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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孫國

祥認為，在即將上任的保守派總統尹錫悅的領導

下，韓國準備做出更自信的轉變，韓國外交政策

的戰略規劃將會擴大，包括東亞和印太，尹錫悅

更願意與拜登總統和美國合作，而不是採取更等

距的政策或中立；尹錫悅呼籲加強韓國和美國之

間的安全聯盟，尤其是在北韓和中國方面，尹錫

悅呼籲對中國進行「戰略上的明確」，而不是文

在寅的「戰略上的模糊」。他主張在與國際社會

合作以應對威脅「國際秩序」的國家時扮演更加

自信的角色，諸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副主任蘇世岳分

析，韓國候任總統尹錫悅出身司法界，目前研判

其就任初期的主軸將擺放在內政事務上，包括解

決大都市地區房價飆漲、控制新冠疫情蔓延以及

遷移總統府等棘手問題，而安保與外交事務主要

將託付予一批李明博政權時期的「回鍋」官員，

包括前外交通商部第二次官金聖翰（現為高麗大

學教授）、前青瓦台對外戰略企劃官金泰孝（現

為成均館大學教授），以及前聯合參謀本部次長

李鐘燮為總統職務交接委員會外交、安全分科的

交接委員。 

    元月 27 日新台灣國策智庫國防研究小組論 

壇會議，討論我國後備動員改革與訓練問題，後

備動員體制改革的爭議很多，目前台灣動員問題

的討論，多來自外在壓力；心態上目前國人多認

為不會發生戰爭，一旦戰爭，還有美國援救，所

以精神教育應是後備教育重點，以前的後備訓練

鬆散因為求平安，且後備訓練諮員不足困難多

多，現在延到 14 天則幹部的能量也是問題；加

上當今科技進步，把作戰無人機、數位能力列入

教召訓練是新趨勢；台灣安全防衛關鍵在於「民

心士氣」及「精神教育」。 

    新台灣國策智庫經濟研究小組，研討台灣淨

零轉型的挑戰與展望；行政院已經承諾即將提出

2050 淨零排碳路徑草案，總統 2021 國慶演說與

2022 新年談話，分別談到與國際主流同步 2050

淨零排放目標的宣示，建構更彈性更有應變能力

的供電系統，以及持續推動能源轉型及淨零排放

路徑圖，使經濟結構的轉型有所依循；立法院有

關淨零法條法案有八個以上提案，國民黨、民眾

黨、時代力量以及環保署都有提出草案，如氣候

變遷因應法、氣候變遷行動法、氣候變遷法、溫

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等，我國可望建立明確有效

的淨零排放制度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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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錫悅總統準備採取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 

 

孫國祥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過去的五年裡，韓國的外交決策制定始終

圍繞著一個目標：與北韓和平相處。現在，

在即將上任的保守派總統尹錫悅的領導

下，韓國準備做出更自信的轉變，此將不僅重塑

與北韓的關係，還將重塑與美國、中國、日本和

其他國家的關係。 

  選舉過程創下許多「第一」的總統；根據最

終的計票結果，尹錫悅的得票率為 48.56%，僅比

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的得票率（47.83%）高出

0.73 個百分點（約 24.7 萬票）。此一微弱差距也

創造了韓國歷屆民選總統中，當選總統與競爭者

得票率相差最小的紀錄；此前紀錄是 1997 年第

15 屆韓國總統大選，金大中以 40.27%的得票率，

戰勝另一位候選人李會昌（得票率 38.74%）。這

次選舉出現如此勢均力敵的局面，被認為是韓國

國內保守和進步兩派勢力全力動員的結果，但

是，如此接近的選舉結果顯示，選民意見分歧很

大，許多選民感歎自己是在「不受歡迎的人」之

間做選擇。 

    在此期間，尹錫悅也改寫了韓國選舉歷史上

的各種紀錄；他是韓國自 1987 年實行總統全民

直選制以來，首位沒有國會議員經歷的總統，也

是第一位出生於首都首爾的總統。尤有進者，尹

錫悅的夫人金建希也是首位全程未參加正式競

選活動的總統候選人配偶，從而被稱為「零夫

人」。 

    就任後或將轉向自信的外交；在韓國回歸保

守統治之際，首爾懷有愈來愈大的雄心，希望成

為應對全球挑戰的關鍵參與者，諸如供應鏈韌

性、氣候變化、疫苗供應以及新興技術，尤其是

在美中戰略競爭加劇的情況之下。 

    然而，儘管有遠大的夢想，但在自由主義總

統文在寅的領導下，韓國優先考慮改善與北韓的

關係，新北方政策有時意味著韓國會採取兩面下

注或袖手旁觀，以避免過度對抗北韓的經濟命脈

中國；隨著兩韓關係取得進展和北韓無核化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難以捉摸，在尹錫悅的領導

下，韓國可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 

    就目前而言，韓國外交政策的戰略規劃將會

擴大，包括東亞和印太，尹錫悅更願意與拜登總

統和美國合作，而不是採取更等距的政策或中

立，尹錫悅呼籲加強韓國和美國之間的安全聯

盟，尤其是在北韓和中國方面，尹錫悅呼籲對中

國進行「戰略上的明確」，而不是文在寅的「戰

略上的模糊」；他主張在與國際社會合作以應對

威脅「國際秩序」的國家時扮演更加自信的角

色，諸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在尹錫悅的領導下，韓國可能與印太、東南

亞和歐洲國家建立以扮演更加自信角色的關

係，促進整個東南亞的民主；並支持美國、日本、

印度和澳大利亞「四方安全對話」以對抗中國經

濟和外交崛起的努力；他在接受《華盛頓郵報》

的書面採訪時表示，他對韓國在以經濟制裁應對

俄羅斯入侵方面落後於西方國家、日本和澳大利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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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感到「遺憾」；他說，韓國必須「盡最大努力

滿足國際社會的期望和要求」，他也在當選總統

的首次記者會上表示：「在北韓核威脅日益嚴重

以及美中戰略競爭導致緊張局勢的情況下，我們

面臨著加強我們全球外交能力的任務。」 

    近數月來，北韓進行了一系列導彈試驗，以

尋求擴大其核武庫，並顯示出可能計劃恢復核試

驗和遠程導彈試驗的跡象；在對北韓採取的其他

強硬路線中，尹錫悅希望尋求針對北韓核武和導

彈威脅的先發制人打擊能力；北韓朝中社稱「尹

某」的先發制人攻擊是「魯莽的」，稱他為「戰

爭狂人」和「狡猾的人」，表明尹錫悅的言論在

平壤引起了關注；金正恩對韓國新總統深感不

安，因為他敦促對北韓的挑釁採取強硬回應。 

    2021 年，當文在寅與拜登舉行峰會時，兩位

領導人概述了他們將美韓同盟範圍擴大到北韓

問題之外的目標，現在，將由尹錫悅將這些承諾

轉化為具體政策。尹錫悅必須展示如何將他的競

選承諾納入與前任政府與現任美國政府達成一

致的實際政策，這也將要求尹錫悅在政府領導下

的韓國外交政策與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保持一

致。 

    韓國可能加強其民營部門作為合作平台，該

部門已經透過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外國直接投

資在半導體和大容量電池等關鍵行業建設工廠

和基礎設施。尹錫悅曾表示，他想抓住這些「新

領域」的機會。這些是韓國公司已經成為全球市

場領導者的關鍵領域，因此在尹錫悅政府領導

下，韓國可以在制定多邊合作議程方面扮演主導

角色。 

    對尹錫悅領導能力的關鍵考驗之一將是他

能否開始解凍韓日之間的冰冷關係，拜登政府強

調，美國、日本和韓國需要更緊密地合作來對抗

中國的崛起，尤其是考慮到韓國和日本是半導體

的主要市場這一事實，但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不僅因為韓日之間的悠久歷史，還因為尹錫悅在

國內可能面臨東京批評者的強烈反對，由於韓國

的國內政治，會有一些限制；他以 0.8 個百分點

的優勢贏得了選舉，如果尹錫悅被認為過於軟

弱，自由派和進步派會攻擊他，他必須非常明智

地採取行動來改善與日本的關係。 

    尹錫悅表示，他希望韓日著眼於未來的機

會，而不是沉溺於過去；面對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尹錫悅正面臨一位在修復兩國關係方面經驗

豐富的對手，作為外相，岸田在 2015 年促成了

與首爾就慰安婦問題達成的歷史性協議，岸田向

尹錫悅表示祝賀，並呼籲建立「健康的日韓關

係」，岸田說「我期待候任總統尹錫悅的領導，

並期待與他密切合作，改善日韓關係」、「日韓關

係目前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但我們不能任其發

展。」總之，尹錫悅的優先順序首先是美國，其

次是日本，然後是中國和北韓，成為檢驗他就任

後操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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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大選後東北亞情勢迎來新局 

 

蘇世岳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副主任 

 

  

（2022）年 3 月 9 日，在境內新冠疫情蔓延

幾近失控的當下，韓國民主化後的第八次總

統大選在一片負面指控聲中落幕，選舉結果

由出身進步派，但披掛保守陣營旗幟出場的尹錫

悅（Yoon Suk Yeol），擊敗執政黨候選人李在明

入主青瓦台，再一次實現政黨輪替，新政府將於

5 月 10 日正式成立；尹錫悅出身檢察總長首次參

與公職競選即榮登大位，其對東北亞安保情勢、

兩韓關係究竟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成為近來外

交圈熱議的話題。本文認為，「素人總統」尹錫

悅領導下的韓國新政府外交走向，將有助於重新

平衡韓半島過度包容北韓的偏差情勢，為「印太

一體」進一步的和平局勢奠下基礎。 

 

素人總統仰仗外交老班底 

 

    候任總統尹錫悅出身司法界，目前研判其就

任初期的主軸將擺放在內政事務上，包括解決大

都市地區房價飆漲、控制新冠疫情蔓延以及遷移

總統府等棘手問題，而安保與外交事務主要將託

付予一批李明博政權時期的「回鍋」官員，包括

前外交通商部第二次官金聖翰（現為高麗大學教

授）、前青瓦台對外戰略企劃官金泰孝（現為成

均館大學教授），以及前聯合參謀本部次長李鐘

燮為總統職務交接委員會外交、安全分科的交接

委員。 

    擔任分科幹事的金聖翰和金泰孝皆曾在李

明博政府時期負責外交、安全政策，金聖翰咸被

認為將接任新政府的國家安全室長，其和美國白

宮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 （ Kurt 

Campbell）是多年好友，此外尹錫悅競選時的外

交顧問趙太庸，在擔任外交部副部長任內即經常

與現任美國國務卿、時任副國務卿的布林肯

（Antony John Blinken）舉行韓美定期對話；這

批知美派官員就任後，外交界分析認為：李明博

政府推行的重視韓美同盟，和以原則為中心的對

朝（北韓）政策基調可能被恢復並得到發展。也

就是說，相對於文在寅政府推行終戰宣言等對北

懷柔政策，並在美中之間開展走鋼絲式外交，新

政府極可能制定與之正好相反的外交和安全藍

圖。 

 

社會氛圍不支持改善兩韓關係，奠下對北強硬的

基礎 

 

    此外，依據選前 2 月 15 日《朝鮮日報》和

TV 朝鮮合作進行民調，結果顯示韓國民意氛圍

並不支持改善與北韓的關係；這項調查針對美

國、日本、中國、北韓四個國家進行，非常有好

感可以打 10 分，完全沒有好感可以打 0 分。此

項民調與 1 月份首爾大學所進行的類似調查結果

相近，主要發現有三： 

   （1）冰凍的對北情感溫度。民調顯示，對北

韓的好感度為 2.42 分，在四個調查對象國家中墊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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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其中表示對北韓完全沒有好感並打 0 分的人

占 38.5%，比表示有好感的（8.8%）要多很多。 

   （2）結霜的對中情感溫度。民調顯示，對中

國的好感度得分為 2.6 分（滿分 10 分），低於日

本而與北韓相差無幾。表示對中國完全沒有好感

並打 0 分的人占 30.5%，相較於表示對中國有好

感（打 6〜10 分）的人多出 9%。20〜29 歲人群

對中國的好感度為 1.78 分，30〜39 歲人群為 1.93

分，分數僅為 60 歲以上人群（3.29 分）的一半，

年輕人反中情緒明顯。 

   （3）對日冷淡對美熱情的溫度。民調顯示，

美國的好感度得分為 7.24 分，日本為 3.4 分，韓

國民眾親美姿態表露無遺，但韓日關係的改善顯

然依舊困難重重。 

 

親美遠中料將成為對外主軸 

 

    候任總統尹錫悅較為清晰的外交圖像，或許

可以其在選前 2 月 8 日投稿美國《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期刊所發表的〈韓國需要騰飛〉

（South Korea Needs to Step up）一文略為窺見，

該文的基本主張即是「對美關係改善要置於改善

對北、對中關係之前。」 

    文章中尹錫悅表示：文在寅政府時期，韓國

遠離了長期的同盟美國，倒向了中國；雖然美中

爭霸讓兩國間的緊張氣氛高漲，但韓國卻沒能很

好地適應這一局面，保持著此前一直延續的所謂

「戰略模糊性」策略，處境變得更加艱難，對於

能就美中之間主要焦點問題明確表明立場的問

題，韓國也保持沉默，表現出模糊的態度，實際

上並非站在美國一邊，而是站在中國一邊；在自

由民主主義國家一致譴責香港人權侵害問題

時，文在寅政府卻沒有按照美國的要求站出來；

尹錫悅進一步表示：現在國際政治正處於劇變時

期，要求明確、堂堂正正和堅守原則的立場，韓

國不應該再受困於韓半島，要通過自由民主主義

的價值和實質性的合作，挑戰成為增進自由、和

平和繁榮的「全球樞紐國」（global pivotal state）。 

    整體而言，韓國新政府將由多邊參與拉近韓

美關係，循序成為印太一體的一環；目前尹錫悅

團隊正討論分階段加入四方安全對話（Quad）的

方案，其構想是先參與 Quad 下屬的疫苗、氣候

變化、新技術等主要領域的工作組，擴大與相關

國家的接觸面，然後在適當的時候加入成員國；

金聖翰表示：不會出現韓國突然加入 Quad，無票

乘車的情況，我們會先努力增加對印度、太平洋

地區穩定和繁榮的貢獻，擁有作為地區關鍵的實

質性地位，事實上，韓國海軍 2 月 25 日至 3 月 4

日已經首次參加在印度附近海域舉行的米蘭

-2022 演習，韓國國防部也研議重啟 2018 年中止

的韓美大型聯合軍演，雖然韓國站上抗中第一線

直接加入 Quad 機率不大，但卻可為東北亞安保

情勢可能的漏洞補上重要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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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後備動員改革與訓練 

 

編按：本文是新台灣國策智庫 2022 年 1 月 27 日召開國防研究小組圓桌論壇會議「我國後備動員改

革與訓練」之紀錄摘要。 

 

 
  

台灣國策智庫舉行國防研究小組論壇會

議，討論「我國後備動員改革與訓練」；為

何要動員？動員有什麼重要？簡單講就是

平時養兵少，國家需要兵力時就要靠動員；動員

就是為國防軍事需要，或應付緊急事故及重大災

難狀態，將全國全體資源由平時狀態轉為戰時狀

態或非常時期狀態，使國力能做最有效發揮，以

贏得戰爭、救援災難、維護安定與國家安全；各

國常規部隊通常數量規模不大，兵力不足時就必

須依靠動員制度。動員是涉及國家層級的全國性

業務，部會層級之間權責不夠，也無法由國防部

門單一單位負責，故須由行政院主導，可以在戰

時成立緊急統合決策機構，統整相關事務；民主

國家可授權總統或內閣指揮作戰，或軍事、動

員、緊急委員會等臨時編組的機制。 

  不論攻勢守勢作戰都有攻防行動，正規軍長

於攻擊，後備軍長於防禦，不論是攻勢作戰或守

勢作戰，動員都是不可或缺的戰略價值；攻勢作

戰需要動員編組，尤其是立即動員精銳部隊的需

要，守勢作戰動員保家衛國，或是配合正規軍作

戰及敵後作戰；後備部隊通常擔任守土、城市及

後方防衛部隊。依照魯登道夫的總體戰理論，現

代國家必須建構國家總動員機制，處理整體、重

大的事件；動員的好處有平時用兵少、戰時用兵

多，凝聚國民精神戰力，強化總體戰的嚇阻能

力，增進不同型態的政府機構整合；目前台灣的

動員機制有人力動員的同心演習，物力動員的自

強演習，提高民眾敵情意識的萬安演習，統合公

私機構災防整備的民安演習，動員演習可以維持

及精進動員效率；各項演習的意義在運用民力支

持常備軍力持久作戰，應對非傳統安全及非常規

作戰方式，嚇阻敵國入侵與戰事發生。 

    動員準備分為「行政動員準備」及「軍事動

員準備」，行政動員準備由中央各機關及市縣政

府負責執行，軍事動員準備由國防部負責執行，

中央各機關配合辦理；動員任務可分「動員準備

階段」，結合施政作為，完成人力、物力、財力、

科技、軍事等戰力綜合整備，以儲備戰時總體戰

力並配合支援災害防救；「動員實施階段」，統合

運用全民力量，支援軍事作戰及緊急危難，並維

持公務機關運作及國民生活需要。中央機關的動

員準備方案範圍相當廣泛，動員的分工由教育部

負責精神動員準備方案，內政部主管人力動員準

備方案，經濟部負責經濟物資動員準備方案，財

政部主管財力動員準備方案，交通部主管交通動

員準備方案，衛生福利部負責衛生動員準備方

案，科技部主管科技動員準備方案，國防部主管

軍事動員準備方案。 

    在部隊型態與編組方面，最少可分為灘岸守

備部隊的後備打擊群，縱深守備部隊的城鄉守備

旅，重要目標防護營的海空軍戒護部隊，陸軍守

備營連的基地要港警衛營連，山地、站台的特業

後備部隊，海軍艦岸部隊及勤務支援部隊；110

年國防部依照整體防衛作戰需求檢討後備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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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已編成二個步兵旅、一個後備部隊訓練中

心，後續規劃再編成三個步兵旅及二個後備部隊

訓練中心；今年開始並在北中南三個作戰區，各

選擇一個營實施新制教育召集訓練，將過去的七

天教育召集改為 14 天，並實施全程野外宿營的

戰術訓練，並以營區、學校、體育場、活動中心、

公園等地點，作為後備部隊據點試行組成一支新

的部隊。 

    現在動員的需求與以前不同，因環境愈來愈

複雜、戰爭愈來愈迫近；目前不能與以前教召一

樣，以前偏重陸軍軍種軍科，現在動員對海陸軍

應怎麼動員呢？應整合成整體作戰組織；戰區與

聯兵旅如何補足人力，如何有效建立整體作戰能

力；軍力來源眾多如何找到適當足夠人力，如何

建立組織及固定編組，使聯兵營人員熟悉武器、

快速建立戰力；第一線灘岸守備搭配四個守備

旅， 過去有分甲乙丙編制，現在是不是適用，

過去 7 天教召幹部先 2 天，再來部隊 5 天現在已

不適用，兵員專長多少及適用程度如何，教召年

齡太高及徵召不公平的調整，5 步 1 兵 1 工還需

要配置通信連編組，後備兵源的適當規模，如何

整合現有部隊、裝備、訓練以確保整體戰力。 

    實務上甲種旅動員演習時 5 個營可以立即動

員作戰，常備部隊的機動力及通信力足夠時可以

擔任打擊，後備部隊機動力及通信力不足就成為

問題；後備部隊紀律需要軍法，應實施軍法以維

護部隊戰力；作戰想定與概念應該改變，部署方

位設施也需變更，臨戰就位需要 3 天，縱深守備

須特戰狙擊能力，快速火力、快速掃蕩、守山地

要隘須狙擊與山地作戰能力及訓練；合成旅是美

式城鎮作戰訓練，美國後備與國民兵是獨立作

戰，美式模組化訓練認證，可以下基地部隊模式

訓練後備部隊，戰力可以與現役一樣，我國將後

備現役混編的問題須再評估；現在中國的訓練與

戰法快速演進，無人化、科技化、電戰化等新戰

術節奏很快，我國科技能量可以納入動員，高科

技人力與技術的充分動員，將可以建立最大的嚇

阻力量；各部會與動員整合的強化，精神防線是

關鍵，美通過「武裝台灣法案」可運用提升後備

裝備。 

    後備動員體制改革的爭議很多，目前台灣動

員問題的討論，多來自外在壓力；心態上目前國

人多認為不會發生戰爭，一旦戰爭，還有美國援

救，所以精神教育應是後備教育重點，以前的後

備訓練鬆散因為求平安，且後備訓練諮員不足困

難多多，現在延到 14 天則幹部的能量也是問題，

加上當今科技進步，把作戰無人機、數位能力列

入教召訓練是新趨勢；台灣安全防衛關鍵在於

「民心士氣」及「精神教育」。後備動員指揮鏈

在戰時沒問題，後備討論應定位在戰爭時整個政

府的運作，因戒嚴則軍政民政不分，戰時指揮官

成為地區民政長官，應考量指揮官的 Skill Set 有

沒有準備；作戰時後備部隊的角色是什麼，後備

軍人要有常規部隊戰力則訓練須改革，全民動員

署的權責定位放在國防部是不是合適，現在 5 大

戰區防衛各區訓練動員是否不同，各地區指揮官

的專業素養及協調，陸軍為主的動員應提升至航

海航空科技人員的動員制度，以上問題應依照政

策方向、現有制度及訓練目標，持續整體大幅規

劃改進。  



 

第 108 期 

   8 
 

 

台灣淨零轉型的挑戰與展望 

 

編按：本文是新台灣國策智庫 2022 年 1 月 25 日召開經濟研究小組圓桌論壇會議「台灣淨零轉型的

挑戰與展望」之紀錄摘要。 

 
  

台灣國策智庫經濟研究小組舉行「台灣淨

零轉型的挑戰與展望」圓桌論壇會議，探

討氣候變遷因應問題。淨零排放已經是國

際主流趨勢，目前全球有 136 國家涵蓋地球 85%

的人口，已經設定淨零目標、實施淨零轉型；當

今不論國際社會或國內都很關心再生能源與氣

候變遷的影響，這個問題不但關係整個地球乃至

個人的生存安危，還直接影響日常生活與企業生

產經營，例如跨國公司的國際供應鏈多有節能認

證條款；我們必須格外重視並落實台灣淨零，特

別是台灣受到氣候變遷衝擊鉅大，如瑞士在保險

公司就評估認定台灣是高氣候風險國，因此淨零

轉型是台灣的一個迫切問題，必須採取行動迅速

達成淨零排放；所謂淨零排放就是在一定目標期

內，人為溫室氣體移除量，抵銷進入大氣之人為

溫室氣體排放量時，可達成淨零排放。 

  全球每年空污致死人數可以減少 250 萬人，

能源支出佔所得的比例可以持續下降，特別是先

進經濟體國家的降幅更為明顯，因此淨零排放是

一個不得不也是無悔的選擇；台灣的氣候風險明

顯偏高，因此有理由更積極推動淨零轉型，台灣

的颱風與海平面上升風險以第 5 名列全球前茅，

台灣長期氣候風險指數排名全球 36 名，在中國、

日本、韓國及新加坡之前；以 1951〜1980 間的

30 年均溫為基準比較，2020 年全球增溫幅度達

到 0.94 度，台灣則高達 1.5 度而明顯高於其他東

亞國家，估計 2050 年台灣經濟因為氣候變遷的

損失將很驚人，增溫 1.5 度時為 5.2%、2 度時為

14.8%、2.6 度時為 22.2%。 

    歐美已經公佈碳關稅優先課徵項目，有石油

及煤製品、化學材料製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金屬基本工業等五類；

台灣的碳紋理表現在工業生產與外銷貨品，歐盟

2023 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佔台灣出口比例

8%，美國 Coons-Peters：2024 碳邊境調整機制佔

台灣出口比例 15%，日本新版綠色增長策略，規

範的碳邊境調整機制，佔台灣出口產品的 7%比

例；CBAM 的課徵對台灣出口影響很大，如以

CBAM 的價格為每噸 44 歐元時計算，台灣幾個

出口部門的從價稅等值為鋼鐵 1.1 元、油品 0.7

元、水泥與玻璃 3.5 元、化學品與肥料 2.0 元，

這些貨品對中國的從價稅等值分別高達 3.7 元、

2.3 元、10.3 元、3.0 元，對韓國則為 1.5 元、0.8

元、4.8 元、1.3 元，對日本則為 1.0 元、0.8 元、

5.0 元、1.4 元等。 

    台灣的鋼鐵與水泥產業相較於主要貿易夥

伴，碳密集度較低，但化學品與肥料則高於美日

韓，因此後續碳關稅課徵範圍擴大時，台灣石化

業受到的衝擊將較高；台灣出口至美日鋼鐵量合

計佔總鋼鐵出口量的 16%，日本是台灣肥料的第

一大出口國，美國是台灣水泥的第三大出口國，

未來將受到碳關稅課徵的影響；目前我國如同各

國設定 2050 淨零排放，是不得不適應國際供應

鏈低碳要求，國際大企業如蘋果、聯合利華、沃

旭等要求碳中和供應鏈、2020 歷史高溫與 2021

缺水威脅的極端氣候事件、參與 COP26 及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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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與雙邊貿易協定的低碳條款的外交經貿壓

力、青年世代對氣候議題與減碳的關注形成社會

壓力，促使我國形成淨零排放政策的決定。 

    行政院已經承諾即將提出 2050 淨零排碳路

徑草案，國發會將參考國際能源署 IEA 的指引目

標，IEA 的淨零路徑是 2050 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

達到 70%，台灣因為地小人稠難以達到這個標

準，可能也要達到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佔 50%或

60%的目標；總統 2021 國慶演說與 2022 新年談

話，分別談到與國際主流同步 2050 淨零排放目

標的宣示，建構更彈性更有應變能力的供電系

統，以及持續推動能源轉型及淨零排放路徑圖，

使經濟結構的轉型有所依循；立法院有關淨零法

條法案有八個以上提案，國民黨、民眾黨、時代

力量以及環保署都有提出草案，如氣候變遷因應

法、氣候變遷行動法、氣候變遷法、溫室氣體減

量及管理法等，我國可望建立明確有效的淨零排

放制度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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