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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淨零碳排趨勢對我國產業的
影響   專訪電電公會李詩欽理事長

李麒緯

CTPECC 秘書處助理研究員

國際日益重視永續發展議題，除各國相繼

擬定碳關稅、碳費與碳交易機制外，國際品牌

商也陸續制定淨零目標，使全球供應鏈各端必

須透過升級生產設備、降低碳排放量、提高再

生利用比例等措施因應這項趨勢。永續與循環

經濟也是近年來亞太經濟合作 (APEC)、太平洋

經濟合作理事會 (PECC) 等場域熱烈討論的議

題。有鑑於電機電子是我國經濟發展相當重要

的產業之一，爰此，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

華民國委員會 ( 下稱 CTPECC) 邀請台灣區電機

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 下稱電電公會 ) 李詩欽理事

長接受本會專訪，以永續發展為議題主軸，就

我國電機電子產業對永續供應鏈趨勢、相關應

對及未來展望等議題進行訪問。訪談內容紀要

如下，與本月刊各位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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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淨零碳排趨勢對我國產業的影響   
—專訪電電公會李詩欽理事長

 我國電機電子產業在淨零排放趨

勢中的商機

目前全球有 137 個國家宣示淨零排放目標、

68 項碳定價機制正在運行，1 且多數品牌商也已

宣告淨零時程。電電公會指出，國際市場、跨國

企業對永續供應鏈的相關要求分別為：品牌商設

定供應鏈減碳目標，如跨國電商亞馬遜 (Amazon)

計畫 2030 年出貨量總數至少 50% 實現淨零排

放； 倡 議 或 加 入 RE100， 像 Apple、Google、

Facebook、HP 等科技業；或是要求資源及材料

循環再生利用比例的循環經濟。

電電公會表示，淨零排放使企業面臨經營風

險，但同時也提供企業淨零轉型良機。我國製造

業實力堅強，半導體及資通訊 (ICT) 產業具有全

球競爭優勢，且有健全的科技與傳產供應鏈，透

過確立台灣既有的實力基礎或潛力的新興科技，

加強研發及引導產業深入綠色材料與製程轉型，

1      根據世界銀行“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2＂報告書，全球已有 68 個碳定價機制，分別為 36 個碳稅及 32 個排放交易體系。
參見：http://hdl.handle.net/10986/37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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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淨零碳排趨勢對我國產業的影響   
—專訪電電公會李詩欽理事長

電電公會李詩欽理事長 ( 右 ) 向 CTPECC 代理秘書長許峻賓博士 ( 左 ) 分享永續議題與電子電機產業之重要性。

( 圖∕ CTPECC 秘書處 )

將能帶動新一波經濟成長動能。永續科技的創新

可替我國電子電機產業帶來效益，結合低碳轉型

創造相關商機；ICT 產業可依產業特性投入包含：

再生能源、電力系統與儲能、節能創新科技、能

源有效運用、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資源循環零

廢棄、淨零綠生活等領域。

以生產變頻器、感測器、控制器等自動化

關鍵零組件為例，不論在輸配電系統、發電廠之

變壓器、配電器、電力開關設備與零件、高效電

動機等，均可從傳統電力跨向再生能源與低碳產

品或設備。隨著科技進步，負碳產品或負碳設備

相繼推出，電電公會期許企業能加速評估其投資

機會，朝製造低碳化及綠色製造的目標前行。

此外，公會與廠商皆關注全球低碳發展趨

勢，掌握低碳轉型商機。為因應綠色經濟轉型，

電電公會進一步推動我國電機電子產業五項主要

工作，分別為：

1、推動數位轉型，協助企業掌握數位轉型未來

趨勢與關鍵議題；

2、推動能源轉型，協助廠商潔淨能源建置與運

維服務；

3、推動儲能產業，將有助於電網之穩定與調度；

4、推動電動車產業，發展深具潛力、跨產業的

研發與製造量能；

5、推動低碳高能效產業，如家電、3C、照明、

工業產品、馬達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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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自動駕駛、車聯網與電動車三大汽

車電子技術領域的創新，是未來車輛產業發展趨

勢，相關技術與資源涵蓋半導體、資通訊，以及

汽車組裝配備產業。因我國業者缺乏系統整合，

僅能在國際供應鏈扮演二階或三階供應零配件的

角色。爰此，為整合我國相關產業能量與資源，

建立有效互動之合作平台，電電公會邀請半導

體、資通訊、汽車電子、電動車與整車廠等業者

於 2017 年成立「台灣車輛系統整合聯盟 Taiwan 

V-team」( 簡稱 V-team)，透過互信互利的聯盟運

作，提供台灣車輛、汽車電子與半導體業者間的

互助合作，並協助業者拓展全球市場。

電電公會廖志容副秘書長。（圖∕ CTPECC 秘書處）

 電電公會積極因應國際趨勢與規

範的具體作為

因電電公會兼具供、需兩端角色，一方面

需著手企業本身必須進行的「淨零排放」工作，

另一方面也需具備協助廠商節能減碳與增能的能

力。電電公會於 2022 年 8 月成立「永續發展委

員會」，由李詩欽理事長擔任召集人，帶領電子

電機產業順應國際淨零潮流、配合政府淨零政

策、達成國際大廠淨零要求，以及規劃辦理相關

服務。透過公會設立的委員會與聯盟，如能源

與儲能委員會、台灣儲能系統產業推動聯盟、電

動車委員會、永續發展委員會等，協助企業減少

碳排，也可促進廠商技術創新與商機開發。其具

體作法包括藉由宣導國內外淨零碳排發展趨勢與

國際淨零碳排趨勢對我國產業的影響   
—專訪電電公會李詩欽理事長



Asia Pacific Situation Monthly
2023年3月 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4

電電公會展覽專案室洪碧玉主任。（圖∕ CTPECC 秘書處）

各國與品牌廠要求、周知政府輔導盤查與節能減

碳資源、引薦外部輔導資源、因應方案，以及推

廣示範領導廠商 ( 如台積電、台達電等 ) 的減碳

行動措施與成效，做為其他大廠商示範及導入參

考，並透過各大廠帶動中、小供應鏈，逐步邁入

電機電子產業「淨零排放」。

我國電子產業在國際供應鏈扮演重要角色，

而電力為電子業主要碳排來源。以半導體與面板

業為例，電力占其 85% 的碳排放量。因主要競

爭國家的電力排碳係數皆較台灣低，電電公會認

為政府應致力於提供零碳或低碳電力與穩健的能

源政策，以營造適合企業生存，且具競爭力的產

業發展環境。以 2021 年來說，我國進口約 98%

的能源，且火力發電仍是我國目前主要發電方

式，其在 2022 年占比高達 82.4%，而燃煤發電

量則占 42.1%、燃氣占 38.8%。在邁向淨零排放

的路上，電電公會於專訪中表達對我國電力系統

現況與發展的關切，包括供電穩定、強化配電系

統、電價合理化、發電能源運輸安全與降低發電

排碳係數等，並建議政府將「2050 淨零排放路

徑」詳加規劃短、中、長程目標，以提升政策實

踐的彈性。

 透過國際平台強化國際接軌

歐盟為我國第 4 大出口對象，其公布之碳邊

境稅 (CBAM) 將使我國產業因碳排放問題承受利

潤降低、成本增加，甚或失去訂單的風險。除歐

盟外，美國亦考慮於 2024 年課徵進口碳費，而日

本與加拿大也積極研議課徵碳關稅。碳稅或碳交

易系統是國際普遍使用的碳定價機制，較易與國

際接軌，對於外銷型企業或全球布局企業，可以

國際淨零碳排趨勢對我國產業的影響   
—專訪電電公會李詩欽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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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知道各生產或銷售據點的碳成本。然而，我

國目前採用碳費，如何有效接軌國際，避免廠商

被二次課稅，是電電公會與廠商最關切的議題。

電電公會認為節能減碳為國家、企業與個

人的責任，企業應積極推動省電、省水、減少

紙張、減少噪音製造等各項環境污染源，從公

司做起永續發展，進而推及個人與員工家庭。

另外，透過在國際場域宣示我國政府決心；鼓

勵公、私部門積極進行能源轉型與投入潔淨能

源研發；落實電力淨零；在全球淨零產業供應

鏈扮演重要腳色；參與國際相關平台與組織；

舉辦「淨零排放」交流媒合活動等方式，可爭

取我國產業發展有利條件，協助我國產業與國

際接軌，以引進國外最新技術，並將我國成熟

解決方案推進國際市場。

受疫情與地緣政治影響，全球正經歷供應

鏈「斷鏈」危機，國際局勢迅速變化，供應鏈韌

性在後疫時代被特別強調。為因應氣候變遷及低

碳經濟轉型，綠色經濟的興起也影響了跨境投資

與全球生產網絡。電電公會藉由 CTPECC 產、

官、學交流平台提出 6 項於 APEC 場域建立韌

性供應鏈之建議：

1、加強 APEC 成員經濟體間的合作；

2、就供應鏈問題建立區域對話機制；

3、保持經濟體間貿易開放，有助於製造商尋找

替代供應商；

4、減少跨境勞動力流動阻礙，使供應鏈多樣化；

5、共同面對供應鏈韌性問題，例如數位貿易及

綠色經濟運動 (Green Economy Movement)；

6、朝向數位化與低碳社會轉型，制定全球數位

貿易代碼，以及為碳密集型經濟體與產業提

供一致政策。

CTPECC 代理秘書長許峻賓博士（左）介紹永續議題在 APEC 場域的相關討論。（圖∕ CTPECC 秘書處）

國際淨零碳排趨勢對我國產業的影響   
—專訪電電公會李詩欽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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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歐盟碳邊境稅 (CBAM) 將於 2023 年 10 月

上路，涉及鋼鐵、水泥、鋁業、化肥、電子、氫

能及螺絲、螺栓等產業，未來也將持續擴大涵

蓋項目。在世界各國陸續推動碳稅與碳交易機

制後，我國陸續公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

藍圖」、推動「氣候變遷因應法」，正式啟動碳

費徵收機制及劃分政府部會權責，並要求資本額

20 億以上的上市櫃公司須於本年開始申報「ESG

報告書」。上述作法將有助於企業重視永續議

題，以及協助產業進行相關布局。

電電公會於2021年出版「永續策略白皮書」、

2022 年提出「台灣 ICT 產業 2050 淨零排放路徑

及策略」，期透過傳達永續對我國經濟成長之重

要性、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企業社會責任

等面向，帶動政府與企業重視相關議題。然而，

電電公會李詩欽理事長 ( 右 ) 與 CTPECC 代理秘書長許峻賓博士 ( 左 ) 合影。( 圖∕ CTPECC 秘書處 )

有關我國碳費、外國碳稅與碳交易平台建置的問

題，電電公會在這次專訪中不僅傳達來自產業界

的看法，像是如何避免廠商被二次課稅以及如何

與國際接軌，同時提出規劃「2050 淨零排放路徑」

短、中、長程目標與提升政策彈性等建議。在淨

零轉型的國際潮流中，我國產業公協會與廠商也

發現蘊藏其中的低碳轉型商機與產業升級契機，

例如成立「台灣車輛系統整合聯盟」，整合上、

下游產業以強化電動車供應鏈影響力，或是依產

業特性投入再生能源、電力系統與儲能等領域。

後疫時代的來臨、氣候變遷的惡化使各國體

認到綠色經濟與供應鏈韌性之重要性。相較於歐

盟推出具體且一致的碳邊境排放稅，APEC 內部

尚未就相關議題達成共識。APEC 為亞太區域經

濟整合組織，如何有效整合區域內標準一體化、

貿易數位化，或是建立經濟體間可流通的碳交易

平台，將有助於帶動綠色經濟產業轉型與投資。

國際淨零碳排趨勢對我國產業的影響   
—專訪電電公會李詩欽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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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hallenges

外交動態

劉泰廷

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2022 年 11 月 27 日，加拿大推出睽違多時

的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 IPS）。綜觀

過去六年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政治經濟變化，渥

太華的腳步顯得遲緩，因為自美國川普政府於

2018 年推出 IPS 以來，日本、印度和德國等相

繼提出 IPS，而英國、澳洲和紐西蘭等國也接連

強調印太地區的戰略重要性。或許基於被太平洋

和大西洋「兩洋」包圍的地理優勢，在安全無虞

的情況下，加拿大在外交上長期顯得被動，似乎

在國際上無足輕重。然而作為全球擁護自由、民

主、和平等價值的主要國家，以及七大工業國組

織成員之一，加拿大的低調使其未能享有更高的

領導地位。

本文主要說明加拿大的印太戰略，以及其

機會和挑戰。就某個角度而言，加拿大的 IPS 可

說是全球地緣政治和區域秩序變化下的產物。

隨著美國自 2010 年以降開始轉向亞洲和印太地

區，國際關係出現許多新發展，包括新冷戰、

COVID-19、歐洲難民潮和俄烏戰爭等，致使加

拿大必須回應快速變化的國際環境。本文從近年

的國際安全情勢開始談起，觀察 COVID-19 和俄

烏戰爭對加拿大造成的衝擊。第二部分說明加拿

大近期提出的 IPS，第三部分接續分析 IPS 為渥

太華帶來的機會和挑戰。

二、COVID-19 疫情和俄烏戰爭

過去三年，來自非傳統安全的挑戰使全球

地緣政治和政治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變化。2020

年初爆發的 COVID-19 疫情無疑是衝擊全球的最

大因素。在疫情未完全消逝的情況下，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進犯烏克蘭，延續 2014 年克里米

亞危機中未解決的問題，戰火迄今仍持續燃燒。

俄烏戰爭也進一步破壞尚未恢復的全球供應鏈，

導致通貨膨脹問題惡化，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需面

對的燙手山芋。雙重打擊對加拿大經濟造成嚴峻

挑戰，並牽動民眾對小杜魯道（Justin Trudeau）

政府的反感和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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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個角度而言，COVID-19 無疑是過去

二十年最大的黑天鵝，對於國際關係的衝擊不

亞於冷戰結束。截至 2023 年 1 月底，COVID-19

疫情已造成全球逾 6.7 億確診案例以及逾 682 萬

人死亡。各國對於疫情爆發的原因並無共識，迄

今依然眾說紛紜，而關於新冠病毒的起源，則為

國家之間的政治角力再增加一項可操作的議題。

在疫情蔓延的頭兩年，疫苗的短缺使國際社會分

化，激起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對立，進而

牽動意識形態的對立。由美國和其他歐美國家領

導的自由民主聯盟，透過研發以及向醫療量能不

足的國家捐贈疫苗，共同展現對於價值觀相同國

家的支持，並對抗可能是疫情源頭的威權國家。

「疫苗外交」成為大國重整國際秩序的手段，而

以價值觀為界的後疫情時代，似乎正邁向艾利

遜（Graham Allison）所謂的「新冷戰」（New 

Cold War）秩序。

2022 年 2 月，俄羅斯大舉侵略烏克蘭，使

各方觀察者開始發想，全球新冷戰是否即將轉為

熱戰，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將一觸即發。俄烏衝

突並非一夕形成，9 年前的克里米亞危機即已預

演，莫斯科和基輔之間仍存在許多歷史、文化和

地緣政治問題。而對於仍在從 COVID-19 疫情衝

擊中復甦的全球經濟而言，俄烏戰爭無疑雪上加

霜。戰事進一步波及尚未復原的供應鏈，導致全

球通膨持續惡化，其中又因為素有「歐洲糧倉」

之稱的烏克蘭是農作物出口大國，黃豆、小麥和

玉米等價格持續上揚，嚴重衝擊全球糧食價格。

此外，戰爭也挑動意識形態之爭 – 象徵自由民主

和正義的烏克蘭，在其英勇的領導人澤倫斯基的

領導下，挾著來自美國等北約盟友的援助，奮力

對抗代表獨裁和威權的普丁和俄羅斯。俄烏戰爭

迄今已爆發逾一年，仍看不到終點，全球依然壟

罩在高通膨的壓力下。

疫情和戰爭的雙重打擊使加拿大經濟表現疲

軟，其在國內政治和外交上亦面對挑戰。首先，

在疫情嚴重衝擊的三年間，經濟活動減緩導致加

拿大經濟陷入不景氣，全國失業率在 2020 年 5

月上升到 13.5%，為 1976 年以來最高。而加拿

大的總體通貨膨脹率也在 2022 年 1 月迎來三十

年來的最高峰，上升 5.1%。儘管政府在疫情間

提高基本薪資，並給出諸多失業救濟和租屋福利

措施等，經濟表現依舊低迷，渥太華更保守預估

2023 年的表現將持續不見起色。加拿大民眾把經

濟衰退歸咎於政府，近年許多民意調查反映了社

會大眾對於政府的想法。整體而言，小杜魯道政

府在疫情期間的表現未獲肯定，加拿大廣播公司

和 Angus Reid 研究所共同主持的民調顯示，約半

數（48%）民眾認為政府的防疫措施差勁或糟糕

透頂，並認為小杜魯道不適任。1 根據國家郵報

（National Post）於今（2023）年 2 月進行的一

份民調，近七成（67%）受訪者認為「國家所有

的一切都崩壞了」，小杜魯道政府責無旁貸。2 

1      Nick Boisvert, “Canadians Sharply and Evenly Divided Over Trudeau’s Pandemic Performance, Poll Suggests,” CBC News, March 15, 2022, 
 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angus-reid-pandemic-poll-politics-1.6384927 (accessed February 8, 2023)
2      Adrian Humphreys, “Most Canadians Agree ‘Canada is Broken’ – and They’re Angry About It: National Poll,” National Post, February 6, 2023, 
 https://nationalpost.com/news/politics/canada-is-broken-poll (accessed February 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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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加拿大近年的外交表現也平凡無奇。

儘管加拿大長期以和平和中立的態度面對國際

社會，俄烏戰爭的爆發迫使其必須採取作為。

身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Alliance, NATO）成員，加拿大有義務協助在大

西洋彼端的歐洲盟友。雖然渥太華在戰爭爆發後

即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並陸續向烏克蘭提供

軍事訓練和裝備等援助，但其並未派遣部隊赴

烏克蘭前線支援，使整體表現顯得中規中矩。

2022 年 12 月，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提議，加拿

大應該在國際社會中發聲，促成俄羅斯和烏克蘭

之間達成和平協議。然而小杜魯道政府迄今未

正面回應。另一方面，直到近期提出 IPS 為止，

加拿大面向太平洋的作為並不突出。相較英國

於 2021 年表態希望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

協定（CPTPP），以及近年澳洲透過澳英美同盟

（AUKUS）和四方安全會議（QUAD）和盟友

加強在印太地區的合作，加拿大顯得被動和過於

安靜。沉默的代價是儘管加拿大與許多亞洲國家

享有友好關係，其在亞太地區的角色並不明顯，

可有可無的狀態使其在近年全球發展最快速的區

域中被邊緣化。

三、加拿大印太戰略

有鑑於國際情勢快速轉變，加拿大跟隨日

本、印度和德國等國的腳步，終於在 2022 年 11

月底宣布推出 IPS。加拿大自視為「太平洋國家」

（Pacific nation），並認知到印太地區未來將強

烈影響整體國家發展。外交部長 Melanie Joy 一

言以蔽之：「印太的未來就是我們的未來，我們

在其中有形塑未來的角色需扮演……印太戰略

將向印太地區國家傳達『加拿大來了』的訊息，

而他們能相信我們會待下來。」3 就某個角度而

言，小杜魯道政府宣布 IPS 的口吻和美國歐巴馬

（Barack Obama）政府於 2008 年宣布「重返亞

洲」（Pivot to Asia）的口吻相似，兩國皆強調

與太平洋的關係，以及與區域內國家的互動。加

拿大的 IPS 著重於區域安全、貿易和投資、文化

交流、永續發展和積極參與等五個部份。

面對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情勢發展，以及

俄烏戰爭對國際安全帶來的衝擊，加拿大將投資

7.206 億加元於增進其安全利益，其中包括提升

加拿大皇家海軍（Royal Canadian Navy）在印太

地區的地位、參與區域聯合軍演，以及協助部分

區域內國家提升網路安全能力等。另一方面，為

了加強與印太地區的經濟互動，並進一步帶動加

拿大與印太國家的貿易和投資發展，加國政府將

挹注 2.446 億加元於促進貿易和投資。加拿大計

畫於東南亞設立貿易窗口，以拓展區域貿易、投

資和網絡，並在印太地區成立農業辦公室，以增

加對印太地區國家的農產品出口，以及多元化加

拿大的國際貿易發展。就文化交流而言，加拿大

將投入 2.617 億加元，其中一部份用於支援女性

國際援助政策（Feminist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Policy），以及提升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

3     Global Affairs Canada, “Canada Launches Indo-Pacific Strategy to Support Long-term Growth,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Canadians,”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22/11/canada-launches-indo-pacific-strategy-to-support-long-term-growth-prosperity-and-

security-for-canadians.html (accessed February 9, 2023)

加拿大印太戰略之發展前景與挑戰
Canada’s Indo-Pacific Strategy: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Asia Pacific Situation Monthly
2023年3月 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處理簽證的量能。在永續發展方面，加拿大將

挹注 7.5 億加元至國際開發，透過發展金融機構

FinDev Canada，在印太地區建造高質量和永續

的基礎建設。

整體而言，透過安全、貿易、投資和文化

交流等合作，加拿大可望提升區域能見度和影響

力，成為印太地區的積極成員。此外，加拿大

也計畫在印太地區成立亞太基金會（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海外分部，以協助強化與

夥伴國家之間的關係和聯繫。亞太基金會係成立

於 1984 年的非營利組織，其主要任務是促進和

維繫加拿大與亞洲國家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並提

供加國政府專業建議。亞太基金會海外分部的設

立，可望於未來擴大加拿大和印太國家之間既有

的人際網絡，並帶動太平洋兩端的合作。

四、機會和挑戰

IPS 無疑將為加拿大在印太地區創造許多新

機會，也必然會伴隨一些挑戰。首先，就貿易和

投資發展而言，若未來資金能到位，加拿大可望

大幅提升在印太地區的地位和影響力。隨著美國

於 2017 年退出跨太平夥伴協議（TPP），並在

往後數年開始疲於奔命以後，印太地區開始陷入

群龍無首的狀態。加拿大目前是 CPTPP 成員國，

未來可望在倡議中發揮領導力，擔當更重要的

角色。有鑑於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於 2022 年正式生效，印太地區的區域整合進程

可能加速，而加拿大選在此時「返回印太」，應

期望能在進程中佔有一席之地。從 IPS 的內容可

發現，東南亞將是整體戰略的重心所在。選擇東

南亞的部份原因不僅因為加拿大和東南亞國家之

間仍有進一步合作的空間，也是因為東南亞地理

上鄰近印度。加拿大擁有逾 113 萬印度裔人口，

與印度的連結甚強，進一步強化和印度的經貿關

係，將有助於加拿大的全球戰略佈局。2023 年 2

月，外交部長 Melanie Joy 出訪印度；印度作為

IPS 推出後，加拿大外長第一個出訪地點，其重

要性不言可喻。

然而，IPS 也將面臨一些挑戰。由於加拿大

長年被印太地區邊緣化，因此其必須花費一點

時間才可能開始看到一些成果。現任的小杜魯道

政府有多久時間能繼續推動 IPS，目前仍是未知

數。倘若加拿大在近期舉行大選，IPS 是否能夠

延續仍有待觀察。其次是加拿大經濟仍處於疲軟

狀態，今（2023）年可能進入另一波衰退，低迷

的經濟發展勢必對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產生負面

影響。即便小杜魯道政府希望透過外交作為轉移

民眾焦點，其在落實 IPS 上也必須有相當程度的

表現才行。第三，除了加強經貿連結以外，IPS

也強調在印太地區的安全布署。近年印太地區的

地緣政治風險升高，從南海到朝鮮半島等區域熱

點，無不可能誘發下一次危機。長期受太平洋保

護的加拿大，是否在此時願意全力投入變動中的

區域地緣政治中，或只是以隔岸觀火、偶行口惠

之姿置身事外，仍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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