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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本周第 16 屆 WTO 及 RTA 青年研習營熱鬧登場，課程包括國際貿易服務規則、美中貿易

戰、區域經濟整合、全球化對勞工的影響等等，課程影音即將上線，請持續鎖定粉絲專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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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聯盟法院確認《全面性經濟與貿易協定》之國際投資法庭符

合歐盟法律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 吳彥容

比利時於 2017 年 9 月要求歐洲法院就《全面性經濟與貿易協定》的投資法庭制度

是否符合歐盟法律提出意見。今（2019）年 4 月 30 日，歐洲法院提出意見，分別以歐

盟法律自治原則、平等原則、歐盟法律之有效性原則，及享有獨立及公正之司法制度的

權利進行分析，認為《全面性經濟與貿易協定》符合歐盟法律。此意見將有助於歐盟成

員國全面批准《全面性經濟與貿易協定》。

全文網址：http://www.tradelaw.nccu.edu.tw/epaper/no254/1.pdf

http://www.tradelaw.nccu.edu.tw/epaper/no254/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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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G7會議達成數位稅改革共識

七大工業國（Group of Seven, G7）財政部長與中央銀行代表於今（2019）年 7 月 17、

18 日齊聚法國展開會議，本次議程主要針對數位稅制度及臉書（Facebook）計畫發行的

Libra 加密貨幣進行討論。儘管會議最終對 Libra 幣的監管與系統風險保留遲疑態度，但

在數位稅制度的改革上取得一定共識，期望改變現行國際租稅制度，以確保如谷歌

（Google）、亞馬遜（Amazon）及臉書等大型跨國企業能繳交合理的稅金。

首先，G7 對於臉書預計發行的 Libra 加密貨幣表示關切，主張穩定幣（stablecoins）

與包含 Libra 在內之新產品，將引發嚴重的監管與系統問題，並認為私人企業若如同國

家創設支付方式，將無力承擔監控及相關責任。其次，G7 會議亦針對大型跨國企業的

租稅制度進行討論，若干歐洲國家控訴，大型跨國企業不須如傳統企業在海外設立分公

司或營運據點，卻可在海外賺取豐厚利潤，因此認為此等大型跨國企業利用數位經濟開

創的新形態營運模式，以及移轉訂價系統的漏洞從事避稅活動，而未在營運國繳納合理

稅金。

針對此項問題，G7 同意大型跨國企業雖未在營運國設立商業據點，仍須在當地繳

納稅金。基此，G7 認為應制定全球適用的「數位公司稅最低稅率」，以免跨國科技公司

將利潤移轉至避稅天堂或是低稅率區域，剝奪營運國的稅務收入並產生國際稅收競爭。

儘管 G7 尚未確定課徵數位公司稅的方案，但建議參考美國「全球無形資產低稅負所得」

（Global Intangible Low-taxed Income, GILTI）規則，以確保大型跨國企業繳納合理稅金；

所謂 GILTI 規則係指美國對企業設立無形資產稅收門檻 10.5%，以防止美國企業為規避

21%企業所得稅而將資產移出美國。

在本次會議上，儘管法國及其他國家希望可就「數位公司稅最低稅率」取得共識，

或是確定最低稅率範圍，以加速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後續談判進展，但英國與加拿大因臨近大選而不

願提出任何承諾，日本亦反應冷淡，最終 G7 各國仍無法達成共識。

實際上，法國、義大利、英國以及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已針對此類大型跨國企業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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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制度，近期法國正式對美國科技巨頭課徵 3%數位稅，也成為此次 G7 關注焦點。法

國財長勒麥爾（Bruno Le Maire）於會中表示，在 OECD 完成數位稅談判及達成協定以

前，法國仍會繼續對美課徵數位稅。至於美國財長梅努勤（Steven Mnuchin）亦表示，在

推動 OECD 數位稅改革談判的同時，美國還是會持續對法國實施數位稅進行 301 條款

調查。

面對企業營運模式的轉變，設立新制度及規範是必然趨勢，本次 G7 會議為世界各

國對設立數位稅制度的全新嘗試，亦有助於 OECD 持續進行中的數位稅協定談判，預計

最快將在 2020 年年底時完成。

【由吳欣慈綜合報導，取材自 Financial Times、Reuters，2019年 7 月 18日】

▲WTO秘書長對投資便捷化討論取得之進展表示讚許

WTO 秘書長阿茲維多（Roberto Azevêdo）於今（2019）年 7 月 18 日一場 WTO 投

資便捷化（Investment Facilitation）會議中，對投資便捷化討論迄今取得之進展表示讚許，

稱讚參與會員以公開、透明和包容的方式推進討論工作，並指出相關討論成功讓參與者

了解貿易與投資之間的聯結日益緊密，以及投資對貿易之促進效果。

阿茲維多在該場會議演說中，首先對推動、協調投資便捷化討論工作的大使岡薩雷

茲（Juan Carlos González）及參與會員的努力表達感謝之意，並從兩方面談論投資便捷

化倡議迄今取得之進展。阿茲維多指出，第一，此議題之討論已成功讓 WTO 會員了解

貿易與投資之間的聯結日益緊密，投資是貿易的推進器（catalyst），因此對貿易和投資

政策採取協調一致的方法極其重要，好的政策有助於貿易的多樣化和擴大，進而促進經

濟成長與發展，尤其對開發中會員和低度開發會員（least-developed members）更是如此。

有鑒於此，近來的國際投資情勢發展不免令人擔憂，2018 年全球外人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流量減少 13%，降至 1.3 兆美元，跌至金融海嘯以來低

點，進一步證實這十年國際投資不景氣的事實。為得到貿易和投資所帶來的發展效益，

應營造一個有助於吸引和擴大投資的法規環境，其中重要的關鍵因素包括：政策及法規

的透明度和可預測性，以及使投資相關之行政程序更有效率。

此外，目前 WTO 會員對於投資便捷化議題討論有相當廣泛的參與，此倡議係由開

發中會員及眾多低度開發國家（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LDC）所發起，並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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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核心目標，已開發會員亦積極參與討論。各國在採取投資政策及做法以便捷化國際

投資的立場上，由於擁有共同利益，皆希望探索便捷投資的方法，盼藉此促進貿易、創

造就業、經濟成長及發展；若投資能形成一類似貿易便捷化協定（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的多邊架構（multilateral framework），則會員的努力即得以進一步推進及深

化。

最後，阿茲維多鼓勵投資便捷化參與會員保持開放、透明和包容的態度，並持續與

其他會員聯繫，以擴大討論範圍及確保各會員之關切事項均得到重視。2020 年召開的

WTO 第 12 屆部長會議將是個里程碑，持續努力、把握機會，就可能獲得成果。

【由許裕佳報導，取材自WTO，2019年 7 月 18日】

▲2019 年世界銀行發展融資已達近 600 億美元

根據世界銀行財務報表，2019 年世界銀行發展融資承諾額共計 595 億美元，用於協

助各國促進增長、就業、減貧、治理、人力資本、基礎設施和債務透明化，並增加對氣

候與環境、改善婦女及女童狀況，以及幫助脆弱和受衝突影響國家之承諾資金。

世界銀行表示，國際復興開發銀行（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國際開發協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DA）、國際

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和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已更重視加強改善增長和發展成果的國別計畫，提

高對低收入國家及脆弱與受衝突影響國家的支持，包括貸款、融資和擔保，並特別針對

協助最需要國家提高生活水準的計畫，有效減少貧困與促進繁榮，且同時考慮全球增長

放緩、債務激增，清潔供水、電力、健康、教育嚴重不足，氣候變化的影響，以及為貧

困人口謀取利益所面臨的諸多挑戰。

具體而言，IBRD 於 2019 年開始實施增資，當年度對各國的貸款額增至 232 億美

元，較去年增加 2 億美元，其措施包括推出年度永續貸款限額，以 27 種貨幣發行 540 億

美元債券，資助促進中等收入國家包容性成長和政策改革、提高生活水準等計畫；IDA

則向全球 75 個最貧困國家提供零利率或低息貸款和贈款，2019 年承諾額為 219 億美元。

IBRD 和 IDA 亦計畫幫助更多國家加速達成發展目標，其中，人力資本投資需求在 2019

年持續增長，乃因各國日益體認人力資本投資在促進長期包容性成長和減貧方面可發揮

重要作用；此外，60%以上的世界銀行計畫有助於縮小性別差距，鼓勵婦女充分融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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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活動。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 IDA 對受脆弱、衝突和暴力影響國家承諾資金達 80 億

美元。

另一方面，世界銀行於 2019 年也增加對經濟和制度改革的資金支持，以促進開發

中國家的私部門投資創及造就業機會，私部門投資共計 5.78 億美元，由支援超過 13 億

美元的 IFC 和 MIGA 擔保，預計這筆資金將從包括私部門在內的其他融資管道動員，額

外投資 17 億美元。同時，2019 年 IBRD 和 IDA 承諾資金的 30%與氣候協議有關，已超

過世界銀行承諾在 2020 年達到 28%之目標；事實上，世界銀行在 2018 年 11 月宣布一

項總額 2000 億美元的 5 年目標以協助各國因應氣候挑戰，藉此強調氣候適應與防災議

題同等重要。

再者，IFC 根據 2018 年 4 月會員國批准的增資協議，加強關注最貧困國家和脆弱

地區；基於本身為最大全球發展機構的角色，IFC 為需求最大地區的永續私人投資創造

市場和機會，截至 6 月 30 日的初步資料顯示，IFC 在 2019 年運用自有資金進行長期投

資近 89 億美元，並從其他投資方籌資約 102 億美元，長期投資總計超過 190 億美元，

支持開發中國家 269 個長期融資計畫；此外，IFC 增加短期貿易融資 45 億美元，其中一

半以上（約 25 億美元）用於 IDA 借款國和脆弱及受衝突影響國家。

正如 IFC 增資目標所示，其正將關注點轉向世界最貧困國家私人投資的融資計畫，

提供長期融資逾 48 億美元加速 IDA 借款國的發展，其中包括總額近 25%籌自其他投資

方的資金，同時亦在脆弱和受衝突影響國家的企業投資總計超過 5 億美元；此外，IFC

繼續專注於投資氣候友好型計畫，並在面臨嚴峻發展挑戰的地區加大投資力度，例如 IFC

利用自有資金對非洲、中東和南亞地區的投資承諾額比重上升至 45%，創下歷史紀錄；

IFC 亦推動發展影響力投資原則，為更多資金投入具有積極社會及環境影響之計畫奠下

良好的基礎，目前已有 63 個全球投資機構簽署「發展影響力管理運作原則」（Operating

Principles for Impact Management）。

最後，MIGA 是全球最大的多邊政治風險擔保機構，其任務是透過幫助推動開發中

國家的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而產生發展影響力。MIGA 新簽

發的擔保額為 55 億美元，幫助動員資金總額達 93 億美元。MIGA 在 2019 年承保的計

畫乃為約 360 萬人供電，並為當地政府帶來每年 7.91 億美元的稅收。2019 年近 30%的

MIGA 擔保計畫為支持 IDA 借款國和適應脆弱環境的計畫，接近三分之二的計畫有助於

適應或減緩氣候變化。在過去 6 年裡，MIGA 的承保總額增加一倍，達到 233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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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發展影響力，MIGA 在 2019 年對契約進行修訂和標準化，並根據 G20 全球金融

治理知名人士小組（G20 Eminent Persons Group o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建議，

加強與 IBRD、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和伊斯蘭投資和出口信

貸保險公司（The Islamic Corporation for the Insurance of Investment and Export Credit,

ICIEC）合作。。

【由蘇怡文報導，取材世界銀行，2019年 7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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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日韓貿易戰持續升溫美國將介入調停

日本經濟產業省於今（2019）年度 7 月 1 日宣布，自 7 月 4 日起對出口至南韓的含

氟聚醯亞胺（Fluorine Polyimide）、光阻劑（Resist）及蝕刻氣體（Etching Gas）等 3 項

關鍵半導體原料加強管制，外界普遍認為，日本管制措施是對二戰時期徵用工爭議之報

復，然日本政府否認此說法；日本當局認為南韓將日本限制出口的三項關鍵半導體原料

走私至敘利亞及北韓等地，然日本並未在雙方高層會面時，提出證據。日韓雙方 12 日

於東京舉行處長級會議，南韓有意就此措施進行磋商，然因日本態度並未軟化，雙方僅

就相關議題提出說明，並未達成協商共識。

另一方面，南韓央行也準備採取行動，以應對日本對南韓晶片製造業關鍵材料出口

限制所造成的損害，並於 7 月 18 日將利率從 1.75％調降至 1.5％。南韓央行行長李住烈

對外透露正在監控情況，並表示「如有需要，將會做出行動。」李住烈亦說明考慮到南

韓和日本之間的貿易量以及產業和公司之間的緊密度，若日本擴大出口限制，無法保證

其對出口和經濟的衝擊不大。此外，日本亦計劃將南韓排除在其受益於簡化出口程序的

「白色清單」（White List）國家之外，一但南韓被排除在白色清單外，將使南韓產業面

臨到嚴重衝擊。

日韓雙方在貿易戰中相互攻防數週後，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發言人在推特上表示，「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計劃繼續與日韓兩位關鍵盟友

進行對話。」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也於 7 月 19 日表示，南韓總統文在寅過去

曾詢問他是否能夠介入此事，若兩個盟國向華盛頓求助，他將準備幫助緩和日韓雙方的

緊張局勢。

南韓總統府發言人表示，波頓將於 7 月 23 日至 24 日訪問南韓，並於 7 月 24 日會

見南韓國家安全顧問鄭義溶，討論朝鮮半島的永久和平政權，以及首爾和華盛頓之間加

強聯盟。據日本外務省不具名人士透露，波頓很可能在訪日期間會見外務大臣河野太郎，

同時與日本官員就日本和韓國之間的雙邊關係進行交流。

【由黃理威綜合報導，取材自NIKKEI，2019年7月18日；The Japan Times、REUTERS，

2019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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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農產品產銷出口面臨國內外困境

近日，有中國大陸企業為增加購買美國農產品，向政府提出免除美國農產品進口關

稅之要求，此為自今（2019）年 6 月美、中雙方於日本會談後首次釋出之善意。事實上，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於上週重申，若中國大陸不遵守承諾，將不排除對其進

口產品加徵關稅；不過，中方釋出增購農產品的消息，可能為回應 7 月初美國宣布豁免

110 項中國大陸進口產品之關稅。

美中雙方自 2018 年起互為實施懲罰性關稅措施，影響超過 3,600 億美元的進出口

貿易，相關產業亦受衝擊，如今中方將履行增購美國農產品的承諾，有望緩解雙方於貿

易戰下美國農產品出口的困境。然而，除了受貿易戰衝擊，美國農民同時也面臨氣候條

件的限制，過去數年許多農業大州受到暴雨侵襲，大面積農作損毀，洪患迫使播種期延

後、作物採收困難，如今夏季熱浪又造成農損，玉米、大豆等農作物之收成情況堪憂。

針對受到貿易戰及氣候災害影響的農民，川普政府已啟動紓困計畫，撥款超過 80 億

美元補償其損失。以紐約州為例，97%的補助款集中於大豆、酪農業、小麥及玉米等受

創最深的農產品。然而，美國農民多認為政府補助計畫僅有助於短期紓困，指出該補助

款金額根本不足以支應農場經營成本，效益並不大，反而希望政府強化貿易管道，改善

目前國際貿易困境。

此外，許多農民將自行種植的大豆及玉米作為餵養牛隻的飼料，然受貿易戰衝擊，

農作及乳製品雙雙滯銷，市場價格下跌導致其收益大受影響。另一方面，近期之氣候災

害亦使黃豆收成減少，未來酪農勢必將面臨飼料成本上揚的困境。

事實上，美國一直以來是中國大陸進口大豆的主要來源之一，以 2017 年為例，美

國出口超過 214 億美金的大豆有 57%出口至中國大陸，而 2018 年中方對美實施加徵關

稅後，出口至中國大陸的大豆銷量下跌約 75%，中國大陸也已積極尋覓其他農產品來源，

例如轉向增加巴西大豆之進口；對此，美國產業界仍期待政府盡速解決與中國大陸的之

貿易爭端，逐漸回復美國農產品進入其市場的機會。

【由廖倍妤綜合報導，Times Union，2019 年 7月 19日；CNBC，2019年 7 月 20日；

Bloomberg、The Straits Times，2019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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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多邊投資架構 (Multilateral Framework on Investment， MFI) V.S. 雙邊投資協定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 Multilateral Framework on Investment

V.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目前有關投資相關之國際規範多係透過雙邊之雙邊投資協定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 予以運作，多邊投資架構 (Multilateral Framework on Investment， MFI)

在 WTO 迄今並未進入真正之諮商階段。惟 OECD 所草擬之多邊投資協定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已反映出 BIT 之實質內容。因此，WTO 對多邊投資

議題之處理，除應建立在 WTO 原有的規範架構（如 TRIMS、GATS、ASCM 等協定）

外，亦須借助於既存 BIT 所建立之實質內涵。 未來 WTO 將如何設計 MFI 尚無法得知，

其應如何處理目前眾多 BIT（將近 250 個），則是另一項值得關切的問題。特別是我國國

情特殊，參與之 BIT 相當有限，致我國廠商無法有效全面地基於互惠而享有他國所賦予

之投資保護，故 WTO 對 BIT 之處理是否會嚴重損及我國之利益，特別需要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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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伊斯蘭的悲劇：從中東歷史和地緣政治解讀中東複合危機

網址：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7110

摘要：
作者山內昌之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也是日本首屈一指的中東伊斯

蘭專家。他使用「中東複合危機」這個名詞，來定義第二次冷戰與後現代戰爭

在中東地區所形成的各種複雜現象。他展開中東地圖，從歷史和地緣政治的視

野，對各國的關係與勢力版圖進行拆解與重構。他以歷史學與地緣政治學為經

緯，深入淺出地解讀中東危機。他的分析脈絡分明，對於掌握中東局勢極有幫

助，也為關注中東問題的讀者提供參考的因應之道。

期刊介紹

篇名： Valuing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schemes in

Lao PDR

出處：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24, Issue 4, August 2019 , pp.

376-394

作者： Gabriela Scheufele and Jeff Bennett

摘要：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s aimed at estimating

the demand fo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ervices generated by a wildlife

protection PES scheme in two protected areas in Lao PDR. The survey was

customised to a developing country context to address diversity in respondents'

literacy levels, language limitations of the interviewers, socio-cultural

conventions, and limited trust in confidentiality and anonymity of the survey

process. The marginal benefits of the environmental services so estimated were

used to inform the development of a PES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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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78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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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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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經濟研究院 額滿為止 7/31 美中經濟對抗之影響與因應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29063

中研院歐美所 逕行參加 8/5

From Exporters' Inaction to Exporters in Action:

Motivating Free Trade Lobbying in the Shadow

of Trade Disputes

https://www.ea.sinica.edu.tw/UploadFile_S

YS/SeminarImages/20190717170516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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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協會、

台大亞洲WTO中心
8/7 8/15-16 2019 年臺北國際仲裁暨調解研討會 https://reurl.cc/QMm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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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29063
https://www.ea.sinica.edu.tw/UploadFile_SYS/SeminarImages/201907171705161.jpg
https://www.ea.sinica.edu.tw/UploadFile_SYS/SeminarImages/20190717170516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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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m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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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印經貿協會 逕行參加 7/26 108 年度第二次台印經貿講座 https://reurl.cc/71vKQ

外貿協會 逕行參加 8/7 2019 年亞銀商機說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DBsemin

ar

全國工總 逕自洽詢 8/19-23 2019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http://www.cnfi.org.tw/front/bin/ptdetail.p

html?Part=20180718-1&Rcg=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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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貿易局、

外貿協會
8/21 8/28 2019 年東協澳紐商機日 https://reurl.cc/YArkO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9/8-12 臺灣醫療器材-泰國經貿布局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19ThaiMed

外貿協會 7/26 9/8-14
醫療器材及健康照護產業生態系國際行銷計畫泰國

及越南深耕佈局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19SEATRAD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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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71vKQ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DBsemina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DBseminar
http://www.cnfi.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20180718-1&Rcg=100001
http://www.cnfi.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20180718-1&Rcg=100001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120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120
https://reurl.cc/YArkO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19ThaiMed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19ThaiMed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19SEATRADEMISSIO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19SEATRADEMISSION
https://reurl.cc/E0n2g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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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經濟發展局 9/20 9/27 清真 HALAL 認證說明會 http://cec.ctee.com.tw/biogreen/halal/

外貿協會 9/20 9/30 2019 年南亞商機日 https://pse.is/J6F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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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11/8-9 2019 年菲律賓臺灣形象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H2019

http://cec.ctee.com.tw/biogreen/halal/
https://pse.is/J6FDN
https://www.industrial-transformation.com/
https://www.industrial-transformation.com/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H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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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19 年 7 月 26 日～8 月 26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8/15 四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RTA

CPTPP、RCEP

7/22-31 五～三 RCEP: 27th TNC & Related Meetings

8/19-24 ⼀～六 RCEP: ISSL RCEP SWGROO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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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16 三～五 ASEAN: 74th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Investment (CCI)

8/15-16 四～五 ASEAN: High-Level Policy Dialogue on New FTA Issues of Labour and Environment

8/16 五

ASEAN: ISSL SCAROO

APEC: Integrating SMEs in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s (AEOs) Certification:
Improving SMEs Participation in APEC Secure Trade

8/17-30 六～五 APEC: Third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and Related Meetings

8/22 四
APEC: ECSG 03 2018A – Promoting Consumer Protection in Digital Trad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8/27-29 二～四 ASEAN: 26thCustoms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CECWG)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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