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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本周專題探討中國大陸的網路安全法，乍看為國內法，卻影響到了提供網路產品及服務的國

內外廠商，成為WTO會上關注的議題；快來了解最近熱門的網路安全管理跟國際貿易有什

麼關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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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中國大陸網路安全法之 WTO 適法性分析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陳孟君 分析師

中國大陸於 2016 年 11 月 7 日通過首部規範網路安全的專法—《網路安全法》，並

於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中國大陸該法及相關配套措施已對外資企業造成重大

影響，而 WTO 許多會員及我國均在 TBT 場域下提出特殊貿易關切。本文針對各國提出

之關切議題、《網路安全法》及相關配套措施規範簡介重要內容，並進一步分析討論其在

TBT 協定下可能引發之爭議。

一、前言

中國大陸於 2016 年 11 月 7 日通過首部規範網路安全的專法—《網路安全法》，並

於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根據《網路安全法》規定，只要在中國大陸境內建設、

運營、維護和使用網路，以及網路安全之監督管理，都應適用該法。除網路營運者外，

該法另一重要規範明定「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營運者之義務，包含在中國大陸境內儲存

數據、數據跨境移轉須進行安全評估程序，以及購買特定網路產品或服務須先經安全審

查等規定。

另為配合《網路安全法》之執行，中國大陸先後公布若干配套措施及標準草案，包

括：《網路產品和服務安全審查辦法（試行）》、國家標準《信息安全技術數據出境安全評

估指南》草案 、《網路安全等級保護條例（徵求意見稿）》等。由於中國大陸《網路安全

法》及配套措施已對在中國大陸經營的外國公司企業產生重要影響，加上若干定義及適

用範圍模糊不清，因而引發 WTO 會員在 WTO/TBT 例會上紛紛提出關切。為掌握中國

大陸《網路安全法》所引發之爭議，本文以下將以各國提出之主要關切內容作為基礎，

簡介該法重要規範內容 ，並進一步分析其在 TBT 協定下可能引發之爭議。

二、各國關切內容與《網路安全法》

(一) 各國主要關切內容

美國、歐盟、加拿大、澳洲、日本、韓國、紐西蘭及臺灣等國於 2017 年 3 月起，針

對中國大陸之《網路安全法》陸續提出關切1。整體而言，各國對《網路安全法》及配套

1 See China – Cybersecurity Law (ID 526); WTO doc. G/TBT/M/71、G/TBT/M/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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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之關切，多集中在以下議題：(1) 《網路安全法》及配套措施之定義及適用範圍不

明，包含何謂「安全可信」或「安全可控」的網路產品和服務，以及「關鍵資訊基礎設

施」定義不明；(2)該法限制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營運者移轉重要數據、要求銷售或提供網

路關鍵設備和網路安全專用產品進行安檢；(3)對網路產品之認證及安全性要求對外國產

品與服務造成歧視；(4)「網路安全等級保護制度」與現行「資訊安全等級保護計劃」之

關聯模糊不清等。

(二) 網路安全法重要規範內容

1.《網路安全法》及配套措施之定義及適用範圍

（1）安全可信與安全可控

《網路安全法》第 16 條宣示中國大陸各級政府將支持網路安全技術的研究、開發

和應用，並推廣「安全可信」的網路產品和服務，以及保護網路技術智慧財產權。為進

一步維護中國大陸網路產品和服務之安全性，維護國家安全，中國大陸依據《網路安全

法》另頒布《網路產品和服務安全審查辦法（試行）》，明定為提高網路產品和服務「安

全可控」水準，要求對有關國家安全的重要網路產品和服務進行安全審查；又網路產品

和服務之審查重點在於「安全性」及「可控性」。然檢視以上法規內容，均未針對何謂

「安全可信」或「安全可控」加以明確定義。

（2）關鍵資訊基礎設施

《網路安全法》第 31 條雖已列出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範圍，包括公共通信和資訊服

務、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務、電子政務等重要行業和領域，以及其他一旦

遭到破壞、喪失功能或者資料洩露，可能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國計民生、公共利益的關

鍵資訊基礎設施；《關鍵資訊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徵求意見稿）》第 18 條亦明定特

定網路設施和資訊系統，一旦遭到破壞、喪失功能或者資料洩露，可能嚴重危害國家安

全、國計民生、公共利益者，應納入關鍵資訊基礎設施之範圍，例如：電信網、廣播電

視網、互聯網等；條例第 19 條更要求相關部門應制定「關鍵資訊基礎設施識別指南」，

惟指南迄今仍未出爐。中國大陸該等規定對關鍵資訊基礎設施雖有定義，但仍不明確且

適用範圍相當廣泛。

2. 網路產品之認證及安全性要求

《網路安全法》第 23 條規定，網路關鍵設備和網路安全專用產品應當按照相關國

G/TBT/M/73、G/TBT/M/74、G/TBT/M/75、G/TBT/M/76、G/TBT/M/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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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標準的強制性要求，由具備資格的機構安全認證合格或者安全檢測符合要求後，方可

銷售或者提供。對此，中國大陸已於 2017 年 6 月 9 日公布《網路關鍵設備和網路安全

專用產品目錄（第一批）》，要求產品目錄所列的 15 項設備和產品，須經安全認證合格

或安全檢測符合要求後，方可在中國大陸境內銷售2。隨後，中國大陸於 2018 年 6 月 25

日公布《關於發佈承擔網路關鍵設備和網路安全專用產品安全認證和安全檢測任務機構

名錄（第一批）的公告》，指定由中國大陸境內的 16 家第三方機構負責安全認證；同時，

陸續公布相關產品之國家標準，以供實驗室進行認證。

另一方面，《網路安全法》第 35 條要求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營運者，在採購可能影響

國家安全的網路產品和服務時，應當通過相關部門之國家安全審查。對此，中國大陸頒

布的《網路產品和服務安全審查辦法（試行）》第 4 條明言，網路安全審查重點在於重

要網路產品和服務之安全性與可控性。然而，產品和服務是否影響國家安全，審查辦法

第 10 條僅規定應由關鍵資訊基礎設施保護工作部門予以確認。

3. 數據跨境傳輸之要求

《網路安全法》第 37 條前段規定，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營運者在中國大陸境內收集

和產生的個人資訊和重要數據應當在境內儲存。同條後段則明定，營運者因業務需要而

需向境外提供前述數據時，應當按照有關部門制定的辦法進行安全評估。對此，中國大

陸另公布《個人資訊和重要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徵求意見稿）》及《資訊安全技術數

據出境安全評估指南》標準草案，作為相關施行細則。檢視此二項施行細則亦可發現，

數據跨境傳輸之安全評估適用於所有網路運營者，不僅僅只是關鍵資訊基礎設施運營者。

4. 網路安全等級保護制度

為維護中國大陸網路運作安全，《網路安全法》第 21 條明言實行網路安全等級保護

制度，要求網路營運者應依此履行安全保護義務，並防止網路資料洩露或者被竊取、篡

改。為加強網路安全等級保護工作，維護網路空間主權和國家安全，中國大陸遂依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網路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祕密法》等法律，於 2018 年 6 月

27 日公布《網路安全等級保護條例（徵求意見稿）》。

然而，中國大陸早先在 2007 年時業已公布《信息安全等級保護管理辦法》，而《網

路安全等級保護條例（徵求意見稿）》規範內容卻與前該辦法相當近似，且中國大陸在

《網路安全等級保護條例（徵求意見稿）》中更有進一步擴大安全等級保護適用範圍之

2 參閱「四部門關於發佈《網路關鍵設備和網路安全專用產品目錄（第一批）》的公告」，網

址 : http://www.miit.gov.cn/newweb/n1146290/n4388791/c5679459/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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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對此，中國大陸並未說明此二項辦法間之關係為何，惟若未來係以《網路安全等

級保護條例（徵求意見稿）》取而代之，則安全等級保護適用範圍將更加廣泛。

三、TBT 協定之適法性分析

基於前述歸納分析可知，中國大陸《網路安全法》及配套措施受到關切之議題主要

集中在：對網路產品之認證及安全性要求將對外國產品及服務造成歧視、國家安全審查

必要性、數據在地化及數據跨境傳輸要求、以及是否依據國際標準制定國家標準。本文

以下針對此等爭議進行與 TBT 協定合致性之討論。

(一) 系爭法規是否為「技術性法規」

中國大陸《網路安全法》是否有違反 TBT 協定之疑慮，首先須確認系爭規定是否屬

於 TBT 協定下之「技術性法規」。依據 WTO 爭端解決機構沿用歐體石棉案（EC-Asbestos）

與歐體沙丁魚案（EC–Sardines）建立檢驗一措施是否該當 TBT 技術性法規共有三項要

件：（1）技術性法規適用於可識別的（identifiable）一種或一類產品；（2）技術性法規須

規定前述產品的一種或多種特性（characteristics）；及（3）具強制性（mandatory）。

針對是否適用於可識別的產品及規範產品之特性方面，《網路安全法》雖未針對網

路產品定義，但為落實對網路產品和服務（包括網路關鍵設備和網路安全專用產品）的

安全要求，中國大陸《信息安全技術網路產品和服務安全通用要求（徵求意見稿）》第

3.1 條明定，所謂「網路產品」係指按照一定規則和程式對資訊進行收集、存儲、傳輸、

交換、處理的硬體、軟體和系統，並且包含電腦、資訊終端、工業控制系統等相關設備，

以及基礎軟體、系統軟體等；至於「網路關鍵設備和網路安全專用產品」，在中國大陸於

2017 年 6 月所頒布的《網路關鍵設備和網路安全專用產品目錄（第一批）》，已指明 15

項設備和產品包含路由器、交換器、伺服器等，同時敘明相關規格。故中國大陸系爭法

規所適用之產品具有可得確定之範圍，並具備規定產品特性之要件。

其次，《網路安全法》要求相關業者（包含網路營運者、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營運者及

網路產品提供者）「必須」符合該法規定；如有違反亦明定各項罰則，包含責令改正、给

予警告及罰款等措施。因此得判斷《網路安全法》應具備強制性。基此，中國大陸《網

路安全法》應屬於 TBT 協附件一第 1 項之「技術性法規」，從而需受到 TBT 協定之規

範。

(二) TBT 協定第 2.1 條—不歧視原則

中國大陸《網路安全法》是否符合 TBT 協定第 2.1 條之國民待遇原則，須檢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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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要件：（1）中國大陸系爭法規是否為技術性法規；（2）進口產品與中國大陸產品是

否為同類產品；以及（3）中國大陸給予外國產品之待遇是否低於其國內產品 。

針對第一項要件，經前述檢視，中國大陸《網路安全法》應屬 TBT 協定下之技術性

法規，故此不再贅述。其次，進口產品與中國大陸產品是否為同類產品上，由於本案涉

及產品為網路產品，而在市場上進口網路產品與中國大陸網路產品確實存在競爭或替代

關係，故應屬同類產品。

至於中國大陸給予外國產品之待遇是否低於其國內產品，則應檢視該法之適用範圍。

依據《網路安全法》第 2 條規定，在中國大陸境內建設、營運、維護和使用網路，以及

網路安全的監督管理，均適用該法。系爭法規內容並未區分本國或外國業者亦或是本國

與進口產品，故應無「法律上歧視」（de jure discrimination）問題。

然而，系爭法規之配套措施—《網路產品和服務安全審查辦法（試行）》恐有歧視外

國網路產品及服務之虞，而可能構成「事實上歧視」（de facto discrimination）問題。中

國大陸依據《網路安全法》頒布《網路產品和服務安全審查辦法（試行）》，要求為提高

網路產品和服務「安全可控」水準，並對有關國家安全的重要網路產品和服務進行安全

審查，審查重點在即在於網路產品和服務之「安全可控」水準。然而，中國大陸並未對

「安全可控」一詞加以定義，惟按其國內法其他規定或解釋，多被外界理解為由中國大

陸國內製造之產品或服務，方符合「安全可控」定義。在此一理解下，中國大陸網路營

運者在採購網路產品和服務時，將優先採購國內產品和服務，故該項配套措施隱含有扶

植中國大陸國內產業之意，而對外國資通訊產品造成不利影響。基此，系爭規定恐有歧

視外國網路產品和服務之問題。

(三) TBT 協定第 2.2 條—必要性原則

中國大陸《網路安全法》是否違反 TBT 協定第 2.2 條規定，需檢視以下兩項要件：

（1）技術性法規須為達成合法目的；以及（2）技術性法規不應造成不必要之貿易限制 。

1. 技術性法規須為達成合法目的

《網路安全法》第 1 條規定，中國大陸係基於保障網路安全，維護網路空間主權和

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等目的制定該法。中國大陸制定系爭法規目的在於維護國家安

全，而此亦為 TBT 協定第 2.2 條所列示合法目的之一(包含國家安全需要)，故該當本項

要件。

2. 技術性法規不應造成不必要之貿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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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安全法》採行之若干條款及配套措施，是否已對貿易造成不必要限制，有待

進一步檢視，特別是：（1）僅可透過境內機構進行安全認證或檢測；（2）採購可能影響

國家安全的網路產品和服務時，應通過國家安全審查；（3）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的營運者

須在中國大陸境內儲存數據。

（1）僅可透過中國大陸境內機構進行安全認證或檢測

《網路安全法》第 23 條規定網路關鍵設備和網路安全專用產品應由具備資格之機

構進行安全認證或檢測此一要求，似有限制業者選擇國外認證或檢測機構之疑慮。固然

中國大陸在《網路安全法》中僅敘明應由「具備資格之機構」進行安全認證或檢測，但

在 2018 年所發布的《關於發佈承擔網路關鍵設備和網路安全專用產品安全認證和安全

檢測任務機構名錄（第一批）公告》中，其所臚列的 16 家機構均為中國大陸境內機構。

換言之，僅此 16 家中國大陸境內機構可進行安全認證或檢測。

對此，中國大陸除未敘明何以只能由中國大陸此 16 家機構進行安全檢測之外，更

重要的是，若國外認證或檢測機構得證明其所進行之檢測認證之結果亦可達成中國大陸

欲追求之目標，則中國大陸亦應承認其檢測認證之有效性，而非予以禁止。基此，限縮

業者只能選擇中國大陸境內認證機構進行認證，此項限制是否有助於達成監管規定強化

落實網路安全之規範目的，亦或是允許業者選擇海外認證機構亦可達成相同規範目的，

不無疑問。

（2）國家安全審查要求

《網路安全法》第 35 條要求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營運者採購可能影響國家的網路產

品和服務時，須先經國家安全審查；而屬於配套措施的《網路產品和服務安全審查辦法》

第8條更允許中國大陸依據國家要求、全國性行業協會建議及用戶反映等方式展開審查。

對此，美國智庫 CSIS 即指出，中國大陸對於網路安全審查並未公告任何審查標準，業

者缺乏遵守網路審查標準之資訊。此外，未來只要有客戶或競爭業者提起疑慮，即便該

項產品先前已通過中國大陸認證，且成功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中國大陸主管機關都可隨

時展開安全審查。該等措施對於業者將造成相當不確定的營運風險，特別是先前已通過

中國大陸認證之產品隨時都可能面臨安全審查。中國大陸系爭措施與達到《網路安全法》

立法目的間之必要性，似乎並無明顯關連性。

（3）數據在地化要求與資訊移轉

《網路安全法》第 37 條要求在境內收集和產生的個人資訊和重要數據應在境內儲

存。因業務需要，確需向境外提供者，應進行安全評估。中國大陸系爭法規對於數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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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化之要求，是否有違反 TBT 協定第 2.2 條必要性原則，或可檢視目前國際協定對於數

據在地化之規範趨勢。

以國際協定「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為例，CPTPP 對於數據在地化亦有相關

規定。CPTPP 第 14.13 條（電子商務）原則禁止締約方以使用該締約方領土內之計算設

施或將計算設施設於該締約方領土內，作為外國投資人或服務提供者在境內執行業務之

條件；但如為達成正當公共政策目標，可要求投資人或服務提供者於其領土內設置計算

設施，惟其措施適用方式不應構成專斷或無理之歧視或變相貿易限制；且對計算設施之

使用或位置限制，不應超過達成目標所需者。換言之，原則上不應要求業者計算設施在

地化，但在有正當公共政策目標時則例外允許。又在資訊移轉上，CPTPP 第 14.11.2 條

亦肯認如係為了進行業務相關活動，則各締約方應允許以電子方式跨境移轉資訊，包括

個人資訊。

對此，為加強網路安全並維護個資保障，中國大陸系爭法規方要求在中國大陸境內

收集和產生的個人資訊和重要數據應當在境內儲存。然而，在業務需要下，只要經過安

全評估，業者亦可向境外提供資訊。從字面上看來，中國大陸此一規定與 CPTPP 規範

趨勢相當，而其規範目的亦應屬正當公共政策目標。惟若進一步檢視後續公布之《個人

資訊和重要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徵求意見稿）》之規定，中國系爭措施是否有造成貿

易不必要限制不無疑問。

《個人資訊和重要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徵求意見稿）》第 7 條規定，原則上網

路運營者在資料進行跨境移轉前，只要自行進行安全評估，並對評估結果負責即可。然

而，若涉及第 9 條之特定情形，即須交由政府機構進行安全評估和審查。其中，第 6 項

特別規定，若行業主管或監管部門認為有可能影響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之出境數據，

亦可由主管或監管單位主動對其展開安全評估；此項規定賦予中國大陸相關單位相當大

之裁量權限，可在其認為必要時進行評估。對此，該法並未說明何謂必要，且由於認定

是否影響國家安全或社會公共利益之標準掌握在中國大陸政府機關手中，從而外國業者

缺乏評估標準且難以預測其欲進行跨境移轉之資訊是否會被相關單位要求進行安全評

估。此一規定是否已超過達成中國大陸維護網路安全與個人資訊保護之目標所需者不無

疑問。

(四) TBT 協定第 2.4 條-依據國際標準

《網路安全法》第 23 條要求網路關鍵設備和網路安全專用產品須依相關國家標準

的強制性要求。針對中國大陸首先公布《網路關鍵設備和網路安全專用產品目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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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的 15 類設備與產品，中國大陸在《網路關鍵設備和網路安全專用產品相關國家標

準要求（徵求意見稿）》，已清楚列明 15 類設備和產品應符合之各項國家標準。

為判斷中國大陸前述標準是否符合國際標準，須先判定是否有相關國際標準存在。

原則上，世界各國對於資通訊安全產品進行評估及驗證係遵循「共同準則」（Common

Criteria, ISO/IEC 15408），依其定義之評估保證等級（Evaluation Assurance Level，EAL）

來判定產品之安全等級；EAL 共有 7 個等級，最低等級為 EAL1，最高等級為 EAL 7，

提供申請者/贊助者、檢測實驗室與驗證機關評估及驗證資通安全產品安全性與功能性

之依據。ISO/IEC 15408 評估之範圍包括智慧卡相關產品與系統、網路安全相關產品與

系統、以及其他如資訊安全存取控制裝置與系統、資料庫、作業系統等。由於 ISO/IEC

15408 同樣針對網路產品制定相關標準，從而可確定 ISO/IEC 15408 為相關之國際標準。

其次，則需檢視中國大陸標準是否有參考相關國際標準。經初步檢視，中國大陸在

若干國家標準上雖已參照共同準則及其後續版本，發展屬於自己的資訊技術安全產品檢

測標準，例如《信息技術安全性評估準則（GB/T 18336）》。然而，針對《網路關鍵設備

和網路安全專用產品相關國家標準要求（徵求意見稿）》，中國大陸所列 15 項設備與產

品之標準似未有參考國際標準之情形。一般而言，在中國大陸「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

術委員會」（TC260）所公布的標準及措施草案中，若 TC260 所訂標準已依據國際標準，

通常會於相關標準內註明其採納之國際標準為何。例如，《資訊技術安全技術可鑒別的

加密機制（GB/T 36624-2018）》即係參考 ISO/IEC 19772:2009 制定。然而，15 項設備與

產品標準目前均未註記其所參考之國際標準為何。對此，應可推論中國大陸所公告之標

準並未參考國際標準。

四、代結語

經本文檢視，中國大陸《網路安全法》及配套措施等多項規定確實存有違反 TBT 協

定之疑慮，而未來也勢必將對在中國大陸經營之外資企業與臺灣企業造成重大影響，特

別是資安認證僅可透過中國大陸境內認證機構認證、中國大陸境內個資與重要數據必須

在境內儲存、以及資訊之跨境移轉受到限制等，該等措施都將導致業者成本增加，包含

為配合不同標準之生產成本、重複檢驗時間、財務及人力成本，以及每次檢驗之不確定

性成本。由於我國已於 TBT 場域對中國大陸提出特殊貿易關切，建議我國政府除可持

續積極透過 WTO 機制釐清並敦促中國大陸符合相關義務之外，亦可向我國相關業者瞭

解是否有遭遇不必要貿易障礙之情形，以給予必要之協助。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11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63期（201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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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RCEP成員力促 9 月中下旬談判會議做出結論，印度面臨重大抉擇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成員

一致同意盡早達成協定，並以「今（2019）年底完成談判，明年簽署」為目標，隨著談

判迫近最後期限，印度承受的壓力與日俱增。印度政府資深官員近日表示，為推進 RCEP

談判，印度正在擬定一份「必要清單」，其貿易官員正就印度的要求與讓步條件進行討

論。

RCEP 談判係於 2012 年啟動，成員包括東協 10 國及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印度、

澳洲和紐西蘭 6 個貿易對話夥伴國，旨在深化以東協為核心之區域經濟整合，一旦協定

完成，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涵蓋約 35 億人口，並占全球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 32.3%。

近期 RCEP 談判出現明顯進展，9 月 8 日第 7 屆 RCEP 部長級會議上，各成員國同

意在 9 月 19 日至 27 日越南峴港舉行的最後一次高級官員會議完成各項技術性談判，並

將談判結果提交至 11 月的東協峰會通過，盼明年簽署協定。印度承受完成談判的壓力

越來越大，現在是其決定是否要成為這個全球最大規模自由貿易區一份子的關鍵時刻。

據了解，印度莫迪政府正在尋求保護該國農業、特定基礎設施行業等敏感產業之可

能方法，期能盡量降低加入 RCEP 對印度造成的衝擊。同時，印度擔心若 RCEP 所開放

的市場進入程度不夠，可能導致印度與 RCEP 其他成員的貿易失衡，印度官方即曾指出，

除與中國大陸仍存在分歧外，印度希望在促進人員移動方面能更為開放，此乃有助於其

服務貿易出口，但遭到新加坡和韓國等國反對；另外，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分析

師芒福德（Peter Mumford）亦表示，將 RCEP 進展緩慢的責任全歸咎於印度並不公平，

某些國家試圖拉長關稅削減時間，然印度希望顯著提高服務業自由化和技術人員流動之

要求，則未得到其他國家默許。

中印之間的貿易緊張關係，是拖延 RCEP 談判的最大障礙，過去 7 年來，印度與東

協 10 個成員國、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及中國大陸進行了 80 多輪的討論。值得注

意的是，印度莫迪政府在今年 5 月選舉中獲得連任，但似乎不急於解決所有 RCEP 談判

未竟議題，近期印度政府決定著手檢視既有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評估其效益，希望確

保未來推動洽簽之 RCEP 等經貿協定符合其國家利益，為印度創造更好的貿易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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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許裕佳綜合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 Law、臺灣經貿網，2019年 9月 13日】

▲歐盟新任貿易執委擬對川普政府採取強硬態度

新任歐盟執委會預計將於今（2019）年 11 月 1 日起接任，準新任主席馮德萊恩

（Ursula von der Leyen）已於 9 月 10 日發布下一屆執委會委員名單。其中，歐盟貿易執

委將由來自愛爾蘭的霍根（Phil Hogan）擔任。馮德萊恩亦於同日公開致信霍根，說明其

在 2019 年至 2024 年任期內對歐盟執委會的政治指導方針與歐盟貿易現況，以及期許霍

根在擔任貿易執委期間內所需執行的四項重要任務。

首先，信中指出歐盟在多邊貿易體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當前應致力於更新與

升級貿易規則，以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該項任務包含四項要點：（1）帶領 WTO 改革，

特別指出補貼、強迫技術移轉以及爭端解決機制為優先議題，並應在 2020 年底前提出

相關倡議；（2）大力推動 WTO 電子商務談判，在利用資料的同時建立消費者與企業的

信心；（3）保護歐盟不受不公平貿易措施的影響，亦即歐盟應多加利用貿易防禦措施、

建立政府採購公平競爭環境，以及執行新外人投資審查機制；以及（4）尋求進一步強化

歐盟貿易工具（trade toolbox），包含升級歐盟貿易執行法規，若其他國家採取不合法的

貿易措施並同時阻礙 WTO 爭端解決程序時，可依據歐盟法規進行制裁。

其次，霍根的第二項任務為強化歐盟的全球領導地位。該項任務涵蓋與不同國家的

貿易關係進展，例如與美國建立正向、平衡且互惠的貿易夥伴關係；於 2020 年底前，

與中國大陸達成全面性的投資協定；加強與非洲的貿易與投資關係。另外，歐盟目前正

與澳洲及紐西蘭進行貿易談判，故馮德萊恩希望貿易執委應帶領談判達成協定，並在必

要時與農業執委進行合作。

新任貿易執委的第三項任務與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議題有關。馮德萊恩期盼霍根利

用貿易工具支持永續發展，並於每一新貿易協定內制定永續發展專章。另外，此項任務

相關措施包含，與首席貿易執行官（Chief Trade Enforcement Officer）共同監督歐盟貿易

協定内對氣候、環境與勞工保護相關條文的執行情形，且不可容忍童工的存在；以及與

經濟執委合作，在符合 WTO 規範下設計並引入「碳邊境稅」（Carbon border tax）。

霍根的最後一項任務則係使貿易更加透明化。信中說明，貿易執委應確保與歐洲議

會、歐盟理事會及人民社會的溝通具有高度透明性，在會議前後應將例行簡報提供予歐

洲議會，以及確保歐盟貿易協定在歐洲議會同意後僅可暫時生效。另外，貿易執委亦應

加強執委會與各會員國的互動。

雖然信中所提及的第一項任務並未明指國家，但「阻礙 WTO 爭端解決程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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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不合法貿易措施」之用語，明顯係為批判美國川普政府阻撓 WTO 上訴機構成員

的任命，以及使用 232 條款對歐盟鋼鋁課徵關稅等措施。霍根在接受採訪時亦表示，歐

盟將盡可能採取一切手段，以讓川普明瞭他所犯錯誤，並促使其放棄若干魯莽行為，包

含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以及對歐盟加徵鋼鋁稅等。此外，霍根表示在其任期內，其

政策重點為歐盟與美國、中國大陸間的關係、WTO 改革，以及歐盟與英國間自由貿易

協定。外界預計霍根將成為協助決定未來歐盟與英國關係的關鍵角色。

【由王韻潔綜合報導，取材自 European Commission，2019 年 9 月 10 日；Inside U.S.

Trade，2019 年 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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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柬埔寨將採用華為技術啟動 5G 商用服務

美中貿易衝突持續僵持，衝突已擴及至國安及科技領域；近期，兩國科技戰聚焦於

華為的 5G 網路發展。目前，華為是全球最大的 5G 設備供應商，正積極著手發展 5G 網

路，目標擴展至全球。對此，美國則以禁止或遊說本國與外國企業不與華為合作的方式

反制，而與中國大陸地理位置相近，且經濟關係密切的東協國家即成為兩國衝突的首要

區域。

其中，一向被視為親中國家的柬埔寨，國內最大電信企業 Smart Axiata 正依其計畫

與華為（Huawei）合作發展 5G 網路，預計 2019 年內在東協啟動最早的 5G 商用服務。

除了 Smart Axiata 外，柬埔寨另外兩家電信公司 Metfone 和 Cellcard 亦和華為合作發展

5G 技術。Metfon 的母公司為越南最大的電信公司越南電信（Viettel），日前其執行長黎

登勇（Le Dang Dung）於 2019 年 8 月接受彭博（Bloomberg）訪問時才表示，由於安全

性的問題，暫時不會與華為合作。當前，越南的電信公司主要是與愛立信（Ericsson）或

諾基亞（Nokia）進行 5G 合作，同時亦積極研發自產的 5G 技術。而 Metfone 則表示在

柬埔寨會選擇與華為合作是看中當地廣大的市場以及柬國政府已與中國大陸企業簽署

發展 5G 網路基礎建設的協定。

Smart Axiata 已於 2019 年 7 月舉辦柬埔寨首次 5G 現場試驗，執行長亨特（Thomas

Hundt）於發表會上表示：「相信 Smart Axiata 將繼續改進現有的 4.5G 服務，同時為 5G

等未來技術做準備。」而另一家電信 Cellcard 執行長 Ian Watson 則表示，Cellcard 將在

今年第四季前推出柬埔寨首個 5G 網路，也將繼續在全國投資 4G 網路，提高覆蓋率。

柬埔寨電信管理局（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or of Cambodia, TRC）亦表示 Cellcard 預

計將在年底前開始測試其 5G 網絡。

根據美國科爾尼管理諮詢公司（A.T. Kearney）最新的研究報告顯示，東協的服務業

可透過 5G 的發展，整體向上提升。在 2025 年前，5G 產業將可望為東協各國帶來 1,470

億美元的收益。其中約 700 至 800 億美元的收益是來自於 5G 相關的服務行業，如貿易，

運輸和金融服務等。與此同時，在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的帶動下，製造業可

能增加 590 億美元的產值，而農業可能會因進階的機器人技術使用帶來額外的 70 億美

元收益。整體而言，5G 技術的發展對東協國家而言是有利無弊，也呼應了當前推展中

的「東協智慧城市網路」（ASEAN Smart Cities Network, ASCN）。然而，於美中貿易戰及

科技戰中，東協國家如何自處，依然是ㄧ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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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巫佩蒂綜合報導，取材自 Khmer Times、The Business Times，2019年 9月 11日】

▲中國大陸與阿根廷就進口豆粕達成初步協定

阿根廷農業部於今（2019）年 9 月 10 日表示，經過 20 年的談判，中國大陸終於同

意自阿根廷進口豆粕，並於 11 日簽署有關協定。阿根廷植物油行業商會和穀物出口商

會（Cámara de la Industria Aceitera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y Centro Exportador de Cereales,

CIARA-CEC）會長伊迪戈拉斯（Gustavo Idígoras）表示，此項協定粗估將在 2020 年出

口 230 萬公噸或 8%產量之豆粕至中國大陸，主要進口商為養雞場，因養豬場之豆粕需

求正因非洲豬瘟之影響而銳減。

過去中國大陸為保護其大豆加工廠，傾向於進口大豆原料，在中國大陸加工製成豆

粕作為飼料，僅自阿根廷以外之國家進口少量豆粕，一直未對阿根廷開放市場。其同意

對阿根廷開放豆粕市場，係因美中貿易戰迫使中國大陸農業政策必須作出調整；中國大

陸自 2018 年 7 月起，對美國大豆課徵 25%報復性關稅，更於今年 9 月起再加徵 5%關

稅，故其轉向巴西和阿根廷進口大豆，現又更進一步向阿根廷進口豆粕。阿根廷大豆業

界人士表示，中國大陸此舉係給川普警訊：中國大陸有其他替代選項，而非只能仰賴美

國大豆。全美穀物與飼料協會會長費雪（Max Fisher）表示中國大陸正藉由增加供應國

來規避對美國大豆的需求，以增加其談判籌碼。

另一方面，阿根廷總統馬克里（Mauricio Macri）表示阿根廷係豆粕最大出口國（占

全球豆粕總出口量的 40%），而中國大陸則是豆粕最大消費國（占全球豆粕總消費量的

30%），中國大陸對其打開市場無疑是一項歷史性的協定，並為其 10 月競選連任注入一

劑強心針。此際阿根廷處於嚴重的經濟衰退，通貨膨脹率已達 55%。在今年 8 月舉行的

總統大選預選中，中間偏右的馬克里尋求連任，卻慘敗給前總統費南德茲（Cristina Fern

ández de Kirchner）領導的中間偏左政黨，市場擔憂阿根廷將重回左派的干預經濟政策，

故預選結果出爐後披索（Peso）即重貶 30%，股市亦重挫 10%。此項協定是否能挽救馬

克里的頹勢，值得關注。

目前阿根廷豆粕利潤下降，閒置產能已超過 50%，此項協定對阿根廷大豆加工出口

業是利多，惟亦存在隱憂，阿根廷國家農業食品衛生品質局局長內格里（Ricardo Negri）

表示，相關程序可能須耗費數月完成，最快可於 2020 年 1 月出口第一批豆粕，屆時阿

根廷大豆尚未進入收成期，豆粕價格勢必上漲，較中國大陸自產豆粕喪失競爭力。此外，

美中貿易談判尚在進行，13 日中國大陸一民營企業還向美國進口至少 60 萬噸大豆，中

國大陸未來是否兌現對阿根廷開放豆粕市場之承諾，即存有疑問。最後，中國大陸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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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的大豆加工廠，大豆加工業者認為進口豆粕而非大豆，將損害國內產業利益。綜上

所述，雙邊市場參與者皆對協定的完成缺乏信心，後續發展仍有待觀察。

【由余飛槿綜合報導，取材自 Buenos Aires Times，2019年 9月 10 日；Reuters，2019

年 9月 11、13日；Hellenic Shipping News，2019 年 9月 13 日】

▲美國擴大制裁與恐怖份子交易的外國金融機構和金主

美國川普政府（Trump administration）於今（2019）年 9 月 10 日公布更新 2001 年

9 月 23 日第 13224 號行政命令，進一步強化和鞏固制裁，適用範圍擴大，並更加現代

化，用以鎖定恐怖份子及其支持者，剝奪其在全球的財務、物質和後勤支援，以打擊國

際恐怖主義構成之持續威脅。美國財政部資深官員指出，美國反恐權力將擴及至協助資

助恐怖主義的外國金融機構、恐怖組織首腦以及透過網際網路參與訓練的恐怖份子。

負責恐怖主義和金融情報的財政部副部長曼德爾科（Sigal Mandelker）在國際反恐

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於以色列舉行的年會演講中，提醒

外國金融機構應多加注意，美國政府若發現任何協助特定恐怖組織、成員和支持者之情

事，將會充分運用此權力加以制裁。過去兩年，美國財政部和國務院已將大約 400 名人

員和實體機構列入黑名單，接近 911 攻擊事件以來總數之三分之一；川普政府已將制裁

作為地緣政治領域的主要外交政策工具。

曼德爾科副部長亦表示，依據新的行政命令，美國將協助資助恐怖份子之行為認定

列為二級制裁（secondary sanction），亦即阻止從事該行為之對象進入美國市場，除非其

停止與受制裁之實體機構及個人活動。此舉將使美國政府可以鎖定協助恐怖分子金融交

易涉嫌重大的外國金融機構，包括銀行、貨幣服務業務、加密貨幣兌換商和管理者。

此外，除了參加恐怖訓練營之個人，行政命令也將美國政府權力擴及至恐怖組織首

腦和幹部，以及透過網際網路和其他電信平臺參與訓練的恐怖份子。國務院最高反恐官

員沙利斯（Nathan Sales）表示，根據新規定，負責實施制裁的部門不再需要製作個案的

詳細檔案，證明其與參與特定襲擊或行動的恐怖組織高層幹部或特務有所聯結，現在只

要有人在網際網路的隱蔽角落裡接到製造炸彈的指示，或是準備加入黎巴嫩真主黨訓練

營等事實，便足以被列入美國制裁當局指定的黑名單。

現任職於華盛頓智庫民主國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之前

財政部高級制裁官員洛伯（Eric Lorber）表示，新行政命令使負責當局權力產生重大改

變，不僅使其更容易發布恐怖制裁命令，金融機構亦發覺若處理被納入實體黑名單之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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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份子或其支持者之交易，將面臨被美國金融體系排除在外的風險。即便大多數金融機

構此前也不曾與指定的恐怖分子有業務往來，然這次實質權威的擴張，表明美國財政部

決定採取嚴正措施來懲罰進行此種交易的金融機構。

【由鐘綉婷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9 年 9月 11日；The White

House，2019年 9月 10日；Washington Trade Daily，2019 年 9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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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技術性法規 Technical Regulation

係規定產品特性或其製程及生產方法，以及所適用之管理規範，且具有強制性之文

件。技術性法規亦包括或僅規定適用於產品、製程或產製方法之專門術語、符號、包裝、

標記或標示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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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一隻看得見的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角色

網址：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242376

摘要：
在典型的市場經濟，有隻「看不見的手」在運作，在非典型的市場經濟，卻經

常有隻「看得見的手」在操作。台灣經濟正向已開發階段邁進，政府那隻「看

得見的手」也由高度干預演變為干預放鬆，再由干預放鬆演變為經濟自由化、

國際化，讓市場機能發揮最大的作用。在過去 50 多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台

灣社會由落後變為進步，台灣經濟由貧窮變為富裕，且被譽為台灣奇蹟，這都

與政府那隻「看得見的手」脫不了關係。值此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潮流難以抗

拒，那隻「看得見的手」是否還有發生作用的空間，正考驗決策者的智慧。

期刊介紹

篇名： The impacts of the Brazilian NDC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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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412

作者： Angelo C. Gurgel, Sergey Paltsev and Gustavo Velloso Breviglieri

摘要：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Brazil's climate mitigation strategies

contained in its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 To do so, we employ

the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IT Economic Projec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model and simulate alternative carbon pricing scenarios, set to achieve the

country's overall emissions targets announced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The

results show relatively cheap emissions reductions from land-use changes and

agriculture in the short run: the cost of the Brazilian NDC is predicted to be only

0.7 per cent of GDP in 2030. Further effort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beyond

2030 would require policy changes. In this case, an economy-wide carbon pricing

system would help substantially to avoid higher compliance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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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242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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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屆WTO

及 RTA 青年研習營

【課程三】國際貨品貿易

規則及國際非關稅貿易規

則

施文真

 Course outline

 Legal rules on trade in goods

under the WTO

 General principles on trade

liberalisation/ reduction of trade

barriers

 Exceptions to general principles

 Exceptions available to WTO

Members to adopt trade

restrictive measures

 General exception under GATT

Article XX

 Case law example: US—shrimp,

EU—seal products, China—raw

materials

 Product safety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Agreement (SPS Agreement)

 Case law example: EC—

hormones, Korea--Radionuclides

 Technical Barrier to Trade

Agreement (TBT Agreement)

Case law examples: US—tuna II,

US—clove cigarette, Australia—

piain packaging

 Trade remedies

 Safeguards measures

 Anti-dumping duties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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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經濟研究院 額滿為止 9/25 中華財經趨勢研討會--美中經濟對抗之影響與因應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39153

臺灣期貨交易所、

期貨商業同業公會
額滿為止 10/1

從臺灣到全球 2019 新金融．新商品．新投資國際

論壇

https://www.taifex.com.tw/cht/activity/trai

ning?activity_id=3827c89a30000000ed9b3

b4d8f235c33

經濟部貿易局、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10/3 美中貿易戰下的國際政經情勢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0

81003h

現代財經基金會 額滿為止 10/4 「台灣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新趨勢」論壇
http://www.ctdf.org.tw/events_form.php?e

vent_no=125

經濟部 9/20 10/7 2019 臺灣全球招商論壇 https://reurl.cc/eeyDW

中華經濟研究院 10/3 10/8 2019 台日智慧防災科技應用創新研討會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49185

經濟部貿易局 10/8 10/9 「協助企業出口拓銷及參展實務」說明會(彰化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68

奧地利商會、

奧地利歐洲經貿網
11/26 11/26 2019 年奧地利國際機械和設備工程論壇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593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39153
https://www.taifex.com.tw/cht/activity/training?activity_id=3827c89a30000000ed9b3b4d8f235c33
https://www.taifex.com.tw/cht/activity/training?activity_id=3827c89a30000000ed9b3b4d8f235c33
https://www.taifex.com.tw/cht/activity/training?activity_id=3827c89a30000000ed9b3b4d8f235c3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081003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081003h
http://www.ctdf.org.tw/events_form.php?event_no=125
http://www.ctdf.org.tw/events_form.php?event_no=125
https://reurl.cc/eeyDW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49185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68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68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93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93


22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63期（201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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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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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9/20 9/24 清真商機大解密與驗證說明會(花蓮)-穆斯林輕鬆遊 https://reurl.cc/ZnaZ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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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工業局 額滿為止 10/2 清真生態系運作及食品市場機會
http://train.firdi.org.tw/tsci/Doc/LLH/2019-

328.pdf

經濟部貿易局 9/30 10/2 墨⻄哥⿑⽡⽡州招商說明會臺中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69

經濟部貿易局、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10/2-11 2019 年東北亞貿易訪問團

http://www.ieatpe.org.tw/upload/scan_062

5.pdf

食品工業發展所 9/15 10/1、3 中國大陸健康產業商機與食品原料管理研討會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601

經濟部投資處、

美國在臺協會
額滿為止 10/3 美國商機日-美國投資商機說明會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39145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0/14-19 2019 印度智慧城市案源開發團和亞洲智慧城市論壇 https://reurl.cc/gvke5b

https://reurl.cc/ZnaZxl
http://cec.ctee.com.tw/biogreen/halal/
https://pse.is/J6FDN
http://train.firdi.org.tw/tsci/Doc/LLH/2019-328.pdf
http://train.firdi.org.tw/tsci/Doc/LLH/2019-328.pdf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69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69
http://www.ieatpe.org.tw/upload/scan_0625.pdf
http://www.ieatpe.org.tw/upload/scan_0625.pdf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01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01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39145
https://reurl.cc/gvke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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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貿易協會 10/14 10/17 韓台經貿洽談會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585

中印尼文化經濟協會 逕行洽詢 10/16-20 第 34 屆印尼貿易博覽會 http://www.sicea.org/news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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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rl.cc/4g569K

山形縣、中國信託銀行 9/30 10/24 日本山形縣台灣商談會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605

經濟部貿易局 9/23
10 月中下

旬
赴越南中藥草考察參訪團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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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額滿為止 1/7-10 2020 德國法蘭克福國際家用紡織品展 https://reurl.cc/GkZ58x

經濟部貿易局、

外貿協會
9/25 11/10-16 2019 年臺灣健康產業赴汶萊緬甸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19Healt

h

外貿協會 2020/1/15 3/1-4 2020 年科隆五金展-台灣新產品形象展示區 https://reurl.cc/W4aA2D

外貿協會 9/20 3/10-13 2020 年東京國際食品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FOODEX2020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10/30 3/18-20 2020 年印尼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https://reurl.cc/RdnL5e

外貿協會 10/31 4/16-19 2020年⾺來⻄亞銀髮健康照護展 https://reurl.cc/e5vGRQ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85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85
http://www.sicea.org/news8.715
https://reurl.cc/4g569K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05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05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04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04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H2019
https://reurl.cc/GkZ58x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19Healt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19Health
https://reurl.cc/W4aA2D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OODEX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OODEX2020
https://reurl.cc/RdnL5e
https://reurl.cc/e5vG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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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19 年 9 月 20 日～10 月 20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9/20 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Costa Rica

9/24 二  Committee on Budget,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9/24-25 二～三  Public Hearing EU - Additional Duties (DS559)

9/26 四  Informal Committee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9/30 ⼀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10/7 ⼀  WORLD COTTON DAY

10/8-11 二～五  WTO Public Forum

10/14 ⼀  TFAF Capital Based Officials Workshop

10/15-16 二～三
 Committee on Trade Facilitation

 GENERAL COUNCIL

10/16-18 三～五  Public Hearing US - Softwood Lumber VII (DS533)

10/17-18 四～五
 Committee on Rules of Origin

 Council for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TA

CPTPP、RCEP

9/19-27 四～五 RCEP: 28th Round of Negotiations

APEC 及其他國際組織

9/17-20 二～五 ASEAN: UKIPO Enforcement Workshop & 5th ANIEE Meeting

9/25-26 三～四 ASEAN: 12th ASEAN Forum on Migrant Labour (AFML)

10/1-3 二～四 ASEAN: 75th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Investment (CCI)

10/14-17 ⼀～四 ASEAN: 24thASEAN Experts Group on Competition (AEGC) and Related Meetings

10/15 二 ASEAN: 10thASEAN-China Heads of IP Office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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