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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美中前景未明，美印是否真能維持 G20 後良好的氛圍？日韓為何籠罩在貿易戰的陰影下？

本期的電子報帶您掌握複雜的雙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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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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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中國針對特定漁業補貼提出以總量上限為基礎的解決方案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 江庭瑀 江昱瑩 

  世界貿易組織第 11 屆部長會議決議提出規範漁業補貼之願景，各國則紛就其自身

立場表達意見，例如美國與澳洲曾分別提出貨幣金額上限的分級提案，中國則於今

（2019）年 6 月 3 日提出意見書。本文欲對此份意見書之內容進行介紹，包括：意見書

所提議之三種補貼之總量上限計算方法、綠匣補貼機制，及其對於「非法、未申報及未

受規範捕撈」之立場。 

全文網址：http://www.tradelaw.nccu.edu.tw/epaper/no25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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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radelaw.nccu.edu.tw/epaper/no25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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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WTO 透明化與通知要求程序提案引起辯論 

在 WTO 改革談判之行政措施議題方面，美國、歐盟、日本、阿根廷和哥斯大黎加

於 2018 年 11 月提出加強透明化和通知程序提案，其後，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和臺灣

於今（2019）年陸續加入共同提案。另外，南非、印度、古巴、突尼西亞、奈及利亞、

烏干達和辛巴威共 7 個開發中國家亦於同年 6 月底，提出「WTO 透明化及通知要求之

包容性方法」（an inclusive approach to transparency and notification requirements in the WTO）

提案。此兩項提案為 WTO 改革談判中的一部分，皆於 2019 年 7 月 8 日 WTO 貨品貿易

理事會會議上進行討論。 

美國及其他 8 國於 2019 年 6 月底的提案修正內容包括：第一、調整反通知（counter 

notifications）建議，美國雖曾於 2018 年就印度對稻米、麥和棉花的補貼行為在 WTO 提

出反通知，但修正提案不再使用反通知字句，改為「鼓勵各會員於認為另一會員未依照

WTO 協定和瞭解書履行通知之相關資訊時，隨時提醒有關委員會注意」；第二、就未履

行通知要求之行政措施建議進行微調，除了維持公布黑名單（naming and shaming）條款

以及未履行通知義務的懲罰費用外，若提案中建議的行政程序將適用於全體WTO會員，

秘書長應向主管 WTO 行政措施之各國部長通知適用程序；第三，未履行通知要求的會

員，應由秘書處依照 WTO 預算中分攤會費比例 5%評估懲罰費用，且每兩年收取一次，

罰款將全面用於向會員提供通知義務之技術援助，包括WTO訓練及技術合作處（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ITTC）。 

然而，7 個開發中國家提案則與前述提案形成強烈對比，提出透明化及通知要求必

須充分反映出開發中國家所面臨之能力限制，包括：第一，工業化國家應通報其導致貿

易扭曲之農業補貼方面的約束性承諾，以及持續變動的服務貿易相關法律和法規，尤其

是涉及短期移動的服務提供者；第二，要求工業化國家通報其對低度開發國家企業所提

供之獎勵，以及公開生物資源和／或相關傳統知識來源；第三，提出各種貫穿 WTO 運

作之透明化措施，以確保貿易機構之透明性和包容性，尤其更於決策過程中提供每個

WTO 會員平等機會，且應提高部長會議與日內瓦預備工作之透明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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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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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鐘綉婷綜合報導，取材自 WTO document，2019 年 6 月 27 日；Washington Trade 

Daily，2019 年 7 月 4 日】 

▲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 

非洲聯盟（Africa Union）峰會於今（2019）年 7 月 7 日於尼日（Niger）首都尼阿

美（Niamey）召開，會中，各國領袖正式宣布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已進入作業階段（operational phase），總部將設於迦納（Ghana）。

據統計，若 AfCFTA 順利運作，有望成為涵蓋 13 億人口、總值達 3.4 兆美元的龐大經濟

體。 

歷時 4 年談判，今年 4 月 AfCFTA 已達 22 國批准門檻並於 5 月 30 日正式生效；7

日峰會當天，貝南及非洲第一大經濟體奈及利亞亦簽署加入協定，使得非洲聯盟 55 個

會員中即有 54 個加入，僅剩厄利垂亞（Eritrea）尚未簽署。會中，各成員國同意啟動 5

項自貿區的「作業計畫」（operational instrument），包含管理原產地規則及關稅減讓機制、

線上談判論壇、監督及削除非關稅貿易障礙、統一數位支付系統，以及非洲貿易觀測儀

表板（the African Trade Observatory Dashboard）。 

AfCFTA 的啟動被視為非洲邁向和平與繁榮的一大步，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穆薩法

吉（Moussa Faki Mahamat）表示，此乃歷史性的一刻，希望藉此帶動區域內的貿易量，

釋放非洲長期受困的經濟潛能、強化供應鏈，以及有效傳播專業知識。據統計，2017 年

非洲區域內出口僅占總量的 17%，然對亞洲則高達 59%，對歐洲亦有 69%，此即表示，

非洲錯失過去數十年與其他貿易集團一同經歷經濟成長的浪潮。 

然而，有專家認為該區域內仍存在許多挑戰，包括各國間經濟實力的龐大差異、基

礎建設不足、局勢動盪、繁瑣的官僚系統及貪腐問題等，皆會阻礙經濟成長及區域整合。

對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認為，AfCFTA 與過去歐

洲及北美的經驗類似，具有扭轉經濟情勢（game changer）的潛力，其並於報告中指出，

雖然消除大部分的貨品關稅可於中期增加區域內 15%至 25%的貿易量，然惟有解決其他

問題才有倍增的可能，僅降低關稅是不夠的。 

AfCFTA 預計將於 2020 年 7 月正式運作，希冀藉此給予各成員國足夠的時間適應

協定可能帶來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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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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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劉真妤綜合報導，取材自 Reuters、The East African，2019 年 7 月 7 日；Washington 

Trade Daily、Ghanawaves，2019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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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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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日本政府決定對 3 項出口至韓國產品進行管制 

日本經濟產業省於今（2019）年 7 月 1 日公告中表示，出口管理制度必須建立在國

與國的信賴關係與密切溝通上，考量日本與韓國近來在出口管制議題上的信賴關係減弱，

經濟產業省決定對部分產品及相關科技之現有出口或轉運執照核發政策及程序進行調

整，並將適當地執行並落實日本之出口管制規範。由於經濟產業省認為目前有部分敏感

性產品，在不適當的管理架構下被出口至韓國，因此經濟產業省宣布將使用更嚴謹的過

程來控管該類產品及相關技術，並將自 7 月 4 日起就三項出口至韓國之產品進行出口管

制，並考慮把韓國從可信賴之友好國家「白色國家清單」（White countries）上除名。 

專家表示，日本此次決定對韓國採取措施的主因，乃是因韓國最高法院判決日本企

業須對在二戰期間被迫強制勞動之南韓勞工進行賠償，並不排除凍結日企資產以保全債

權行使；雖然日本原計畫在今年六月底的二十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大阪峰會，

就強迫勞動勞工的賠償問題與韓國進行會談，但卻未能獲得南韓方面的相關回應。除此

之外，日、韓間也因韓國持續限制日本 8 縣水產品進口、雙方軍艦發生火控雷達照射等

事件而有齟齬。 

日本經濟產業省在 7 月 1 日的公告中表示，自 7 月 4 日起，從日本出口至韓國的氟

化聚醯亞胺（Fluorinated polyimides）、光阻劑（Photoresist）以及氟化氫（Hydrogen fluoride）

等三種半導體加工材料，都須個別向日本政府申請出口許可，而不再享有過去免出口申

請許可待遇。依照規定，業者須在申請許可時載明產品之使用目的、方法、數量等詳細

內容，並須簽署承諾書保證相關原料不會被用於武器或軍事用途；而日本政府也將逐案

對出口許可申請進行審核，審查時間最長將花費 90 個工作天。 

據了解，氟化聚醯亞胺主要使用於智慧型手機的面板製程，而氟化氫及光阻劑則為

半導體製程的重要原料。根據統計資料顯示，韓國於 2019 年 1 月至 5 月，共自日本進

口一億美元以上的光阻劑、2,844 萬美元的氟化氫，以及 1,214 萬美元的氟化聚醯亞胺。

有專家表示，由於半導體製作需經過多項步驟，任何一個步驟缺漏都可能對產品品質造

成嚴重影響；此外，因日本為全球前述三種產品的最大出口國，一旦日本停止對韓國出

口，韓國在找尋替代廠商時也將面對重大挑戰。另一方面，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長内厚

（Atsushi Osanai）也表示，韓國的經濟大多倚賴國內財閥，日本所實施的出口限制將會

對韓國經濟造成影響；不過考量日本對韓國實施者乃是出口管制而非出口禁令，且除了

韓國外，日本目前對包含中國大陸在內的許多國家之出口也訂有類似許可執照要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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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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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仍為出口之正常程序。 

除了對以上三種科技產品進行出口管制之外，經濟產業省 7 月 1 日的公告中也表

示，將針對把韓國從可信賴之友好國家「白色國家清單」除名之舉，進行公眾意見蒐集。

「白色國家清單」係指參與出口管制機制組織、簽署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相關條約，並對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以及傳統武器以「滴水不漏」（Catch-all）管制措施進行嚴格出口管理

之國家；目前日本白色國家清單上共有包含美國、加拿大、英國、韓國等在內的 27 個

國家。若日本將韓國自「白色國家清單」除名，未來日本政府若認為出口至韓國產品涉

及武器相關應用，也可額外要求日本出口商申請出口許可。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長官成允模（Yunmo Sung）表示，日本利用經濟手段報復韓國

最高法院判決的作法，係屬 WTO 協定下禁止的行為。因此，韓國將在 WTO 場域下對

日本措施提起爭訟，並將根據國際法和國內法採取必要的應對措施。日本經濟產業大臣

世耕弘成（Hiroshige Seko）則堅持，日本的做法合乎 WTO 規範，且該措施符合 G20 強

調的自由貿易原則。 

【由王韻潔綜合報導，取材自日本經濟產業省，2019 年 7 月 1 日；Nikkei Asia News，

2019 年 7 月 2 日；The Japan Times，2019 年 7 月 4、7 日；Japan Today，2019 年 7 月

6 日】 

▲美國與印度將於下周展開貿易談判 

美國與印度間自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上任後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美國控

訴印度遲遲無法解決有關市場進入、貿易障礙與貿易赤字等問題，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遂於今（2019）年 5 月 31 日宣布將印度自「普遍化優惠關稅制度」（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清單移除；印度則於 6 月 15 日宣布將自隔日起對自美國進

口之杏仁、扁豆、蘋果及若干化學產品等 28 項產品正式提高進口關稅予以回擊。儘管

川普總統於 6 月 27 日曾表示無法接受印度提高關稅並要求撤回，但川普總統與印度總

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 6 月 28 日二十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峰會場邊進

行會晤時氣氛相當融洽，川普暗示未來將與印度締結規模龐大的貿易協定，且兩國貿易

部長將儘速會面展開後續談判，以解決美國與印度間貿易爭議。 

關於美印間貿易爭議，依據美國於 2019 年 3 月公布之〈2019 年貿易障礙報告〉

（2019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美國政府長期以來關切美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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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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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高額貿易逆差、印度對醫療器材之價格管控及乳製品進口限制影響美國產品進入

印度市場的機會，以及印度於 2018 年頒布的電子商務新法規及數據在地化要求，將對

美國電子商務業者帶來重大打擊等問題。至於印度政府則關注美國拒絕豁免對印加徵之

鋼鋁稅，故而導致雙方先後於 2019 年 5 月及 6 月祭出制裁措施。 

儘管如此，美國與印度 G20 場邊會議期間已開誠佈公明言雙方關切事項，並同意兩

國貿易部長將儘快會面以解決問題。據悉，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將於下周派員前往印度新德里以重啟貿易談判。此次貿易

談判將是自印度 5 月大選後展開的首次貿易談判，美國方面預計派出負責南亞與中亞事

務之副談判代表威爾遜（Chris Wilson）與談判代表助理林奇（Brendan Lynch）。 

另一方面，針對印度提高美國進口產品關稅之措施，美國在 2019 年 7 月 3 日主張

印度此舉已違反 WTO 規範，按 WTO 爭端解決程序向印度提出諮商請求。美國指出，

印度自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間共對美國產品進行 13 次關稅調整及修訂，且印度

對美國產品所課稅率亦高於印度在 WTO 關稅減讓表所承諾之關稅稅率；然而印度並未

對原產自其他 WTO 會員的產品加徵關稅。基此，美國主張印度的關稅措施已違反 1994

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第 1.1 條最惠

國待遇，以及第 2.1(a)、2.1(b)條之減讓規定，因而提出諮商請求。依據 WTO《爭端解決

規則與程序瞭解書》（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之規定，印度須在收到諮商請求之日起 10 日內作出答覆，並於 30 日內進行

諮商。如未能在印度收到諮商請求後 60 日內解決該項爭端，美國可要求成立爭端解決

小組，以解決雙方間爭端。 

【由鄭昀欣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19 年 7 月 3、5 日；2019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2019 年 3 月 29 日】 

▲中國大陸堅持要求美國必須取消對中方產品加徵關稅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和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今（2019）年 6 月底

在日本大阪二十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峰會上，達成貿易戰休兵共識，並同意

重啟雙邊貿易談判。近日中國大陸持續強調，美中達成貿易協定的條件之一是，美國對

中國大陸產品加徵的關稅必須全部取消。 

雖然川普和習近平在 6 月底的 G20 峰會上同意美中雙方重啟經貿磋商，且美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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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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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暫停對中國大陸 3,000 億美元銷美產品實施加徵 25%關稅的計畫，不過目前雙方尚

未宣布面對面協商之具體計畫。回顧今年 5 月美中雙方談判破裂時，中國大陸曾提出在

貿易協定中必須解決的三個核心關切問題，包括取消全部加徵關稅、貿易採購數字要符

合實際、改善文本平衡性。 

其中，就貿易採購來說，在美中恢復貿易談判後，中國大陸正考慮購買一些美國農

產品以示善意，品項可能包括黃豆、玉米和豬肉，購買量取決於雙方貿易談判進展，不

過應會少於 2018 年 12 月雙方休戰時中國大陸承諾購買數量。中國大陸官媒《經濟日報》

旗下的微信公眾號陶然筆記的評論指出，「採購美國農產品是中國大陸特有的談判籌碼，

任何進口都取決於談判是否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顯示中國大陸正考慮向

美國購買一些農產品以示善意，但截至目前並未見到如川普所稱，中國大陸承諾購買「大

量」美國農產品之跡象。 

此外，針對取消全部加徵關稅，中國大陸商務部發言人高峰在 7 月 4 日例行記者會

上表示，美國對中國大陸輸美產品單方面加徵關稅是中美經貿摩擦的起點，如果雙方能

夠達成協定，加徵的關稅必須全部取消，中方對此的態度是明確、一貫的。另一個與中

國大陸官媒相關的知名部落格在 7 月 5 日亦指出，如果美國不這樣做，恐導致談判再度

倒退，此言論與中國大陸商務部的論調相呼應；然據了解，目前部分美國官員堅持，即

便美中達成協定仍應保留部分關稅，以確保中方落實協定承諾。 

【由許裕佳綜合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 Law，2019 年 7 月 3、5 日】 

▲歐越 FTA 生效泰國產業受到威脅 

歐盟─越南自由貿易協定（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EVFTA），以及投資

保護協定（EU-Vietnam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EVIPA）已於今（2019）年 6 月

30 日於河內完成簽署，最快將在今年內生效。 

越南是繼新加坡之後，第 2 個與歐盟簽署 FTA 的東協會員國，歐盟與越南自 2012

年 6 月開始談判，經過 14 輪談判後，於 2015 年 12 月對外宣布達成共識。歐越 FTA 涵

蓋雙邊高達 99%之出口貨品，對歐盟而言，出口至越南的貨品中 65%將在生效後立即享

有減稅優惠，其他貨品將於 10 年內全面減稅；至於越南出口至歐盟的貨品中，則有 71%

之貨品立即減稅，其餘也將在 7 年內全面減稅。 

  據泰國商業部貿易政策與戰略辦公室（Trade Policy and Strategy Office）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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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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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泰國與越南對歐盟的雙邊貿易都出現順差，且貿易額較前年皆有明顯成長，顯示

兩國在歐盟市場有明顯的貿易競爭關係。然而，泰國的汽車、電腦及電路等出口項目將

在歐越 FTA 生效之後受到嚴重威脅，主要原因在於泰國目前未與歐盟簽署 FTA，且歐

盟也已於 2015 年取消給予泰國普遍性優惠關稅（Generalized Scheme of Preferences, GSP）

之資格，因此泰國在沒有關稅優勢的情況下難與越南競爭。該辦公室更建議，泰國在地

的汽車產業應努力改善生產效率，尤其在越南近年針對泰國汽車零組件實施非關稅貿易

障礙的情況下，更有必要考慮赴越南投資布局。而其他可能受影響的產業尚包含紡織成

衣、珠寶、電子零組件及部分農產品。 

歐盟為泰國第 3 大貿易夥伴，2018 年雙邊貿易額達到 473 億美元，其中泰國出口至

歐盟之金額達 250 億美元，自歐盟進口則有 253 億美元。泰國對歐盟主要出口產品項目

包含電腦及其零組件、汽車、珠寶、電路、橡膠製品等；進口則有機械零組件、化學製

品、醫藥產品等。 

泰國其實與歐盟早在 2013 年 3 月即展開 FTA 談判，因 2014 年 5 月泰國發生政變，

才導致雙邊談判一再延宕。不過，泰國官方及部分經濟學家也樂觀指出，在 2019 年大

選結束且政局穩定之後，歐盟很快將與泰國重啟 FTA 談判，並就雙邊經貿合作進行下一

階段協商，特別是泰國的醫藥、汽車及酒精飲料等產業，是歐盟有興趣關注並促進合作

的領域。 

【由孫聖恆綜合報導，取材自 Bangkok Post，2019 年 7 月 6 日；Business Times，2019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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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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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透明化 Transparency 

係指 WTO 會員必須將其貿易政策與措施之內容、運作，以及制定過程予以公開，

以提供該國及其他 WTO 會員政府及企業知悉，並使之達到可預測的程度。透明化義務

的主要依據為 GATT 第十條、GATS 第三條、TBT 協定第二條以及其他 WTO 協定相關

條款。 

一般而言，WTO 透明化義務要求會員應公開任何與貿易有關之法令、判決、協定

及其他普遍適用的措施，並應將對貿易影響重大之修正通知 WTO 秘書處。會員有義務

公正、合理地執行前述之措施。GATS 與 TBT 協定則進一步要求會員設置查詢單位，作

為答覆其他會員之詢問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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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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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科技維新：日本再起 

網址：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45097  

摘要： 
  在第一章，介紹日本社會經濟的現狀與未來的方向。透過這一章的說明，

讀者們應該能清楚了解我所謂的科技技術立國理論。在第二章，提出了日本要

以科技打造強盛日本所應採取的十三項策略。第三章乃在說明打造強盛日本

時所需的尖端科技，對日本所擁有的十七項傲人尖端科技，並以淺顯的方式加

以說明。第四章介紹二十一世紀人類與地球所面對的八大課題，如何運用科技

的國際合作來解決。第五章介紹了目前正在積極籌備興建中的「沖繩新大學院

大學」，說明這所大學成立的意義與成立過程中的設計計畫。 

期刊介紹 

篇名：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he governance of foreign aid in Light of the Russia–

Pigs Dispute 

出處：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Volume 15, Issue 3, June 2019 , pp. 413-429 

作者： Bernhard Reinsberg 

摘要：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ether (and if so, how) blockchain technology can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foreign aid governance, thereby moving beyond 

completely anonymous contexts. In this context, blockchain technology holds two 

promises. First, it can strengthen the credibility of state commitments, for example 

collective burden-sharing rules among a group of donors or recipient country 

compliance with policy conditionality in return for aid. Second, through leveraging 

prediction markets, blockchain technology can allay information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verification of real-world events along the entire aid deliver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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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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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45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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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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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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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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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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財經基金會 額滿為止 7/23 「經貿變局下的全球金融動向」論壇 
http://www.ctdf.org.tw/events_form.php?e

vent_no=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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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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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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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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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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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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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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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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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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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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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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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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逕行參加 7/19 2019 中小企業跨域國際化商務媒合交流會 
http://mymkc.com/app/edms/cpc2546/ed

m/2019/s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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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研院 逕行參加 7/25 2019 台日合作鏈結新南向媒合會 
http://www.technomart.org.tw/article-

technomart-890-7187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額滿為止 8/26-29 2019 年俄羅斯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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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自洽詢 9/21-29 赴芬蘭及瑞典經貿訪問團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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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vjyvk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19event-e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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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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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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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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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19 年 7 月 12 日～8 月 12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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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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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 二～三 ASEAN: JPO Heads of IP Office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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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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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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