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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本期專題轉載本院區域中心顧老師對美中貿易戰的評析，帶你了解美中談判前因後果，以及

對未來的發展的預想，看新聞不再看到霧煞煞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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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美中貿易戰的發展及未來可能進展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顧瑩華 研究員

2017 年 8 月美國川普總統針對中國大陸在強制技術移轉、竊取商業機密、國營企業

補貼以及智慧財產權保護不周等「不公平貿易行為」，啟動了 301 調查，並引發一年多

來遲遲無法閉幕的美中貿易戰。演變至今，美中貿易戰已不是單純解決美對中的貿易逆

差問題，而是關乎兩國在軍事、外交、科技各層面的霸主地位。後續兩國能否和平相處，

尚需靠兩國領導人的智慧。

美中貿易戰歷程

美國川普總統上台之後，針對貿易部份發動了許多攻擊行動，除要求重談北美自由

貿易協定及美韓自由貿易協定外，也針對洗衣機、鋼鐵、鋁等特定產品發動了 201、232

的制裁措施，但因影響層面有限，並沒有造成全球性的影響。但是川普在 2017 年 8 月

針對中國大陸在強制技術移轉、竊取商業機密、國營企業補貼，以及智慧財產權保護不

周等「不公平貿易行為」，啟動了 301 調查。

根據 2018 年 3 月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大陸針對外資所有權的限制，例如合

資要求、股權限制、發給執照程序等，迫使美國企業技術移轉給中國大陸企業；此外，

也透過技術法規制度，要求美國企業授權技術給中國大陸企業；中國大陸指導其企業有

系統的投資和併購美國企業和資產，以獲得先進技術和智慧財產權；以及中國大陸採取

或支持非授權的網路入侵，竊取商業和貿易機密資訊。基於上述理由，美國宣布將啟動

301 條款的制裁手段。

美國政府以加徵關稅的手段制裁中國大陸，美國首先於 2018 年 4 月公布預計課稅

的 8 位碼稅則共 1,333 項，經 5 月中召開公聽會，聽取業者及民眾意見後，6 月 15 日公

布課稅清單。該份清單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共計 818 項，屬原列於 1,333 項產品清單

中者，包括化學品、航空器用輪胎、儲存元件、壓縮機、汽車整車和底盤、機車整車和

零件、面板等，約為 340 億美元，於 7 月 6 日開始加徵 25%關稅。至於第二部分 284 項，

另經 7 月 24 日召開公聽會，刪減 5 項後，剩餘 279 項於 8 月 23 日開始加徵 25%關稅，

主要產品包括重油製品、潤滑劑、塑膠製品、鋼鐵結構體、光敏半導體、電路保護裝置、

二極體等，約為 16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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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基於權益受損的理由下，同樣也決定對美課徵關稅。2018 年 7 月 6 日起對

美國大豆、汽車和農產品等共 545 項，約 340 億美元產品加徵 25%關稅；8 月 23 日起

對醫療設備、能源產品、運輸設備等共 333 項，約 160 億美元產品加徵 25%關稅，美中

貿易戰正式開打。

但由於美國認為前兩波加徵關稅行動，不僅無法改變中國大陸對智慧財產權保護不

力的行為和政策，且中國大陸還採取關稅報復的反制措施，因此 2018 年 7 月 10 日美國

另提出共計 6,031 項，約為 2,000 億美元的產品清單。經 8 月 20 日起連續 4 天召開公聽

會後，確定其中 5,745 項產品將自 2018 年 9 月 24 日起加徵 10%關稅，若中國大陸仍不

回應美國的要求，此份產品清單的關稅，將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調升至 25%。

對此，中國大陸的反應仍是提出一份新的課稅清單，自 2018 年 9 月 24 日起分別對

美國輸出中國大陸之飛機、電腦、紡織、紙類、肉品、小麥、葡萄酒、液化天然氣等產

品共 5,207 項，課徵 5%至 10%不等的關稅，價值總計約 600 億美元。

在美國提出課稅清單及召開公聽會期間，美中雙方仍同時進行貿易談判，然而雙方

缺乏互信基礎，加徵關稅最終仍如期實施。在三波互徵關稅後，在中國大陸設廠的企業，

基於美中貿易戰的後續發展充滿不確定下，開始將產線移出或規劃移出的情形愈來愈多，

加上 11 月美國期中選舉共和黨雖失去眾議院多數，但仍掌握參議院，對中國大陸強硬

的態度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的情況下，川普與習近平於 2018 年 11 月底阿根廷的 G20 會

議中，同意停戰 90 天進行會商，會後中國大陸也釋放善意，表態將購買美國黃豆，以

及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暫停對自美國進口的汽車和零組件加徵關稅。

之後雙方展開 11 輪協商，談判結束時間也一再延後，本來在今年 4 月已現曙光，5

月卻突然陷入僵局，5 月 10 日美國宣布上調 2,000 億美元中國大陸輸美產品的關稅，由

10%調高到 25%，川普更放話將針對剩下的 3,250 億美元產品課徵 25%關稅，接著川普

又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對華為實施出口禁運，雙方談判破局，全球股市大跌。

根據媒體報導，美國對中國大陸主要有八項訴求，包括：（1）一年內減少貿易順差

1,000 億美元，之後一年再減少 1,000 億美元；（2）停止「中國製造 2025」中對先進製

造業的補貼；（3）接受美國對「中國製造 2025」產業的潛在進口限制；（4）實施「直接

的、可驗證的措施」，阻止網絡間諜入侵美國商業網絡；（5）加強知識產權保護；（6）接

受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敏感技術投資的限制，並不進行報復；（7）將中國大陸目前平均 10%

的關稅降至與美國相同水平（3.5%）；（8）開放服務業和農業。除此之外，美國還要求，

兩國須在每季度共同審查進展情況。雖然雙方談判已過了 90 天的期限，但川普在此期

間不斷放話，說雙方進展順利，讓全球都認為美中貿易戰將逐漸和緩。當美國突然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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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調 2,000 億美元產品的關稅，讓全球又籠罩在美中貿易戰的恐慌當中。

美中貿易談判破局的因素

根據美國的說法，雙方原本已經談好了，但中國大陸卻突然反悔，所以美國不得不

宣布上調 2,000 億美元產品的關稅，而且還要加碼針對剩下的 3,000 多億美元產品加徵

關稅，以示懲罰。基本上，根據報載上美國的八點要求中，筆者認為將「中國製造 2025」

的補貼取消，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體制下根本是做不到的，因為一旦取消，以國營企業

為發展主體的產業可能一夕之間會崩盤。至於其他的要求，雖然可以商量，但要在短時

間內達到美國的期待，可能也會有問題，因此在做不到的情況下，中國大陸只能選擇寧

死不從的態度，跟美國撕破臉了。

在此之後，中國大陸商務部也表示將提出「不可靠實體清單」及「向美國輸出中國

大陸的農產品增加關稅」等反制措施，且中國大陸國務院於 2019 年 6 月 2 日發表了《關

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白皮書，提出「美國不顧世界經濟分工現實，三次出爾反

爾，至中美經貿磋商嚴重受挫，責任完全在美國政府」之控訴，最讓中國大陸政府無法

接受的是美國的高要價、不取消關稅、以及涉及主權之干預。雖然美國也回應是中國大

陸立場倒退，拋棄先前達成一致的條件。由於中方的態度轉趨強硬，川普自知若不放下

身段，可能會使談判陷入困境，對其連任沒有好處，於是川普主動示好，要求要在 6 月

底大阪 G20 峰會期間與習近平見面，中國大陸則表示習主席是否出席會議還未定，使得

全球都在關注川習會是否能夠舉行，此攸關美中貿易談判是否可以持續，也攸關全球經

濟及產業的發展。

筆者觀察這一年多來美中貿易戰的發展情勢，覺得美中貿易戰真正的目的在科技戰，

因為美國就算平衡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逆差也會跟著轉到其他國家，總體來說，對

解決美國的逆差沒有太大的幫助。美國課徵高關稅的目的是希望產業，尤其是高科技產

業可以移出中國大陸，讓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發展速度減緩，對美國的威脅也許可以降

低。此外，搭配著美國對於外人投資審查的趨嚴、敏感技術的出口管制、將華為列入實

體清單、限制美國大學招收中國大陸留學生等措施，美國對中國大陸高科技發展進行全

面的圍堵政策。

中國大陸近年來科技的發展速度確實很快，尤其是 5G 的發展已經領先全球，而 5G

的應用面極廣，舉凡人工智慧、智慧城市、物聯網、自駕車、智慧醫療、智慧工廠等等，

都需要 5G 的建設，而全球 5G 的標準由誰決定，將影響未來所有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若是美國在 5G 發展落後中國大陸，美國未來在高科技，甚至軍事上的霸主地位將受到

挑戰，這也是美國為什麼要全面圍堵中國大陸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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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的未來發展

大阪 G20 川習會後，川普在記者會上表示，美中再次休兵，「暫時」不會再對剩餘

中輸美商品加徵新關稅，但也不會取消現有中國大陸關稅；作為協議的一部分，中國大

陸會加大對美國農產品的採購力度，美方將對中方釋出採購項目。有關華為爭議方面，

川普表示，美方已對華為做了讓步，允許華為可以再次購買美國企業的產品，但限定是

沒有嚴重國安問題的產品。

在大阪 G20 之後，雙方敲定在 7 月 30 日於上海進行面對面的談判。就在美中貿易

代表於上海談判期間，川普又發推文抨擊中國大陸，不但稱其出爾反爾，而且還表示「中

國大陸沒有要買美國農產品的跡象」。根據《彭博》彙整的數據顯示，2018 年美國農產

品出口中國大陸僅 91 億美元，較 2017 年腰斬，是 2007 年以來最低的出口值。更糟的

是，即使中國大陸在去年 12 月及今年 6 月底兩次 G20「川習會」中，皆承諾要購買美

國更多農產品，但《彭博》卻在報導中指出：「2019 年中國大陸採購美國農產品將少於

2018 年」，因為數據顯示，即使去年 12 月阿根廷 G20 峰會時，中國大陸承諾「立即」

購買更多美國農產品，但今年 1 至 5 月美國所有出口中國大陸的農產品總額，仍從去年

同期的 62 億美元降至 43 億美元，而 5 月初美中貿易戰升級後迄今，訂單更幾近停滯。

今年 6 月底大阪會議後，中國大陸再次承諾購買更多農產品，中國大陸官媒《新華

社》也稱有「數百萬噸」的美國黃豆正在運往中國大陸，但《美國之音》卻披露，這些

黃豆都是 5 月前的訂單，5 月之後迄今美國農業部並沒有收到任何新黃豆訂單。就在川

普發推文之後，在上海舉行的第十二輪談判提前結束，雙方協商沒有明顯進展，美國官

員隨即啟程前往機場。

其實，事前外界也預期，雙方不會針對重大原則做出讓步，因此這次的上海談判將

不會取得重大突破。報導指出，前白宮首席策士班農（Steve Bannon）曾表示，對中國大

陸保持強硬，將更有利川普贏得明年的選舉，指這是歷史上的關鍵時刻，也是任何一位

總統能做的最重要、最關鍵的談判，認為川普不會屈服於壓力，與中國大陸達成一項膚

淺的協議。美國總統川普也對於美中貿易協定抱持悲觀看法，他認為北京不會在 2020 年

11 月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之前達成協議，北京可能想要與另一位美國總統進行談判，他不

會對此感到驚訝。

而就在第十二輪談判之前的 7 月 22 日，川普邀請了七家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在白宮

討論相關議題，包括「不公平的國際貿易操作與 5G 技術」，而美企也要求商務部及時審

批，以恢復對華為的銷售，總統也表示同意，以釋出善意。但許多美國國會議員主張徹

底禁止向華為出售美國產品，包括川普的共和黨黨內一些鷹派人士在內，都主張將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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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在供應鏈之外。尤其是 7 月 22 日《華盛頓郵報》報導，華為曾幫助北韓建設 3G 網

路，且用到美國的技術，此可能違反美國的出口管制法規，美國政府應該要制裁華為。

但美企亦表示，全面禁止與華為的生意往來，就美國國家安全而言可能弊大於利，因為

他們出售給華為的許多產品都有其他國家的產品可以替代，若禁止他們銷售，營收及獲

利勢必受損，進而影響到美國企業的投資及研發能力，對美國的領先地位並非有利。

按照目前的發展局勢來看，美中雙方各有自己的壓力及盤算。以中國大陸來說，習

近平主席雖然沒有競選連任的壓力，但中國大陸經濟表現若不好，他還是會受到黨內及

民眾的質疑，對習主席的領導地位將有所不利。目前中國大陸已出現出口衰退及經濟下

滑的情形，且產業外移的趨勢也更加明顯，若美中貿易戰持續下去，產業外移的速度恐

加快，將對就業造成嚴重的影響，這恐怕是中國大陸最擔心的問題。

但是若要中國大陸全盤接受美國的要求，在國家意識高漲的情勢下，恐也難讓中國

大陸政府及民眾接受，因此目前最好的策略是以拖待變，或許等川普競選失敗後會有轉

機也說不定（這也是川普質疑中國大陸沒有談判誠意的地方）。中國大陸在等待的這段

期間，當然也不可能無所作為，從中央政府的放寬外資投資限制、減稅、增加貨幣及財

政政策等，都是希望讓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可以繼續留在中國大陸，甚至可以擴大投

資。所以站在中國大陸的立場，不會急著想完成談判，慢慢談可能是較佳的策略。

以美國來說，川普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競選連任成功，所以美中貿易談判的結果好

壞對其有非常重要的影響，與其談出一個爛的協議，不如不要。本來川普是想用最後一

批 3,000 多億美元產品加徵關稅，來要脅中國大陸接受美國的要求，結果中國大陸卻打

死不從，態度強硬；而最後一批產品加徵關稅對美國來說難度也高，因為這些產品大都

是關係到民生的消費性產品，一旦課徵 25%關稅，將造成物價上漲及民怨沸騰，恐怕對

川普的競選造成不利。不過目前美國已在 9 月 1 日對 3,000 億美元中的 1,120 億美元產

品加徵 15%關稅，而且 10 月及 12 月可能還有新的攻勢。

川普政府在 8 月 7 日還頒布臨時規定，依循《國防授權法》，禁止聯邦機構及其承

包商採購包括華為、中興、海康威視、大華科技及海能達 5 家中國大陸企業的電訊設備，

這項臨時規定自 8 月 13 日起正式生效。以上這些舉措到底是川普想迫使中國大陸繼續

談判並接受其條件，還是川普對談判已經沒有期待，直接想用制裁讓中國大陸低頭呢？

我們不得而知。以川普善變的個性，後續還會有什麼驚人之舉，目前也無法預測。

美中貿易戰演變至今，它已不是單純的只是要解決美對中的貿易逆差問題，而是關

乎兩個大國在軍事、外交、科技各個層面霸主地位的爭奪戰。中國大陸崛起的事實已經

存在，並嚴重威脅到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因此有人形容美中的新冷戰時期將展開。



8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65期（2019.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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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美國而言，不僅是川普的共和黨主張要對中國大陸採取強硬的態度，連民主黨也有同

樣的認知，因此在美國朝野兩黨的共識下，將來不管是那個黨執政，對中國大陸的態度

恐怕不會有太大的改變。若是照此趨勢發展下去，美國哈佛大學冷戰問題專家-格雷厄

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所分析的，在「美國優先」與「中國夢」之間，兩國

能否和平相處，美中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需要靠兩國領導人

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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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中國大陸針對 WTO 電子商務複邊談判繳交新提案

76 名 WTO 會員已於今（2019）年 1 月達成共識，將就電子商務相關議題進行 WTO

複邊談判。據了解，目前已有美國、歐盟、中國大陸、新加坡、日本、烏克蘭、韓國、

加拿大、紐西蘭、巴西等國，針對電子商務議題進行提案，內容包含電子支付、原始碼、

網路安全、電子通訊服務之市場進入、跨境資料流通，以及其他貿易便捷化措施等議題。

最新一輪電子商務複邊談判已於 9 月 24 至 27 日在日內瓦展開，然目前並無公開文件對

相關談判進展進行說明；惟已知中國大陸於 9 月 20 日針對電子商務議題另繳交一份新

提案。該份新提案中若干內容，被外界認為是為因應美國商務部於今年 5 月，以國家安

全為由，將華為及其附屬企業列於實體清單進行出口管制之舉動。

中國大陸在最新提案中要求 WTO 會員應遵守最惠國待遇，明定任何 WTO 會員不

應賦予任一會員的企業以及電子商務相關之網路器材與產品，低於其他會員的企業或同

類產品之待遇。另外，該提案中說明，WTO 會員除非已基於合法的公共政策為目的進

行徹底調查，包含具有確切證據並進行事先通知，否則不得排除或限制資通訊產品或設

備的供應。

其次，該份提案中提及，任何會員不應限制其公共電信網路以及相關服務提供者，

使用特定科技以提供網路及服務，抑或是使用與該科技相關之電子商務網路設備及產品。

最後，中國大陸亦提案禁止任一會員限制電子商務相關網路設備與產品之貿易，特別是

在已有長期商業合作之情形，各會員應不可限制或禁止向其他會員之企業提供網路設備

與產品之必要的原物料、零組件、軟體、科技及後續更新；但 WTO 會員如依據合法政

策目標進行調查，並有具體證據及進行事先通知，則不在此限。

至於電子商務課徵關稅議題，中國大陸日前曾表明立場，主張直至 2020 年 6 月所

舉行的 WTO 部長會議前，將支持對電子商務暫免課徵關稅；惟中國大陸迄今所提交的

兩份提案均未明言將對電子商務永久免徵關稅。而此次中國大陸的新提案中僅針對跨境

電子商務之關稅政策進行規範，亦即關於「先線上交易而後將實體運送至消費者或賣家」

的情形，中國大陸要求 WTO 會員如欲修改其關稅政策應即時通知（promptly notify）

WTO。此外，該提案也補充，會員不應對透過跨境電子商務運送至其領土內之商品，收

取高過於正常情形之稅務、規費、國內稅及其他費用，或執行較常規措施更嚴格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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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美國在 WTO 電子商務複邊談判中，其提案之主要訴求包含保護跨境資

料流通以及禁止資料在地化兩項；然而，中國大陸目前仍被視為此兩項議題中的主要障

礙。

【由王韻潔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19 年 9月 25 日】

▲近期歐盟—南方共同市場貿易協定中之糖業成為討論焦點

關於「歐盟—南方共同市場貿易協定」（EU–MERCOSUR trade agreement）之農產

品進口部分，歐洲議會議員提出疑慮，認為未來大規模進口南方共同市場商品將衝擊本

地農產品市場，其中糖為受影響較深的農產品之一。目前，雙方對彼此農產品進口皆課

徵一定比例之關稅，例如南方共同市場對來自歐盟的酒及乳酪分別課徵 20%及 28%關

稅。倘協定生效後，歐盟將對南方共同市場 82%的農產品取消進口關稅，產品包含糖、

乙醇、牛肉、禽肉、豬肉、米、蜂蜜、柳橙汁及玉米等；南方共同市場則取消歐盟 96%

商品的進口稅，受惠商品涵蓋酒類、奶粉、乳酪、大蒜、巧克力等，其中歐盟的主要產

品如烈酒及橄欖油亦將降為零關稅。

針對歐洲糖業所受的衝擊，有歐洲議會議員指出，協定生效後將有七成的糖廠因此

倒閉，造成兩萬多個工作機會的流失及十億歐元的經濟損失，原因在於依據協定草案的

內容，協定生效後除了巴西的 18 萬噸進口糖關稅將降至 0%，未來還須對巴拉圭進口糖

增加 1 萬噸免稅配額，進口糖將削弱國內商品的市場競爭力並拉低糖的市場價格。

另一方面，歐盟境內出現該協定對南方共同市場過度讓步的質疑，對此，歐盟農業

部門的官員克拉克（John Clarke）表示，協定中對歐盟境內包括糖業等敏感性產業已有

保護機制，例如將不同品質之進口農產品進行市場區隔，以降低對境內市場的衝擊。此

外，歐盟也將撥款 10 億歐元來補助受影響較劇的農民，惟目前尚未公布資金挹注的確

切日期。

歐盟農業部門專責糖業的史坎內爾（Michael Scannell）也指出，境內糖類市場確實

將面臨挑戰，除了自 2017 年以來糖價格持續下跌的問題，還須考量歐盟內部差異，各

國因國情不同而使糖價存在差異，將影響歐盟簽署「歐盟-南方共同市場貿易協定」之立

場。亦即，中、東歐國家如波蘭，國內糖價等於或略高於歐盟平均值（每噸 320 歐元）；

比利時、法國、德國、荷蘭及英國則是解除配額限制後糖產量增加最多的國家，因此其

價格低於歐盟平均值；至於地中海國家的糖則明顯高於歐盟平均價格，協定生效所受衝

擊也相對更深。因此，歐盟的內部因素也是影響歐盟與南方共同市場簽署貿易協定的主

要變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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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廖倍妤綜合報導，Agribusiness Intelligence，2019 年 9 月 25、26、30 日；ITC，

2019年 9月 26日】

▲亞洲貿易和投資力道減弱，經濟前景不佳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近期公布之年度報告－「2019

年亞洲發展展望更新」（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9 Update），儘管亞洲地區開發中

國家的經濟增長依然強勁，但是隨著貿易和投資力道減弱，增長前景黯淡，各經濟體面

臨的風險不斷上升。

報告預測，45 個亞洲開發中國家今年的經濟成長為 5.4%，預估 2020 年微幅增加至

5.5%。經濟成長預測下調反映出國際貿易前景堪憂，部分原因是美中貿易衝突升級，以

及發展程度較佳的經濟體成長放緩，如中國大陸、印度、韓國、泰國等，此外，除了香

港、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等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之外，預估今明兩年亞洲地區的經濟增長

率將達到 6.0%。

報告指出，美中貿易戰升級可能重塑亞洲地區的供應鏈，證據顯示，已有貿易正從

中國大陸轉移至越南、孟加拉等國；外商直接投資也遵循類似模式。自 2008~2009 年全

球金融危機以來，亞洲開發中國家的公私債務不斷上升，過去二十年來，債務占 GDP 之

比例增長約三分之二，而債務激增將對於金融穩定造成威脅，報告呼籲各國政府應對此

種情況保持警惕。另外，亞洲開發中國家的通貨膨脹上升大部分來自於食品價格上漲，

例如中國大陸因非洲豬瘟而導致肉價上漲；報告還預測，2019 年和 2020 年亞洲地區的

總體通貨膨脹率將達到 2.7%。

另一方面，亞洲開發中國家次級區域的增長前景各不相同，鑒於全球貿易放緩以及

電子產品生命週期大幅縮短，中國大陸以及東亞和東南亞等經濟體的預測有所下修，今

明兩年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分別為 6.2%和 6.0%；東亞整體成長將分別達到 5.5%和 5.4%，

而東南亞則分別成長 4.5%和 4.7%。

再者，由於 4~5 月大選之前的投資疲軟和信貸緊縮，對於今年印度的增長前景構成

壓力，預計 2019 年 GDP 將成長 6.5%，2020 年可增至 7.2%。第三，預估南亞地區 2019

年和 2020 年的成長分別為 6.2%和 6.7%。最後，受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公共支出刺激的影

響，預估今明兩年中亞地區經濟增長分別為 4.4%和 4.3%。與此同時，巴布亞紐幾內亞

地震後的復甦有助於推動今年太平洋次級地區的經濟成長，但是明年該地區的經濟成長

率可能放緩至 2.6%。

據悉，本報告為修正今年 3 月份 ADB 發表之「亞洲競爭力 2019 年度報告」（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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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ness Annual Report 2019）預測內容，當時該報告指出「亞洲經濟形勢前景看

好」，之所以下調的原因在於美中貿易衝突升級，以及發展程度較佳的經濟體成長放緩

等因素所致。

【由蘇怡文報導，取材亞洲開發銀行，2019 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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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美日達成部分貿易協定，預計於 2020 年 1 月生效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Abe Shinzo）於今（2019）年

9 月 25 日宣布，美日就「部分農工產品」及「數位貿易」達成協定。川普在聯合國大會

閉幕式的簽字儀式上表示，這份初步協定將幫助美國農產品打開價值 70 億美元的市場，

同時兩國亦達成價值400億美元的數位貿易承諾，此次協定是美日貿易協定的第一階段，

雙方團隊將持續就剩餘領域進行談判，致力完成一個全面性的貿易協定。

美國貿易代表萊泰澤（Robert Lighthizer）回應指出，美日貿易協定將有第二階段，

屆時將涵蓋美國和日本之間所有貿易，汽車貿易將於下階段談判處理，目前美國政府不

打算對日本進口汽車依據 232 條款加徵關稅。亦即，現階段美國對日本進口汽車課徵之

關稅保持不變，稅率維持在 2.5%。

此次美日達成部分貿易協定，預計於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在市場開放方面，對

美國而言，日本將取消或降低特定美國農產品的關稅，並提供部分美國農產品優惠配額，

一旦協定生效，超過 90%日本自美國進口的食品和農產品均將享免稅或優惠關稅待遇。

整體來看，2018 年日本自美國進口的食品和農產品總金額為 141 億美元，其中 52 億美

元產品已享免稅待遇，依據此次協定，日本將對另外 72 億美元的美國食品和農產品取

消或降低關稅。

舉例來說，日本對美國的開放模式和產品如下：（1）分階段降低關稅：價值約 29 億

美元，包括新鮮牛肉、冷凍牛肉、新鮮豬肉及冷凍豬肉；（2）立即撤消關稅：價值超過

13 億美元，包括杏仁、藍莓、蔓越莓、核桃、甜玉米、高粱、營養補充品、花椰菜及梅

乾；（3）分階段降至零：價值約 30 億美元，包括葡萄酒、起士和乳清、乙醇、冷凍家

禽、新鮮櫻桃、牛雜、冷凍馬鈴薯、柳橙、蛋製品及番茄糊；（4）國家配額（Country Specific

Quota , CSQ）：部分產品在特定數量內享優惠關稅（通常為免稅），包括小麥、小麥製品、

麥芽、葡萄糖、果糖、玉米澱粉、馬鈴薯澱粉和菊糖。簡言之，當日本執行該協定，美

國農牧業者產品銷往日本市場將享有和 CPTPP 國家相同的優勢。

另外，對日本來說，美國將取消或降低 42 項日本農產品之關稅，包括部分多年生

植物和切花、柿子、綠茶、口香糖、部分糖果及醬油，2018 年美國自日本進口該等產品

總金額為 4,000 萬美元。同時，美國亦將取消或降低部分日本工業產品之關稅，包括部

分工具機、緊固件、蒸汽渦輪發動機、自行車和零件、樂器等。美國也同意修改其 WTO

全球關稅配額中日本牛肉之進口量，為日本牛肉生產商爭取到更多的全球關稅配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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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日所達成的另一份數位貿易協定則確立了一套高標準、全面性的數位貿易

規則，優先領域包括：禁止對影片、音樂、電子書、軟體和遊戲等數位產品徵收關稅、

確保數位產品的非歧視性待遇、確保無障礙跨境數據傳輸、禁止數據在地化要求、確保

公司在其產品中使用創新加密技術之彈性等。該協定符合美墨加協定（United States-

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中數位貿易規則的黃金標準，將能擴大以美國為首

地區的數位貿易。

【由許裕佳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19年 9月 26日】

▲印尼鎳礦出口禁令恐促使歐盟向 WTO 提出申訴

印尼鎳礦出口禁令恐促使歐盟將向 WTO 提出申訴，因鎳礦（Nickel Ore）為生產不

鏽鋼（stainless steel）與電池等的重要原料，該禁令實施後將使鎳礦供應短缺，恐加劇歐

盟鋼鐵業的困境，尤其是因美中貿易戰、英國脫歐後所導致的全國汽機車零配件之需求

疲弱。

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貿易總署主管防衛措施司長魯比納奇

（Leopoldo Rubinacci）於 2019 年 9 月 25 日向歐洲議會之委員會表示，歐盟有可能針對

該出口禁令在 WTO 提出申訴，調查印尼鎳礦出口禁令在 WTO 規範下的相容性。同時，

鑒於歐盟從印尼進口不鏽鋼激增，使歐盟正調查是否將對其課徵關稅。他亦表示，歐盟

執委會考慮把不鏽鋼納入歐盟的進口配額範圍，以避免美國對全球鋼品課徵關稅後使這

些鋼品大量轉移至歐盟市場。

「印尼鎳礦出口禁令」係指印尼政府於 2019 年 9 月 20 日宣布將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鎳金屬出口，較原計畫 2022 年提早 2 年；該禁令適用所有等級的鎳礦，且無

論出口商是否已簽署相關合約，均自 2020 年 1 月起禁止鎳礦出口。該禁令自 2019 年 9

月宣布起已導致國際鎳價飆升，倫敦金屬交易所 3 個月期貨價格於 9 月 2 日起上漲 3%

至 18,785 美元，為 2014 年以來最高水平；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預估三個月內將

達到 2 萬美元。

印尼能源礦產部礦產煤炭司司長班邦（Bambang Gatot Ariyono）表示，該禁令提前

實施是因為印尼鎳礦存量有限，目前印尼已探明的鎳礦僅 6.98 億公噸，約只能再使用

7.3 年。此外，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向來認為印尼必須逐漸停止依賴天然資

源出口，並將更多投資挹注在基礎建設，以擺脫對天然資源的過度依賴，使出口更為多

元，故鎳礦出口禁令符合其一貫的治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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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目前為全球第二大鎳礦出口國，僅次於菲律賓。據報導，印尼鎳礦禁令將大為

減少中國大陸鎳生鐵製造業的金屬來源，將導致往後數年鎳礦市場每年 10 萬噸的缺口，

即便待其他供應業者後來居上，或印尼國內冶煉產業升級，也難以即時填補缺口；菲律

賓雖然是全球鎳礦最大出口國，但其品質低於印尼，短時間恐無法彌補印尼鎳礦禁令的

缺口。高盛集團則表示，印尼鎳礦禁令旨在加速印尼國內重金屬冶煉發展進程，也因佐

科威欲發展印尼電動車產業，而鎳與鈷等金屬礦產便成為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性資源。

【由李明勳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2019 年 9月 25日；The Business Times，2019年

9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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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隱藏性貿易限制 Disguised Trade Restriction

係指有些 WTO 會員之國內措施，外表看似公平合理，但實際上隱藏了對貿易限制

目標的追求。依據以往實務見解，WTO 貿易與環境委員會從相關小組與上訴機構裁決

中整理出三項檢驗 GATT 第 20 條前言「隱藏性貿易限制」的判斷標準：（1）該措施是

否經公告；（2）該措施是否亦構成專斷或不合理歧視；（3）系爭措施的設計、構造與外

觀結構是否具有貿易限制的實際效果。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17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65期（2019.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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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The EU, World Trade Law and the Right to Food

網址： https://www.bloomsburyprofessional.com/uk/the-eu-world-trade-law-and-the-right-

to-food-9781509916207/

摘要：
This book looks at the existing WTO law and at the new EU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the Caribbean and sub-Saharan Africa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human right to

adequate food. A timely contribution to the growing academic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world trade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his book

imagines a central role for the EU in reconciling these two areas of international law.

期刊介紹

篇名： Middlemen: good for resources and fishermen?

出處：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24, Issue 5 , pp. 437-456

作者： Phạm Thị Thanh Thủy, Ola Flaaten and Anders Skonhoft 

摘要：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ole of middlemen in open-access fisheries and how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s affects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th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rent. Imperfect competition among middlemen can help

ensure that fish stocks are not depleted, which is typically the case in open-access

fisheries with competitive markets. Middlemen with market power can also induce

higher economic rent for the supply chain in total, but these rents mainly benefit

the middlemen. The supply chains of inshore anchovy and offshore skipjack tuna

fisheries in Vietnam are used as empirical exampl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n the

anchovy supply chain, the middlemen have in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and the

stock is being overexploited. In the skipjack tuna supply chain, the middlemen

have oligopsony power and the stock is higher than the level that produces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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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sburyprofessional.com/uk/the-eu-world-trade-law-and-the-right-to-food-9781509916207/
https://www.bloomsburyprofessional.com/uk/the-eu-world-trade-law-and-the-right-to-food-978150991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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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五】美中貿易戰及

WTO改革方向

劉大年

 全球化 VS 反全球化：川普燃全球

貿易烽火

 美國貿易政策走向

 美中貿易重點內容

 對台灣的影響

 對WTO的影響

 台灣的因應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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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19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65期（2019.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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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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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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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經院WTO中心 額滿為止 10/5
「2019 年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產業研討會

--工具機業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

d=329656&nid=17435

台北市產發局 額滿為止 10/8 2019 台北跨境電商年會 https://reurl.cc/xDEX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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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貿易局 10/14 10/15 美國制裁伊朗規定及我國原產地規定說明會(臺北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72

中經院WTO中心 額滿為止 10/22
2019 年WTO及 RTA國際研討會：美中經貿變局對

主要經貿夥伴之衝擊與因應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49203

國經協會 10/5 10/28-31
2019 年臺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暨第 25 屆臺菲經濟

聯席會議
https://reurl.cc/D1yX9e

經濟部貿易局 10/28 10/29
「國貿條規解析與應用暨 2020 年版國貿條規之新趨

勢」說明會 (台南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70

http://www.ctdf.org.tw/events_form.php?event_no=125
http://www.ctdf.org.tw/events_form.php?event_no=125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29656&nid=17435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29656&nid=17435
https://reurl.cc/xDEXGb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68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68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72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72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49203
https://reurl.cc/D1yX9e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70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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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貿易局 10/28 10/29 美國制裁伊朗規定及我國原產地規定說明會(臺中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73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逕自洽詢 10/29
投資講習-2019 年全球及臺灣經濟現況與未來情勢分

析
https://reurl.cc/VaD1r6

經濟部貿易局 11/4 11/5 美國制裁伊朗規定及我國原產地規定說明會(高雄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74

經濟部貿易局 11/12 11/13
「國貿條規解析與應用暨 2020 年版國貿條規之新趨

勢」說明會 (11/13 高雄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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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12/25
2020/1/13

-17
第十五屆新世紀WTO國際經貿法菁英訓練團

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WTO

-15.htm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73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73
https://reurl.cc/VaD1r6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74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74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71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71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93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93
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WTO-15.htm
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WTO-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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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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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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19-21 2020 杜拜安全器材展
https://mk.taiwantrade.com.tw//AP/MDN1

00/MDN100S02.ASP?PUBLISH_ID=539

外貿協會 10/16 3/1-4 2020 年科隆五金展-台灣新產品形象展示區 https://reurl.cc/W4aA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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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 3/25-28 2020年⾺來⻄亞清真產品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MIHA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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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10/31 6/7-9 2020 年杜拜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599

外貿協會 12/31 6/18-22 2020 年印度清奈國際工具機暨自動化設備展
https://mk.taiwantrade.com.tw//AP/MDN1

00/MDN100S02.ASP?PUBLISH_ID=527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85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85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H2019
https://mk.taiwantrade.com.tw/AP/MDN100/MDN100S02.ASP?PUBLISH_ID=539
https://mk.taiwantrade.com.tw/AP/MDN100/MDN100S02.ASP?PUBLISH_ID=539
https://reurl.cc/W4aA2D
https://reurl.cc/RdnL5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HA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HAS2020
https://reurl.cc/e5vGRQ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99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99
https://mk.taiwantrade.com.tw/AP/MDN100/MDN100S02.ASP?PUBLISH_ID=527
https://mk.taiwantrade.com.tw/AP/MDN100/MDN100S02.ASP?PUBLISH_ID=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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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19 年 10 月 4 日～11 月 4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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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 ⼀  Committee on Budget,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10/22,24 二、四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Peru

10/25 五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

10/28 ⼀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10/29-31 二～四  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

10/30-31 三～四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10/31 四
 Trilateral Symposium to addres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utting-edge health

technologies

11/1 五  Working Party on State Trading Enterprises

11/4-5 ⼀～⼆  Panel DS548 EU (Viewing Room)

RTA

CPTPP、RCEP

10/31-11/4 四～⼀ RCEP: RCEP Ministerial Meeting

11/5- 二～ RCEP: 3rd RCEP Summit

APEC 及其他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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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23 二～三
APEC: ECSG 02 2018 - Promo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MSMEs in the Regional Market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in APEC Economies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75855%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2Fenglish%2Ftratop_e%2Fagric_e%2Fwcd2019_e.htm%26meetingIndex%3D246%26meetingID%3D175855%26Year%3D2019'%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70365%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26meetingIndex%3D247%26meetingID%3D170365%26Year%3D2019'%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77843%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26meetingIndex%3D251%26meetingID%3D177843%26Year%3D2019'%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77748%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TRADFA%26meetingIndex%3D254%26meetingID%3D177748%26Year%3D2019'%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74031%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GC%26meetingIndex%3D256%26meetingID%3D174031%26Year%3D2019'%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73316%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26meetingIndex%3D262%26meetingID%3D173316%26Year%3D2019'%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76646%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CRO%26meetingIndex%3D263%26meetingID%3D176646%26Year%3D2019'%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62643%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TRIPSCOM%26meetingIndex%3D264%26meetingID%3D162643%26Year%3D2019'%2C'links'%2C720%2C750%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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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10/22-24 二～四 ASEAN: 25th Customs Capacity Building Working Group (CCBWG)

10/21-25 ⼀～五

ASEAN:

 The 19th TELMIN

 20th TELSOM and Related Meetings with Dialogue Partners and ITU

10/29 二 OECD: 6th Forum on Green Finance and Investment

10/29-30 二～三 APEC: Cross-Border E-Commerce Training Workshop (CTI 04 2019S)

10/29-31 二～四
ASEAN: 27thMeetingofCustomsProceduresandTradeFacilitationWorkingGroup(CPTFWG)

WB: World Bank Group'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air: Climate-Smart Energy Solutions

10/31-11/4 四～⼀

ASEAN: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Council Meeting

 35th ASEAN Summit and Related Summits Handing Over Ceremony of the ASEAN
Chairmanship to Viet Nam

11/1 五 ASEAN: 2nd ASEAN Inclusive Business Summit

11/2-3 六～日 ASEAN: ASEAN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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