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1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70期（201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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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及 RTA 中心)

WTO 及 RTA 電子報第 670 期

目 錄

目 錄 ................................................................................................................... 1

小編快報 ............................................................................................................... 3

國際交流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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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4

國際經貿焦點 ..................................................................................................... 12

全球與區域焦點 .................................................................................................................. 12

▲WTO公共論壇聚焦思考如何適應以服務貿易為重的未來...................................12

▲世界銀行和 LAS及 RAFESD共同啟動首屆泛阿拉伯能源貿易會議 .................13

各國消息剪影 ...................................................................................................................... 15

▲歐中地理標示協定談判完成.........................................................................................15

▲越南加強查緝中國大陸商品繞道避開美國關稅.......................................................16

▲泰國實施農藥禁令將影響其農產品貿易....................................................................17

▲蒙古科技產業崛起引領經濟新方向............................................................................18

經貿大辭典 ......................................................................................................... 20

新知園地 ............................................................................................................. 21

E-Learning 線上學習平台 ................................................................................ 22

活動快訊 ............................................................................................................. 23



2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70期（201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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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3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70期（201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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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編快報

本週連載 2019 年WTO及 RTA國際研討會會議記錄下篇，對演講原始內容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上線上學習平台練英聽喲～

http://training.wto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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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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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黃英傑 輔佐研究員、余飛槿 輔佐研究員

、吳欣慈 輔佐研究員

美中貿易戰自 2018 年延燒迄今，牽涉廣泛，雙方雖有初步協議，諸多領域已成長

期對抗之趨勢。此間，亞太國家均受波及，其中我國及日、韓貿易表現受到之影響最為

直接，成為亞洲經濟成長之重大變數。同時，處於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在去年雖與美國

及墨西哥完成美墨加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簽署，但

仍受美國新經貿政策方向之影響。美、中為日、韓、加及臺灣最重要的經濟及科技夥伴，

且貿易均為經濟成長之重要動能來源。面對美中經貿衝突多領域、長期化的發展趨勢下，

各國雖然挑戰不同，但如何面對此一變局？如何化危機為轉機？都有許多值得彼此借鏡

相互學習之處。為增進社會大眾了解美中經貿變局下亞太國家之影響與因應，中華經濟

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特與臺灣服務業聯盟協會舉辦本研討會，邀請加拿大、日、韓

專家學者深入剖析，提供專業觀點與精闢分析。

【場次三】美中經貿變局對韓國之衝擊與因應

（紀錄：黃英傑輔佐研究員、余飛槿輔佐研究員）

本研討會第三場次，特別邀請韓國國際經濟學會理事長崔炳鎰教授擔任講者。崔教

授取得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後，任職韓國政府談判代表之一，係韓國電子通訊業的

首席談判代表（1994-1997），目前於韓國梨花女子大學任教至今。崔教授於 2019 年發表

“The US-China trade war: Who will rule the world？”在國際間獲得高度重視；另邀請中

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劉大年主任擔任與談者，一同探討美中貿易戰的現況與

展望。

主講人：韓國國際經濟學會理事長/梨花女子大學 崔炳鎰教授

受美中貿易戰的影響，我到世界各地作學術訪問及演講，這次的主題我將會把重點

放在新常態（New Normal）的說明。舊常態（Old Normal）係指 G-2（美國和中國大陸）

兩強局面以及自由的國際秩序；新常態則有四個重要的特徵，分別是：第一，G-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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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沒有領頭羊的局面；第二，崩解的自由貿易體系及國際秩序；第三，「security-trade

nexus」，中國大陸不願意保障技術與投資領域的防火牆，且往往以國家安全遂行其特定

的政治目的；第四，地緣經濟的影響力越來越重要；第五，科技不再中立。舉例而言，

香港的社會抗爭至今已超過 6 個月，街道巷弄皆佈滿了監視器，而生產製造這些監視器

的公司其股東正是中國大陸政府。稍後，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將這些公司列入貿

易黑名單，部分反應了美中關係的特徵，即是：中國大陸政府透過金錢、科技、政治力

影響民間公司，但美國卻抱持著完全相反的價值觀。更進一步地說明兩者的對抗與分歧

並不只是貿易戰，更是價值觀的兩相衝突。

價值的衝突還有很多事例，如 NBA 火箭隊總經理發表支持香港抗爭的言論風波；

美、日、韓等國的航空公司被中國大陸強迫改變飛行據點的顯示方式－中國臺北；中國

大陸為抗議薩德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韓國的樂天超市

在中國大陸被抵制、清算；音樂藝術及樂團在中國大陸巡迴表演被取消。這些事例再再

顯示美中的衝突已經步入新常態。

過去 20 年臺、日、韓公司到中國大陸投資，但中國大陸用國家安全當作藉口恣意

妄為，逕自將國家安全和貿易擅作連結。中國大陸政府的價值觀和世界的價值觀亦不同，

這使得臺、日、韓公司都無法再投資。即便川普未能成功連任，新常態都將會持續一段

時間。我們必須面對此一新常態，否則將被邊緣化並與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

GVC）相脫鉤。過往，「中國工廠」（Factory China）模式能為三方帶來三贏的模式，韓

國、日本、臺灣接單並由中國大陸生產製造，隨後將產品出口至美國、歐盟的市場。目

前，北美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為價

值鏈之主軸，歐盟亦存在著既有的價值鏈，唯獨亞洲並沒有獨有的價值鏈，且東北亞各

國對制度的維繫力量較弱，這使得地緣政治的風險越來越高。

1999 年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批准同意讓中國大陸加入 WTO，認為

中國大陸會學習並參與（engage）全球貿易系統，既有的政治結構將會被改變進而走向

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多年來，儘管中國大陸政府的行為模式有著些許的改變，但中國大

陸政府的根本思維仍未有所變化，特別是國家補貼的制度，更是大幅違反 WTO 規範、

智慧財產權規定等，這對美國而言即是不公平貿易。儘管當今的美國政府認為讓中國大

陸加入 WTO 是個錯誤的決策，但我認為 WTO 應更加關注美中之間的狀況，美國政府

的心態往往是抱持著單邊主義的思維與各國談判（歐、日、韓等國），可是中國大陸卻無

法接受（如數位貿易的談判、避免數據在地化的主張等），更進一步地來說，未來貿易體

系會成為中國大陸、美國的兩極體系，WTO 2.0 由是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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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大陸政府亦希望提升貿易的「質量」，而非如過往僅重視「數量」。以「中

國製造 2025」為例，旨在增加中國大陸產品在日本市場的市占率，但我認為前景並不樂

觀。與此同時，最大受害者反而是韓國，以電動車的電池為例，中國大陸是韓國最大的

電動車電池市場，知名大廠如 LG、SK 和三星都在中國大陸有大規模工廠，但生產的電

池卻都無法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不被中國大陸市場接受。短期而言，在中國大陸投資須

顧慮許多因素，如習近平與黨的權力集中、國進民退、自由空間緊縮、黨對軍隊的指揮

等，中國大陸政府的立場相當強硬。目前國際社會都在看中國大陸政府的下一步，觀望

中國大陸的未來發展及其銳實力的展現。我們必須注意到，中國大陸政府往往透過地緣

政治與經濟手段遂行特定的政治目的。

美國啟用 232 條款對付同盟國，日、韓、歐盟出口至美國的鋼鐵，都要加徵關稅，

這是美國總統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但我不認為川普未來仍會繼續保持這樣的立場。

韓國的國家安全要依賴美國，但貿易部分可以仰賴中國大陸，這是韓國「安美親中」的

策略，目前尚稱可行。但有部分韓國學者認為「安美親中」的策略無法長久，跟其他鄰

國相比，我們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更高，未來可能會受到更大的衝擊。而美國加徵

關稅的衝擊，反而是次要影響而非主要影響。概括地來說，韓國出口到中國大陸的貨品

是成品，韓國公司到中國大陸投資或合資公司，60%的產品係於中國大陸當地進行銷售，

35%則出口回韓國，但對美國的出口只占 5%，對貿易而言影響不大。真正重要的是文在

寅政府的貿易政策，以及《美韓自由貿易協定》（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KORUS

FTA）。

KORUS 在 2013 年生效，2017 年要做每 6 年 1 次的更新，韓國方面並不願意啟動

談判，但川普威脅終止美韓貿易協定，迫使韓國重新協商。韓國最大的讓步是同意美國

將原先 KORUS 中針對韓國卡車的 25%關稅應在 10 年內逐步削減至零，修改為在 30 年

內逐步削減至零，意即美國僅須於 2041 年以前逐步調降對韓國卡車之關稅，而美國則

豁免韓國依 232 條款加徵之關稅。韓中 FTA 於 2014 年簽定，2015 年生效，2015 年韓中

FTA 第二階段的服務業談判，因韓、中緊張情勢所以沒有進展，因此政府轉向 B 計畫－

與東協國家合作，展開與東協國家之談判、RCEP 的談判，但 RCEP 的談判一再延期，

尤其是美、日在電子商務談判的拖延，我認為 RCEP 最終不會非常成功。另外由日、加

在美國退出後領導的 CPTPP，韓國一直在觀望而未有行動，因政府相信加入 CPTPP 只

會加深韓國對日本的依賴。

在科技層面，華為手機從 2015 年僅 5%的市占率，不到 5 年的時間已躍升至第二

名。韓國業界大多擔心華為會成為第二個薩德，因韓國已使用華為的 5G 系統，美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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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警告同盟國不要使用華為系統，否則美國不會與之合作，

但美國目前沒有採取實質行動，仍有待觀察。

最後我想展望韓國的未來。韓國的研發具有創新能力，創新體系是強項，韓國如何

利用創新體系在美中貿易戰中全身而退？要將創新能力商業化，韓國需要兩個合作夥伴：

美國和中國大陸的兩個矽谷－加州矽谷及深圳矽谷，這兩個矽谷發展出既合作又競爭的

關係，美國矽谷擁有高度科技能力，能從無到有創造，但因嚴格的隱私或人權法規，無

法將之商業化，而深圳矽谷則擁有高度模仿力，在大規模測試新產品時，有能力與美國

競爭，韓國企業如何在兩端立足，將會是關鍵。

與談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劉大年主任

本場次與談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劉大年主任，專長為國際貿易投資

與產業經濟，針對崔炳鎰教授演講之回應，內容摘要如下：

崔教授重點放在美中貿易戰如何從舊常態轉換到新常態，我針對新常態部分補充說

明。如崔教授所言，從 G-2 到 G-Zero，我也相信即便川普未連任，現況也不會有所改變，

因川普上任後政策已定調，美國 2017 年 12 月的國安調查報告中表明中國大陸及俄羅斯

均想挑戰美國的權力，並損害美國的國安及利益，美國國安局亦認為中國大陸是競爭對

手而非合作夥伴。美國副總統彭斯（Michael Pence）也認為中國大陸利用違反自由公平

貿易的政策與美國對抗，這些都能反映美、中在各個領域的衝突，包含貿易、教育、科

技、金融、軍事和安全等很多議題。

我的觀察是，美國和中國大陸將回到冷戰時代，如同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的關係。

蘇聯當時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但蘇聯當時經濟實力並非最強大；1980 年代中期美國對

日本進行貿易制裁，因當時日本是美國最大貿易順差國家，但日本 GDP 僅有美國的三

分之一，然日本卻未影響美國國安，現在中國大陸不僅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其 GDP 更

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二。新常態下，自由貿易體系及國際秩序的瓦解，像是川普不信任

WTO 體制，近期的 WTO 談判進展停滯不前，尤其是數位貿易領域，反觀美日 FTA 卻

在數位貿易章節達成共識，更顯示 WTO 機制有衰退跡象。

新常態亦改變全球價值鏈的改變，如崔教授所言，韓國對美、中依賴程度都高，但

臺灣面對的挑戰或許更為艱鉅。韓國有 5%產品出口至中國大陸組裝或加工，再出口到

美國，同樣的情形臺灣卻是 40%。對照美日 FTA，若未來美中有達成協議或 FTA，臺灣

應更為擔憂。就我的觀察，韓國即便不加入 CPTPP，其亦已與其中 9 個國家簽有 FTA，

但臺灣並非如此，臺灣即將面對供應鏈的改變，吾人應更關注臺灣受到美中貿易戰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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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最後我想提到一點，在崔教授的簡報所未提及者，即匯率戰爭，早前人民幣升值至

7，美國即指控中國大陸為匯率操縱國，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亦為吾人值得觀察的重點。

問題與交流時間：

問題：各國應如何減緩美中貿易戰在科技層面的衝擊，或管控研發領域或其他領域

之風險？

崔教授回覆：重要的是科技和安全的連結，不是所有科技都會造成問題，我認為有

兩項重點應完成，首先應建立國內對於安全敏感科技的制度，目前中國大陸併購科技公

司，其他國家缺乏外資審查的機制防堵；其次是各國應組成聯盟，以公約或議定書的形

式，全面處理系統性的風險，這麼做是為了因應非市場的國家，以及了解安全相關科技

是哪些，以及可能的合作面向。

【綜合討論】

（紀錄：吳欣慈輔佐研究員）

問題一：新的 NAFTA 將會如何影響加拿大的經濟或企業？

Hughes 教授回覆：新的 NAFTA 跟舊的其實很像，但有一些不同之處將對加拿大企業造

成影響。其一，數位貿易章節，此新章節與 CPTPP 電子商務章節類似，但對加拿大的電

子商務而言很重要，由於該章節規定數位產品的進出口是禁止加徵關稅，也不允許數據

在地化以及資料跨境移轉。第二，中小企業章節，這一章節並沒有太多新的義務，主要

規範中小企業的合作以及協助他們進入全球市場，由於中小企業對於國內的 GDP 大有

貢獻，但並未實際加入國際貿易及多邊貿易，這一點必須有所改變。而前面提到 NAFTA

中的貨幣操控條款，規定簽署方不可透過貨幣操控來達到商業利益，也不可以去作競爭

性的評估。而美國將此條款加入，並不是針對加拿大或墨西哥有貨幣操控問題，而是美

國想在未來簽署的 FTA 中也納入此條款。

此外，汽車原產地的規定對加拿大也很重要，因為加拿大與美國在汽車產業具有高

度整合，新的 NAFTA 要求 75%之汽車零組件須原產於北美地區，才能獲得優惠關稅待

遇，而汽車中 70%的鐵須來自北美地區，汽車整體價值的 30%須由時薪 16 美元的勞工

製造。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方面，將生物藥品的保護期間延長至 10 年，這對加拿大的

製藥產業也有很大影響。

最後，良好法規作業實踐（good regulatory practices）章節對加拿大企業而言也很重

要，這是新的章節，它將改善加拿大、美國、墨西哥法規的相容性並促進生產。企業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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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跨境貿易則須符合不同國家的法規要求，因此三國若在法規上有更多的合作及標準訂

定，將對加拿大企業有很大的益處。

問題二：日本政府對中小企業採取哪些政策來因應美中貿易摩擦？

赤羽淳教授回覆：中小企業對日本產業非常重要，尤其是汽車業跟電子業。就電子業而

言，為減少美中貿易摩擦的風險，許多公司採取「中國+1」戰略（China Plus One Policy），

亦即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布局，例如越南，但中小企業並沒有足夠能力在多個國家進行

投資。有些中小企業確實受到衝擊，有些甚至倒閉，不過有些中小企業運用科技優勢來

面對美中貿易衝擊，他們主動改變自己的核心策略，例如：過去生產電子或汽車零件的

廠商，現在把領域轉到新的產業，如機器人或航太相關產業，而這是我們要密切觀察的

新趨勢。

問題三：韓國分別與中國大陸及美國簽署的 FTA，可否幫助韓國避開美中貿易的負面影

響？

崔炳鎰教授回覆：沒有幫助。儘管韓國與美國有 FTA，但當我們面對川普總統時，仍被

迫針對 70%的條文重新談判，且韓國無法防範 232 條款，面對不顧 WTO 相關規定的國

家對韓國來說非常棘手，美國可能根據 232 條款調查結果及其政治情勢，又決定對加拿

大、韓國或日本動用 232 條款。所以儘管有 FTA，韓國還是會擔心，因為當我在 1990 年

談判時，西方國家諷刺亞洲國家簽約跟執行是兩回事，但他們也對我們做同樣的事。而

面對中國大陸，儘管有中韓 FTA，但當中有布局的相關條文，如果韓國拒絕與華為合作，

則韓國可能會面臨報復。

問題四：請崔教授分析明年的全球經濟展望。

崔炳鎰教授回覆：明年存在許多的不確定性，特別是科技方面，明年是 5G 全面發展的

一年，不知道有多少歐洲國家會與美國結盟，或是採用華為系統。而大選在即，川普可

能會採取大膽的行動，即便美中貿易談判已完成第一階段，不過第二階段美國可能要求

中國大陸進行經濟結構改革，但我認為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會輕易讓步。面對諸

多不確定性，明年中國大陸的 GDP 可能低於 6%、全球經濟也可能下跌 1%，世事難料

我們要做好準備。

問題五：製造業應該如何調整供應鏈佈局？

陳添枝教授回覆：我認為這是未來 10 年至 20 年都要面臨的問題。我同意剛剛崔教授的

說法，就是美中貿易衝突不會在短時間內結束。儘管美中目前達到階段性協議，但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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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及價值上存有歧見，特別是價值方面的衝突，包含社會如何在數位時代運作、政

府在科技面的應用，這些都是中國大陸與其他地區的價值觀差異。

而中國大陸的人口紅利也不再像過去明顯，中國大陸在未來的經濟成長一定也會趨

緩，而中國大陸如今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所以全球生產體系都必須隨之改變，美國貿

易政策的改變也會影響供應鏈佈局。

而我認為另一個影響供應鏈結構變化的是新科技，特別是人工智慧，它可能採取小

量生產並使生產地點離市場更近，過去由中國大陸主宰的世界工廠地位之後將會分化，

並由東協、印度、巴基斯坦等還有年輕人口的地區接掌製造業的工作。因此我並不擔心

公司重整供應鏈的問題，重整後產品的品質及價格依然是具競爭力，我們應該要擔心的

是貿易戰跟持續的貿易保護主義，這可能會讓世界經濟趨緩且影響很長一段時間，所以

未來經濟成長率跟貿易量可能會呈現疲軟。在 1990 年代到大約 2000 年之間，每年的全

球經濟成長率大約 5%至 6%；現今每年大約 2%或 3%；明年可能只剩 1%而已，全球的

貿易量可能不到以前的一半，我們必須尋找新的成長源頭才能驅動全球經濟，而這個新

的成長動力可能是在服務業，尤其是以數位方法進行交易的服務業，所以數位貿易將成

為很重要的議題，我們需要某種規章來規範貿易行為，並且加強鼓勵更多這種類型的貿

易活動，使其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火車頭。

問題六：請 Hughes 教授發表一下對貿易戰的想法。

Hughes 教授回覆：首先，很高興聽到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獲得連任的消息，其

實加拿大民眾一直很關注保守黨參選人是否比現任總理更有能力因應川普，儘管現任總

理在面對川普時仍受到諸多批評，但在外交政策上比保守黨作得更好，然而不論是否對

美中貿易戰是好事，我想目前杜魯道總理已經處理的不錯了，包含在重新談判的 NAFTA

中設法移除對汽車課徵 232 關稅的可能性，由於這對加拿大的企業非常重要，因此我認

為在美中貿易戰這樣的情況下，讓杜魯道繼續就任是好的。

此外，我也同意其他講者提到貿易戰沒有盡頭，我們認為這樣的貿易戰會持續下去，

而這將對供應鏈有何影響？其實加拿大對美國的供應鏈有很高依賴度，所以對加拿大而

言要改變不容易，當然兩國間的運輸比較便宜、做法也比較一致，而加拿大與美國間的

供應鏈確實也在改變當中，不過對加拿大而言整合成本很高，特別是汽車業，所以實務

上要改變並不容易。

問題七：請赤羽淳教授分析明年日本的經濟展望。

赤羽淳教授回覆：日本明年的經濟展望由以下兩個面向說明，首先，東京將在明年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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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而這將為日本帶來觀光人潮，對經濟產生正面影響；然而今年 10 月日本消費稅

從 8%調漲至 10%，對日本的經濟造成負面影響。不過整體而言，負面影響小於正面影

響，因此明年也許我們可以樂觀期待日本的 GDP 成長。儘管最近一次受到消費稅調漲

影響，經濟成長預估只有 0.5%，趨於負面，不過明年這些負面影響將會消失，我個人預

估明年的 GDP 成長可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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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WTO公共論壇聚焦思考如何適應以服務貿易為重的未來

世界貿易組織（WTO）於 2019年 10 月 8 日至 11舉行公共論壇（WTO Public Forum），

討論聚焦於服務在全球貿易中逐漸提高的重要性。秘書長阿茲維多（Roberto Azevêdo）

於 2019 年 10 月 9 日發布 2019 年版《世界貿易報告》之演說中指出，服務已成為國際

貿易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其作用在未來數十年將繼續擴大。在此同時，未來也需要加

強國際社會的合作以支持此一發展。

從物流、金融到資訊，服務已成為現今經濟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支柱； 服務業貢獻三

分之二的經濟產出，在開發中國家就業人口中占三分之二以上，而在已開發國家更是占

了五分之四；然而，在全球貿易的討論中，服務往往被忽略，此份報告即是為補正此一

疏漏而生。

報告中指出，服務貿易（從配銷到金融服務）有助於各國成長，增強國內公司的競

爭力，並促進多元包容性。其內容呈現國際貿易中服務份額是如何繼續成長，說明技術、

氣候變遷、收入增加和人口變化將會如何對未來服務貿易產生影響，並提出在未來幾年

內，最大化全球服務貿易潛力的建議。

平均而言，服務業約占全球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一半，

於已開發國家，此占比上升到四分之三，而在開發中國家的占比也正在迅速增加。

自 2005 年以來，服務貿易每年成長 5.4%，而貨品貿易平均成長 4.6%；過去十年

中，電腦服務和研發的貿易年成長率最高。根據 WTO 全球貿易模型（WTO Global Trade

Model）進行的預測，服務在全球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到 2040 年可能會增加到 50%。這

歸功於數位化之後貿易成本降低，並減少需要面對面的互動成本；同時，服務貿易占比

增加還可歸功於服務貿易政策障礙進一步的降低。許多開發中國家日益以服務為基礎，

其於世界服務貿易中所占的比例成長超過 10%以上，然而，服務貿易卻集中在 5 個開發

中國家，中國大陸、香港、印度、南韓和新加坡在 2017 年就占開發中國家服務貿易之

比重超過 50%以上。

另一方面，服務貿易可以幫助婦女及微中小型企業在世界貿易中發揮更積極的角色，

此將特別有助於開發中國家減少經濟上之不平等，例如線上平台之類的新技術，即有助

於提供開發中國家拓展經濟成長潛在領域和新的貿易機會。此外，雖然服務是婦女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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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工作來源，截至目前為止，擁有最多婦女就業人口的服務部門卻是貿易量最少的

部門。然而，婦女在衛生和教育部門參與度之增加，亦是擴大國際貿易包容性的機會。

其中，科技是推動服務貿易的主要因素，其使跨境貿易不再依賴傳統必須面對面互

動方式達成，數位技術也正不斷降低服務貿易的成本。開發中國家若能採用數位技術，

時至 2040 年，其於世界服務貿易中的比重可能會增加約 15%。

最後，報告指出服務貿易的政策障礙，主要是來自監管措施，比貨品貿易複雜得多。

要使服務貿易成為經濟成長、發展和減貧的強大動能，首先須強化國際合作，另覓新的

途徑來促進全球貿易合作，並且使服務成為貿易政策的核心要素。

而在論壇現場，討論圍繞在如何適應服務比重日增的新貿易環境。由於服務是無形

的，與商品不同，消費者難以評估其品質，論壇各議程中皆強調，在數位化和人工智慧

領域必須制定規範，同時也應監測法規對就業及工作條件狀態的影響。

為使 WTO 可更確實掌握服務貿易狀況，以幫助其成長，改善國際層級的數據收集

至關重要。測量貿易的附加價值（trade in value added, TiVA）是提取價值鏈中有關服務

複雜數據的重要方法，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和 WTO 所建立的 TiVA 數據庫，即是這方面的重要工具；WTO 最

近亦開發的另一個服務貿易資料庫，則按服務別及提供模式別劃分衡量服務貿易。

【由施柏儀綜合報導，取材自WTO News，2019年 10月 9 日、2019年 10月 11日】

▲世界銀行和 LAS 及 RAFESD 共同啟動首屆泛阿拉伯能源貿易會議

世界銀行和阿拉伯國家聯盟（League of Arab States, LAS）及阿拉伯經濟和社會發展

基金會（Arab Fund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FESD）合作，共同於今（2019）

年 11 月 6 日，在埃及開羅召開第一屆泛阿拉伯能源貿易會議（Pan-Arab Energy Trade

Conference）。此次會議召集阿拉伯國家的能源和電力首長，以及區域和國際能源專家齊

聚一堂，促使所有利益關係人一起共同商議出一套策略，強化這些利益關係人對於跨境

能源貿易的理解，共同為邁向有利於環境的方向調整國家優先事項，同時也為泛阿拉伯

能源資源開發區域整合目標邁進一大步。

本場會議闡明了許多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強調能源貿易對泛阿拉伯地區經濟體的

戰略重要性，同時也展示了泛阿拉伯能源貿易當前所面臨的前景與挑戰。會議第一天的

議程包括：推進泛阿拉伯地區的能源貿易：機遇與挑戰、泛阿拉伯電力市場：發展機構

和國家的觀點、區域天然氣貿易夥伴關係、發展跨境電力市場的國際經驗。阿拉伯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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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經濟事務助理秘書長阿里（Kamal Hassan Ali）於會中表示，區域機構對於建立與管

理泛阿拉伯電力市場，以及投資電網互連、促進潛力能源領域的區域合作等方面，扮演

相當重要而關鍵的角色，大家必須促使這些機構為達成交換電力協議，以及在國家和地

區擴大能源領域之公共和私人投資收益等，發揮更多的貢獻。世界銀行中東和北非戰略

與運營執行長畢耶德（Anna Bjerde）亦表示，過去四十多年期間，在各個金融機構的財

政支持下，阿拉伯國家致力於發展電網互連，此項成就足以成為推動地區電力和天然氣

貿易市場整合之基礎力量，進一步有效利用資源，並達成永續和包容性增長的目標。

第二天的議程包括：區域電力貿易機構和法規的關鍵原則、投資區域基礎設施以實

現電力貿易收益等。瓜地馬拉能源和礦業部長路易斯（Luis Alfonso Chang）以中美洲國

家電力互連系統(Sistema de Interconexión Electrica para America Central, SIEPAC)為例表

示，缺乏獨特的區域電力市場設計、機構或流程，或是缺乏所有權、融資和定價等問題

的嚴格規則，難以促成並確保區域整合之成功，特別是必須根據情況量身打造區域市場

開發方法，最重要的是建立區域機構和共同的監管機制。此外，石油輸出國組織國際開

發基金（OPEC Fund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ID）非洲地區總監奧祖魯（Belkacem

Ouzrourou）表示，當各國遵循國家優先事項時，包括國內能源安全、經濟民族主義和主

權問題等，對於降低優化發電和輸電投資成本的措施往往無法實現。因此，有效解決這

些國家層次的問題並調整國家優先事項，對於實現區域投資優化和區域整合具有正面意

義。

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中東和北非國家目前擁有近 300 吉瓦（GW）的裝置容量，

但是可用的跨境傳輸互連容量卻僅有 15.8 吉瓦；換言之，只有一小部分被商業利用。因

此，世界銀行認為，只要建立一個有利的發展因素，例如更強大的輸電網和對低成本可

再生能源的投資，一旦中東和北非地區的能源市場完成互連，將成為僅次於歐洲電力市

場的全球第二大區域電力市場。在此論點之下，本次會議對於完成建立泛阿拉伯區域電

力市場（Pan-Arab Regional Electricity Market, PAEM）基礎階段，具有關鍵性意義，其確

立了市場關鍵法律協議（market’s key legal agreements）之批准程序，使得該協議可望

在明年獲得批准，可說是為建立泛阿拉伯區域電力市場跨出了一大步。

【由蘇怡文報導，取材自世界銀行，2019年 1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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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歐中地理標示協定談判完成

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於今（2019）年 11 月 4 日至 6 日訪問中國大

陸，與即將轉任歐盟貿易執行委員的霍根（Phil Hogan）等官員一同出席上海國際進口

博覽會。11 月 6 日霍根及中國大陸商務部部長鐘山發表共同聲明，宣布歐中雙方完成地

理標示（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GI）協定談判，預計對食品及酒類共 200 項產品提供

地理標示保護。協定經過雙方國內批准程序後，最快於明（2020）年底前正式生效，自

生效日起算之四年後，將各再增加 175 個 GI 產品。歐中地理標示協定可望促進歐盟與

中國大陸間之自由貿易，同時可視為中國大陸對外開放市場之訊號。

歐盟與中國大陸的地理標示合作始於 2006 年，惟過去運作成效不彰，至 2012 年止，

雙方各自僅對 10 項產品提供地理標示承認保護。歐盟與中國大陸自 2011 年起正式啟動

雙邊地理標示協定之談判，於 11 月 6 日宣告完成協定簽署，為目前歐盟與中國大陸間

經貿合作之重大突破。在本項地理標示協定之下，雙方將各有 100 項產品獲得 GI 保障，

歐盟涵蓋的 100 項產品如法國香檳區葡萄酒、愛爾蘭威士忌、西班牙卡瓦氣泡酒及希臘

菲達起司，而中國大陸方面的 100 項產品則如安吉白茶、紹興酒、普洱茶及郫縣豆瓣醬。

中國大陸目前是歐盟第二大農業食品的出口市場，出口金額在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8 月期間達到 128 億歐元。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未來也將是歐盟產品出口受到地理標

示保護的第二大國，預計受到 GI 保護的出口產品金額將占 9%，主要涵蓋產品如葡萄

酒、農業食品和烈酒。隨著中國大陸消費市場對於產品品質要求日漸提升，歐盟健全的

地理標示保障將提高消費者對歐盟產品的信心。

歐盟的地理標示制度係為確保與保護具有地方特色與高品質之產品，以與一般產品

有所區隔，屬於智慧財產權之範疇，歐盟自 2012 年起實施「歐盟產品品質計畫」（EU

Quality Schemes），GI 保護範圍依其原料產地或製程地之標準分為原產地名稱保護

（Protected Designation of Origin, PDO）、受保護地理標示（Protect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GI）及傳統技術保證（Traditional Specialty Guaranteed, TSG）。目前歐盟境內

已註冊 PDO 或 PGI 之產品共有 3,300 項，而歐盟境外之產品亦透過雙邊地理標示協定

之相互承認享有同等保障，目前境外共約有 1,250 項獲得歐盟 GI 保護。此外，由於 GI

標示意謂著確保消費者可買到真正的原產地產品而非仿冒品，因此 GI 產品的市場銷售

價格是一般非 GI 產品價格的兩倍。正因如此，歐盟向來在對外經貿談判中，皆對於 GI

議題相當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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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中國大陸目前對於國內地理標示的保護，主要採雙軌制的法律保障，其

一為在《商標法》中，將地理標示視為集體商標或證明商標予以管理，其二則係在《原

產地域產品保護規定》提供保障。不過，對於在雙邊協定下的地理標示將如何予以承認

保護，目前尚未有較清楚的執行規則。中國歐盟商會（ECCC）指出，未來歐中雙邊地理

標示協定生效後，希望中國大陸方面加強相關法律之更新，並提供更有力的執法保障。

【由余飛槿綜合報導，取材自 Reuters，2019 年 11 月 6 日；EU Commission，2019 年

11月 6日】

▲越南加強查緝中國大陸商品繞道避開美國關稅

自美中關稅戰開打以來，非法轉運情形持續增加，亦即企業將產品運往未被課徵額

外關稅的第三國「洗產地」，再銷往美國以規避高額關稅。在持續的貿易戰中，越南為說

服美國其不會讓中國大陸產品繞道至越南再出口以規避關稅，正密切關注中國大陸電子、

鞋類等 25 項產品之出口情況。

美國商務部在今（2019）年 7 月初已對原料來自臺灣或韓國的越南進口鋼鐵課徵

456%的關稅，認為臺韓廠商透過越南規避雙反（反傾銷和反補貼）關稅制裁，同時美國

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亦指責越南在貿易方面是濫用制度最嚴重的國家。此外，越

南海關在 10 月底查獲來自中國大陸價值約 43 億美元的可疑鋁製品，越南當局認為，該

批鋁製品企圖冒充標示「越南製造」再銷往美國，涉嫌洗產地規避關稅。據了解，越南

鋁製品出口到美國的關稅稅率為 15%，而中國大陸鋁製品出口美國面對的關稅稅率高達

374%。

過去美國曾多次抱怨，東南亞國家是其最大貿易逆差來源之一，美國駐越南大使康

達（Daniel Kritenbrink）即曾表示，美國對越南貿易逆差持續增加是個嚴重的問題；另

外，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亦於 11 月 8 日在河內舉辦的會議上警告越南，

必須減少對美貿易順差。惟今年 1 至 8 月越南對美國的出口金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356 億

美元，非法轉運貨物的增加只會使此數據惡化，越南不想進一步激怒美國，擔心美國的

貿易戰火可能會從中國大陸燒向越南。

越南工業貿易部（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MoIT）部長陳俊英（Tran Tuan Anh）

於 11 月 7 日在國會中表示，越南正在打擊貿易詐欺（trade fraud），會加強檢查貿易商是

否將進口貨物的產地打上「越南製造」標籤，再銷往美國等其他國家。其指出，越南關

注的貿易詐欺產品清單共計 25 項，包括電腦和其他電子產品、木製品、紡織品及鞋類

等，同時，由於木製品容易有貿易詐欺行為，近期越南木製品對美出口飆升達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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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總理能准許暫停轉運木製品到美國。此外，其強調越南不會拖延查緝，且不允許

貿易詐欺行為對越南與夥伴間的官方關係造成傷害，越南工業貿易部正協調計畫投資部、

財政部、中央銀行、海關和地方政府等國內相關單位，以期加強打擊貿易詐欺行為，美

國和越南官方亦已展開合作。

【由許裕佳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 Law，2019年 11月 09 日】

▲泰國實施農藥禁令將影響其農產品貿易

泰國呵叻府（Nakhon Ratchasima）為樹薯的主要產地，占全國總產出約 25%，該作

物為食品業的關鍵原料之一。不過，泰國國家有害物質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Hazardous Substances）在今（2019）年 10 月 22 日通過對巴拉刈（paraquat）、嘉磷塞

（glyphosate）及陶斯松（chlorpyrifos）等三種農藥禁令，並將其列為第四類有害物質，

且不得於泰國境內製造、進出口或持有，對此許多農民認為該禁令將嚴重影響農民生計。

據悉，巴拉刈和嘉磷塞是農民常用的除草劑，且目前沒有任何機械能達到與農藥相

同的效果，因此農民認為政府一味實施禁令，未考量實際耕作的困境，希望政府接下來

能提出相關配套方案，以降低禁令對農民的衝擊。此外，泰國農業合作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s, MOAC）副部長泰瑟（Mananya Thaises）先前才承諾農民將

調升農作物價格，但現在卻大力推行農藥禁令，使農民耕作成本增加失去價格競爭力，

泰國政府誠信也因此受到質疑。

根據相關研究顯示，若改為人力方式除草，種植樹薯的成本將由每 1,600 平方米 150

泰銖增至 1,200 泰銖。不過，支持使用農藥的泰國農業創新貿易協會（Thai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Trade Association, TAITA）也坦承，由於美國部分農作物也有使用上述農藥，

農藥禁令將影響與美國的農產品貿易。亦即是，該禁令一旦實施，美國含農藥殘留的作

物將被泰國政府禁止進口，而美國政府可能將此措施視為非關稅貿易障礙。TAITA 執行

長認為，泰國政府的農藥禁令欠缺審慎評估，其表示目前包括巴西、阿根廷、美國、加

拿大及澳洲等國都考慮針對泰國政府的作法向 WTO 提出申訴。

值得一提的是，泰國有部分農民對農藥禁令表示歡迎，原因為泰國稻米貿易商認為

該禁令將有助於農民開拓有機農產品市場。泰國稻米出口協會（Thai Rice Exporters

Association）主席勞塔馬塔斯（Charoen Laothamatas）表示，他們已要求農民逐漸降低農

藥的使用。此外，許多稻米採購商為迎合消費者需求，對農產品的農藥標準越趨嚴格，

甚至要求有機耕種，因此農民若不針對農藥用量進行調整，泰國稻米出口將受到衝擊。

不過，由於政府的配套措施短期內不會有明顯成效，現階段農民必須花費額外時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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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否則對稻米產量及出口狀況都可能有負面影響。

【由廖倍妤報導，Bangkok Post，2019年 11 月 10日】

▲蒙古科技產業崛起引領經濟新方向

蒙古共和國的經濟正在急速改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金融科技

（Fintech）新創公司及其他相關產業部門，逐漸將其首都烏蘭巴托轉型為規模雖小卻欣

欣向榮的高科技中心。

傳統上，蒙古的關鍵產業以礦業、農業及觀光業為中心，然而嚴峻的冬天使得產業

活動受到限制。為了在酷寒季節持續經濟動能，蒙古正在加速挹注其萌芽的資訊科技產

業。伴隨第四代行動網路，特別是 4G LTE 建置完成，蒙古剛起步的科技產業準備在經

濟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領導此波轉型的是曾於海外留學或工作、回鄉創業的歸國蒙古人。在本地徵求及訓

練技術人才方面，對新創公司在是一項挑戰，但在蒙古社會，深厚的人際關係降低了人

力障礙。

總部位於東京的廣告公司電通集團（Dentsu Group）於蒙古的人工智慧業務子公司

Dentsu Data Artist Mongol，7 月底於烏蘭巴托舉行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研討會，吸

引來自臉書、微軟即其他科技巨擘的人工智慧專家前來參加，會中即可見到前述的人情

網路。研討會中的其中一位講者蘇赫巴特（Sainbayar Sukhbaatar）任職於臉書人工智慧

研究部門，即是應小學同學、同是東京大學校友的童年玩伴、Dentsu Data 的阿瑪爾薩那

（Agchbayar Amarsanaa）所邀前來參與座談。「我有不少朋友在 GAFA，」阿瑪爾薩那

說，GAFA 是指谷歌（Google）、亞馬遜（Amazon）、臉書（Facebook）、蘋果（Apple）

四大科技公司。

蒙古共和國有占半數人口約有 150 萬人居住在首都，此地同時也是 90%的大學所在

地，學生從小學至高中都是在同一所學校，同儕間因此結成終身情誼。阿瑪爾薩那東京

大學畢業後，即加入同學成立的人工智慧新創公司 Data Artist，在電通集團於 2018 年收

購該公司後，Dentsu Data Artist Mongol 即在烏蘭巴托成立，發展人工智慧系統。

由於蒙古當地欠缺適格的人才，Dentsu Data 計畫舉行研討會，並於與會者中晉用新

人，期望在年底前將人力由目前的 70 人擴充至 100 人。儘管不如諸多亞洲鄰國先進，

蒙古擁有堅實的通訊基礎架構，而相關產業也開始形成；蒙古也擁有相對便宜電價之優

勢，資料中心亦是可能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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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手機的普及證實了蒙古穩定的行動網路，根據蒙古通訊傳播監督委員會

（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Commission of Mongolia）統計，時至 2018 年底，使用中

的手機已經有 420 萬支，相當於每人擁有 1.4 支手機。此為發展新種金融服務業的沃土，

蒙古信用卡普及率不高，大多仰賴當鋪提供短期融資應付日常開銷，在此環境下，在地

金融科技新創企業 And Global 嗅到商機，於 2017 年推出 LendMN 手機應用程式，可提

供 50,000 圖格里克（約 19 美元）以上的無抵押微型貸款，申請三分鐘內即可核貸。為

確保還款，該公司使用以專有人工智慧為基礎的系統評估申請人的信用評等，此系統成

效甚佳，98%的借款人皆準時還款；該公司已擴大 LendMN 服務至海外，進軍包括菲律

賓及墨西哥等市場。And Global 高層表示，其技術能力堪比先進國家的同業，卻只要對

手一小部分的人工成本；管理階層中包括留學海外的歸國人才，回到故鄉投入成長中的

科技產業。

蒙古優異的數學能力是另一項優勢，2019 年蒙古在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中排名第

26，僅次於法國及加拿大，自 2010 年的第 50 名至今有長足進步。

政府亦積極扶持萌發的科技產業，2018 年成立創新中心，為該國第一個直接支持新

創公司的機構，並且由於沒有過度的法規限制阻礙，使得公司可以國內做為擴張到海外

市場前的試驗場。中心總監表示，蒙古目前的產業基礎無法永續，做為產業支柱的煤、

銅礦價值依賴市場波動，特別是煤礦面臨日益緊縮的全球環境法規，前景堪慮；面對此

情勢，其認為政府應往高科技方向促進產業多樣化。中心出租空間給不少具海外經驗的

創業家，蒙古突飛猛進的發展速度促使他們回鄉尋求機會。此外，當經濟升級的同時，

政府亦希望投入資源教育首都外的游牧人口，計畫在鄉間設立支援機構協助偏遠地區轉

型。

然而，仍有創業家擔心蒙古政商勾結的惡習，貪腐猖獗，在標案競爭中，永遠不確

定評選過程公平與否；儘管成立創新中心，亦有批評政府對新創公司的支持根本還沒起

步。

【由劉真妤報導，取材於 Nikkei Asian Review，2019年 11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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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服務貿易評估 Assessment of Trade in Services

係指依據 GATS 第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要求服務貿易理事會應依協定之目標，對

服務貿易進行全面性及個別部門之評估。2001 年 3 月 28 日，會員採認「服務貿易談判

準則及程序」之第十四項，亦要求服務貿易理事會特別會議應繼續對服務貿易進行全面

性及個別部門之評估，此應為持續之活動，談判並應根據評估結果作調整，另應對提出

要求之開發中國家提供技術援助，以進行國家或區域評估。

若干開發中國家認為，本項機制具有重要功能，得藉以平衡市場開放的談判壓力，

且認為除非評估結果證明開發中國家確能在自由化中獲得好處，否則不應要求其進一步

開放市場。另一方面，部份會員關切進行評估的目標及結果，以及進行該項評估時所面

臨的困難，包括缺乏正確服務貿易統計資料、蒐集出口利益資料的能力有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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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Global lawma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crafting of world markets

網址：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books/global-lawmakers/5D2CDD61D31DAC5A7E6

50DC09A632741

摘要：
Global Lawmakers offers the first extensive empirical study of commercial

lawmaking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 It shows who makes law for the world, how

they make it, and who comes out ahead. The book proposes an origi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seek to construct transnational legal orders within

social ecologies of lawmaking. The book concludes with an appraisal of creative

global governance by the UN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e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and

examines prospective challeng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期刊介紹

篇名： Are Retaliatory Trade Measures Justified under the WTO Agreement on

Safeguards?

出處：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ume 22, Issue 3, September 2019,

Pages 439–458

作者： Yong-Shik Lee

摘要： In March 2018, the USA adopted measures to increase tariffs claiming that the

measures are justified for its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The USA argues that its

measures do not constitute safeguard measures under WTO rules, and, therefore,

the retaliatory measures are not justified under the SA. This article reviews relevant

cases and examines whether the US measures are safeguard measures under the

SA and whether the retaliatory measures are also justified under the SA.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need for regulatory reform to address the issues with unilateral

trade measures and reta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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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org/core/books/global-lawmakers/5D2CDD61D31DAC5A7E650DC09A632741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books/global-lawmakers/5D2CDD61D31DAC5A7E650DC09A63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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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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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羽淳、崔炳鎰

 美中經貿變局對日本之衝擊與因應

 日本的GDP成⻑率

 日本的貿易結構

 保護主義所帶來之衝擊

 汽車和電子業個案分析

 結論

 美中經貿變局對韓國之衝擊與因應

http://training.wto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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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訊

主辦/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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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中研院經濟所 逕自洽詢 11/19
Trade in Value Added and the Reconsi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odels

http://www.econ.sinica.edu.tw/content/co

nferences/contents/201309021515334565

4/?MSID=2019081514293558160

工商協進會 11/19 11/22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及其相關子法

解析」
https://tinyurl.com/y4y2vsor

現代財經基金會 額滿為止 11/22 「美中經貿紛爭下 2020 年經濟展望」論壇
http://www.ctdf.org.tw/events_form.php?e

vent_no=126

國經協會 逕自洽詢 11/24-28 第 33 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https://reurl.cc/lLvm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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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經濟協會 11/18 11/28-29 東亞經濟會議第 47 次台日雙方代表聯席會議 https://tinyurl.com/rolpj7r

亞太產業分析協會 額滿為止 12/2 台灣亞太產業分析經濟論壇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49295

工商協進會、

中經院東協中心
11/26 12/5

「美中貿易衝突及其對東南亞國家之影響與其因應對

策」國際論壇
http://tiny.cc/7n0sfz

http://www.econ.sinica.edu.tw/content/conferences/contents/2013090215153345654/?MSID=2019081514293558160
http://www.econ.sinica.edu.tw/content/conferences/contents/2013090215153345654/?MSID=2019081514293558160
http://www.econ.sinica.edu.tw/content/conferences/contents/2013090215153345654/?MSID=2019081514293558160
https://tinyurl.com/y4y2vsor
http://www.ctdf.org.tw/events_form.php?event_no=126
http://www.ctdf.org.tw/events_form.php?event_no=126
https://reurl.cc/lLvmRv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93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93
https://tinyurl.com/rolpj7r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49295
http://tiny.cc/7n0sf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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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經院東協中心 額滿為止 12/6
「越南因應美中貿易戰與加入 CPTPP 的機會與挑

戰」座談會

http://seminar.cier.edu.tw/Regfrm.asp?id=

201912061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11/20 12/6 國際經營策略大師講座 https://tinyurl.com/r2kc24j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額滿為止 12/18
「台韓合作再升級」台韓經貿聯誼會第 6屆第 2次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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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d=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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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minar.cier.edu.tw/Regfrm.asp?id=201912061
http://seminar.cier.edu.tw/Regfrm.asp?id=201912061
https://tinyurl.com/r2kc24j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64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64
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WTO-15.htm
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WTO-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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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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11/18 11/19
【投資美國‧掌握未來】美國大亞特蘭大商會講座和

⼀對⼀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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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d=5662

中經院衛福新南向辦公室 額滿為止 11/20 「醫衛新南向政策」廠商分享交流會
https://nsp.mohw.org.tw/cp-1010-5809-

5b4cd-1.html

國經協會 逕自洽詢 11/21 2019 國際商會（ICC）台北仲裁日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75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台北市進出

口公會

11/28

12/13

工廠、貿易商站上跨境電商市場系列分享會－

桃園場、台中場
https://tinyurl.com/s9d5bpr

外貿協會 11/30 2/12-14 2020 年日本國際穿戴式裝置科技展 https://tinyurl.com/y65fguhs

外貿協會 11/29 2/26-28 2020 年日本國際醫療產業展 https://tinyurl.com/yy2ju6l6

外貿協會 12/15 3/1-4 2020 年科隆五金展-台灣新產品形象展示區 https://tinyurl.com/y2x795ff

外貿協會 1/3 3/11-13 2020 年東京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https://tinyurl.com/wdo5q3f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3/22-25 2020 年法國巴黎連鎖加盟展-臺灣連鎖品牌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ris2020

外貿協會 12/23 3/22-28 2020 年工業扣件業赴日拓銷團 https://tinyurl.com/yylzzx2p

外貿協會 1/1 3/24-26 2020 年越南國際包裝及食品加工展 https://tinyurl.com/rtfqpn5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62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62
https://nsp.mohw.org.tw/cp-1010-5809-5b4cd-1.html
https://nsp.mohw.org.tw/cp-1010-5809-5b4cd-1.html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75
https://tinyurl.com/s9d5bpr
https://tinyurl.com/y65fguhs
https://tinyurl.com/yy2ju6l6
https://tinyurl.com/y2x795ff
https://tinyurl.com/wdo5q3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ris2020
https://tinyurl.com/yylzzx2p
https://tinyurl.com/rtfqp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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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4/8-10 2020 年中國健康食品展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581

外貿協會 12/20 4/21-24 2020 荷蘭國際交通運輸展覽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exh%20at

%20ams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5/19-21 2020 年中國美容展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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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1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8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exh%20at%20am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exh%20at%20ams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52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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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5 日～12 月 15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11/18 ⼀  Committee on Safeguards

11/18,20 ⼀，三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11/19 二

 Committee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 Special Meeting followed by
Regular Committee

 Committee on Budget,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 Regular meeting

11/20 三
 Committee on Anti-Dumping Practices - Informal Group on Anti-Circumvention

 Committee on Anti-Dumping Practices

11/21-22 四～五  Committee on Anti-Dumping Practices - Working Group on Implementation

11/21 四  Director General Consultative Mechanism on Cotto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11/22 五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Dedicated Session on RTAs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Dedicated Session on the Monitoring
Mechanism on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11/26 二  Workshop on circular economy and the business perspective

11/26-27 二～三  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

11/27 三
 Committee on Budget,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TPRM@30

12/3-4 二～三  Panel DS537 (Public Viewing Room)

12/5-6 四～五  Services Meeting

12/9-11 ⼀～三  General Council

12/12 四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meeting on Monitoring

RTA

CPTPP、RCEP

APEC 及其他國際組織

11/25-26 ⼀～⼆ ASEAN: ASEAN-ROK Commemorative Summit

11/25-27 ⼀～三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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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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星期 會議

 ASEAN Cultural Troupe at the ASEAN-ROK CommemorativeSummit (to celebrate the
30thanniversary of the ASEAN-ROK dialogue relations)

 2ndASEAN-Korea Heads of IP Offices Meeting

11/25-29 ⼀～五

ASEAN:

 The 31stMeeting of th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TIGA and the 30th Meeting of Sub-Committee on ATIGA Rules of Origin
(31stCCA/SC-AROO Meeting)

 8thASEA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ACCMSME) Meeting and Related Meetings

11/26-27 二～三

OECD:

 Green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um: Greener future for extractive
and heavy industries, Paris, France.

 Global Forum on Transparency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 Paris,
France.

11/26-28

12/3-5
二～四 ASEAN: 31stMeeting of th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Customs (CCC)

11/29 五 OECD: 19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on Africa, Paris, France.

12/3-5 二～四 APEC: 31st Automotive Dialogue Meeting

12/9-11 ⼀～三 APEC: Informal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ISOM)

12/10 二 OECD: Trade Union Advisory Committee Meeting, Paris, France.

12/10-11 二～三 OECD: OECD Local Development Forum, Antwerp,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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