有所保留。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如勞工與環境等

其他領域。由於 IPEF 性質意味美國僅能提供原則性之政治與經濟支持，這或許在過去

有一定吸引力，然而中國在印太地區之經濟影響力包括能夠提供之實質利益及能夠形成

之經濟脅迫，已今非昔比。以對東協援助規模為例，拜登今年 5 月在東協峰會中提出 1.5

億美元援助承諾，反觀中國 2021 年底承諾三年內向東協提供 15 億美元的發展援助，遑

論亞投行一帶一路倡議另外對東協地區提供數十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融資。即便 8 月美國

聯合 G7 國家將全球基建預算增加到五年 6000 億美元，仍然代表美國必須在 IPEF 下提

供更多具體利益的壓力。特別是不少東協國家及印度的經濟政策都很看重出口擴張效果，

IPEF 沒有市場開放優惠，如何達成符合各國期待的「互惠」程度，將會是各國觀察美國

誠意的關鍵。

再者，在美中對抗趨勢下，參與 IPEF 從第一天起就一直有「選邊」的疑慮。東京

舉辦的啟動典禮中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在致詞時，提出其對參與 IPEF 的三個

條件，分別是 1.應具互惠性，亦即不能只有美國觀點、2.應具有彈性，不能對經濟階段

不同的國家造成發展上造成障礙，以及 3.應具包容性，不應淪為圍堵特定國家的工具，

也不應妨礙各國參與其他合作機制。因而美國如何有效說服大家 IPEF 是互惠互利的區

域政策，淡化抗中的疑慮，也是 IPEF 成功的關鍵。

至於臺灣未來參與方面，臺美「21 世紀貿易倡議」已經納入諸多 IPEF 議題，包含

擴大數位貿易受益範圍、勞工、環境與氣候行動、數位標準、反貪污等，同時供應鏈韌

性議題，早已屬於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PPD）主題之一，因此可以已與 IPEF 在

議題上有緊密連結關係，臺灣並未缺席。此外，部分 IPEF 議題臺灣的加入對各國有加

分意義。以 IPEF 所包含的「供應鏈韌性」這個大主題為例，臺灣沒有參加 IPEF 的功能

將會大打折扣。因為美國甚至歐盟日本推動供應鏈韌性多元化，並非所有產業都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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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聚焦在所謂「關鍵產業」。所謂關鍵產業各國略有不同，不過半導體、資通訊及電子

產品的關鍵地位，幾乎已有全球共識。臺灣在這個關鍵部門的重要地位，已經獲得全球

認證。當然實力不等於邀請函，未來必須順應印太地緣政經現實，善用我國產業實力及

新南向政策，創造出參加的條件。（李淳）

二、 美日「經濟版 2+2」部長級會議強調加強經濟安全與國際經濟

秩序

發展動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日本外

務大臣林芳正、經濟產業大臣萩生田光一於 2022 年 7 月 29 日在華盛頓共同主持美日經

濟政策協商委員會（U.S.-Japan Economic Polic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EPCC）首屆部

長級會議，該會議又被稱為美日「經濟版 2+2」部長級會議。（詳全文）

重點評析

美日經濟政策協商委員會（美日「經濟版 2+2」部長級會議）既反映美國政策執行

方式的改變，今後美國將更重視政策執行面的戰略連貫性，亦反映美國將與盟友及夥伴

互利共榮奉為政策主軸，更反映在未來的印太區域秩序中，日本將與美國一同扮演印太

區域的領導角色，從而奠定美國未來的基本經濟國策及地緣戰略布局。

美日「經濟版 2+2」部長級會議由跨部會組成意味拜登欲改善川普任內各行政部門

各自為政，造成整個政府欠缺政策連貫性的弊端。相較於川普任內美國與各國的合作僅

停留在個別行政機關之間的接觸，拜登更強調政策的跨部門協調，反映他重視整個行政

團隊政策的一致性，避免由於不同行政部門的分工切割產生政策執行不同調的情況，確

保整個行政部門之間政策連貫性有助於貫徹拜登的施政理念，藉此解決川普任內行政部

門之間政策不協調以致被批評欠缺一套連貫戰略（coherent strategy）的弊端。簡言之，

今後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應逐漸以跨部會形式為主流，而美國政府亦更強調在整體戰

略層面及實際執行層面的一致性。

此外，會議組成納入兩國的外交部長，意即對拜登而言，經濟政策既是內政，亦屬

外交範疇。「經濟版 2+2」由雙方的商務部長與外交部長所組成，貫徹拜登上任初期於其

《國家安全戰略暫行綱領》（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中強調經濟競

爭力對國家安全重要性的戰略構想，以及強調要與理念相近的盟友及夥伴共同建立互利

共榮的經濟關係以維護彼此共享價值的決心。易言之，拜登的經貿政策不再僅追求美國

利益優先，而是美國與盟友及夥伴互利共贏，藉此強化彼此的民主體制以對抗中國極權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4259&nid=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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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誘惑，進而保障美國國家安全及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會被侵蝕。另，此舉亦反映經

貿關係是美國維繫其與盟友及夥伴之間緊密關係的重要環節，預料今後美國將在經貿政

策上更積極與盟友及夥伴進行協調、合作，而不像川普在經貿政策上一意孤行造成美國

與盟友及夥伴的外交關係緊張，導致中國有機可乘分化西方民主陣營。

美國更進一部藉由「經濟版 2+2」部長級會議，確立日本於美國印太經濟架構（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以至在整個印太區域秩序中的地位。過往美日雖然

已有不少在第三國的合作計畫，惟大多停留在雙邊合作層面，或對雙方各自的計畫作出

協調。自拜登政府提出 IPEF 的構想後，日本在初期扮演的角色似乎較為被動，僅為美

國諮詢的盟友之一，予外界感覺 IPEF 由美國單獨主導。然而，在美日「經濟版 2+2」部

長級會議聯合聲明中，雙方明確指出美日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民主經濟體可作為其他民

主國家追求繁榮、穩定及安全的最佳模式，並強調美日雙方在加強印太及其他區域基於

規則的經濟秩序及繁榮的共同領導地位（joint leadership）。此舉既反映美國將日本在其

印太秩序的構想中由一個被動參與者的角色，提升為一個主動的領袖，今後美日兩國將

會共同構築印太區域秩序，同時意味未來日本在美國印太戰略的話語權大幅上升，更代

表雙方未來在印太區域的戰略及行動上將更趨於一致，進一步昇華美日同盟的關係。

總言之，美國提升日本於其印太戰略的地位，代表美國視日本為美國於印太區域對

抗中國威脅的中堅力量，未來日本將扮演美國於印太區域的離岸制衡戰略（Offshore

Balancing）中的制衡者角色，藉由日本這個區域大國進而更有效地制衡中國崛起對印太

區域的安全威脅。（林卓元）

三、 拜登簽署《晶片和科學法案》 強化美國半導體產業競爭力

發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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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全文）

重點評析

美國於 8 月 9 日由拜登簽署公告的《晶片和科學法》分為三部（DIVISION），第一

部《2022 年晶片法》也稱為「更多的晶片法」（CHIP +），因為除了既有 520 億美元的晶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4834&nid=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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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生產和研發補貼，也新增提供單一企業最多 25%的減稅優惠規定，以及附加限制獲得

補貼的企業在 10 年期間無法在中國大陸與其他受關切國家新建或擴大產能。對我國而

言，這項法案風險與機會並存，需要謹慎規劃因應。

先看風險。《2022 年晶片法》提供晶片生產補貼但也限制獲補貼企業不得繼續利用

中國人力生產小於 28 奈米的先進晶片，違反者可能被商務部追回補貼費用。對臺灣半

導體企業來說，實際上是將來需要規劃建立兩套生產體系，以同時應付兩大巨人的要求，

進而增加生產成本，長期而言或將逐漸弱化台企在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影響力。從補貼金

額來看，用於補貼晶片生產的 390 億美元看似不少，實則僅勉強全額因應兩座先進半導

體製造廠的興建。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SIA）和波

士頓諮詢顧問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2020 年的聯名報告已指出，在

美國本土建置一座 5 奈米製程，月產能 3.5 萬片 12 吋晶圓的先進邏輯晶片製造廠，其資

本投資約 200 億美元，而台積電在亞利桑納州的新投資案則為 120 億美元。進一步看，

《晶片法》單一建廠補助申請上限尚待決定，但 2021 年已生效的《美國晶片法》（該法

僅有原則規定，並無預算分配）則規定原則單一申請案最多 30 億美元之上限。若以此

為基準，則未來補助金額為台積電投資計畫的 25%。當然，《2022 年晶片法》尚有可退

稅 25%的投資抵減誘因，但仍有不足。立即可預見的風險則趨增，如產能過剩與人力成

本增加，導致利潤下降影響研發支出進而削弱技術儲備的競爭優勢。

再看機會。且先不論國防部主管的 20 億美元技術研發獎補助預算，商務部獲授權

可動用 110 億美元加以獎勵補助半導體的技術研發和創新。台積電研發支出在 2021 年

則約 41 億美元，對以技術研發建立經營護城河的半導體產業而言，則應具相當吸引力。

投資半導體製造專用設備得以抵稅，亦直接降低赴美投資的負擔。此外最重要的是，臺

灣企業赴美設廠一則貼近客戶掌握需求，另則若加以善用美國的政策補貼，以降低創

新成本，在此情形下亦是穩固及提升在全球供應鏈位置的方式。

當前各國皆在追求強化經濟自主和科技自主，而臺灣引以為傲的半導體產業則成為

他國的主要風險來源。臺灣需要考慮降低盟友及貿易夥伴的擔憂，取得美國政策補貼則

是一項兼具實質利益和象徵意涵的舉措。赴美投資設廠不意謂我國失去國家安全方面的

優勢。更合理的趨勢毋寧是，在這段全球經濟結構調整，供應鏈重組，進而可能重新形

成兩套世界體系的時間裡，臺灣仍相對有餘裕，因此反而是需加緊思考從來源單一與分

散，自給自足與相互依賴二擇一的賽局中找尋平衡之道。對此，我國可從幾方面加以規

劃，例如定期檢視影響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半導體關鍵技術、產品和零組件可能面臨

風險並加以管理及應變。或整備現行法規以有效和合理管理人力、技術、資金的流動。

另外，如半導體從業人力素質培養，包括外語能力與跨界學習和科際整合能力，亦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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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育和產業政策的考量因素。（黃禾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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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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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全文）

重點評析

《2022 年抑制通貨膨脹法》雖名為降低通貨膨脹為目的的法案，但其中美國將投資

3,690 億美元以應對氣候變遷問題，更是拜登政府在意的氣候法案，而透過增加美國境

內電動車的使用，乃是該法案推動乾淨能源的重要策略，然而其引發國際關注的問題主

要有二，一是美國消費者購買的新電動車最終組裝地在北美地區，才可申請最多達 7,500

美元的抵稅優惠；二是規定電動車電池零組件來源，未來將分階段達成「來源地」為美

國本地或美國 FTA 的貿易夥伴，且以 2029 年達成電池組裝完全在北美生產和組裝為目

標。現階段歐盟與韓國等國，多著重在第一項抵稅優惠限於在北美組裝電動車的問題，

認有違反 WTO 規則之疑慮。對此，本文提出若干 WTO 適法性之觀察。

首先，依抗通膨法案規定，消費者購買的新電動車，其最終組裝地必須在北美地區

（加拿大、墨西哥、美國），該消費者才可申請最高 7,500 美元的稅額抵減。美國聯邦稅

務機關財政部國稅局（IRS）也隨之公布說明，闡釋新規下可申請優惠的電動車必須在

「在北美地區」組裝，且提供一份經美國能源部確認最後組裝地為北美的電動車車款清

單，做為美國消費者參考。初步檢視該車款清單，Audi, BMW, Nissan, Mercedes, Ford,

Tesla 等各國際廠牌下的特定電動車車款均在其列，顯示出從品牌國籍角度，確實未以電

動車廠的總部為美國籍或外國籍來區分可否抵稅的對象。但被納入可抵稅的這些電動車

車款，經美國能源部確認最後組裝地均在北美地區下，意謂著，以電動車的最後組裝地

為原產地認定時，則只有以「美國、加拿大或墨西哥」三國為原產地的電動車，方可在

抗通膨法下獲得抵稅。WTO 不論是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原則，均著重在「來源地中

性」（origin-neutral）原則，亦即任何以「來源地」為條件而給予不同待遇，勢必構成本、

外國與第三國之間差別待遇的問題。基此，此項抗通膨法案規定，從字義上確有不符合

最惠國與國民待遇的法律面（de jure）歧視疑慮。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4835&nid=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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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究析抗通膨法增加電動車最後組裝所在地的誘因，意在促使投資回流，讓美

國（加、墨）成為全球電動車生產重鎮，提升「北美造車」的比重，同時降低中國在電

動車電池的主導地位；易言之，此項法案目的不在保護「美國品牌」（如 Ford, GMC, Lucid）

的電動車，而是只要能滿足能源部認定「北美為最終組裝地」，各國際廠牌多被納入，唯

獨未見任一韓系品牌電動車款在其列，因南韓現代汽車的電動車均在韓國生產後再出口，

這也是韓國於第一時間對此租稅優惠提出質疑之因。

固然依美國能源部說明，此一電動車款清單會隨著製造商提供資訊而更新，惟對於

目前未被納入清單的電動車品牌與車型，美國消費者無法在購買時獲得抵稅，自然會降

低消費者對之青睞，從而對於不同生產地汽車（北美車 vs 非北美車）之間，已構成可

否抵稅的事實上差異。固然 IRS 預計在今年底前將公布最終是否滿足組裝地認定的指引，

亦即現階段未納入的廠牌與車型，未來仍有機會滿足；又或該車系廠牌將最後組裝地移

到北美，也可以受惠。但綜合而言，此項規定所引發「北美車與非北美車」在「事實上」

（de facto）有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不一致風險。

最後，或有人提出美國是否可以「美加墨協定」（USMCA）為此優惠規定之法律依

據，USMCA 為 WTO 允許會員進行區域貿易協定（RTA）的情形，但依 GATT 第 24.4

條規定，雖容許 RTA 國家發展更密切經濟關係，惟不可因此「增加與非 RTA 國家的貿

易障礙」，則抗通膨法給予消費者的電動車減稅優惠，限於電動車來源地為 USMCA 的

成員（北美地區），即增加了美國與 USMCA 以外國家的貿易障礙；更重要的，抗通膨

法案著重適用於各大車廠在北美地區「投資」且「進行最後組裝」的營運活動，並不限

定車廠品牌總部的各國國籍，故不符 USMCA 應限於美加墨三國投資人之規則。顯見抗

通膨法規並非基於 USMCA 所訂定的措施，GATT 第 24 條恐難做為合理的法律訴求。

迄今韓美對此項電動車租稅優惠之爭論未見緩解，韓國已表示必要時將向 WTO 提

出訴訟。臺灣即便在電動車市場，不似韓國、歐盟有如此直接的利害關係，但此一事件

發展，也可觀察美國將如何回應維繫岌岌可危的全球經貿秩序。（顏慧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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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美國印太協會啟動 IPEF 專案小組

印太區域唯一的泛區域（pan-regional）美國商業協會－美國印太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AAIP）於 2022 年 8 月 24 日成立專案小組，旨在確保拜登

政府的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具有約束

力與意義」。AAIP 的 IPEF 專案小組由在印太區域營運且總部位於美國的企業代表、IPEF

參與國的美國商會，以及來自印太區域及華盛頓具有影響力的政策專家所組成，期望為

即將舉行的多邊談判作出貢獻。

AAIP 於 2022 年稍早成立，為一會員制組織，透過政策倡議與華盛頓的政策制訂者

持續接觸，並與其他商業協會密切合作，致力加強美國在印太區域的商業與投資。AAIP

臨時主席考克斯（Jackson Cox）向媒體表示，該 IPEF 專案小組的使命，是透過印太區

域美國商業社群所提出之建議、見解觀點及最佳實踐，確保 IPEF 具有約束力與意義。

該專案小組下又分為 5 個工作組，分別負責（1）貿易；（2）供應鏈；（3）數位；（4）潔

淨能源、脫碳及基礎建設；以及（5）稅收及反貪腐，與 IPEF 的四大支柱相互呼應。

該專案小組由 14 個會員企業、9 個美國商會及 7 名專家顧問組成，包含 PayPal、美

光、英特爾、eBay、HP、3M、花旗及蘋果等企業，以及來自越南、新加坡、泰國、馬

來西亞、日本、菲律賓、印尼、印度，以及澳洲的美國商會。考克斯表示，專案小組中

的 9 個美國商會扮演著獨特角色，可在談判過程中與私部門保持互動。除斐濟之外，IPEF

參與國中的美國商會成員於 2022 年 6 月發表聲明支持 IPEF 談判，認為 IPEF 提供了重

要機會，打造更具韌性的全球供應鏈、高水準的數位規則路線，以及能源轉型，推動太

平洋兩岸的繁榮。

考克斯也指出，美國政府於 2022 年 5 月啟動 IPEF 後，印太區域的美國企業希望有

可以與談判者互動的平台，透過有意義的參與，實現強大、有意義的 IPEF。考克斯曾在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談判期間擔任美國商

會亞太理事會主席，當時談判代表與商業團體的諮商皆集中在華盛頓，但他認為不應侷

限於此，希望能為整個印太區域的進程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該專案小組尚未公布其談判目標或具體建議；考克斯表示，有關專案小組為談判代

表所研擬之建議，目前小組對於議題優先順序尚未定案，但希望在 2022 年 9 月 8、9 日

洛杉磯 IPEF 部長級會議後可盡快公布。一旦談判真正開始，AAIP 將利用印太區域的談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11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80期（2022.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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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回合或部長級會議作為舉辦私部門圓桌會議與對話的機會，聚集美國商業代表與該地

區同業。

該專案小組呼籲 IPEF 參與國政府與利害關係人進行廣泛諮商，確保會談有所意義，

而非僅是商業團體透過建議清單對政府的單向意見渠道，希望藉由雙方諮詢，幫助政府

在發展相關支柱時，AAIP 會員可提供更多資源與建議。AAIP 董事會成員暨 PayPal 亞

太及拉美政府關係國際主管史蒂文・陳（Steven X. Chan 音譯）表示，印太區域企業有

著獨特的視角，可將觀點帶到談判桌前；這些企業總部位於美國，在印太區域擁有重要

的足跡與投資，其企業領袖在全球科技、金融、供應鏈、健康等領域具備深厚的專業知

識。考克斯舉例，專案小組成員企業已參與 IPEF 國家的能力建設與勞動力培訓，可向

談判人員提供其專業知識。

【由羅絜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2年 8月 25日；AAIP，2022年 8月

24日】

▲烏克蘭完成簽署黑海穀物倡議 緩解全球缺糧及高糧價情形

烏、俄兩國於今（2022）年 2 月 24 日爆發軍事衝突以來已超過半年，基於兩國皆

為農業原料生產大國的特性，全球糧食如穀物、肥料、食用油等價格上漲，使得通膨加

劇，對多國的糧食安全造成負面的影響。戰爭導致超過 2,000 萬噸的穀物以及農產品無

法出口，塞在烏克蘭港口如敖德薩（Odesa）或黑海（Black Sea）區域。聯合國之聯合協

調中心（Joint Coordination Centre, JCC）在 7 月 22 日同土耳其合作，斡旋烏、俄兩國重

啟允許港口出口糧食的談判，最終烏、俄兩國代表與土耳其、聯合國代表於伊斯坦堡簽

訂《烏克蘭港口糧食和食品安全運輸倡議》（Initiative on the Safe Transportation of Grain

and Foodstuffs from Ukrainian Ports），又名《黑海穀物倡議》（Black Sea Grain Initiative）。

在各方團體提供可以確保出口糧食、肥料及農產品之船隻安全協助的宗旨下，黑海

穀物倡議主要內容可分為以下幾點：

（1）由設置在伊斯坦堡的聯合協調中心（JCC）負責執行與協調倡議內容，締約方

各方團體與聯合國皆派任高級官員作為代表，並商議協調所需的人員數量。

（2）JCC 在土耳其成立檢查小組，其小組將由各方團體及聯合國代表組成。船隻會

在 JCC 核可的日程進入烏克蘭港口，檢查小組的主要職責為確保沒有未經授權或登記

的船隻出入烏克蘭港口。

（3）經核可的船隻都須向 JCC 登記，船隻的航行過程由 JCC 監督，各方團體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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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船隻得以通行海上人道走廊的水域。

（4）為避免衝突升級，船隻通行海上人道走廊由 JCC 與各方團體加入一同監督，

JCC 與各方團體一致同意，未經授權之軍艦、飛行器、無人機等在 JCC 規範之特定距離

內，皆不得接近海上人道走廊。

（5）如有可疑活動，或不遵守本倡議內容，或有突發事件發生於通過海上人道走廊

的船隻上，取決於其位置，在應 JCC 與締約方要求並根據國際海事法，締約方將進行安

全保證檢查。

聯合國選派由世界糧食計畫署前副署長阿布杜拉（Amir Abdulla）擔任黑海穀物倡

議的協調負責人。阿布杜拉表示，黑海穀物倡議為各方團體努力下的成就，自戰爭爆發

以來，8 月 27 日總計已有超過 33 艘船隻駛出，逾一百萬噸的穀物及相關的農產品成功

出口，在全球面臨糧食安全與高糧價嚴峻挑戰時，此次的協議無疑是緩解全球缺糧且降

低糧食價格風險的重要成果。

【由蘇君哲綜合報導，UN News，2022年 8 月 27日；DW，2022年 8月 13 日】

▲東協戰略政策對話強調災害韌性

東協災害管理委員會（ASEAN Committee on Disaster Management, ACDM）在今

（2022）年 8 月 19 日於新加坡舉辦「東協災害管理戰略政策對話」（Strategic Policy

Dialogue on Disaster Management, SPDDM）。此為東協一項年度活動，亦是 ACDM 重要

活動之一。今年 SPDDM 的主題為「災害韌性是當務之急：我們準備好了嗎？」（Disaster

Resilience is Now: Are We Ready?）。

此次會議中強調，由於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未來自然災害的發生將更加頻繁和嚴

重，因此必須加強國家抵禦災害影響的能力。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兼內政部第二部長楊

莉明在會議中附和了聯合國（United Nations）聲明，並提到：「氣候變遷是我們這個時

代的決定性議題，其說明了它如何加劇東協地區受到自然災害的衝擊」。在楊莉明的演

說中亦強調：「我們將可預見海平面上升、天氣模式發生更極端的變化，而這些都使自然

災害更頻繁地發生」。

在 2020 年東協歷經了 530 起自然災害，到去年幾乎增加了三倍之多，達到 1,400

起。去年在東協地區，自然災害總共造成 1,000 多人死亡、16,000 多人受傷及超過 350

人失蹤。去年東協經歷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之一，是颱風雷伊（Rai）或菲律賓稱超級颱風

奧德特（Odette），其在 2021 年 12 月重創菲律賓，造成 400 人死亡。對此，楊莉明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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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種東協國家應關注之方式，以實現 2015 年《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中抑制

全球升溫幅度 1.5 度之目標。這三種方式分別為：建立災害韌性、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及

創新。

首先，最重要的是建立災害韌性。楊莉明引用了國際永續發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SD）的研究指出，在強化基礎設施的災害韌性上

每投入 1 美元，就可以相應節省倘需重建基礎設施所需的 4 美元。楊莉明表示，預防總

是勝於治療，大眾需要改變思維方式，以認知到投資基礎設施的災害韌性和早期預警系

統的重要性。

在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方面，楊莉明指出，鑒於自然災害的複雜性，每個國家都無法

獨善其身，東協國家間應與夥伴彼此合作，建立災害韌性。而在災害管理方面重要的夥

伴包括：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團體以及企業社群等。楊莉明更強調，企業透過在投資

決定中納入氣候考量，以及減少碳足跡，使其在災害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最後，是促進災害管理的相關創新。楊莉明認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及機器人技術的發展，具有提高災害管理效能之潛能。AI 技術或許能更準確的預測

災害的發生，並提供應對者更長的準備和疏散時間，而科學研究則可能發展出新的建築

材料及技術，以更好地抵禦災害所造成的衝擊。

此次會議由新加坡民防部隊（Singapore Civil Defense Force, SCDF）、東協秘書處、

東協人道援助協調中心（ASEAN Coordinating Centre fo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 AHA

Centre）和瑞士開發合作署（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SDC）共同

協辦。與會者約有 130 名，其涵蓋有災害管理、環境、氣候變遷、婦女、私部門及學術

界等領域。

【由黃苡嵐報導，取材自Manila Bulletin，2022年 8月 20日】

各國消息剪影

▲美中就赴美上市中國企業的審計監督問題達成初步協議

今（2022）年 8 月 26 日，美國公開發行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PCAOB）宣布與中國財政部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就

赴美上市之中國企業的審計監督問題達成初步協議，未來 PCAOB 可對總部登記於中國

及香港之在美上市企業的審計文件進行檢查（inspection）及調查（investigation）。目前

美國已與超過 50 個外國司法管轄區達成相同協議，以確保進入美國資本市場之外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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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遵守美國法規，至於美中協議是其中最詳細的安排，惟目前雙方未公布完整的協議文

本。

依據美國《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第 104 條，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應檢查註冊會計事務所及其關係人是否

符合美國審計規範。美國 2020 年 12 月 18 日公布《外國公司課責法》（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 HFCAA）則進一步強化美國執法力道，要求 SEC 應確認每

一上市企業僱用以制作審計報告之會計師事務所，是否在外國設有分支機構或辦公室，

且 PCAOB 是否因外國主管機關所採取之立場，而無法執行完整檢查與調查。如遇此一

情形，SEC 應要求上市企業提交文件，說明該企業並非由外國政府實體所有或控制。另

外，根據 HFCAA 施行辦法，對於前述 PCAOB 判定的上市企業，將由 SEC 列入臨時清

單（provisional list），相關企業須於 15 個工作天內提出證據支持其不應被列入臨時清

單，否則將被列入確定清單（conclusive list），倘連續三年 PCAOB 無法對該企業行使

檢查及調查權，將禁止相關企業在美國證券交易所的交易。

為確保 PCAOB 可對在中國與香港之會計事務所行使檢查與調查權，美中雙方已達

成協議。依據 PCAOB 公布之事實摘要（factsheet），中國作出以下承諾：（1）PCAOB

可自行決定選擇其檢查及調查的會計師事務所及其客戶；（2）PCAOB 有權檢查及調查

所有未經刪改（redaction）的審計工作底稿（audit workpapers）；（3）PCAOB 可訊問

及取得中國及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工作人員的證言；（4）PCAOB 可將包含限制資料等資

訊傳送 SEC，SEC 可將相關資訊使用於任何 SEC 業務範圍，包括行政及民事執法行動。

另一方面，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聲明，說明協議重要內容：（1）確立對等

原則，協議條款對雙方具有同等拘束力，雙方可對彼此司法管轄區內的會計師事務所進

行檢查及調查，並於符合法規範圍內儘力提供協助；（2）明確合作範圍，協助雙方展開

對相關會計師事務所的檢查及調查，中方協助範圍將包含為中概股提供審計服務，且審

計工作底稿存於中國大陸的香港會計師事務所；（3）明確協作方式，雙方將提前就檢查

及調查活動進行溝通協調，美方須通過中方主管機關取得審計工作底稿等文件，在中方

參與和協助下對會計師事務所的相關人員進行訊問。

由上可知，美中各自公布的協議內容有所矛盾，例如 PCAOB 強調美方有權獨自決

定檢查及調查對象，中方則強調須事先溝通協調，且 PCAOB 的訊問工作須包含中方人

員從旁協助，PCAOB 取得相關文件亦須經過中方主管機關。對此，PCAOB 的調查人員

將於今年 9 月中赴港展開工作，並於今年底前判定其於中國及香港是否有完整檢查及調

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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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林卓元綜合報導，PCAOB，2022年 8 月 26日；中國證監會，2022 年 8 月 26日；

Bloomberg，2022年 8 月 26日】

▲美國防止強迫勞動新禁令已促成供應鏈轉型

為阻止中國大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強迫勞動貨品進口，美國《防止維吾爾人強迫

勞動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UFLPA）於 2021 年 12 月 23 日生效。近

日美國國土安全部海關暨邊境保護局（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貿易辦公室

官員海史密斯（AnnMarie Highsmith）於受訪時表示，UFLPA 之執法行動已成功促使企

業審慎評估或轉移其供應鏈。依據該項法令之要求，自今（2022）年 6 月 21 日起，CBP

必須根據《1930 年關稅法》（the Tariff Act of 1930）第 307 條，對於開採、生產或製造

之一部或全部涉及新疆的產品，或由被列入 UFLPA 建立之清單所列實體生產的產品採

取「可推翻推定」（rebuttable presumption），意即 CBP 將推定此些產品涉及強迫勞動

而禁止其進口，但進口商可依法以「明確且可信的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提出反駁，證明其產品並未涉及強迫勞動。

自去（2021）年 10 月 1 日，即 CBP 2022 財政年度開始，CBP 已因強迫勞動而扣留

2000 多批貨物，其中包括執行 UFLPA 而扣留之貨物。相較上一年度因強迫勞動而扣留

的 1469 批貨物，在數量上有所成長。然而，CBP 目前並未收到任何來自進口商所提出

的證據可採性審查（admissibility reviews）申請。依據 UFLPA 之規定，進口商可提供相

關資料，包括供應鏈中勞工的工資與居住狀況細節等資料，對 CBP 之推定進行反駁，若

CPB 批准其反駁，則須向國會提出其做成決定之公開報告。但目前 CBP 已受理一些進

口商所提出的適用性審查（applicability reviews），表示其所進口之貨物與新疆或實體清

單不具關聯性。

對於 CBP 執行 UFLPA 之策略，進口商批評其應事先提供更多新法律的執行細節給

相關業者，並認為執行策略應採納特定產業對於法規執行所提出的意見。根據美國時裝

產業協會（US Fash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USFIA）於今年 7 月針對美國時裝公司所進

行之調查，高達 95%的受訪者表示預期 UFLPA 之執行將對其採購造成影響，而其中超

過 85%的受訪者表示計畫減少進口自中國大陸的棉製服飾產品。依據美國政府執行

UFLPA 之策略，棉花、番茄，以及多晶矽基礎產品（silicon-based products），例如太陽

能板，被列為優先執行產業，此些產業在 UFLPA 生效前便因為強迫勞動問題，而受到

CBP 暫扣令（Withhold Release Order）影響。

針對執行策略所受的批評，海史密斯表示 CBP 已提供大量的教育訓練以及對國內

產業提供支持，包括分析受 UFLPA 影響的進口產品、告知進口商風險，以及為利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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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者及 CBP 員工進行教育訓練，以確保法規順利執行。其表示，消除供應鏈當中的強迫

勞動是 UFLPA 執行成功的真實指標，而非僅是將產品扣留在邊境。

海史密斯進一步表示 CBP 針對 UFLPA 採取動態調整之執法策略，並依據當前資訊

對最高風險的產品採取行動。根據 UFLPA 規定，CBP 將定期對執法策略進行更新，而

依據 CBP 今年 6 月所發佈的執法策略（UFLPA Strategy），其將每年多次更新實體清單。

海史密斯對此表示，實體清單的主要目的是使貿易夥伴停止與清單內所列之實體進行往

來，使消除強迫勞動的行動能不僅止於美國國內進口商，還能進一步帶動全球製造商的

變革。CBP 表示在 6 月 21 日前僅是就法規執行的政策與程序進行行動，而目前則是與

其他單位就擴大強迫勞動的實體清單進行討論。

【由唐于晴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2 年 0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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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S&D 監督機制 S&D Monitoring Mechanism

為了確實落實特殊與差別待遇條文的執行，讓開發中國家會員能夠充分參與 WTO

多邊貿易體系，WTO 之開發中國家會員提出「監督機制」的概念，希望藉由一套強制性

的機制，授權 WTO 貿易與發展委員會得以持續檢討特殊與差別待遇條款的運作，促使

已開發國家會員將開發中國家的需求列入其政策規劃考量中。有關 S&D 監督機制的設

置，目前仍在貿易與發展委員會中討論，會員對於其職能、規範的範圍，以及權限等，

皆尚未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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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台灣與國際法之重要議題分析—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

網址： https://www.taaze.tw/products/11100986865.html

摘要：
1971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 2758 號決議，該決議雖是解決中國在聯合國之

代表權席次問題，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卻不斷地擴大其適用範圍，剝奪台灣參與

聯合國及其體系下功能性國際組織活動之基本權利，迄今已逾半世紀。本書收

錄 2021 年 10 月所舉行的「聯大第 2758 號決議五十週年」研討會上所發表的

文章，期盼協助國人在此議題上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吸引更多有志者一同探索，

讓台灣能夠早日掙脫正常參與國際社會的束縛。

期刊介紹

篇名：
Where You Work Is Where You Stand: A Firm-Based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rade Opinion

出處：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22000108

作者： Haillie Na-Kyung Lee and Yu-Ming Liou

摘要： What determines public support for trade liberaliz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rade economics suggest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citizens’ employing

firms may also shape their attitudes on trade policy. In this paper, using under-

explored survey data combining trade opinion with measures of employer

productivity, we present evidence that employees of more productive, more

globalized firms are much more supportive of trade openness. Moreover, we find

evidence that the effects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described in the literature are

conditioned by globalized firm employment. Last, we find that the effect of

globalized firm employment is conditioned by employees’ relative position within

their firms. Those who are more likely to benefit directly from firm success—such

as permanent employees and managers—hold the most pro-trade preference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conomic interests affect individual policy preferences

in more nuanced ways than previously recog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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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2022 年當前國

際經貿新情勢」研討會-

全球經濟情勢之動態與展

望

王健全

1.詭譎多變的全球經濟金融情勢

2.全球及台灣經濟展望

3.美國經濟衰退及其外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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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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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經院、臺灣氣候服務聯盟 9/2 9/7 2022 臺日氣象產業網路研討會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9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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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經院日本中心 9/2 9/7-8
2022 台日科技高峰論壇－疫後新生活之生醫科技、

精準醫療與智慧服務
https://tinyurl.com/y43r5faj

經濟部貿易局、外貿協會 9/8 9/7-8 2022 數位商務大趨勢-國際匯壇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7211

11638170878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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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策會、生策中心 逕自洽詢 9/13 2022 新南向醫衛產業合作論壇 https://tinyurl.com/chp6mx9p

https://tinyurl.com/y3m5hew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H2022JP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H2022JP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9115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2090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20907/
https://tinyurl.com/y43r5faj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7211116381708789023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7211116381708789023
https://tinyurl.com/2jr8r2vv
https://tinyurl.com/chp6mx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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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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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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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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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資策會 9/15 9/28 臺灣與盧森堡中小企業綠色科技商機媒合會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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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2022 年歐洲商機日_EBS https://tinyurl.com/4f2ksc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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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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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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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90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9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ETZEROEMISSION2022I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ETZEROEMISSION2022I
https://tinyurl.com/4f2ksc64
https://tinyurl.com/ynnhsuwr
https://tinyurl.com/3mnasb4z
https://tinyurl.com/3ptjhh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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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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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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11/27-

12/7
2022 年新南向智慧產業經貿訪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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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2thmyvn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1/28-

12/1
⾺來⻄亞冷鏈物流商機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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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MATPH

外貿協會 9/23
23”1/18-

20
2023 年日本國際醫療產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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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lJapan2023

外貿協會 9/23
23”1/31-

2/2
2023 年全美五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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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N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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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iim.com.tw/zh-tw/index.htm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tra2thmyv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tra2thmyv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ATPH/CMS/MATP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ATPH/CMS/MATP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edicalJapan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edicalJapan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3NH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3N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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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2 年 9 月 3 日～2022 年 10 月 2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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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23 四～五  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9/23 五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9/27-30 二～五  WTO Public Forum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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