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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第 16 屆 WTO 及 RTA 青年研習營要開始了～今年再開課程直播，7/23 起名師開講在電腦

前就能收看～不管你是來不及報名參加，還是沒時間沒機會參加，都快來鎖定我們的粉絲專

頁直播課程不漏接！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wtocenter/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wto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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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數位經濟對勞動力發展的影響與轉型芻議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國際經濟）研究所 林蒧均 分析師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國際經濟）研究所 陳信宏 研究員兼所長

  數位產業發展以及對我國未來產業轉型所展現的機會，勢必會造成未來勞動力需求

變革與工作型態轉型。中經院自 2017 年起已經連續舉辦三年的 Global Solutions Taipei

Workshop，有關數位經濟議題交流成果進一步聚焦數位科技對勞動力的影響議題，歸納

各國與談者所提出的省思發想與具體政策建言，作為我國未來勞動力轉型之參考。

GS Taipei Workshop（簡稱 GS Taipei）自 2017 年起，由中華經濟研究院主辦，持續

針對當前主流的數位經濟與社會相關議題，進行更廣泛與深入的討論。其中，數位科技

對勞動力市場與未來發展，不僅是會議內容的重點，更是未來每一個國家轉型數位經濟

的關切目標。本文將彙整會議中值得省思的六大勞動力轉型議題（如表 1），提出相對應

的政策建言。

議題 1

數位科技造成教育不平

等議題

議題 2

數位科技造成技術溢酬

和勞動力薪酬分配制度

的改變

議題 3

科技變遷後須重視學位

外教育，如成人教育與

在職教育

議題 4

數位經濟對勞動力市場

與制度的衝擊

議題 5

教育體系與產業人才需

求間產生數位鴻溝

議題 6

未來工作產生數位顛

覆，將轉為任務導向

資料來源：2017-2019 年 GS Taipei Workshop 會議紀錄，活動內容可於 YouTube 查詢 Global Solutions

Taipei Workshop TAIWAN。

表 1 數位勞動力發展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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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經濟對勞動力的影響

根據 2017 KPMG 全球 CIO 調查報告顯示，多數中大型企業受訪者都表示已開始或

即將展開數位勞動力的投資，且相關預算已高於 2.5 億美元。其中，製造業對於勞動力

數位化之轉型趨勢更處於領先地位。牛津大學 Carl Benedikt Frey 和 Michael A. Osborne

在 2013 年發表的研究中指出，未來 20 年美國有近半數的工作將被自動化科技取代，甚

至隨著科技持續精進，可能連中高專業技能的工作都將會受到衝擊。因此，在 2017-2019

年 GS Taipei Workshop 系列會議中，對數位科技對勞動力影響也有許多討論，重要議題

包括：

一、數位科技造成教育不平等議題

普遍印象都認為新數位科技勢必帶來生產力提升、生產力提升連帶提高工資，為人

類帶來更高的生活水準與經濟繁榮，最後轉化為社會繁榮的現象。但新數位科技時代，

每一個過程與階段並不必然會產生同樣的正面效果。未來社會面臨許多大挑戰，包括：

機會不均與貧富差距、現有產業的破壞式發展、人口結構老齡化、民粹主義與對機構和

技術不信任等問題。

其中，受教育程度高低，將影響民眾進入社會所能掌握的資源，故教育在數位轉型

時代須扮演提供公平機會的力量。目前世界主要國家均已積極規劃勞動力發展策略，不

僅關心數位科技所需的知識面教育和訓練，更正視數位科技隱含的社會問題，希望政策

能在教育與技能的培養以及資源分配上做出適當的因應，以促進未來數位經濟發展與社

會共榮。

如果在數位轉型過程中，數位科技的學習需要更多資本，那相對就越容易產生數位

教育機會的分布不均。因此，未來需要一種制度或機構運作模式，讓特定優勢技能的學

習機會產生更廣泛的社會擴散效果，降低取得數位科技技能的門檻，提升數位技能學習

機會的可及性。

本文建議，我國在義務教育即需要提供每個人學習的均等機會，包含數位學習；在

學位教育階段，女性受到的機會尚屬平等，但企業不一定會有平等的環境讓女性發揮，

如工程師多數仍以男性為主。故在數位經濟中，所謂平等不僅是要給予國民平等的教育

機會，在未來職涯發展上，女性應該也要受到平等待遇。另外，在區域發展上，鄉村與

科技的連結程度明顯遠低於城市，數位時代仍需關心城鄉教育落差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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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科技造成技術溢酬和勞動力薪酬分配制度的改變

與教育議題同等重要的是，勞動力所得份額分配（labor income share）制度的改變。

數位科技將會產生「技術溢酬」（skill premiums）現象，這代表特定技術具有的擴散和議

價（bargain）能力，實例請參見表 2 之資料科學領域的技術溢酬比率。由此可見，技術

溢酬是數位時代最重要的優勢，但也相對增加了取得技術所需負擔的學習成本。尤其當

數位科技應用的網路效應，讓少數具有超級規模的數位設備或軟體供應商取得主宰性的

影響力時，也會使這些大規模系統對於社會經濟活動具有較高的壟斷能力，甚至阻斷新

參與者進行市場競爭的機會，進而產生對勞動力薪資產生更高的訂價影響力。在這情況

下，如何避免少數數位科技系統形成壟斷與扭曲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將是值得關切的重

點。

最高學歷/

技術溢酬比率
資料分析 資料科學家 資深資料分析 資深資料科學家

學士學歷以下 11% 1% 5% –

學士學歷 57% 26% 48% 13%

碩士（非 MBA） 26% 47% 32% 37%

碩士（MBA） 5% 2% 11% 4%

博士（PhD） 1% 23% 4% 44%

資 料 來 源 ： Teresa Perez (2019), WHICH SKILLS ARE THE MOST VALUABL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ayscale.com/data/which-skills-are-most-valuable

表 2 資料科學領域的技術溢酬比率

三、科技變遷後須重視學位外教育，如成人教育與在職教育

過去，臺灣習慣將高等教育視為完成專業訓練的最終階段，且重視學位教育甚於終

身教育，在數位科技時代必須對此重新加以反思。由於許多新興數位技能經常不是源自

於學校，而是在產業界產生，故近期常發現教育體制訓練人才的方式和產業需求產生脫

節的現象。未來需思考如何把產業界裡的專家帶進教育，並且在學校教育外強化國民的

https://www.payscale.com/data/which-skills-are-most-valu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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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教育、成人教育、推廣教育和在職教育，重視正規教育之外應用科技學習，找到方

法橋接學校教育與現實，以協助現有職場的勞動力能因應數位時代轉型，學習新知。建

議政府可進一步規劃具認證課程的成人學習中心，讓專業人士與現有勞動力能一起上課

學習；或者經由網路學習知識端的課程。

四、數位經濟對勞動力市場與制度的衝擊

數位經濟的形成與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其實是一體兩面的問題與契機。數位經濟

既會衝擊原有的就業需求，也會創造出新的工作機會。由於社群平台與共用資源平台等

模式，已經在全球尺度的營運上取得亮眼表現，共享經濟或平台經濟所創造出的新型態

就業模式，使得勞動力不再需要依附於僵化的勞資關係中，但也相對產生潛在衝突，進

而突顯推動勞動聘任體制轉型的重要性。因為平台經濟主要依靠非典型工作者和自由工

作者，相對於一般就業市場而言，非典型工作勞動力往往會缺乏社會保護，需重視勞資

關係間的權利義務公平性議題。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PwC）在 2018 Digital IQ Survey 亦提及，63%受訪者認為，缺

乏數位人才團隊是目前企業數位創新的關鍵阻礙。勞動力數位化將是企業推動數位轉型

的首要任務。除聘用外，企業更有勞動力發展與培訓的問題，會中建議包含鼓勵公司借

助數位科技來協助經營管理活動外，更可規劃數位技能的在職培訓，採取數位技能計分

卡（digital skill scorecard）的方式來衡量員工的數位能力，評估所需加強之處進行重點

改革與培訓，同時也使計分卡的紀錄內容成為協助員工轉職就業的隨身數據。

五、教育體系與產業人才需求間產生數位鴻溝

數位科技對教育的影響展現在兩個層面：第一，由於科技重新定義教育、技能與就

業的關係，我們必須反思傳統的教育體制有多少能力可因應正在變動的新時代需求？應

如何重新設計課綱、教師發展、證照資格？第二，未來授課與學習方式該如何善用這些

科技，加強數位科技在協助教學的角色與強度。

上述影響不只關係到社會公平，也影響到政府在這些發展歷程的角色，以及如何縮

小數位鴻溝（digital divide）的具體作為。相關討論包含：（1）建議政府須需要設計機制

縮短教育與勞動市場需求的差距，因應新經濟與勞動市場，包括課綱的設計、教師訓練

與發展等；（2）政府需檢視科技帶來的機會與挑戰，縮短學習、學校教育與就業時間，

但須注意新學習方式帶來許多機會但也有其風險；（3）透過實際且可行的政策規劃、利

害關係人所有權意識、資源的效率使用等機制，協助教育發展；（4）重新檢視教育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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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間的連結關係，因數位轉型帶來新型態的勞工，尤其是需要較多認知能力（cognitive）

的工作，這需重新訓練與強化技能，而大學體系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六、未來工作產生數位顛覆，轉為任務導向

對於數位技術所帶來的顛覆性影響，目前已經有許多討論，正反面的見解均有。然

而，自動化仰賴的是採購智慧設備所需的資本投入，即便需要少數的勞動力來進行人機

協作，但生產力的主要決定因素已經從勞動力大幅轉換到機器設備上。《經濟學人》研究

亦提及，餐飲業、建築業、清潔業、駕駛、農業、服裝製造、個人服務業和銷售業未來

有 50%以上被取代的風險，請見附圖。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2018），A study finds nearly half of jobs are vulnerable to automation。

附圖 不同產業被自動化取代的風險比率

在這個情況下，過去注重勞動誘因的薪酬結構也會產生劇烈改變，擁有大量資本的

生產者可能獲得更高的收益，而缺乏足夠專業技能的勞工可能面臨更劇烈的失業風險。

然而，最多人想知道的是，未來解決問題的具體步驟，但目前討論不多。故面對未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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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數位轉型中，我們提出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意即持續追蹤技術顛覆帶來的任務

（task）變革。這種以任務代替工作（job）的趨勢，需要透過觀察，發現可能會被數位

技術替代的任務類型，進而建立任務導向的協助工具，賦予員工、公司和決策者因應變

革的權利，幫助勞動者能有信心以探索未來。

政策芻議與解決方案

GS Taipei Workshop 會議不僅針對重要國際議題發聲，如數位勞動力議題，更提出

兼具科技與社會面向的討論，致力於探討解決方案，以因應未來科技與數位時代的多元

化問題。面對數位勞動力發展省思與轉型，以下彙整會議內容，嘗試為多元利益關係方

提出芻議（見表 3）。

高等教育 政府部門 國民教育

 方向：不夠開放，加

快改革速度，要有重

新塑造設計課程的能

力；善用機器工作的

博雅教育

 AI 案例：讓 AI 變革所

需利害關係人，走進

教室，協助科技人用

AI 解決社會需求

 方向：改善既有政策

的行政效率；政府/雇

用單位/產業公會協力

改革教育和培訓體系

 案例：新加坡精深技

能發展局

 方向：提供廣域課

程，協助民眾培養數

位時代所需的能力；

強制推動基礎程度的

科技課程；建立國民

數位技能需求與評估

指標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 2017-2019 年 GS Taipei Workshop 會議紀錄。

表 3 數位勞動力發展芻議

對於政府部門的芻議，必須積極改善既有的政策效率不彰問題，避免冗長的官僚決

策和行政程序，造成數位競爭力的疲弱。建議需提出有效資源的分配結構，使數位培訓

的供給面和需求面都能獲得提升。總體而言，要在數位時代改善勞動力的競爭能力，需

要政府、雇用單位，以及產業公會的共同協力，並透過教育和培訓體系的改革，強化在

職訓練與職場需求之間的緊密關聯，使數位科技的基礎和進階應用能力，融入相關的教

育和培訓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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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加坡精深技能發展局（SkillsFuture Singapore, SSG）為例，新加坡政府從 2003

年就開始推動國民在職訓練，主要重點放在如何定義未來所需要的人才技能庫和相關訓

練課程。並於 2016 年時，因應產業結構快速變遷，大幅重新修改人才培訓計畫，成立

精深技能發展局，提出「未來技能（SkillsFuture）計畫」，期能幫助中小企業進行員工培

訓，並協助人民規劃未來職涯發展，提高其創新及生產力。MySkillsFuture 在 2017 年正

式上線，提供新加坡人建立個人學習和職業檔案，透過 MySkillsFuture 可以獲得勞動市

場的資訊、探索技能訓練的機會、並且這些技能是產業所需要的工作職缺。該單位因為

採用機器學習和資料分析技術，還可根據每個人的學經歷、個人檔案、以及職涯展望，

推薦適合的訓練課程和職缺。

對於高等教育部門的芻議，目前高教體系面對上述挑戰還是不夠開放，改變速度仍

然有限，學校未來不能只是單純改變教學方式，須具備應對和重新塑造設計課程的能力，

如學校可能須成為創造就業機會的平台。換言之，高教體系未來要有改變的體認。

以 2019 年 GS Taipei Workshop「發展促進社會利益的人本人工智慧」座談會為例，

會中提到 AI 已經進入到人們生活的各層面，與談者正面認為 AI 是一個可貴的機會，建

議大家可以試圖決定且努力改變影響未來。會中所提到的策略性作法與觀點，包含：（1）

提倡能善用機器工作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而博雅教育之目的在於經由通識

教育讓學生學習專業科目以外的知識，從不同科目中獲取新知識，以培養具有獨立與健

全的人格，建立以人為本的價值觀；（2）高教體系要讓 AI 變革所需要的利害關係人能

有走進教室的機會，提供知識面以外的學習機會，重視高等教育與社會發展議題脫鉤等

現象；（3）協助科技人學習運用 AI 演算法或科技解決社會問題；（4）國際案例如，南

韓有創新學院嘗試未先設定課程和老師，經由聚集一群優秀學生，讓他們相互學習並運

用電腦執行專案與解決特定任務的作法。

對於國民教育的芻議，全球均面臨數位技能需求的改變，對重複性技能需求降低，

而對問題解決能力、非重複性分析與處理人際問題的能力需求提高。教育更應著重在思

考方式，包括創意、批判性思考、問題解決、與判斷能力。故政府在建立評估教育指標

原則上扮演重要角色，除提供對數學科學與其他能力的衡量工具，未來需要新的評估與

衡量工具，例如建立國民數位技能需求與評估指標。其他策略性建議如：強制推動基礎

程度的科技課程、為個人提供合適合宜的訓練課程、提供一般性的廣域課程，協助民眾

培養數位時代所需的必要能力。

【本文原載於《經濟前瞻》雙月刊，第 183 期，2019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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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印度於 WTO 美印太陽能爭端案獲得勝訴

WTO 爭端解決小組於今（2019）年 6 月 27 日宣布，美國再生能源計畫的補貼和國

內自製率要求（domestic content requirements）違反國際貿易規則。美國今年 6 月 5 日開

始將印度自普遍化優惠關稅制度（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除名，印度則

於 6 月 16 日起對美國 28 種產品提高關稅，由於美印兩國正處於針鋒相對的關稅戰，

WTO 此項裁決可能進一步加劇美印雙方緊張局勢。

WTO 爭端解決小組表示，美國華盛頓州、加州、蒙大拿州、康乃狄克州、密西根

州、德拉瓦州及明尼蘇達州等州政府，於能源領域制定之國內自製率要求等措施，違反

WTO 的國民待遇原則。美國政府之規定主要涉及州和地方層級的誘因獎勵機制，旨在

鼓勵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於其房產安裝太陽能板，並使用乙醇和生物柴油等再生能源。然

而 WTO 規則禁止各國對進口產品提供不如國內產品優惠之待遇，外國生產者應與國內

生產者獲得同等對待。準此，爭端解決小組認為美國此舉強加了不公平的國內自製率要

求，故而裁定美國敗訴。倘若美國和印度對於此一裁決不服，雙方可於 60 天內對此案

提起上訴。

目前，美國正尋求印度協助制衡同區域的中國大陸，然而，此爭端卻成為阻礙美印

關係的因素之一；此外，美國對於印度有意購買俄羅斯製之 S-400 導彈防禦系統，以及

自伊朗採購石油等行為皆頗有意見。

對此，印度外交部次長顧凱傑（Vijay Gokhale）表示，美國總統川普於 6 月 27 日呼

籲印度撤回加徵美國無法接受之產品關稅，雙方並將舉行會議，試圖和緩雙方關係。此

外，美印雙方領袖亦於 6 月 28 日在日本舉行之 G20 峰會會面，與會者包含美國貿易代

表萊泰澤（Robert Lighthizer）和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雙方計畫啟動部長

級協商以解決貿易失衡問題，會議預計可盡快進行。

根據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公布

之數據顯示，2018 年美國和印度之商品和服務貿易總額達 1,421 億美元，其中，美國對

印出口 589 億美元，自印進口 832 億美元，貿易逆差達 242 億美元；若僅就貨品而言，

印度為美國第 9 大貿易夥伴，美國對印度之貨品貿易逆差為 213 億美元，較 2017 年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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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16 億美元。

【由李宜靜綜合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 Law，2019年 6月 27、28日】

▲東南亞國家承諾解決海洋塑膠廢料危機

由 10 名東南亞國家政治領袖所舉行的第 34 屆東協（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領袖高峰會（ASEAN Summit），今（2019）年 6 月 24 日於會後

發表一項公開聲明，其目的為防止並積極減少來自地表活動所造成的海洋垃圾。這項聲

明是東協首次的公開承諾，旨在強化各會員國現已施行的各項管理塑膠廢料的政策與行

動。

根據非政府組織海洋保育協會（Ocean Conservancy）於 2017 年公布的報告，顯示

每年約有 800 萬噸的塑膠廢料被排放入海洋，其中過半數的垃圾量來自亞洲 5 國，分別

是：印尼、菲律賓、越南與泰國，儘管中國大陸不是東協的會員國，卻是海洋塑膠廢料

的最大汙染國。

除此聲明外，東協亦發布關於解決海洋塑膠廢料的行動架構，包含：政策規劃、基

礎研究、提升大眾的環境意識，以及如何引導私部門一同協力參與合作。該聲明進一步

指出，海洋塑膠廢料為急需區域合作的跨界問題，若不立即採取行動，塑膠垃圾所導致

的海洋汙染將進一步對海洋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與經濟等產生負面影響。

然而，部分與會的東南亞環保人士與環境議題工作者卻認為，聲明與行動架構無法

徹底解決塑膠垃圾所造成的問題，而應當關注於塑膠垃圾的管理機制及減少塑膠的生產，

特別是一次性使用包裝材料的管制。泰國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 Tailand）主任塔拉

（Tara Buakamsri）表示，各國應大幅減少塑膠的生產與使用，惟東協並未針對政策行動

設定具體的目標與時間表，也沒有解決塑膠垃圾進口的問題。在過去兩年，包含加拿大

與美國在內的已開發國家，向東南亞國家出口的塑膠廢料增加 171%，遠遠超過各國處

理廢棄物的能力，導致這些塑膠廢料多由馬來西亞等地的無照垃圾焚化廠或掩埋場處理，

並造成諸多環境問題與社會抗爭。

在 2018 年中國大陸政府開始禁止塑膠垃圾的進口後，塑膠垃圾所造成的問題與危

機越演越烈，菲律賓、馬來西亞及印尼亦紛紛將塑膠廢料垃圾運回來源國，並限制其進

口。塔拉主任認為，透過停止塑膠垃圾的進口並施行減少塑膠垃圾，東協此舉將有助於

推動全球經濟的轉型，並迫使西方已開發國家檢討其廢棄物之生產，並終止塑膠廢料的



12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53期（201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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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

【由黃英傑報導，取材自 Mongabay，2019 年 6月 27日】

▲世界銀行呼籲開發中國家政府將衛生投資列為國家政策優先事項

根據世界銀行日前在二十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峰會前夕發布的報告指出，

開發中國家人民每年自費醫療支出高達 5,000 億美元，人均超過 80 美元，這筆費用對於

貧困人口影響甚钜。報告指出，缺少普及優質和可負擔的醫療服務，對於數十年來全球

致力於改善健康計畫的進程造成阻礙，同時損及各國長期經濟前景，亦有害於全球傳染

疾病之防治。

本屆 G20 峰會由日本擔任輪值主席，全民健康覆蓋（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

即被列為優先議程之一。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Taro Aso）表示，全民健康覆蓋不僅

是為了改善健康，同時也是包容性成長的基礎；日本自 1961 年實施優質和可負擔的醫

療服務制度，迄今之發展成果即為此論點的具體證明。日本相信全民健康覆蓋對所有開

發中國家都至關重要，而 G20 在實現此一目標上可以發揮關鍵作用。

根據〈高績效衛生融資促進全民健康覆蓋〉報告（High-Performance Health Financing

for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預估，時至 2030 年，全球 54 個最貧困國家在提供優質和

可負擔的醫療服務的財政需求，與實際可用資金之間將存在 1,760 億美元的融資缺口，

若不採取緊急行動縮小衛生支出需求與可用公共資源之間的落差，在面臨人口老化和慢

性病負擔加重的壓力下，開發中國家所面對的挑戰將日益艱钜。世界銀行執行長喬治艾

娃（Kristalina Georgieva）表示，健康是各國必須進行的重要人力資本投資，其攸關人民

之學習與就業，各國必須採取緊急行動，解決阻礙人民和國家進步的低效率及不公平的

衛生融資問題。

報告預估，即使國際社會與各國投入更具規模、高效率和公平的衛生投資，也難以

彌補 2030 年全民健康覆蓋的融資缺口，因此，報告呼籲國際社會將衛生融資列為未來

十年的主要創新領域，協助彌平此項落差；各國除了應增加衛生投資，亦應將其列為國

家政策的優先項目，透過投資規模化，包括直接嘉惠最貧困人口的基層醫療照護（primary

health care），以及對煙草、酒精和含糖飲料徵稅以增加收入及改善健康等手段，藉此提

高財務之永續性；同時，應增加國際衛生援助之力道，將重點放在最落後國家和人口，

以及建構國家級制度與能力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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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改善衛生健康永續目標方面進度最為落後的非洲地區，已由非洲聯盟

（African Union）於今年 2 月承諾各國將增加國家衛生投資，並促進財政部長與衛生部

長合作體制化。埃及財政部長馬伊特（Mohamed Maait）亦應邀出席大阪 G20 特別部長

級會議，表示非洲聯盟支持 G20 和世界銀行此一倡議，並預備在明年埃及擔任非洲聯盟

主席國期間，將其列為之主要推動議程。

【由蘇怡文報導，取材自世界銀行，2019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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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美中雙方領袖在 G20 會面後決定重啟貿易談判

2019 年度二十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峰會於 6 月 28 至 29 日在日本大阪

舉行，各國領導人齊聚一堂，就全球經濟成長相關領域進行討論，其中特別著重科技創

新及數位化如何創造全球經濟利益之議題。G20 也在峰會後發布領袖宣言（Leader’s

Declaration），內容包含全球經濟現況、促進穩固的全球經濟成長、全球金融、反貪腐、

改善各領域不平等現象，以及建立包容及永續的世界。除了 G20 會議順利結束之外，此

次會議的亮點，即為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G20

場合的互動，以及雙方所舉行的延伸會議。

習近平曾表明，中國大陸願意與美國進行談判來解決雙方的差異，惟雙方談判必須

基於平等且中立的立場，且中國大陸會堅守國家核心利益及主權；習近平更在美中會議

前向美方傳遞「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合作比摩擦好，對話比對抗好」的訊息。另

一方面，川普也表示美中雙方曾在達成協定上非常接近，若雙方可進一步建立公平的貿

易協定，將具有歷史性意義；川普並在會後記者會針對各項議題進行說明。

首先，在貨品貿易部分，川普表示美國將會重啟與中國大陸的貿易談判，並說明目

前雖不會減少對中國大陸進口商品的關稅，但將暫緩對價值 3,000 億美元中國大陸商品

實施加徵關稅的計畫。另外，川普表示中國大陸已承諾將大量購買美國產品，而美國農

民將會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再者，針對華為議題，川普表示由於美國企業每年銷售大量產品予華為，故部分公

司對於華為的出口管制頗有異議，因此決定只要銷售給華為的產品不涉及美國國家安全，

將允許美國企業再次販售產品給華為。然而，川普也補充，此項措施並不代表將華為自

實體清單（Entity list）中移除，相關決定則會在近期與美國商務部進行討論。

另外，習近平曾呼籲美國平等對待中國大陸企業以及學生，因此川普在記者會中表

示，不希望被外界認為美國阻礙中國大陸留學生到美國學習的機會，並稱優秀的學生為

重要資產，歡迎其畢業後留在美國境內。川普更提及，美國正考慮實施「聰明人豁免」

（smart person’s waiver）政策，讓優秀學生得以留在美國，且有機會獲得綠卡。

據了解，除上述議題之外，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會議中另外針對朝鮮半島問題、海峽

兩岸議題進行討論。川普也在記者會中表示，若中國大陸願意對美國抱持開放態度，且

雙方達成有意義的協議，中國大陸將成為美國的策略性夥伴，並互相給予協助。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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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國大陸已在 6 月 30 日發布「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自由貿易試驗區外

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以及「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縮減對外國投資者的限制，

此舉也被視為對美中貿易談判釋放善意訊息。

【由王韻潔綜合報導，取材自 G20、The White House、Reuter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19 年 6月 29 日；中國大陸商務部，2019年 6月 30 日】

▲歐越 FTA 完成簽署，雙方農產品貿易之機會與挑戰並行

歐盟理事會於今（2019）年 6 月 25 日通過與越南的自由貿易協定（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EVFTA），雙方並訂於 6 月 30 日在越南河內完成簽署，未來十年約有

99%的商品關稅將逐步被消除。由於歐盟及越南每年皆有大量農產品出口，該協定之簽

定將有利雙方為各自農產品拓展國際市場；此外，歐盟也強調，希望藉由該協定之實施

深化雙方交流，促使越南盡速改善國內人權及勞工狀況。

越南目前是歐盟於東協國家中的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一為新加坡），雙方每年的貨

品貿易及服務貿易總值分別高達 500 億歐元及 30 億歐元，其中農產品如咖啡、魚露，

以及紡織品皆為越南出口到歐盟的主要產品，而歐盟則是外銷乳製品、酒精飲料、肉類

及其相關製品至越南。愛爾蘭商務、企業及創新部（Department of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Innovation, DBEI）部長漢弗萊斯（Heather Humphreys）亦對該協定表達支持，表示越南

對歐盟的出口產品降低關稅將有助於愛爾蘭的乳製品、豬肉、海鮮及酒類飲料拓展東南

亞市場，尤其對冷凍豬肉廠商來說，免除 15%的進口關稅能大幅減輕其負擔。

雖然 EVFTA 簽署生效使歐越雙方進口成本大幅度降低，但部分來自歐盟的高品質

與低價格農產品對越南農民可能相對不利。越南工業貿易部（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MoIT）部長陳俊英（Tran Tuan Anh）認為，政府應針對此協定對本地農產品的衝

擊進行評估，也指出越南農產品出口至歐盟，必須符合歐盟相關規範，例如食品安全檢

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SPS）及關於技術性貿易

障礙（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等嚴格標準，不符合規定會面臨退回或銷毀之風

險，進而使越南遭受損失，因此越南政府及相關單位須加強國內規範的執行，以確保農

產品品質符合歐盟標準。

儘管農產品占越南出口總值的比重非常高，越南與他國洽簽貿易協定時，還是得考

量國內農產品品質、生產技術與競爭力不足等因素可能對產業造成之衝擊。對此，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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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與農村發展部（Minister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部長阮春強（Nguyễn 

Xuân Cường）表示，洽簽類似 EVFTA 的貿易協定確實能協助改善越南的商業環境及技

術層次，使越南的農產品進一步融入國際市場。

【由廖倍妤報導，取材自 Việt Nam News，2019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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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又稱檢驗檢疫措施，簡稱 SPS 措施。係指為保護人類健康、動植物生命或健康之必

要，所採取之邊境控制措施。依據《SPS 協定》之規定，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防疫檢

疫措施之採行，不得對在相同情況下之會員間造成專斷或不合理的歧視，亦不得作為對

國際貿易產生隱藏性限制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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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Arbitration Costs: Myths and Realitie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網址： 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arbitration-costs-9780190054434?cc=tw

&lang=en&#

摘要：
This book uses insights drawn 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hard data to explore

the reality of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identify core demographics and basic

information on outcomes, and drill down on the costs of parties' counsel and arbitral

tribunals. With an intelligent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hat speaks to ongoing

reform at entities like the World Bank's ICSID and UNCITRAL, this book provides

the most up-to-date study of investment treaty dispute settlement, offering new

insights that will shape the direction of investment treaty and arbitration reform more

broadly.

期刊介紹

篇名： Externalities and Agricultural Import Bans: Evaluating Regionalization Measures

in Light of the Russia–Pigs Dispute

出處： World Trade Review, Volume 18, Issue 2, April 2019 , pp. 173-195

作者： Emily Blanchard and Mark Wu

摘要： Article 6 of the SPS Agreement presents a series of interlinked obligations for

importing and exporting countries of diseas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Russia–

Pigs dispute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n an importing country is justified in

imposing a ban on products from exporting countries unaffected by the disease, on

the basis of the fact that the country is part of the same customs union as another

country inflicted with the disease.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four distinct classes

of cross-border and cross-product externalities ought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hen assessing this ques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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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arbitration-costs-9780190054434?cc=tw&lang=en&
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arbitration-costs-9780190054434?cc=tw&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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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產業研討會

－總體面（臺中）

陳郁淇、李淳、

林旻亭

 臺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之意涵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概況

 我國已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經濟

合作協定

 我國積極擴大區域連結

 中美貿易戰之發展與對臺灣之影響

 美中貿易戰摘要

 經貿戰影響

 轉向科技戰

 美中拉鋸戰的挑戰及因應

 中小企業如何運用政府資源拓展海

外市場-金融篇

 輸出入銀行簡介

 輸出入銀行主要業務項目

 信用狀交易如何規避風險

 放帳交易如何規避風險

 海外投資融資

 轉融資

http://training.wto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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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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經院WTO及 RTA 中心、

電電公會
額滿為止 7/9

「2019 年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產業研討會- 科技

業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19030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 7/9 7/10 WTO與美中國際關係工作坊
http://www.econ.sinica.edu.tw/workshop2

019

經濟部貿易局 7/15 7/17 貿易管理說明會-貿易管理+海關實務（基隆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65

國經協會 逕行參加 7/19 第 12 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https://reurl.cc/djR6k

經濟部貿易局 額滿為止 7/23 貿易管理說明會（雲林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58

國經協會 7/17 7/23-24 經濟部 2019 年臺灣－東協、印度投資策略夥伴論壇 https://reurl.cc/3WRM9

新光醫院、台大醫院、

中經院新南向辦公室
逕行參加 7/24 新南向國際醫療產業座談會-聚焦緬印「甸記著尼」

https://nsp.mohw.org.tw/cp-1010-4968-

6e94c-1.html

國經協會 7/5 7/28-8/2 第 18 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70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19030
http://www.econ.sinica.edu.tw/workshop2019
http://www.econ.sinica.edu.tw/workshop2019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65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65
https://reurl.cc/djR6k
https://nsp.mohw.org.tw/cp-1010-4968-6e94c-1.html
https://nsp.mohw.org.tw/cp-1010-4968-6e94c-1.html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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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額滿為止 7/30 因應國際貿易新情勢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499

經濟部貿易局 額滿為止 8/6 貿易管理說明會（臺中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59

國經協會 8/9 8/27-9/1 第 33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https://reurl.cc/6nNAO

經濟部貿易局 9/4 9/11 貿易管理說明會-產證管理（臺北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66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499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499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59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59
https://reurl.cc/6nNAO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66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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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拓會 逕行參加 7/6-7 國際紡織展覽規劃與參展行銷進階課程 https://reurl.cc/mOqEV

秘魯駐台北商務辦事處 逕行參加 7/10-11 Alianza de Pacifico 太平洋聯盟會議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476

工商協進會 逕行參加 7/12-26 2019 年巴拉圭、智利及秘魯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 https://reurl.cc/vjyvk

經濟部貿易局 額滿為止
7/11,16,

23

2019 電商研討會：TAITRA x eBay 打造 B2B2C

智慧貿易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19event-

ebay

經濟部工業局 額滿為止 7/8-12 2019 人工智慧香港研習團
https://www.iiiedu.org.tw/courses/pca072i

1901/

外貿協會 7/10 7/12 哈薩克 E商視訊洽談 https://is.gd/uqxTcG

經濟部貿易局、

外貿協會
逕行參加 7/12

2019 商機研討會：航向東南亞「錢」力市場

(越南、印尼、菲律賓、緬甸)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NSP20190

712-ce8

經濟部商業司 額滿為止 7/19 網路開店說明會-決勝 O+O全通路時代 http://www.twcsi.org.tw/online.php?Iid=87

經濟部貿易局、

外貿協會
逕行參加

7/16-

7/24
市場商機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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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724-2

經濟部商業司 額滿為止 7/24 「小資企業網路開店」說明會(宜蘭) 歡迎踴躍報名 http://www.twcsi.org.tw/online.php?Iid=88

https://reurl.cc/mOqEV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476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476
https://reurl.cc/vjyvk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19event-eba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19event-ebay
https://www.iiiedu.org.tw/courses/pca072i1901/
https://www.iiiedu.org.tw/courses/pca072i1901/
https://is.gd/uqxTcG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NSP20190712-ce8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NSP20190712-ce8
http://www.twcsi.org.tw/online.php?Iid=8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1080724-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1080724-2
http://www.twcsi.org.tw/online.php?Iid=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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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協會 7/31 9/11-18 赴德國經貿訪問團 https://reurl.cc/E0n2g

國經協會 7/5 9/21-29 2019 年「赴芬蘭及瑞典經貿訪問團」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72

新加坡展覽集團(SingEx) 逕行參加 10/22-24 第二屆 ITAP 新加坡工業展
https://www.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com/

https://reurl.cc/E0n2g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72
https://www.industrial-transformation.com/
https://www.industrial-transform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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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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經貿行事曆
2019 年 7 月 5 日～8 月 5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7/8-9 一～二 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

7/12 五 Sub-Committee on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7/15-16 一～二 Informal Open-ended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 Special Session

7/15 一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North Macedonia

7/16 二 Working Party on State Trading Enterprises

7/17 三

 Informal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North Macedonia

 Informal Committee on Market Access

7/18 四
 Panel DS537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7/19 五
 Panel DS537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7/22 一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7/23 二  GENERAL COUNCIL

7/24 三  GENERAL COUNCIL

8/15 四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RTA

CPTPP、RCEP

7/26-31 五～三 RCEP: 27th TNC & Related Meetings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7/8-13 一～六
ASEAN: Third Meeting of the Senior Economic Officials’ for the Fiftieth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 (SEOM 3/50), Thailand.

7/10 三 WB: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7/13-14 六～日
ASEAN: 36th Meeting of the High-Level Task Force on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Thailand.

7/14-18 日～四
ASEAN:Third Meeting of the Senior Economic Officials for the Fiftieth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 (SEOM 3/50).

7/18-19 四～五
APEC:Capacity Building Workshop on RTA/FTA Negotiation Skills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TI 10 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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