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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2023年第一期電子報來啦～從本期開始，專欄形式轉為「國際經貿動態評析」，挑選一篇

上期新聞或當前時事深入討論，看見時事背後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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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動態評析 

歐盟－東協首次領袖高峰會於布魯塞爾舉行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李明勳 輔佐研究員 

本次「歐盟－東協紀念高峰會」（EU-ASEAN Commemorative Summit）之重大成果

為歐盟「全球門戶」（Global Gateway）計畫擴展至東協，強化雙方在連結性的合作。此

外，在經濟合作亦取得重大成果，歐盟與泰國、馬來西亞簽署《夥伴關係合作協定》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將強化雙方對話合作機制。 

發展動態 

2022 年 12 月 14 日，歐盟與東協兩個區域組織的會員國，於布魯塞爾舉行自雙方建

立外交互動 45 年來首次的領袖高峰會。會議由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

和今年輪值東協主席國的柬埔寨總理洪森（Hun Sen）共同主持。此次會議中，各國領袖

就未來合作領域進行討論，內容涵蓋了貿易、綠色產業及數位轉型等議題，而歐盟與東

協已針對航空運輸簽有協定，促進雙邊航空公司服務的拓展。此外，會議聲明中雙方同

意加深彼此的經濟聯繫，並尊重烏克蘭的獨立性與領土完整性。（詳全文） 

重點評析 

為慶祝歐盟與東協建立對話關係 45 週年，雙方於 12 月 14 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

開首屆「歐盟－東協紀念高峰會」（EU-ASEAN Commemorative Summit），會後發布《聯

合聲明》及通過「東協－歐盟戰略夥伴關係落實行動計畫（2023-2027）」，並宣布在「全

球門戶」（Global Gateway）架構下對東協投資約 100 億歐元（約 106.5 億美元），強化雙

方在連結性的合作。此外，歐盟與泰國、馬來西亞簽署《夥伴關係合作協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也歡迎 2022 年 10 月 17 日簽署的《歐盟－東協全面

空運協定》（ASEAN-EU Comprehensive Air Transport Agreement, CATA）。歐盟與東協於

1977 年建立對話關係，並於 2021 年 12 月升級至「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

而本次 45 週年紀念峰會成果豐碩，對於充實「歐盟－東協戰略夥伴關係」深具重要性。 

2021 年 9 月，歐盟提出「歐盟印太合作戰略」（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

Pacific），以提升歐盟在印太區域的參與及影響力，尤其聚焦在對東協的交往。2022 年 2

月，歐盟在巴黎召開首屆「印太合作部長級論壇」（Ministerial Forum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為歐盟在印太區域的行動提供架構。雖然歐盟隨後深陷俄烏衝突的泥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79661&nid=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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淖，分散對印太、東協事務的關注，但本屆「歐盟－東協紀念高峰會」召開再次向外界

傳達出歐盟欲持續提升在印太地區的參與，不因外部情勢變化而有所改變。此外，隨著

美中對抗情勢日漸激化，本次峰會也展現出雙方欲互相尋求成為美中之外的「第三選擇」

之地緣政治意義，以緩解在美中之間選邊站的壓力。 

儘管如此，雙方在俄烏戰爭、臺海情勢等重大國際情勢之立場仍未達成共識，以致

最後峰會聲明用字相對模糊，甚至隻字未提。歐盟原期望拉攏東協國家支持歐盟譴責俄

羅斯，然最後聲明文字特別指出「對於情勢發展的評估與制裁措施有其他看法」，顯見雙

方在俄烏衝突並未達成共識，因為東協不願對俄烏衝突多作表態，使得欲拉攏東協國家

加入地緣政治之成效未如預期。而在臺海情勢亦是如此，歐盟原期望放入對臺海情勢的

關切，但東協抗拒之，只願把提及中國的內容限於與自身直接相關的南海議題，故最終

聲明對於臺海情勢隻字未提。1 

本次峰會之重大成果為歐盟「全球門戶」（Global Gateway）計畫擴展至東協，強化

雙方在連結性的合作。歐盟於 2021 年 12 月提出「全球門戶」，為歐盟首個針對基礎建

設的全球性計畫，籌措高達 3,000 億歐元資金，旨在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基礎建設，亦

期望成為除中國「一帶一路計畫」（BRI）的可信賴替代選項（alternative）。「全球門戶」

在東協的計畫聚焦在綠色轉型及永續連結性兩大領域，以彰顯歐盟在全球氣候行動與綠

色經濟上的領頭羊角色，透過「綠色外交」提升在東協地區的影響力；亦將在數位經濟

上提升標準制定的影響力。 

在綠色轉型上，歐盟聚焦在綠色與智慧城市、生物多樣性與永續景觀、乾淨可負擔

的安全能源、永續糧食系統、循環經濟五大領域。歐盟將集結歐洲投資銀行（EIB）等夥

伴共計 7.83 億歐元資金於「東協綠色金融催化計畫」（ASEAN Catalytic Green Finance 

Facility, ACGF），並透過「東協綠色智慧城市計畫」（ASEAN Green Smart Cities）與東協

重要城市達成夥伴關係。此外，歐盟與越南、印尼達成「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 JETP），在未來 3 至 5 年內分別投入 170 億歐元、194 億歐

元的公私融資，協助兩國逐漸脫碳，並向乾淨能源轉型。歐盟成員國也對東協國家推動

若干旗艦投資計畫，例如湄公河水力二期寮柬越泰計畫（法國）、越南 Hon Trau 離岸風

場（德國）等。 

在永續連結性上，歐盟將聚焦在五大領域：（1）能源連結性：支持東協區域電力基

礎建設與市場的強化及整合；（2）運輸連結性：支持落實《歐盟－東協全面空運協定》

                                                 
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 15, 2022. “At summit, EU announces €10 billion package but frustrated Asean 

leaders seek trade pact” https://www.scmp.com/news/asia/southeast-asia/article/3203343/summit-eu-

announces-eu10-billion-package-frustrated-asean-leaders-seek-trade-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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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3）經貿連結性與永續價值鏈：改善公平與永續貿易投資之環境；（4）高等

教育及人與人連結性：提升學生與學界流動性及「歐盟－東協大學網絡」；（5）數位連結

性：投資在可信賴及安全的海底電纜連結線。其中，歐盟與新加坡於 2022 年 2 月啟動

《歐星數位夥伴關係》（EU-Singapore Digital Partnership）之談判，將為雙方數位合作提

供架構，包含數位經濟與貿易、可信賴數據流與數據創新、標準制定、針對勞工的數位

技能發展、企業與公共服務的數位轉型。 

綜觀「全球門戶」擴展至東協方面，歐盟將透過價值基礎（value-based）來區別與

中國 BRI 的不同，意即更重視高標準、善治與透明度，服膺其對外交往原則。然須注意

的是，「全球門戶」自 2021 年 12 月提出後，首先規劃給 2022 年 2 月 17 日「非盟－歐

盟峰會」通過的 1,500 億歐元「非歐投資套案」（Africa-Europe Investment Package），資

金占「全球門戶」的一半，可見非洲在歐盟推動對外基礎建設上的重要性。至於在東協

上，雖然遲至本屆峰會始提出相關計畫，但代表歐盟將透過「全球門戶」來強化對東協

的連結性合作，而別具意義；然深究之，歐盟對東協投入 100 億歐元，規模遠不及非洲。 

除「全球門戶」外，在經濟合作亦取得重大成果，歐盟與泰國、馬來西亞簽署《夥

伴關係合作協定》（PCA），將強化雙方對話合作機制。在「歐盟印太合作戰略」下，歐

盟欲重啟與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的貿易談判，本次與泰、馬簽署 PCA，被視為對未

來 FTA 談判邁出重要一步。 

歐盟目前已和新加坡、越南簽訂 FTA，分別在 2019 年 11 月、2020 年 8 月生效；與

印尼則持續進行 FTA 談判，至 2022 年 8 月已進行 11 回合談判。然而，歐盟在對外交往

與談判上重視人權價值，使前述談判充滿變數。例如，歐盟因 2017 年杜特蒂發動的「毒

品戰爭」而終止與菲律賓 FTA 談判；因 2014 年泰國軍事政變而終止雙方 FTA 談判；因

棕櫚油爭議而拖累與印尼的 FTA 談判等。此種「條件性」（conditionality）恐成為雙方推

進經貿關係的絆腳石。此亦反映在歐盟是目前東協對話夥伴中較晚升級至「戰略夥伴關

係」者，相較於中、日、韓等國，歐盟參與東協事務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展望 2023 年，將由印尼接任東協輪值主席，因印尼向來被視為東協的「非正式領

袖」（unofficial leader），預計在東協整合上將有更積極作為。不過，歐盟與印尼關係近期

屢有爭端，例如印尼針對棕櫚油問題向 WTO 提起訴訟，歐盟則針對印尼鎳礦出口禁令

向 WTO 提起訴訟，恐成為歐盟與東協未來強化合作的一大變因。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在本次峰會上便指出，「若要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就必須建立在平等的基礎

上，不應該有脅迫、有任何人發號施令，並預設一套標準優於其他。」2 

                                                 
2  Tempo. Dec 15, 2022. “EU-ASEAN Summit; Jokowi Calls for Inclusivity, Sustainability” 

https://en.tempo.co/read/1668683/eu-asean-summit-jokowi-calls-for-inclusivity-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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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印澳 ECTA生效，印度預期 2023年將再簽署至少 2項 FTA 

印度商工部部長戈雅（Piyush Goyal）於 2022 年 12 月 29 日在「印澳經濟合作與貿

易協定」（The India-Australia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Agreement, IndAus ECTA）

生效記者會中表示，印度目前處於強勢地位，對於貿易談判相當有信心，期望 2023 年

能再簽署至少 2 項自由貿易協定。目前已安排與英國、歐盟、加拿大進行談判。 

印度與澳洲於 2022 年 4 月簽署印澳 ECTA，於同年 12 月 29 日生效。戈雅於生效

記者會中表示，印澳 ECTA 將使紡織品、珠寶等產業獲益，尤其資訊科技產業，將因免

除雙重課稅而獲利，節省數百萬美元，未來 5 至 7 年，更可望節省超過 10 億美元的支

出，為印度資訊科技產業帶來競爭優勢與就業機會；印澳雙邊貿易可望於 5 年內增加至

310 億美元。 

戈雅感謝澳洲在談判過程中的充分合作，並對澳洲於談判中接受印度所提需要保護

農民與乳製品等敏感項目之需求表示感謝。其指出，印度與澳洲貿易協定具有互補性，

澳洲乃原物料與中間產品的生產國，在貨品方面多仰賴進口。透過印澳 ECTA，印度將

可獲得更便宜的原物料，而印度製造之商品也可進入澳洲。較低廉的原物料使印度在全

球更具競爭力，並能提供印度消費者價格更經濟實惠、品質更佳的產品，在商品及服務

方面亦將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 

戈雅於記者會上說明，澳洲提供印度 100%產品進入市場之優惠待遇。包括對印度

有出口利益的寶石珠寶、紡織品、皮革、鞋類、家具、食品、農產品、工程產品、醫材

及汽車等勞力密集產品。印度則向澳洲開放 70%的市場進入優惠待遇，包括對澳洲有出

口利益的原物料及中間產品，例如煤炭、礦物及葡萄酒。 

在服務貿易方面，澳洲提供印度涉及 135 項次行業別的廣泛承諾，並為其中 120 項

提供最惠國待遇，涵蓋印度所關切的關鍵領域。印度則在「商業服務」、「通訊服務」，以

及「建築相關服務」等 11 個服務業部門別中，提供澳洲 103 項次行業別的市場准入，

包括 31 項的最惠國待遇。 

據估計，印澳 ECTA 將為印度創造 100 萬個工作機會；印度瑜珈教師及廚師可獲得

年度簽證配額；超過 10 萬個印度學生將受益於 18 個月至 4 年的畢業後工作簽證。整體

而言，可望增加投資機會、促進出口，創造大量額外就業，促進雙方關係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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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是印度的重要戰略夥伴，同時也是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三邊供應鏈復甦倡議(Trilateral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 SCRI），以及

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的參與成員。 

印度於 2019 年退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但在與澳洲簽署協定後，RCEP 成員國中僅剩下紐西蘭及中國，尚

未與印度簽署貿易協定。然而，戈雅表示，紐西蘭與印度每年雙邊貿易額僅約 3.5 億美

元，目前印度商工部暫未將精力用於與紐西蘭間的貿易夥伴關係。 

【由羅絜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Economic Times，2022 年 12 月 30 日；India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2022 年 12 月 29 日】 

▲歐盟和東協建立數位夥伴關係的首要挑戰為人權問題 

數位經濟是歐盟（European Union, EU）和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近年合作之焦點。首先，兩個集團的成員國於 2020 年發表「東

協－歐盟連結性聯合部長聲明」（ASEAN-EU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on Connectivity），

強調數位連結之重要性。其次，在去（2022）年 1 月發布的「東協－歐盟戰略夥伴關係

落實行動計畫（2023-2027）」（Plan of Action to Implement the ASEAN-EU Strategic 

Partnership (2023-2017)）中，重申在數位經濟領域展開合作的承諾。再者，雙方領袖也

於去年 12 月「歐盟－東協紀念高峰會」（EU-ASEAN Commemorative Summit 2022）的

聯合聲明中，承諾促進數位化轉型合作。同時，在峰會期間，歐盟和新加坡正式啟動「歐

盟－新加坡數位夥伴關係」（EU-Singapore Digital Partnership）。 

這是 2021 年「歐盟印太合作戰略」（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的首要目標之一。除了擴大印太地區的數位夥伴關係新網絡外，歐盟也在尋求適合自身

和東協深化數位連結性合作之方式。由於這兩個區域集團對數位經濟合作的興趣與日俱

增，成立數位夥伴關係似乎很有希望。一旦雙方啟動夥伴關係，可為歐盟和東協在推動

各種數位議題合作上提供一個整體架構。 

然而，歐盟和東協間建立數位夥伴關係並非易事，對歐盟而言，說服東協成員國接

受其以人為本（People at the Center）的數位經濟願景具有挑戰性。歐盟向來力求確保技

術為人民服務、尊重人權、確保社會開放、民主和永續，例如其於 2018 年頒布《一般資

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作為其基於人權之資料治理

方法的關鍵要素；《人工智慧（AI）法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ct）和歐盟處理人

工智慧的方法（EU’s approach to AI）均旨在採取以人為本的方式監管人工智慧技術；

《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亦意在保護個人在網路上的基本權利。此外，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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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於 2021 年宣布以人為本的數位議程，並於去年 11 月發表關於數位權利和原則的宣

言，為歐盟提倡和捍衛以人為本的數位化轉型，建立明確的根據。歐盟透過強調以人為

本原則，確保數位技術足以保障民眾權利和支持民主，並且確定所有數位主導者負責任

且安全地行事。 

歐盟長期以來譴責許多東協國家侵害人權，導致人權議題成為雙方產生摩擦的主因。

基於部分東協國家曾在數位治理中產生情節輕重不一之違反人權案例，歐盟和東協在數

位治理方面的人權問題衝突或將持續。許多東協國家數位治理願景的基礎，是將國家安

全和主權置於個人基本權利保護之上，例如越南《網路安全法》（Law on Cybersecurity）

以資料主權為由提出資料在地化的要求；印尼通訊和資訊科技（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cs）部長也呼籲在規範資料使用時要保護印尼的數位主權。此外，許多東協國

家在監管網路空間時，以犧牲言論自由和隱私為代價換取國家安全，例如柬埔寨於 2021

年宣布建立國家網際網路閘道（National Internet Gateway, NIG），重申強化國家安全的需

要，但 NIG 對個人的基本自由構成威脅，因其強化了柬埔寨政府網路審查和監視能力；

泰國近年來也以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名義實施了嚴格的網路審查。 

日本和韓國分別與歐盟建立數位夥伴關係，朝向積極和以人為本的數位經濟發展願

景，有鑑於此，明確承諾以人權為基礎的數位經濟發展方法，似乎是與歐盟成為數位夥

伴關係的關鍵先決條件。誠如歐盟印太戰略所言，歐盟的做法體現了民主價值以及在這

些議題上志同道合（like-mindedness）之重要性，換言之，歐盟希望透過民主價值尋求國

際上志同道合的夥伴。由於許多東協國家在數位治理上曾有違反人權的紀錄，而歐盟對

這方面的人權保障又採取強硬立場，接下來，東協和歐盟成員國如何在發展數位夥伴關

係中找到共同點，仍有待觀察。 

【由鐘雲曦報導，取材自 The Diplomat，2022 年 12 月 26 日】 

▲亞洲利率上升有助提振銀行業績，但 2023年金融市場潛在風險增

加 

過去一年間，美國聯準會（Federal Reserve）數次升息以對抗通貨膨脹，亞洲各國銀

行也隨之採取緊縮貨幣政策，並因貸款利率上揚而享受豐厚利潤。然而，亞洲前兩大經

濟體的中國和日本卻是明顯例外。 

首先，在中國方面，中國人民銀行近幾個月三度下調貸款市場最優惠利率（Loan 

Prime Rate, LPR），反映出中國對經濟減速和房地產市場的擔憂。房地產產業約佔中國國

內生產毛額（GDP）的四分之一，近期連番受到開發商債務危機的打擊，導致大量「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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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樓」並引發購房業主的「停貸潮」。中國最近將與房貸息息相關的 5 年期貸款市場報

價利率從 4.45%下調至 4.3%，以減輕開發商和購房者的負擔，並降低銀行風險，但也因

此影響其獲利。最新的標準普爾全球市場財智（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數據顯

示，中國最大的國有商業銀行在第三季度錄得較低的個位數增長，而中型商業銀行的貸

款業績則出現萎縮。中國民生銀行2022年7至9月的淨貸款總額較去年同期收縮7.65%。 

至於日本部分，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 BOJ）多年來持續增加海外放款和債券投

資，以彌補國內市場的低利差，但聯準會升息導致美國公債價格下跌，日本銀行持有的

債券出現大量未實現損失。從 2022 年 3 月底到 9 月底，三菱日聯銀行、三井住友銀行

和瑞穗銀行的外國債券未實現損失增加超過兩倍，達到近 4 兆日元（290 億美元）。全國

98 家地區性銀行的損失達到 2.3 兆日元，增加超過六倍。儘管日本一直保持低利率以避

免影響該國經濟復甦，但日本銀行於去（2022）年 12 月 20 將 10 年期國債長期利率變

動容許幅度從 0.25%上調至 0.5%，顯示日本逐步調整其寬鬆貨幣政策。 

另一方面，韓國、印度以及新加坡的金融部門亦因升息政策而受惠。韓國最大的金

融集團 KB Financial Group 表示，2022 年前三季其淨利息利潤較去年同期增長 19%，

至 8.3 兆韓元（64 億美元）；根據研究公司 CareEdge 的數據，印度的定期商業銀行或受

中央銀行監管的商業銀行的淨息差在 2022 年 7 月至 9 月季度較去年同期增長 22 個基本

點至 3.1%，為一年來最高。東協最大銀行—星展銀行則表示，截至 2022 年 9 月，第三

季淨利潤增長了 35%。 

儘管如此，對東協的其他區域而言，利率上升可能伴隨潛在風險。根據金融研究公

司 CreditSights 於 10 月份的報告指出，泰國的家庭債務佔 GDP 的比例為區域最高，其

中大部分為浮動抵押貸款（floating mortgages），該類貸款利率會根據周圍的利率環境波

動，更高的利率意味著借款人每月負擔更高的還款金額，增加貸放方承受壞帳的風險。

按價值計算，曼谷銀行 80%的抵押貸款帳與浮動利率掛鉤，而另一間銀行TMBThanachart 

Bank 則為 90%。 

整體而言，亞洲大部分地區的銀行目前都處於相對良好的狀態，但分析師表示，利

率上揚和商業活動放緩將逐漸削弱借款人償債能力，故高利率亦可能成為金融市場的潛

在危機。由於美國利率預期至 2024 年都將居高難下，連帶使得除日本和中國以外的亞

太地區央行保持較高利率，或導致體質不佳或過度槓桿化的企業難以在債券或貸款市場

進行再融資，提高企業倒帳風險。 

【由劉真妤報導，取材自 Nikkei Asia，2022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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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美國放寬電動車補貼資格規定 

美國財政部於去（2022）年 12 月 29 日以問答（FAQ）形式對電動車租稅優惠的規

定做出指引，使部分電動車自今（2023）年 1 月起，將有資格獲得《降低通膨法案》

（Inflation Reduction Act）為每輛車提供高達 7,500 美元的稅收抵免。此外，美國財政部

還發布一份白皮書，對各方應如何遵守關鍵礦物和電池零組件的要求進行補充，不過相

關補充細節目前尚屬於初步意見，最終版本將於 3 月公布後生效。 

美國國會於去年 8 月通過《降低通膨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消費者購買美國製電動

車 7,500 美元的減稅優惠。然而，該法同時規定符合減稅資格的電動車，其電池使用的

關鍵礦物和電池零組件皆須符合若干條件，即須有一定比例電池關鍵礦物的開採與加工，

以及零組件的生產與組裝應來自美國或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並於往後數年

逐步提高比例。此項規定使大多數外國車商的電動車因於海外組裝而不具有享受減稅優

惠的資格，引來歐盟、韓國、日本和英國等國家的不滿，認為美國此舉不但不利於外國

電動車銷往美國市場，且構成對外國車商的歧視，違反國際貿易規則。對此，歐盟和韓

國分別提出美國此項立法可能違反 WTO 不歧視原則的關切，並呼籲美國應該放寬電池

零組件和車輛最終組裝地等相關要求。 

為了緩解歐盟和亞洲盟友等的擔憂，美國財政部於去年秋季舉行一系列與利害關係

人討論的活動，還徵求並審查來自貿易協會、汽車製造商、勞工團體、消費者、外國政

府、氣候倡議組織和智庫等數千條公眾意見，最終做成 29 日的指引。根據指引解釋，

「合格的商務潔淨車輛」（qualified commercial clean vehicle）包括「納稅人直接使用或

為租賃而購買」的車輛。換言之，企業購買的電動車若是基於租賃等商務目的而不是轉

售（for use or lease by the taxpayer and not for resale），同樣也可享有高達 7,500 美元的減

稅優惠，如此一來只要是由「合格製造商」生產的電動車，即使不在北美地區組裝，也

可以符合補貼資格。 

對於美國財政部關於電動車租稅優惠規定的指引，歐盟執委會於去年 12 月 30 日的

聲明中表示歡迎，因該指引重申歐盟企業可以從《降低通膨法案》的獎勵措施中受益。

不過歐盟執委會也表示，此項法案還有其他歧視性規定，將繼續透過「歐盟-美國降低通

膨法案工作組」尋求解決辦法。 

【由黃哲融綜合報導，取材自 Reuters，2022 年 12 月 30 日；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及 European Commission，2022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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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和波蘭針對俄羅斯石油實施禁運措施 

德國和波蘭承諾將在 2022 年底停止從俄羅斯進口石油，而目前兩國在執行計畫上

已具備一定規模。在烏俄戰爭爆發以前，德國是俄羅斯原油在歐洲的最大買家，目前德

國計畫從哈薩克進口原油，以替代從俄羅斯進口的部分，但目前仍面對一些挑戰。至於

波蘭則無法達到其承諾，至少必須再延後一至兩個月。 

禁運俄羅斯的原油不僅影響德國和波蘭兩國國內燃料的需求，對全球原油供應也有

重大影響。禁運會使得俄羅斯需要開拓更多如亞洲的海外市場。克里姆林宫也傳出曾討

論在 G7 的制裁之下減少出口。 

為了譴責烏俄戰爭中俄羅斯的侵略行為，波蘭和德國於 12 月 5 日加入歐盟禁止俄

羅斯海運產品進口的行列。不過，德國和波蘭同時也是友誼輸油管道（Druzhba）北段的

主要接收國家，該管道供應原油給德國東部兩家煉油廠，並且為波蘭工廠提供燃料。雖

然目前 Druzhba 仍不受禁運限制，不過德國和波蘭兩國已承諾在 2022 年底將會停止從

該管道輸入原油。 

從實務層面來看，要尋找相同品質和數量的替代供應來源頗具挑戰性，尤其德國的

煉油廠位於內陸，長久以來一直是透過 Druzhba 供應特定等級的俄羅斯原油。為此，德

國尋求從哈薩克進口原油，但哈薩克必須要透過 Druzhba 才能將原油輸往德國。哈薩克

國家石油運輸商 KazTransOil JSC 表示，已要求俄羅斯國家石油管道運輸公司 Transneft 

PJSC 提供協助，讓 120 萬噸的哈薩克原油通過白俄羅斯運往波蘭，再由波蘭轉運至德

國。對此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Alexander Novak）表示，俄羅斯會支持來自哈薩克的請

求。 

波蘭方面則宣稱，對於俄羅斯原油進口的制裁，尚須歐盟協助才有辦法履行承諾，

意味著波蘭在 2023 年仍會與莫斯科當局保持互動。據悉，2023 年 1 月，Transneft 計畫

透過白俄羅斯向波蘭運輸 50 萬噸的俄羅斯原油。波蘭的唯一一家煉油廠 PKN Orlen 表

示，他們不會與俄羅斯續簽 2023 年到期的合約，而其他有效的合約也將在對俄羅斯的

制裁到位後終止，為此 PKN Orlen 已做好準備，目前煉油廠的原油已有 70%是自俄羅斯

以外的區域進口。 

【由蔡心遠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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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和平條款 Peace Clause 

係指根據 WTO《農業協定》第 13 條「適當約束」（Due Restraint）之規定，對於已

符合境內支持及出口補貼措施要求之會員，可豁免於相關控訴或報復措施，如《補貼及

平衡措施協定》等。受到和平條款保護之補貼措施涵蓋綠色措施、藍色措施及出口補貼

等，惟若有證據證明藍色措施及出口補貼措施對另一會員有造成損害或損害之虞時，進

口國仍可就該項進口產品提出控訴。2013 年 12 月，第 9 屆 WTO 部長會議通過峇里套

案，原訂於 2014 年 7 月 31 完成貿易便捷化協定之採認，然遭印度以公共儲糧問題未解

為由杯葛，使 WTO 受到重大衝擊。後美國與印度達成協議，在公共儲糧問題獲得永久

解決方案之前，印度可繼續延展其糧食補貼計畫。2014 年 11 月 27 日，WTO 會員同意

致力於 2015 年底前達成永久解決方案共識，若於 2017 年第 11 屆 WTO 部長會議時仍

無法獲致協議並採認，則會員不得就相關補貼訴諸 WTO 爭端解決機制，該和平條款將

持續有效至獲得永久解決方案為止（WT/L/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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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半導體地緣政治學 

網址：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E050140077 

摘要： 全球政府為了守護晶片供應安全，強勢介入半導體供應鏈，不只加強防守，

更試圖找出戰略咽喉點，透過掐住供應鏈其中一環，讓敵人舉國崩潰……半導

體如何影響多極霸權的板塊角力？世界供應鏈正在發生什麼巨變？本書作者

憑藉超過 35 年的半導體產業報導經驗，精準分析 20 多國半導體產業的優勢與

劣勢，清楚整理出國際鬥爭檯面下，各國真正的競合戰略，帶領讀者看見一顆

小小的晶片，如何在全球地緣政治掀起巨大海嘯！ 

期刊介紹 

篇名： Composition and sensitivity of 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出處： https://doi.org/10.1017/S1355770X22000067 

作者： Raul Jimenez Mori, Ariel Yepez-Garcia and Demian Macedo 

摘要： We examine how the composition of 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its 

sensitivity with respect to income changes. The paper characterizes the energy 

transition, analyzing the behavior of income elasticity of energy demand alo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by fuel types. The results indicate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domestic energy consumption that can be 

explained by two factors. First, alo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consumption of 

modern fuels increases, replacing traditional and transitional fuels until modern 

fuels drive all of the growth in domestic energy demand. Second, at the highest 

income levels, income elasticity starts to decrease, leading to concavity in energy 

consumption. That is, the income elasticity of residential energy demand follows 

an inverse U-shape along the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at high income levels, 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shows satiation and net 

energy-sav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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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E050140077
https://doi.org/10.1017/S1355770X220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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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政府採購協定

和中國大陸申請加入之解

析 

靖心慈 

1.我現行政府採購資訊 

2.WTO 政府採購協定起源和進展 

3.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規範架構與

條文架構 

4.WTO 政府採購協定 1994 年版本 

5.WTO 政府採購協定 2011 年版本(以我

國簽署 WTO 政府採購協定承諾開放清

單為例；條文內容和服務承諾內容之變

動) 

6.GPA 門檻金額以上採購金額 

7.GPA 締約會員政府採購服務項目進一

步開放之情況 

8.中國大陸申請加入 GPA 之最新進展 

9.我國政府協助爭取全球政府採購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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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工商協進會 1/9 1/11 工商講座-「2023 經濟局勢與未來展望」 http://www.cnaic.org/news/5ecd0d 

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 逕自洽詢 1/13 2023 年國際政經趨勢與產業脈動（高雄免費課程）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301

13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12/25 1/16-20 第十八屆-新世紀 WTO 國際經貿法菁英訓練團 
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WTO

-18.htm 

外貿協會台南辦事處 逕自洽詢 1/18 「後新冠肺炎時代 國際政經情勢新格局」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301

18 

http://www.cnaic.org/news/5ecd0d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3011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30113
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WTO-18.htm
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WTO-18.htm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30118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3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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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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 2/8 2/8 2023 年日本香川縣綜合產業商談會 in 台灣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954 

外貿協會 1/10 2/10 2023 國際連鎖加盟商機日-品牌商務媒合會(春季) https://tinyurl.com/3hkku6k6 

外貿協會 1/13 3/20-25 2023 臺灣生技中醫藥赴泰國、越南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CM2023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3/22-25 2023 台灣國際運動及健身展實體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aiSPO202

3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3/29-31 2023 年美西國際安全科技展參展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SCWEST2023 

外貿協會 1/19 4/22-30 2023 年臺灣健康產業赴中東歐商機交流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EUR2023 

外貿協會 1/25 5/9-11 2023 年加拿大國際食品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SIALCANA

DA 

外貿協會 1/20 5/15-17 2023 年日本東京美容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Beauty2023 

外貿協會 2/8 5/30-6/2 2023 年首爾國際食品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SFH2023 

外貿協會 12/28 6/1-3 2023 年美國紐約連鎖加盟展-臺灣連鎖品牌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3IFENY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954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954
https://tinyurl.com/3hkku6k6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CM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aiSPO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aiSPO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SCWEST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SCWEST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EUR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SIALCANAD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SIALCANAD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eauty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eauty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SFH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3IF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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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外貿協會 1/13 6/5-8 2023 年北美生物科技展(BIO 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BIO2023 

外貿協會 1/18 6/21-23 2023 年美國邁阿密醫療儀器設備暨復健保健展覽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3FIME 

外貿協會 1/17 7/5-7 2023 年日本國際醫藥研發與製藥技術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nterphex2

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BIO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3FIM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3FIM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nterphex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nterphex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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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3 年 1 月 7 日～2023 年 2 月 6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1/19 四 ⚫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the Union of the Comoros 

1/19 四 ⚫ WTOPP WG Actuarial Reform 

1/24，26 二，四 ⚫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Dominican Republic 

1/27 五 ⚫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1/31 二 
⚫ Fisheries Subsidies Workshop Data concerning the state of marine fisheries and 

state of subsidies to such fishing 

RTA 

CPTPP、RCEP 

APEC 及其他國際組織 

1/10 二 ⚫ OECD: OECD Economic Surveys: Greece 

1/18-21 三～六 ⚫ WB: Global Forum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2023 

1/19 四 ⚫ OECD: OECD Economic Surveys: Vietnam 

1/23 一 ⚫ OECD: High-Level Symposium on Pro-Competitive Policies for a Sustainabl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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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