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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最近雖然暫時沒有本中心自辦活動，但是很多單位都有內容和卡司強大的研討會，我們都

整理給大家了，不要錯過這些資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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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韓國新任總統尹錫悅經濟施政方向之探討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姚鴻成 顧問

韓國新任總統尹錫悅執政後，為期有效推動韓國邁向全民均享幸福富裕之國家，致

力社會轉型，加速革新成長，進而跨足全球中樞強國之列，頃發表在未來 5 年執政之 6

大國政目標及 120 大國政課題，尤其在經濟發展方面，將加速建構共同繁榮之區域合作

體制，擴大推動經濟安全外交，致力尖端科技發展，以及主力產業之高效率化等。本文

針對上述主題，略作概要分析。

一、前言

韓國於 1945 年光復，1948 年正式成立大韓民國（韓國）政府，採大統領（總統）

制，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之立憲共和國家，行政最高首長為國務總理（相當於

我國之行政院長），立法最高首長為國會議長（相當於我國之立法院長），司法最高首長

為大法院長（相當於我國之司法院長）。

韓國建國首任總統為李承晚，其間經過 1950 年至 1953 年之韓戰，以及 1961 年由

朴正熙將軍所主導之「516」軍事革命後，實施修憲及總統選舉，其後歷經崔圭夏、全斗

煥、盧泰愚、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鉉、李明博、朴槿惠及文在寅等 19 任總統。

韓國總統之任期採五年單任制，未設副總統職位，2022 年 3 月 9 日實施之第 20 任

總統選舉，有選舉權（投票權）之人口計達 44,197,692 人，其中參與投票者為 34,071,400

人，投票率達 77.1%，開票結果，國民力量候選人尹錫悅，獲得 16,394,815 票，得票率

達 48.56%，略勝共同民主黨李在明之 16,147,738 票，得票率為 47.83%，兩者得票率僅

差 0.73%，計達 247,077 票，堪稱險勝。

新當選第 20 任總統之尹錫悅，1960 年 12 月 18 日出生於韓國漢城（首爾），先後畢

業於韓國首爾大學法律系及法律研究院，分別獲得法學學士及法學碩士，服役後，曾參

加司法官考試，俟完成司法官培訓，旋即參與檢、調工作，歷任檢察官、特別檢察班長、

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檢察長，以及檢察總長，其間並曾參與承辦朴槿惠及其閨密崔順實，

以及李明博等之特別司法調查案件。

尹錫悅於 2021 年辭去檢察總長之公職，2021 年 6 月 29 日宣布參選總統大位之意

願，並於同年 7 月加入國民力量，11 月 5 日獲該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3 月 9 日當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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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並於 5 月 10 日正式上任視事。

二、新總統執政 6 大國政目標 120 大國政課題

為期在未來五年內將韓國邁向「重新跳躍的大韓民國」及「全體國民均富的國家」

起見，尹錫悅在當選總統初期，即分別成立「因應 COVID-19 特別對策小組」、「國民統

合委員會」、「區域均衡發展特別委員會」、「不動產工作小組」、「數位多功能政府工作小

組」及「青年疏通小組」等 6 個多元化之委員會或專責小組，就推動未來之施政方向於

就任總統前之 2022 年 5 月 3 日即先行發表 6 大國政目標及 110 大國政課題；隨後，並

於 2022 年 7 月 26 日追加發表 10 大國政課題，合計共 120 大國政課題。其主要內容係

偏重在促使「大韓民國成為處處均具有良好居住條件之地方」。

其中在「重新展開跳躍式發展的大韓民國」方面，將充分反應時代之願景，面對國

內、外各項挑戰及糾纏，將結合全民之力量，提升國家競爭力，以利邁向先進強國。至

於在「全體國民均富國家」方面，將充分反應國民所要求之事項，有效紓解國民之困難，

以期達到每個國民所期待之政府。為期達到所訂之施政課題，新政府亦規範公職人員應

堅守國家利益、實用性、公平性及基本常識等四大原則。

茲將尹錫悅總統推動 6 大國政目標及 120 大國政課題之核心主題，略述如次：

（一）6 大國政目標

新政府之國政目標，計涵蓋政治與行政、經濟、社會，以及外交與安全等四大基本

方向之「未來」及「區域時代」。

1. 恢復國民一致要求之端正國家

政府應順應國民一致要求之公平性及通常認知，邁向遵守原則之國民統合時期，進

而打造恢復昔日繁榮及挑戰未來之新願景。

2. 由民間引領，政府全方位推動經濟發展

經濟之中心應轉換為「企業」及「國民」導向，並應在民間之創意、機動，以及活

力中，依序以成長及福祉為先決條件，推動有利經濟發展的系統機制。

3. 熱絡之同行，皆可打造幸福之社會

對於處於艱困環境之芳鄰及社會弱者，更應提供援手，不要疏於冷落任何一位國民，

而應與弱者共同行動，作為開創和諧社會之目標。

4. 以自律及創意來塑造美好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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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有效因應第四次產業革命之世界大轉型時代，應加速推動極限挑戰，開創未來，

以利躋身全球先進強國之列。

5. 致力自由、和平及繁榮，進而邁向全球中樞國家

以國家利益及實用性之外交策略與堅強之國防實力，對於遭受外部影響之國家，應

給予還擊之影響（influential），以利向全球中樞國家挑戰。

6. 大韓民國不論任何地區，均具有生活快樂及幸福之宜居環境

致力化解區域性差異，有效排除生活上之差別與機會之不公平，加速都市與地方之

均衡發展，以利大韓民國之永續成長。

（二）120 大國政課題

新政府為推行與前任政府不同之國政目標，向國民約定將致力於有效之「國定發展

策略」，爰訂定 120（110+10）大國政課題。

1. 考量公平與常識，堅定政策原則，進而建立認真行事之全能政府

有效紓解國民因 COVID-19 所遭受之損失，加速修正國民心目中不合理之不動產政

策，重新復甦衰退之產業形態；為期致力健全之國政運作，將加強財政支援，對於由國

民援助或以租稅所運作之非經營團體，應推動透明化之政策。

2. 將過去由政府帶動之經濟發展方向轉型為民間主導

新政府之成長動力，由民間牽引，政府作為後盾，進而打造自由之市場。

在公平競爭環境下，促進中小及創投公司之生存，進而邁向增加就業及活絡經濟之

幸福經濟時代。

為期民間能發揮革新能量，將全面修正不合理之管制，進而健全金融及租稅制度。

3. 對於有支援需求之處，應提供量身打造型之輔導

尊重勞工之價值觀，有效塑造健全之勞動環境，進而促進勞工服務之向心力。

提高國民年金之持續性及公平性，並為保障國民老後生計，透過社會合理之過程，

推動健全之年金改革。

提供國民日常愉快之生活環境，致力打造全球成長嚮往之文化大國，進而推動保障

全民生命及安全最優先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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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致力於挑戰及強化科學技術革新，透過人才經濟準備邁向未來

為期挑戰第五代科學技術，集中輔導半導體及顯示器等超高戰略技術，並為因應元

宇宙時代之來臨，將確保技術能量，躋身世界宇宙技術大國。

透過量身打造之形態，培訓未來時代之青年人才，進而推動將青年之夢想與挑戰，

作為大韓民國新的動力。

5. 善盡國際社會堂堂正正之一員，擔負義務與責任，以利成為受尊敬之國家

以科學技術領軍之身分，確保國家安全，堅守南、北韓關係，韓半島非核化，以利

奠定統一基礎。

為期推動官兵視服役為榮譽，致力提升官兵之福祉，並大幅增加各項津貼等。

6. 致力區域發展，使居住之任何地方，均能享受到幸福生活

加速推動區域之均衡發展，為期發揚各地區固有之特性，將提供必要之支援，以利

打造地區別之革新成長。

為期培訓地方人才，致力教育革新，增加地方財政能力，擴大地方分權，有效推動

企業轉向地方建設，進而增加地方之就業機會。

區域時代之國政課題，經「區域均衡發展特別委員會」透過對國民之說明及公聽會

等機制，將充分交換意見，並據以逐步推動。

三、新總統主要經濟施政方向

（一）為強化產業競爭力及供應鏈體系，將推動新產業貿易戰略

1. 增強產業供應鏈

為有效因應常態性之供應鏈危機，建立「產業供應鏈危機警報系統及綜合支

援體制」，重整出口管制、防止技術外洩及嚴格審查對外投資之安全性等三大技

術安保政策。

2. 致力數位及綠化革新

斟酌國家產業利益及主要國家之客觀條件，擬定量身打造之「數位貿易路線

圖」，其中包括正式簽署韓國與新加坡之數位伙伴關係協定（Digital Partnership

Agreement, DPA）、完成加入數位經濟伙伴關係協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DEPA），在印太經濟架構（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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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之數位協商過程中，將充分反應韓國之立場。

有效因應各國環境措施（EU CBAM），為期致力複數國家間之環境保護合作，

將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TO）、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及 20 國峰會（G20）等之諮商。

3. 多邊及雙邊貿易

爭取參與電子交易、公平競爭、環境與健康保險等，WTO 新貿易規範之討

論，進而有效因應 WTO 紛爭解決程序。

推動加入太平洋同盟（PA）、韓、墨西哥 FTA 及韓、GCC 之協商等。

4. 致力印太貿易中樞之戰略

有效發揮在 IPEF 之機制，推動加入 CPTPP，並透過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之契機，以印太經濟樞

紐（Pivot to Indo-Pacific Economy, P.I.P.Z）之地位，主導印、太地區之新貿易秩

序。

5. 重整貿易結構

加速推廣全民皆可參與之數位貿易機制，並以中小及中堅企業為對象，擴大

提供物流、金融及進口支援。

積極開拓東南亞新市場，並透過有效扶植清淨碳排，消費材及零組件裝備等

三大有出口潛力之產品，致力貿易結構之高效化。

（二）建構共同繁榮之區域合作機制

1. 推動韓、東協（ASEAN）共生體制

加強韓國與 ASEAN 間之互惠及實用性之合作，進而擴大以規範及原則為基

礎之多邊及雙邊之實際關係。

2. 致力印度及太平洋地區之合作

為有效因應日益浮現之印、太地區地緣政治之重要性，將加強與印度及太平

洋地區國家間之戰略及實質關係。

3. 強化韓國與歐洲國家間價值外交之夥伴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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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歐盟（EU）及英國等歐洲國家，建制自由民主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及人

權等為基礎之價值外交夥伴關係，其中包括泛全球性之議題、印太政策、經濟及

核能發電等。

4. 促進區域別量身打造之合作機制

活絡與 GCC、以色列及伊朗等中東國家最高階層之交流，確保供應鏈、擴大

環保、健康保險及人工智慧（AI）等未來產業之合作。

加強與中南美國家間之高峰及高位階之交流、促進經濟安全、數位及健康保

險等領域之實際合作關係。

推動與非洲及中非等國家間之交流，藉由舉行高峰會議之機制，以互惠原則

為基礎，擴大合作機制。

（三）推廣機動性之經濟安全外交

1. 強化供應鏈及經濟安全

在泛政府之動員下，有效紓解供應鏈之危機，確保尖端技術，並與美國、日

本及歐洲等國，加強互補性之合作關係。

支援半導體及電池等核心企業之對外投資，擴大共同研發（R&D），並透過

韓、美經濟、國家安全 2+2 之會議，強化經濟安全機制。

2. 倡導價值基礎之全球經濟秩序

在 IPEF、RCEP，以及未來可望加入之 CPTPP 等數位經濟合作體，就供應鏈、

人權、環保及數位規範之形成等，採取有效對策，以利企業開拓新市場。

3. 致力多邊經濟合作

藉由高峰及部長級多邊經濟合作體制，反映符合韓國國家利益之政策立場，

進而擴大雙邊及多邊之經濟合作。

透過 2025 年在韓國舉辦 APEC 會議之契機，加強亞太地區之經濟合作，進

而提升韓國在區域經濟之領先地位。

4. 新興安全會議

運用召開新興安全會議之機制，有效因應懸案、並考量以長期性之觀點，確

立戰略體制，洞察、分析及應對國際社會動向，與主要國家採行共同之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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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致力半導體、AI 及電池等未來產業優勢

1. 訂定半導體及電池等國家尖端戰略產業之成長基礎

在推動半導體設備投資時，將提供最優惠之條件，迅速審理各項申請及核定

程序，有效支援 R&D 及國際合作，並將擬定「國家尖端戰略產業法」，以利加強

支援體制。

2. 扶植人才培訓

積極支援可以推動未來戰略產業發展之人力，其中包括在特定大專院校成立

半導體專業課程，並擴大招生員額，同時推動產、學研究。

3. 致力第四次產業革新

為期支援機器人、AI 半導體、戰略半導體及物聯網（IOT）等數位產業之發

展，將加強 R&D，以利推動第四次產業革新之轉型。

（五）支援製造業等主力產業高效化

1. 數位革新

以數位技術為前提，將推動主力產業之生產力及附加價值之提升，至 2027 年

為止，將輔導成立 50 家合作工廠，透過製造業現場機器人之開發及普及等，加速

生產流程，進而擴大數位革新。

2. 清淨轉型

加速製造業之清淨碳排：為達成碳中和，將擴大 R&D、設備投資及租稅減免等措

施，並擬於 2025 年以前，輔導成立 1,800 家中小企業型之清淨工廠。

3. 智慧型投資

將致力於企業智慧型環保生產，其中包括擴大電動車輛之普及，增設充電設

施、支援研發符合環保需求之技術及零組件等，以利企業生產邁向智慧型之環保

產品。

四、結論

韓國新總統尹錫悅執政所發表之 6 大國政目標及 120 大國政課題，係透過韓

國「國民提案中心」之民意調查機制，廣納國民之建議，並充分反映民間之意見

連同政府之施政理念，經過二次時程所訂定。



10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82期（2022.09.30）

本刊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 中心編纂發行，

內容為研究單位之觀點，不應引申為委託機關之意見及立場。

該國政運作及願景，旨在促進大韓民國重新展開跳躍式成長，使全民均享有

幸福富裕之生活條件與環境，其中包括認真做事之政府、積極推動革新成長之策

略、建立符合人民需求之社會、確保世界之尖端科技，以及邁向全球中樞大國等。

新政府為有效履行上述國政目標及課題，將以 2022 年國家總預算 604 兆韓

元為基準，在未來執政期間再追加 209 兆韓元作為財政支援，其中包括恢復常規、

具體實現端正國家之預算為 54 兆韓元，在政府信任下、經濟由民間主導推動為

前提下之預算為 13 兆韓元，建立全民幸福國家之預算為 65 兆韓元，在開啟自律、

邁向創意未來之科技政策下之預算為 61 兆韓元，在推動自由、和平、繁榮以躋身

全球中樞大國之預算則為 16 兆韓元。

新政府為達成上述計畫，將透過重新調整財政結構、經濟成長及增加稅收等

方式，有效籌措財源，以期在不辜負全民之期許及熱望下，有效推動國政。

尹錫悅總統在其未來五年之任期，是否能在韓國全體國民之期待及監督下，

有效履行既訂之 6 大國政目標及 120 大國政課題，尚需拭目以待。

資料來源：

韓國第 20 任總統交接委員會

韓國大統領秘書室

韓國國務總理國務調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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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G20 貿易、投資和工業部長會議聚焦多邊貿易體制改革等多項議題

G20 於今（2022）年 9 月 22 日至 23 日在印尼舉辦貿易、投資和工業部長會議（The

Trade, Investment, and Industry Ministerial Meeting），就 WTO 改革、促進多邊貿易體制、

實現永續發展、疫情因應、數位貿易等多項議題進行討論。

會中各國代表針對主要關注議題發表談話與呼籲，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長伍鳳儀

（Mary Ng）敦促 G20 成員共同合作，以推進 WTO 的關鍵優先改革事項，包括爭端解

決、漁業補貼、電子商務、農業等項目，同時加拿大將出資協助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以支持開發中國家的微中小型企業建立出口能力；另外，日本於會中呼籲

所有成員應克服立場分歧，共同推進 WTO 改革，並強調提振外國直接投資對疫後復甦

的重要性；中國大陸則表示，G20 應帶頭落實 WTO第 12 屆部長會議（the 12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MC12）之成果，在 WTO 改革上取得實質進展，並應積極推動多邊貿易體制，

實現永續發展目標。

同時，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也於會議期間，就WTO 貿易爭端解決機

制的改革議題與印度、印尼及巴西等國代表進行意見交流。戴琪表示，應致力建立一個

能滿足所有 WTO 會員的機制，以確保未來改革後的爭端解決機制能幫助會員以高效且

具成本效益之方式解決爭端，而根據 MC12 成果文件，WTO 會員承諾於 2024 年建立功

能完善的爭端解決機制。

印尼貿易部長哈桑（Zulkifli Hasan）認為本次會議達成多項具體成果，成員聚焦六個

優先事項：（1）WTO 改革；（2）多邊貿易體系在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作用；（3）貿易與

投資在因應疫情和支持全球衛生架構的重要性；（4）數位貿易與全球價值鏈；（5）增強

對全球經濟復甦的投入；（6）貿易、投資與產業之間的一致性，透過聚焦並實現上述六

個關鍵優先事項，將加速全球經濟復甦與達成永續發展目標。哈桑亦指出，本次會議中

各成員利用 MC12 成果積極進行建設性討論，為未來召開的 MC13 作了很好的起頭。

【由張聖杰綜合報導，取材自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he

Economic Times，2022 年 9 月 21日；Global Affairs Canada、G20、日本外務省，2022

年 9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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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布 IPEF 貿易支柱之談判目標

2022 年 5 月 23 日，美國在東京啟動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其合作夥伴範圍廣泛，約占全球 GDP 的 40%。IPEF 的設計不同於傳統自由貿

易協定，將重點放在四大支柱（貿易、供應鏈、潔淨能源、公平經濟），其內容包括公平

而有彈性的貿易、具有韌性的供應鏈、推動基礎建設、潔淨能源與減碳，以及整合租稅

與反貪腐。

美國貿易代表處（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於 2022 年 9 月 23 日發

布貿易支柱之談判目標，列出其中的重點和優先事項。具體而言，USTR 承諾貿易談判

的領域包括：勞工、環境、數位經濟、貿易便捷化、農業、競爭政策、透明度及良好法

規、包容性、技術援助，以及經濟合作。USTR 羅列三項目標：韌性供應鏈，包容性，

以及永續性。

在建立具有韌性的供應鏈方面，供應鏈在全球貿易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新冠肺炎

疫情及其造成的全球經濟動盪，凸顯了當前供應鏈的脆弱性，也顯示出提高供應鏈韌性

之重要性。IPEF 將透過加入貿易便捷化條款，強化貨物跨境流動，此將有助於提高 IPEF

國家之間供應鏈的韌性；此外，貨物和服務的跨境流動順利，亦需搭配透明度措施和良

好法規。最後，美國認為透過全球市場競爭以獲取更多樣且便宜的商品及服務係打造具

韌性供應鏈之基本，也是 USTR 將競爭政策納入 IPEF 承諾的原因。

在包容性方面，首先，拜登政府的貿易政策認為，建立高標準的勞工權力承諾將使

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勞工受益，同時確保貿易政策更具包容性，並將貿易之好處更廣泛的

分享，也能使貿易政策達到永續發展目的，有助於促進全球競爭。其次，在數位經濟議

題上，美國將遵守相關的規定，並與其他合作夥伴一同解決數位經濟上關切的問題，確

保中小企業能在快速發展的區域電子商務部門下獲利。美國也承認 IPEF 裡的成員發展

程度不一，因此承諾協助所有參與者能在 IPEF 下獲取最大利益，同時也會協助其他參

與者履行其義務。

在永續性方面，拜登政府認為，貿易除了促進繁榮外，也應達成保護環境、應對氣

候危機和創造永續全球經濟的重要工具。除了傳統的環境和氣候問題之外，美國打算利

用 IPEF 針對農業問題做出承諾，透過提供一個可確保永續發展的全球農業系統，達到

保護地球，確保農民收入同時亦能協助民眾能持續安全的獲得食物。

【由蔡心遠報導，取材自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2022年 09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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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銀對亞太區域經濟成長率之預測下修至 3.2%

世界銀行（World Bank, 簡稱「世銀」）於 9 月 27 日公布最新的亞太區域經濟成長

預測報告，由今年 4 月估計的 5%，下修至 3.2%。中國大陸更在世銀此次預測中由 5%

下修至 2.8%，係其自 1990 年來首次經濟成長落後亞太區域其他開發中國家。此報告涵

蓋東亞、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等區域，但並不包含日本、南北韓等國。

世銀東亞及太平洋區域首席經濟學家馬圖（Aaditya Mattoo）指出，中國大陸原在疫

情後時期的經濟復甦領先他國，但其政府為因應疫情惡化而採取「清零」政策之後，其

經濟受到巨大衝擊。事實上，中國大陸為 2022 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率設定

的目標為 5.5%，為其 30 年來的最低。世銀指出，中國大陸強硬的防疫政策限制了經濟

活動，包括房地產市場活動趨緩，亦為其成長率下降的重要因素，更反映出其結構性問

題。

相比之下，東南亞區域大部分國家的防疫政策已逐漸鬆綁，經濟輸出亦將恢復到疫

情前的水平。越南將成為亞太區域經濟成長率領先群之一，世銀對其預估由 4 月的 5.3%

上調至 7.2%。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和緬甸等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成長率皆獲

得上調，而印尼則維持在 5.1%。

世銀預估以出口貿易為主的東南亞國家，不僅會享有更好的經濟成長率，更會在通

膨壓力上較其他國家低。印尼、泰國及馬來西亞政府針對燃油的補貼政策，使這些國家

的通膨問題低於全球平均水準。與此同時，全球能源危機造成商品價格的提升，對於出

口導向的國家亦帶來經濟成長的助力，尤其對出口煤礦的印尼而言更為明顯。

不過，隨著防疫政策的鬆綁，燃油消費量亦隨之上升。世銀針對這些國家的燃油補

貼政策表示擔憂，因為該政策將造成這些國家對燃油的依賴增加，並影響到該國的減碳

目標，同時更易受到未來油價波動的衝擊。世銀呼籲各國政府，尤其是即將在明年面臨

選舉的印尼、泰國及馬來西亞等國，應在長期永續經濟、短期社會福利及政治考量之間

取得平衡。其報告指出，針對商品價格的補貼及管制政策，將造成市場歪曲，並表示針

對特定群體提供補貼，相較於全面性補貼的效益更大。

【由黃以樂綜合報導，取材自 Nikkei Asia、Financial Times，2022 年 9月 27日】

各國消息剪影

▲拜登下令強化涉及關鍵科技和關鍵供應鏈的外資審查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於今年 9 月 15 日簽署一項旨在加強美國外人投資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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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下令要求聯邦政府於審查外國投資案件時應更加關

注這類交易形成的國安風險。

拜登簽署的這號行政命令為美國外人投資審查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自 1975 年成立以來首項總統指令。該行政命令

未擴張或限縮 CFIUS 既有職權範圍，而是具體列出該機構於審查特定外國交易時的應

優先考量的國安風險因素。CFIUS 於實施審查時應考量該交易是否：（1）影響美國關鍵

供應鏈韌性，包括是否使外國實體控制關鍵製造能力、礦產資源或技術；（2）影響美國

在先進科技的領先地位，這類技術包括但不限於微電子學、人工智慧、生物科技和生技

製造、量子運算、先進乾淨能源和氣候調適科技（climate adaptation technologies）等；

（3）影響美國整體的產業投資趨勢，從而促使敏感技術轉移；（4）增加資通安全風險

（Cybersecurity risks），如是否為外國實體及相關第三方提供實施惡意網路活動的機會；

以及（5）增加美國個人敏感資料（sensitive data）外洩風險，如是否使外國投資者及關

係人得以存取相關資訊。

白宮於說明該行政命令時表示，此一命令的目的旨在確保 CFIUS 能持續做為一項

有效的政策工具以保護美國優勢，防止美國的競爭者和對手破壞國家安全。雖然白宮提

供的事實摘要及行政命令內容皆未特別指明具體國家，但從行政命令要求 CFIUS 加強

審查的國安考量因素來看，則大致與美國政府之前關切中國政府的投資和間諜活動的領

域相符一致。在白宮簡報會議中，不具名的資深官員亦指出「若干國家利用美國的開放

性，以直接違反美國價值觀和利益的方式推進他們自己的國家安全優先事項」。

進一步而言，基於擔憂中國利用美國投資人從而取得發展尖端技術的所需資金，總

統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日前也表示拜登政府正在思考草擬另一項行政命令，

以審查美國投資人對於半導體和其他科技的海外投資（outbound investment）行為。不過

包括美國商會在內的主要商業團體和科技業投資人則對此存有疑慮，咸認此一舉措不夠

明智且範圍過於廣泛，最終將削弱美國的經濟影響力和競爭力。白宮在說明本號行政命

令的簡報會議上對此亦有簡單回應。不具名資深官員表示，美國政府正在仔細檢查既有

的政策工具是否足夠充分，從而得以達到企業提出海外投資審查應具針對性和縮小審查

範圍的要求。

【由黃禾田綜合報導，取材自 Wall Street Journal (Online)，2022 年 9 月 15 日；

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2 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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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簽署行政命令推動美國生物科技產業發展

今（2022）年 9 月 12 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促進生物科技及生物製造創新以實

現永續、安全及具保障的美國生物經濟」之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Advancing

Biotechnology and Bio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Safe, and Secure American

Bioeconomy），旨在藉由啟動一項名為「國家生物科技及生物製造倡議」（National

Biotechnology and Biomanufacturing Initiative）的計畫提升美國生物科技的創新及製造能

量，並涵蓋醫療、農業及能源等不同產業，進而實現在國內製造更多就業機會、建立更

強大的供應鏈、降低美國家庭的負擔及緩解氣候變遷影響等目標。有鑑於生物科技業最

近已成為美中科技競爭的另一個戰場，外界普遍認為拜登此項行政命令旨在降低美國在

新藥生產方面對中國的依賴。

依據該項行政命令，美國「國家生物科技及生物製造倡議」將採取以下措施，以提

升美國生物科技產業：（1）美國將建設、振興及保障國家生物製造的基礎建設，以扭轉

目前廠商將生產設施移至國外的情況；（2）美國將強制其聯邦機關增加對生物基礎產品

之採購，以促使美國生物科技產業進一步創造新產品及投入新市場；（3）美國將指示聯

邦政府確認優先研發領域，以將生物科學和生物技術轉化為醫學突破、氣候變遷解決方

案、食品及農業創新技術；（4）確保研發人員可取得「聯邦資料」（Quality Federal Data），

並簡化其取得生物資料集（data sets）的流程；（5）擴大生物科技及生物製造領域的人力

培訓及教育機會；（6）提高美國政府對生物科技產品之監管明確性與效率，以此加速產

品進入市場；（7）優先投資於應用生物安全研究，並獎勵生物安全方面的創新，以降低

整個生物科技研發生命週期的風險；（8）提升人類生物資料的隱私標準、生物資料網路

安全行為、生物相關軟體的標準制定，以及緩解國外競爭者參與生物製造供應鏈所帶來

的風險等措施，以保護美國生物科技生態系統；（9）推動國際合作，利用生物科技及生

物製造因應氣候變遷及公共衛生等國際挑戰，並確保科技的研發及使用符合民主與倫理

價值，同時確保讓全民受惠。

針對該項行政命令，外界普遍認為其作用仍有待觀察。國際商業諮詢公司「艾意凱」

（L.E.K Consulting）的大中華地區主管合夥人陳瑋（Helen Chen）認為美國此舉並不意

味所有生物科技製造活動會回流至美國，美國需確保有足夠供應製造所需ㄧ切的量能，

且價格要足以與其他國家的產品媲美，考量到近年跨國企業對中國市場越來越感興趣，

該行政命令對企業商業決策的影響尚不明確。戰略諮詢公司 Simon Kucher & Partners 的

合夥人亦認為行政命令的實際影響仍需進一步觀察。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則指出行政命令對中國生物科技公司的影響有限，因為重新調整供應鏈需時數年時間，

且將面臨成本上升問題並可能妨礙新藥研發。除此之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於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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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13 日主持例行記者會時表示，希望美方尊重市場經濟規則及公平競爭原則，而

不是人為阻礙全球科技交流與貿易往來。

【由林卓元綜合報導，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22年9月 19日；Wall Street Journal，

2022年 9月 15日；The White House，2022 年 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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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正常價格 Normal Value

根據《反傾銷協定》規定，主管機關進行傾銷之調查認定時，須出口國之正常價格

與其輸往調查國或其他第三國之出口價格(export price)，作一客觀公平的比較。以正常

價格減去出口價格，所得之傾銷差額若為正值，即可證明有傾銷情事的存在。 正常價

格，係指在通常貿易過程中，在輸出國或產製國國內可資比較的正常銷售價格。惟如其

國內銷售的價格係屬低於成本銷售(協定以售價低於變動成本+固定成本+銷管費用者，

為非屬通常貿易過程之銷售)，或國內銷售數量僅占其出口數量 5%以下者，其正常價格

得不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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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trade and the WTO :domestic reform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網址： https://tinyurl.com/258sfdrn

摘要：
This book looks into key questions facing the continent, such as how Africa can

achieve deeper integration into the rules-based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nd the

global economy. It provides a range of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nd Afric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trade and underlines the supportive

roles that can be played by multilateral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s.

期刊介紹

篇名： Worth its weight in gold: is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a

credible signalling mechanism to investors?

出處： https://doi.org/10.1017/S1355770X21000358

作者： Jamie Fraser

摘要： This paper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link between resource governance and investor

expectations in resource-rich countries. We test whether voluntary membership in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EITI) behaves as a credible

signalling mechanism to investors that governments in resource-rich countries can

manage resource revenue and adhere to sustainable fiscal policies in the medium

and long run. We examine whether investor expectations on the price of sovereign

debt behave as a credible signalling mechanism in the presence of certain

conditions.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some cas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spread on the default price of sovereign debt as a result of announcement of either

EITI candidacy or EITI compliance. However, it is clear that EITI membership

alone is not a sufficient signal to investors that a country can effectively manage

its resource revenues in the long run because the result of EITI implementation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country-specific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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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國競爭對全球供應鏈改

革之意涵

李淳

1.今日世界大不相同

2.美國思維改變原因之⼀：中國三⼗年來

經濟謀略有顯著效果

3.美國要改變供應鏈的目標

4.關鍵供應鏈檢討：以美國為例

5.供應鏈重組：分類及對策

6.美中戰略互動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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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經協會 10/1 10/4 第 13 屆臺巴(⻄)經濟聯席會議 https://tinyurl.com/3w33meup

外貿協會新竹辦事處 逕自洽詢 10/5 從國際政經情勢看產業脈動（新竹免費講座）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

11005f

中經院區域中心 逕自洽詢 10/5 國際線上研討會：建立半導體產業之全球韌性供應鏈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91181

經濟部貿易局高雄辦事處 逕自洽詢
10/6-

11/10
貿易管理說明會（臺南、雲林、高雄及線上視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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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x?nodeid=52&pid=723

外貿協會、中國輸出入銀行 逕自洽詢 10/11 「透視全球政經情勢及政策，為產業把脈」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210

11

工商協進會 10/12 10/17 第 263次公亮紀念講座-動盪經濟情勢之剖析 https://tinyurl.com/y7d5sebr

國經協會 10/7 10/18 第 46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https://tinyurl.com/3rvdkywh

中經院區域中心 逕自洽詢 10/19 國際線上研討會：5G電信網絡挑戰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91188

外貿協會新竹辦事處 逕自洽詢 10/19 「如何選擇海外代理商」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

11019h

https://tinyurl.com/3w33meup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1005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1005f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91181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723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7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2101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21011
https://tinyurl.com/y7d5sebr
https://tinyurl.com/3rvdkywh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91188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1019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1019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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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0/19
2022 年非洲暨中東清真重磅市場大探索（線上免費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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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ME/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0/20 《全球供應鏈變革下的市場機會與經營策略》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

1111020

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 逕自洽詢 10/21 歐洲產業趨勢與拓銷策略講座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1111021ta

ichung

國經協會 10/5 11/8-13 2022 年「第 35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https://tinyurl.com/2p9dh4xt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HalalAFM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HalalAFM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1111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1111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1111021taichung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1111021taichung
https://tinyurl.com/2p9dh4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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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貿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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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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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發院、資策會 逕自洽詢
9/27-

10/13

2022 臺灣-新南向數位貿易人才培訓計畫：創造吸

睛社群電商策略

https://www.twcsi.org.tw/News.aspx?ID=1

386&pg=1&key=&d=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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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21 台灣國際智慧能源週
https://www.energytaiwan.com.tw/zh-

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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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自洽詢 10/26-28
台北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台灣國際人工智慧暨物

聯網展
https://www.taitronics.tw/zh-tw/index.html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0/28 2022 立陶宛食品進口洽談會 https://tinyurl.com/yp5w2k4s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1/1-3 2022 年美國汽車售後服務零配件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APEX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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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wcsi.org.tw/News.aspx?ID=1386&pg=1&key=&d=9254
https://www.twcsi.org.tw/News.aspx?ID=1386&pg=1&key=&d=9254
https://tinyurl.com/ynnhsuwr
https://tinyurl.com/3mnasb4z
https://www.energytaiwan.com.tw/zh-tw/index.html
https://www.energytaiwan.com.tw/zh-tw/index.html
https://tinyurl.com/3ptjhh3p
https://www.taitronics.tw/zh-tw/index.html
https://tinyurl.com/yp5w2k4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APEX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APEX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CE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CEE
https://www.tiim.com.tw/zh-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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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1/26-

12/07
2022 年扣件業赴歐洲拓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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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ener2022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1/28-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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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23”3/7-

10
2023 年東京國際食品展-臺灣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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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EX2023

外貿協會 10/15
23”3/28-

30
2023 年巴拿馬國際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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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comer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astener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astener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ATPH/CMS/MATP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ATPH/CMS/MATP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OODEX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OODEX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xpocomer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xpocomer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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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2 年 10 月 1 日～2022 年 10 月 31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10/3 ⼀  SPS Transparency Champions Course in English

10/4 二  Intersessional SPS Committee Consultations

10/5 三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Special Meeting

10/5 三  Committee on Budget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10/5，

10/7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Mexico

10/6-7 四～五  GENERAL COUNCIL

10/7 五  Committee on Import Licensing

10/10 ⼀
 Workshop on Aid for Trade Maximizing the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mpact of

Aid for Trade

10/11 二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Session on Aid for Trade

10/11 二
 Committee of Participants on the Expansion of Trad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10/12 三  Committee on Trade 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10/12 三  Council for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10/12，

10/14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Djibouti

10/13 四  Committee on Rules of Origin

10/13 四  Council for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10/14 五  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

10/14 五  TBT Symposium on Alleviating Regulatory Bottlenecks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10/18-19 二～三  Committee on Market Access

10/20 四  Sub Committee o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10/21 五  Working Party on State Trading Enterprises

10/24 ⼀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

10/24 ⼀  Committee on Safeguards

10/25 二  Committee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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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10/25，

27
二，四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Barbados

10/26 三  Committee on Anti Dumping Practices

10/26 三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10/27-28 四～五  Rules Committees Meetings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10/3 ⼀  WB: Islamic Fi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sia’s Halal Economy

10/6 四  OECD: OECD Forum Series: How to Make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Happen

10/17-18 ⼀～⼆  OECD: OECD-Southeast Asia Ministerial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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