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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在電商、Fintech、共享資源 app已經是現實的時代，數位貿易當然是現今全球貿易活動的

焦點；在WTO，美、中、歐三大勢力也至制定遊戲規則的場域裡角力著，到底三強訴求是

什麼？跟台灣有什麼關係？本週專題帶你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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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建立國際數位貿易規則之動向與爭議：以法國數位數為例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R 及 RTA 中心 李淳 副執行長

數位貿易對於企業參與國際貿易而言影響顯著，且已逐漸成為未來國際貿易之

主導力量。然而因各國利益不同，導致國際數位貿易規則制定義出現美、歐、中三個集

團。美國主張自由開放、兼顧隱私個資；歐盟重視隱私個資、兼顧自由開放，而中國大

陸則是強調強調共榮、共享之餘，應尊重各國「網路主權」（Internet Sovereignty），且

主張國際各種作為應以協助發展為主，而非制訂義務。近期發生的法國數位稅反應

出此一立場差異的爭議。我國需強化政策協調，謹慎因應。

一、數位貿易的意義

隨著智慧設備及寬頻網路的普及，以網際網路為媒介之交易模式已逐漸成為經濟活

動的主流。由於網際網路在本質上即屬於超越國界或實體疆域的性質，因此藉由網際網

路進行跨國、跨境交易之貿易活動也日趨頻繁。此一發展不但使企業經營條件與模式逐

漸產生本質上的變化，貿易活動輕易跨越國界及地理上的種種限制，持續挑戰傳統上對

於市場及國境的。亦即是透過網際網路創造了一個開放不受限制的市場空間，與傳統商

業市場必須以一定的地理空間存在為前提迥異，促進了國際貿易及投資的發展，且對於

國際貿易的方式、國際貿易及投資運行機制、營銷手段、政府管理以及貿易政策等方面

都帶來了不可逆轉的影響。

這種透過網際網路，以數位方式進行跨國交易或服務提供之行為，普遍被稱為「數

位貿易」（Digital trade）。過去數位貿易多被認為是線上購物等「電子商務」（E-commerce）

之同義詞，但隨著行動應用程式（mobile application, App）、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行

動設備之普及，凡是用網路做交易平台的雙方分屬不同國籍、收益出現跨國移動，就可

能落入數位貿易的範疇。

按此定義，不但大家熟悉的亞馬遜（Amazon）跨境電商是典型的數位貿易，從 Agoda

訂房、網飛（Netflix）看片、Uber 叫車、臉書（Facebook）及 IG（Instagram）、手機下

載 App 及電子書、KK Box 聽歌，到使用谷歌（Google）的付費雲端服務，甚至遠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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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遠距醫療以及商業 3D 列印，都是數位貿易的範圍。隨著行動寬頻的普及，以上的

這些「跨境貿易」幾乎已經成為大家的日常，根本沒有跨國貿易的感覺。

二、數位貿易帶來的改變與影響

數位貿易對於企業參與國際貿易而言影響顯著。首先傳統上需要面對面交易之服務

提供，只要服務及產品能被數位化（亦即轉換為 0 跟 1）之場合，就能透過電子傳輸網

路及數位貿易平台提供服務，迅速擴大新型類型服務出現的可能及市場範圍。第二，國

家界線對於數位經濟造成之限制極低，具有高度的跨國交易/提供服務之特徵。例如利用

線上旅遊網站 Agoda 預訂在東京的飯店，消費者在臺灣，服務提供者（飯店）在日本，

但平台業者之主機及公司登記地則在新加坡（亦即發票地址為新加坡），即為一例。又如

去 Netflix 觀賞付費電影，消費者在臺灣、伺服器在香港，但平台業者卻為美國登記之公

司，信用卡付美金。在前述之交易中，亦涉及消費者與平台間，以及平台與服務提供者

間之跨國金流支付之移動與拆帳關係。關鍵是，這些跨境貿易行為可能在 10 分鐘內就

已跨越數個國境完成交易。

按 WTO 分析，傳統的全球商品貿易可能已達顛峰，未來因數位貿易成長、美中貿

易戰惡化、在地生產及短鏈等變革，成長率將非常有限。反之，以各類服務為基礎的數

位貿易，將成為本世紀的增長動力來源。WTO 統計 2018 年傳統電商金額就已高達 29

兆美元（下同），而貨品貿易卻只有 19.5 兆。再以數位貿易大國美國為例，2017 年的統

計顯示數位服務貿易的出口潛力至少有4,390億美元，占美國服務貿易出口總值的一半。

對中小企業而言，數位貿易有幾個極顯著的優勢。首先是進入門檻很低，幾乎一台

能上網的手機就可把客廳變賣場。第二是潛在的交易對象遍及全球，只要有（沒被封鎖）

網路之處，就是潛在市場所在。隨著翻譯軟體的改善，語言的障礙也迅速降低。第三是

不須出國就可跨國貿易，不用擔心當地稅制跟法規問題。簡言之，數位貿易的契機在於

中小企業進入市場的初始門檻降低了許多，也可以進入過去只有跨國企業才辦到的經營

模式。

然而數位貿易雖然美好，卻非天堂。首先，門檻低代表競爭對手極多。若嘗試去 eBay

搜尋 iPhone 10 機殼，會出現超過 250 萬個結果，100 頁都看不完。當消費者通常只瀏覽

到第三頁就是極限的情況下，試想要將產品擠入 250 萬個的前 200 個是何其困難。最後

可能還是口袋深、資金多的企業，才有能力透過廣告、付費平台等方式來提升觸及率及

能見度。

第二，交易對象雖然能遍及全球，但每個國家都在想辦法讓業者「落地」，有些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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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旅行社、醫院、視聽、教育）規定必須以本地設據點為前提，其他則試圖至少讓

稅金留下來。甚至像中國大陸、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及北韓等國家，乾脆把網路進出

的大門封起來。這幾年中國大陸等打著「網路主權、國家安全」的旗幟，進一步擴大網

路監管，但實際上背後也可能隱藏著保護本國企業的思維，因而未來的障礙只會變多不

會減少。

三、全球數位貿易規則的爭議：以法國數位稅為例

數位貿易由於無需跨國投資，也較容易解決語言、文化乃至於銷售管道之問題，因

此無論在有形或無形成本上門檻都顯著低於傳統貿易模式，故對於擴大新創企業或中小

企業參與國際貿易而言特別有利。然而與此同時，數位貿易也面對著不同於傳統理解的

貿易及投資障礙。

例如許多國家為了保護消費者而要求跨境貿易必須在當地設立分/子公司或數據庫

等所謂「強制本地化要求」（Forced localization），或對於數據移動加以限制等問題，雖

然都有其公益正當性，但亦增加了數位貿易之進入門檻及跨境提供之難度；如何尋求二

者間的平衡，遂成為國際間關注的重點。由於制訂於 1995 年的 WTO 多邊貿易規則對數

位貿易雖有著墨但很不足夠。此外，雖然各國都看好數位貿易的潛力及成長動能，但也

逐漸發現上層結構早已被以美國、中國大陸等超級大型平台牢牢掌控，對小國很不利，

因此也開始出現反思的聲浪與爭議。

美國川普政府最近針對法國剛生效的數位服務稅，啟動 301 條款調查，引發兩國之

間之爭議，即為前述爭議的典型案例。雖然後續雙方達成和解共識，但亦反應出隨著數

位貿易之擴大，未來類似爭議將會持續出現。法國數位服務稅法案於 2019 年 7 月 25 日

公告並生效，並將回溯至 1 月 1 日起徵，稅率為 3％。這個新稅制的對象，是所謂「數

位服務」在法國境內提供相關服務產生的營收。按其定義，數位服務包含三種類型，第

一是線上中介服務，指的是透過網路平台媒合使用者進行貨品或服務的交易。典型的對

象，包含 Amazon、eBay 等電商，及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等第三方平台，向買賣雙

方及刊登使用者所收取的上架費或介紹費。

第二是廣告鎖定服務（Advertising targeting services），指的是如 Google 等利用消費

者搜尋行為或其他數據，以提升廣告投放時可更精準的鎖定目標對象，進行廣告投放並

收取費用。第三是為提升廣告精確度為目的，向廣告商出售網路平台收集或產生之使用

者個人或其他數據之收益。

法國數位服務稅嚴格而言可謂是一種網路中介服務所得稅，課徵對象是介於商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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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之間的網路平台，因為建立平台或販售消費者行為數據所產生的所得，跟臺灣目

前實施的電商營業稅，課的是以商家出售貨品或服務的營業行為不同。舉例而言，假設

販賣遊戲 App 的 A 公司，向 Google 購賣以搜尋行為做基礎的廣告，找到正在搜尋類似

遊戲的消費者，並成功導向前往蘋果公司的 App Store 付費下載。法國數位稅課徵的對

象，是 Google 及蘋果公司，而我國稅制課徵對象則是 A 公司。

這個新制引起美國反彈的關鍵，在法國設有課徵對象的營收門檻，亦即數位中介企

業的全球數位營收超過 7.5 億歐元，且在法國數位營收超過 2,500 萬歐元者才需繳稅。

目前看起來符合這個門檻的公司，包含 Amazon、Google、蘋果及臉書，多數是美商。

美國認為此一稅制擺明針對美國而來，既不合理且歧視性十足，因而祭出 301 條款，

不排除一樣用關稅等方式制裁法國。法國的說法，則是這些數位中介商利用不同國家稅

率差異的漏洞，把公司都登記在如愛爾蘭等所得稅率較低的國家，大玩租稅規避，導致

明明是發生在法國境內的營收，但法國卻收不到稅收。因而除法國外，義大利、西班牙、

捷克甚至比利時亦有類似的立法規劃。

針對法國數位稅，美法雙方在 10 月舉行的 G7 峰會場邊達成共識，未來一旦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發

布國際數位稅準則時，法國就會按該準則修正其數位措施，且若法國稅率高於 OECD 部

分，將會退還超徵的稅金。雖然美國高科技業普遍不滿此一結果，認為法國的承諾很空

洞，但美方的考量可能是美、法都是成員的 OECD 對數位時代稅務改革準則已有初步共

識，預計在 2020 年底前就會公布，因而無須在此時弄僵與盟友的關係。

無獨有偶，在 2019 年底將到期之「WTO 數位傳輸商品暫停課徵關稅決議」（the WTO

Moratorium on Customs Duties on Electronic Transmissions），去年開始受到來自印度、南

非等開發中國家的質疑，認為此一協議只對大型跨國企業有利，對開發中國家並無幫助。

四、全球數位貿易規則的動向

數位貿易將成為未來全球貿易主導力量的趨勢，已經越發明顯。由於現有貿易規則

的不足，因此推動數位貿易規則遂成為國際間近年來的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美國從《跨

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開始，到近期的《美墨加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以及美日數位貿易協定，都將制訂數位貿易

規則視為其經貿政策核心的議題，並以網路開放、不得限制在地化及允許資料跨境移動

作為美國之標準規則架構。

然而另一方面，歐盟及中國大陸對此議題則有不同想法。時至今日，基於各身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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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數位貿易規則議題的討論逐漸形成美國、歐盟、中國大陸三大集團的趨勢，且各自

有立場。申言之，隨著數位貿易的普及，未來全球貿易的主角已經不限於貨物、資本跟

人才，更及於網路使用與「資料」（data）的取得、利用及移動。性質不同，市場開放及

貿易障礙的類型也不一樣。在此背景下，美、歐、中三強對數位貿易規則的推動方向可

以分做三個集團：美國主張自由開放、兼顧隱私個資；歐盟重視隱私個資、兼顧自由開

放，而中國大陸則是強調強調共榮、共享之餘，應尊重各國「網路主權」（Internet

Sovereignty），且主張國際各種作為應以協助發展為主，而非制訂義務。

三強立場都根屬於其國家利益。現階段幾乎所有全球性的數位貿易公司都是美商，

加上美國服務業貿易一直享有高額順差，因而從過去的 TPP 到上個月才公布的美日數

位貿易協定中，美國推動的規定方向都是以降低各國限制為目的，包含確保自由上網及

選擇 APP 的自由（例如不能封鎖網站、APP 等）、允許資料跨境自由流通、移除要求數

位貿易業者將資料、投資與技術落地的「強制本地化義務」等（例如不得要求臉書一定

要來 A 國設分公司及資料中心）。這些原則都允許因隱私個資考量而予以例外限制。按

法律解釋「原則從寬、例外從嚴」的法理，可以看出美國的優先順序。

至於歐盟，雖然在與日本、加拿大等自由貿易協定中也有數位貿易條款，但對前述

消除障礙與限制的內容相對輕描淡寫，卻十分強調於 2018 年生效的《歐盟個人資料保

護法》（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的適用。在 GDPR 下，資料跨境傳輸

是採「原則禁止、例外允許」模式，跟美國的立場正好顛倒。

最後中國大陸主張應以數位貿易發展及便捷化議題為規則推動主軸。具體而言，中

國大陸認為國際努力方向應該是協助開發中及低度開放國家參與數位貿易為首要目標，

致力於消除數位落差、融入全球數位貿易，以促進其經濟之發展。與此同時，中國大陸

在不同場合多次指出國際討論應以尊重各國「網路主權」（sovereign internet），以及考量

資料安全及隱私保護等需求下進行。言下之意就是資料落地、流動限制、網路使用管制

這些問題，不容國際規則指指點點。

嚴格而言，美、歐推動的規則內容其實類似，但優先順序及重點有所不同，但在性

質上都是屬於「法規制度障礙排除」類型。反觀中國大陸則屬於高舉尊重各國監管權力，

同時鼓吹協助開發中國家融入數位貿易的榮景，各自都吸引了不少粉絲國加入。

如前所述，美歐中的立場與主張都契合了其國家利益。美國利益眾所皆知，而歐盟

則反映出其公民社會對於隱私、個資保護的期待及優先性，以及其對美系公司壟斷、美

國政府窺探個資案例的戒心。中國大陸目的也很明顯，就是「有錢大家賺、其他莫多管」

的態度。其近年來網路監管程度持續加大，於 2017 年生效的網路安全法，更是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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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主張格格不入，自然不能接受美國所主導的規則制定方向。

五、臺灣的機會與挑戰

對於臺灣而言，面對製造業持續外移、服務業薪資偏低的挑戰，數位貿易的發展無

疑是一種維持經濟成長重要的契機；對於創造就業、薪資成長等都帶來新的機會。然而

如前所述，各國都看到這個機會，而且數位貿易會縮短不同國家間因發展階段不同造成

的競爭力差異。再者，數位貿易意味著在全球流動、交易的不再是貨物、資本跟人才，

而是各種的資訊及資料（Information and data）。資訊資料的取得、利用、加值、商業化、

保護與移動，勢必成為未來各國企業及國家爭霸對抗的重點，臺灣必需準備好面對此一

趨勢。

再者，對於世界貿易規則的建立方面，從民主體制、社會發展、政治經濟思維等方

面而言，臺灣無疑會更接近美國立場。但另一方面我國公民社會以及個資、隱私保護法

制近年來也大量引進歐盟思維，產業利益或許也需要協助及便捷化，因此三強立場某種

程度可謂在臺灣匯流對抗。臺灣目前最大的挑戰在於數位貿易政策散落各部會，統合協

調機制不足，故建立更明確的主政機關與協調機制有其重要性。第二是多面向釐清我國

在數位貿易的產業及綜合利益，協助建立在人才供給、資金取得及法規革新等方面有利

於數位貿易發展的環境，才能掌握契機，降低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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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美國或將杯葛 WTO 兩年期預算案

美國貿易副代表謝伊（Dennis Shea）於今（2019）年 11 月 22 日在日內瓦舉行之上

訴機構會議中，批判 WTO 對上訴機構成員之薪酬制度，導致上訴機構成員為取得更高

的報酬而拖延審理上訴案件，與 WTO 迅速解決爭端之本旨有違。消息來源指出，美國

杯葛 WTO 兩年期預算案的可能性大增，此舉恐將導致上訴機構在 2020 年及 2021 年停

止運作。根據 WTO 數據顯示，WTO 的 2019 年總預算為 1 億 9,720 萬瑞士法郎（Swiss

Francs，以下稱瑞郎），其中美國就提供了 2,270 萬瑞郎，約占總預算的 12%，為 WTO

最大的出資會員。

美國先前已在今年 11 月 12 日舉行的 WTO 預算委員會會議上杯葛預算案，主要質

疑上訴機構的人事費用問題，包含：2018 年上訴機構成員離職而未消化之人事預算如何

運用，以及 WTO 使用何部分之預算基金補助依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DSU）第 25

條開啟之仲裁程序等兩項問題。其中，美國尤為關切給予上訴機構成員之工作津貼是否

包含 DSU 第 25 條仲裁程序的出席費用，但中國大陸、德國、瑞典、法國及西班牙等會

員均認為 DSU 第 25 條之仲裁程序係爭端解決的重要機制，故其出席費用應屬於上訴機

構成員工作津貼之一部分。

另外，在 11 月 22 日的上訴機構會議中，美國進一步指出，由於實務上卸任的上訴

機構成員在任期結束後仍繼續審理案件，並可持續領取固定薪資及工作津貼，每年約可

領取 300,000 瑞郎。然而，上訴機構成員領取高薪卻未能於規定之 60 日或 90 日內作出

裁決，美國因此質疑上訴機構薪酬制度成為拖延審理之誘因。針對美國主張，爭端解決

機構紐西蘭大使兼促進員（facilitator）沃克（David Walker）將於 11 月 28 日召開上訴機

構運作事務會議，與 WTO 會員進行諮商，並在 12 月 9 日至 11 日舉行之總理事會會議

上，向會員報告此次諮商結果。

另一方面，除上訴機構人事費用外，美國亦質疑 WTO 有違規運用會員自願捐款信

託基金之情形。美國主要批評近期基於提供技術援助或能力建構而設立的自願捐款信託

基金，為何不屬於「培訓和技術合作機構」（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ITCC）之一部分。對此，WTO 秘書長則回應，WTO 於 2012 年已改變技術援助計畫之

執行方針，WTO 秘書長可接受由捐款人指定用途的自願捐款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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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美國的主張，若干 WTO 會員持反對意見。歐盟認為美國討論薪酬制度的前提

係上訴機構得以正常運作，故敦促美國應停止杯葛並同意任命 6 個新成員。同時，歐盟

主張上訴機構的薪酬結構正常，其工作津貼及日支費只比 1995 年增加 30%，且因未有

退休金制度，故惟有高薪酬才能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其次，中國大陸表示，與其他國際

組織的司法機構、商業仲裁或投資仲裁的同等職位相比，上訴機構成員的待遇明顯較低。

至於墨西哥則表示上訴機構成員任期屆至仍繼續審理案件，係因美國自 2017 年以來持

續地杯葛所造成的結果，美國將此變為議題令人匪夷所思。

由於美國自 2017 年起持續杯葛上訴機構成員之任命，目前僅存的 3 位成員裡，巴

帝雅（Ural Singh Bhatia）及葛拉漢（Thomas Graham）之任期均於今年 12 月 10 日屆至，

趙宏任期將於明（2020）年 11 月 30 日屆至，故上訴機構將於 12 月 11 日因低於最低法

定人數 3 人而停止運作。然而，美國於本次會議上主張 WTO 體制問題尚未獲得解決，

因而否決快速選任 6 位上訴機構成員之程序，導致 WTO 正面臨成員不足與預算案或將

遭杯葛之雙重威脅。對此，秘書長阿茲維多（Roberto Azevêdo）表示擔憂，並將觀察後

續預算委員會會議及上訴機構運作事務會議之結果，以釐清美國的意圖。

【由余飛槿綜合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2019 年 11月 22日；Washington Trade Daily，

11月 13日、22日、25 日】

▲WTO《貿易監測報告》顯示 G20 經濟體實施貿易限制措施處於歷

史高位

WTO於今（2019）年 11月 21日發布最新《貿易監測報告》（Trade Monitoring Report），

內容涵蓋二十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經濟體在今（2019）年 5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之間實施的新貿易和與貿易有關措施。在本次審查期間內，新的貿易限制和日益嚴

重的貿易緊張局勢使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不斷加劇，造成世界貿易成長停滯

不前，WTO 於今年 10 月份將其對 2019 年世界貿易成長的預測下修至 1.2%，低於 4 月

份時預測的 2.6%。在成長趨緩同時，世界貿易和產出展望指標恰好也呈現負面的情況，

包括採購經理人指數中得出的出口訂單以及基於新聞媒體報導中關鍵詞出現頻率所顯

示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因此，預測的風險主要在於經濟各項指標都在不斷的降低，其

中包括經濟體進一步採取貿易限制措施，以及一個或多個主要經濟體的 GDP 成長急劇

放緩。

據報告統計，G20 經濟體在本次審查期間實施了 28 項新的貿易限制措施，此等新

的限制進口措施所涉及之貿易金額約為 4,604 億美元，與前一時期（3,359 億美元）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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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 37%，金額僅次於 2018 年 5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報告涉及的 4,809 億美元。在最

近的三份《貿易監測報告》中，新的進口限制措施所涵蓋的 G20 貿易份額在 G20 進口

總額約 2.5%至 3.5%間波動，而之前的份額明顯較小，在近三次審查期間內，進口限制

措施的貿易涵蓋率呈現劇增的情形。自 2009 年以來持續實施的進口限制措施顯示，2009

年以來實施的進口限制影響了 8.8%之 G20 進口；到 2018 年底，G20 進口總額 15.1 兆

美元中的 1.3 兆美元受到 G20 經濟體過去十年實施進口限制之影響；2019 年 1 月至 10

月進口限制措施的貿易涵蓋範圍約為 1.6 兆美元，顯示進口限制正持續增加。

此外，G20 經濟體在本次審查期間實施了 36 項旨在促進貿易的新措施，但此等促

進進口新措施所涉及之貿易額僅約為 926 億美元，遠低於上一次報告所示之貿易金額

（3,972 億美元）。在本次審查期間內，G20 經濟體每月平均採取貿易救濟措施的數量為

2012 年以來最高，涉及之貿易金額約為 167 億美元；G20 經濟體每月平均貿易救濟終止

措施為 2012 年以來次低，涉及之貿易金額約為 38 億美元。這兩個金額均低於上一次

G20 報告所示之貿易涵蓋率。

WTO 自 2009 年起開始發布《貿易監測報告》，本次報告結果顯示 G20 經濟體實施

貿易限制措施仍處於歷史高位。對此，WTO 秘書長阿茲維多（Roberto Azevêdo）呼籲，

本次調查報告應受到 G20 經濟體和更廣泛之國際社會重視，處於歷史高位之貿易限制

正在對全球成長、創造就業機會和購買力產生顯著影響，期望 G20 經濟體強而有力的領

導，以避免造成不確定性增加、投資減少、甚至貿易成長的疲弱。

【由鐘綉婷報導，取材自WTO news，2019年 11月 21日】

▲WTO 會員採取防衛措施次數創新高

WTO 防衛委員會（Committee on Safeguards）於今（2019）年 11 月 18 日舉行今年

度最後一次的委員會議，並公布迄今會員採取防衛措施的通知已高達 45 件。防衛措施

的使用次數增加遭到多數會員的譴責，自前次 4 月份委員會公布有 30 件通知以來，至

11 月份已增加至 45 件，證明防衛措施的使用愈趨頻繁並呈跳躍式成長。WTO 貿易官員

指出，各會員使用防衛措施的次數已創歷年新高。

對於防衛措施使用的次數日益增加，包含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澳洲、瑞

士等國均表示關切，而近來針對鋼鐵產品的防衛措施更特別引發會員關注。日本指出，

開發中國家及已開發國家都在使用防衛措施，而使用的動機往往是為了應對其他會員所

採取的貿易限制措施。瑞士也表示，一些新的防衛措施是為了應對其他會員於早期實施

的防衛措施所形成的貿易移轉，此項情形尤以在鋼鐵產業更為明顯。中國大陸則表示，



12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72期（201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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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各國普遍認為全球鋼鐵產能過剩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補貼措施，但中國大陸認為，

防衛措施使用的次數增加不應全然歸咎於鋼鐵產能過剩問題。

針對各會員採取的防衛措施，美國與韓國質疑措施的採取行動是否確實遵守《防衛

協定》（Safeguards Agreement）之規則。美國進一步指出，今年所展開的 27 件防衛調查

是有史以來第二高的年度防衛調查金額，並敦促會員們應判斷是否有必要採取《防衛協

定》下之緊急行動。另澳洲表示，會員在採取防衛措施時應特別注意，因為防衛措施的

發動是在「公平貿易」下，因進口產品增加而對國內產業造成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

虞，故可暫時發動緊急措施限制貿易。雖然多數會員選擇在防衛調查之前採取臨時防衛

措施，然而即便未採最終防衛措施，仍會對貿易產生影響。

根據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第 XIX 條，

會員可採取「防衛」行動，亦即暫時限制某項產品的進口，來保護特定的國內產業，以

避免產品的進口增加對該產業造成損害。不過這項措施鮮少被使用，而一些政府更喜歡

透過「灰色地帶」的措施來保護其國內產業，例如：對汽車、鋼鐵及半導體等產品實施

「自願性」出口限制。為遏止此類灰色地帶的措施，WTO 遂制定《防衛協定》規則，並

為所有的防衛措施設定使用期限，即「日落條款」（sunset clause）。

近來美國根據其國內 1962 年《貿易擴張法》（Trade Expansion Act）第 232 條對鋼

鐵及鋁所加徵的關稅，亦引發許多 WTO 會員提出質疑，認為美國依據 232 條款課徵關

稅為變相的防衛措施，要求美國應該遵守《防衛協定》之規則。然而，美國堅持其對鋼

鐵及鋁所加徵的關稅，係援引國家安全之例外規定而非防衛措施，故不受 WTO《防衛

協定》之規範。針對此項爭議，目前許多會員已將美國的 232 條款提告至 WTO，案件

仍在審理階段。

【由吳欣慈綜合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19 年 11月 19日；Inside US

Trade Daily，2019年 1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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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越南採取嚴厲措施以遏止非法轉運

在美中貿易戰中，越南成為許多供應商尋求規避美國對中國大陸產品加徵高關稅的

主要目的地之一，導致該國容易受到他國產品冒充標示「越南製造」的貿易詐欺傷害。

越南海關官員近日表示，越南正加強打擊試圖透過東南亞國家轉運產品以規避美國高關

稅的中國大陸出口商。

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資料顯示，2018 年越南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

近 400 億美元，而 2019 年前 9 個月即達到 41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9%。值得注

意的是，美國財政部在今（2019）年 5 月將越南列入貨幣操縱觀察名單，且美國總統川

普（Donald Trump）在 6 月被媒體問道是否要對越南加增關稅時，指責越南在貿易方面

是濫用制度最嚴重的國家，同時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亦於 11 月中要求越

南必須減少對美貿易順差。據了解，美國是越南最大出口市場，約占越南整體出口比重

的二成，英國研究機構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推估，倘美國對越南進口產品加

徵 25%關稅，如同其對待中國大陸產品，將使越南的經濟成長率降低超過 1 個百分點，

其負面衝擊超過越南在美中貿易戰的獲益。

對此，越南官員回應表示，為減少對美順差，越南將會向美國購買更多大件物品，

包括波音公司生產的飛機和液化天然氣。另外，越南海關總署海關監管部門主管歐英俊

（Au Anh Tuan）表示，自美中貿易戰爆發以來，貿易詐欺活動急劇增加，越南除與美國

加強合作外，亦採取嚴厲措施加強打擊貿易詐欺行為，包括編制一份涵蓋 25 項產品的

關注清單；例如越南海關總署副署長麥春成（Mai Xuan Thanh）指出，海關官員正關注

電子零件和木製傢俱等「高度可疑」的產品，越南該等產品年出口金額暴增超過 15%，

目前已有數百家越南本土和外商企業被列入可疑出口特殊審查名單（special scrutiny for

suspect exports）。

此外，越南工業貿易部部長陳俊英（Tran Tuan Anh）表示，自 12 月 27 日起，越南

將暫停以美國為出口目的地的膠合板（plywood）產品轉運及臨時進口，此一措施將持續

到 2024 年。同時，越南國家反走私和貿易詐欺指導委員會（The 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for Anti-Smuggling and Trade Fraud）亦下令邊境各省對進口貨品加強檢查。

【由許裕佳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 Law，2019年 11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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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央行宣布基準利率維持在 5%不變，採取更謹慎的方式來提振

經濟

印尼中央銀行（Bank Indonesia）於今（2019）年 11 月 21 日召開貨幣政策會議，會

後決議維持 7 天期逆回購利率（seven-day reverse repurchase rate, 為印尼之基準利率）維

持在 5%不變。同時，下調存款準備金利率（reserve ratio）0.5 個百分點（50 個基點），

這項措施將於 2020 年 1 月 2 日生效，增加明年第一季的市場流動性。

印尼中央銀行總裁瓦吉耶（Perry Warjiyo）會後表示，該決議是因為雖然美中貿易

緊張局勢持續，但全球與國內經濟狀況已逐漸改善。西太平洋銀行（Westpac Banking Corp）

則認為此為一個平衡的舉動（balancing act），維持利率不變反映政策聚焦在印尼盾的穩

定性，而下調存款準備金利率則是為了符合促進資金擴張之目標。

事實上，印尼中央銀行今年已連續四度降息，以提振經濟。今年 7 月 18 日，印尼

中央銀行宣布將基準利率從 6%下調至 5.75%，為自 2017 年 9 月以來首度降息。8 月 22

日，再宣布降息一碼至 5.5%。接著因應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 簡稱聯準會）於 9 月 18 日將基準利率調降至 1.75%與 2%之間，印尼隨即跟進，於

9 月 19 日再降息一碼至 5.25%，以支撐印尼盾，防止資本外流。10 月 24 日，印尼再度

降息一碼至 5%。

一般來說，「利率決議」係指國家權威機構針對基準利率問題，綜合評估國內外經濟

狀況並經會議討論後而通過的決策，將決定未來一段時間內利率的走向。若決定降息，

代表未來現金存款的收益將減少，導致資金從銀行流向市場，進而鼓勵投資與消費；反

之，若決定升息，則能壓抑消費，並抑制通貨膨脹。若決定維持利率不變，則通常將發

揮「準降息」之作用。

由此觀之，印尼政府在短短四個月間連續四度降息，反映出印尼政府欲透過降息來

為經濟成長增添新動能，刺激投資與消費。瓦吉耶表示，降息決議是因為預期通貨膨脹

將受到控制，投資報酬率亦仍具吸引力，同時也在全球經濟放緩之際，提振國內經濟成

長；至於現階段維持利率不變，則反映出印尼政府欲採取更謹慎的方式來振興經濟，並

設法透過其他途徑來刺激借貸。其亦認為，目前仍有透過貨幣槓桿與宏觀調控工具來寬

鬆經濟的政策空間，未來央行將持續衡量國內外經濟情勢，運用該政策空間來實施多元

的政策組合。

印尼中央統計局（Badan Pusat Statistik, BPS）於 11 月 5 日公布，今年第三季印尼經

濟成長率為 5.02%，低於今年第二季的 5.05%，亦低於 2018 年第三季的 5.17%；今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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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至第三季的經濟成長率約 5.04%，低於今年預設目標的 5.3%。印尼中央統計局表示，

由於國內投資力道與政府支持疲弱，再加上大宗商品行情持續低迷，加劇全球終端市場

的需求下滑，因而拖累印尼第三季的經濟成長。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亦於今年 10 月將印尼經濟成長率從今年 4 月預測的 5.2%下調至 5%。

【由李明勳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Business Times，2019年 11月 22 日；STOCK-AI財

經資料庫，2019年 11 月 26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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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臨時性防衛措施 Provisional Safeguard

《防衛協定》規定，當會員主管機關依據證據顯示，初步認定進口的增加確實已造

成國內產業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並且若未立即採取措施，將造成難以彌補的

緊急情況時，該主管機關得先行採取臨時性防衛措施。臨時性防衛措施宜以提高關稅的

方式實施，若最終認定增加之進口並未造成國內產業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則應

立即退還廠商以課徵的關稅。

臨時性防衛措施的實施期不可超過二百天，另外，亦必須累計於最終確定防衛措施

之總實施期間，總計防衛措施之實施不得超過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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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Environmental policy, non-product related process and production methods and the

law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網址： https://www.springer.com/gp/book/9783319611549

摘要：
This book explores the legal regime of non-product related process and production

methods (NPR PPMs) in the context of trade-restrictive environmental measures,

eco-labelling requirements and sanitary measures under the WTO. These issues

serve as examples that raise broader questions about the legitimacy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and help to explore the true position of WTO members in

this legal regime. Further, the book addresses the issues of legitimacy, regulatory

space and reform, contributing to the lively debate on the future of the WTO.

期刊介紹

篇名：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n the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rgins of

Trade

出處：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ume 73, Issue 4, Fall 2019 , pp. 755-792

作者： In Song Kim, John Londregan and Marc Ratkovic

摘要： We present a model of political networks that integrates both the choice of trade

partners (the extensive margin) and trade volumes (the intensive margin). Our

model predicts that regimes secure in their survival, including democracies as well

as some consolidated authoritarian regimes, will trade more on the extensive

margin than vulnerable autocracies, which will block trade in products that would

expand interpersonal contact among their citizens. Consistent with our model, we

find that (a)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tter for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trade but not

for the intensive margin and (b)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n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trade vary across products, falling most heavily on those goods that

involve extensive interpersonal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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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com/gp/book/978331961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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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國際經貿機會

與挑戰」產業研討會

製造業 (台中場)

鄭悅庭、李淳、

張美銘

1.政府參與國際經貿事務之努力

2.全球貿易體系

3.對我國的可能影響

4.因應作法

5.協助企業出口拓銷措施

6.我國對外貿易拓展策略方向

7.廠商可運用之拓銷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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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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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工總 11/29 12/9 2019 臺灣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https://tinyurl.com/v9mgh2l

中經院 額滿為止 12/10
2019 年中華財經高峰論壇-「中國大陸經濟展望及結

構轉型研討會」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49309

台灣印度經貿協會 額滿為止 12/11 108 年度第三次台印經貿講座 https://tinyurl.com/yx4nbewy

現代財經基金會 額滿為止 12/12 「RCEP 簽署後台灣如何克服經貿挑戰」論壇
http://www.ctdf.org.tw/events_content.php

?event_no=129

經貿談判辦公室 額滿為止 12/16 WTO International Symposium國際研討會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

d=332455&nid=17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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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49295
http://seminar.cier.edu.tw/Regfrm.asp?id=201912061
http://seminar.cier.edu.tw/Regfrm.asp?id=201912061
https://tinyurl.com/v9mgh2l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49309
https://tinyurl.com/yx4nbewy
http://www.ctdf.org.tw/events_content.php?event_no=129
http://www.ctdf.org.tw/events_content.php?event_no=129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32455&nid=17435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32455&nid=17435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64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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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經院第二研究所 額滿為止 12/25
歐盟及成員國 產業政策新倡議：源起、爭議與可能

效應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4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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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ier.edu.tw/news/detail/4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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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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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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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滿為止 12/2 中東非洲貿易尖兵市場報告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E2019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2/4 印尼投資布局說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19II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12/10 2019 年【冷鏈新南向商機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19n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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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2/15-3/2 2020年汽配暨⾞電赴墨⻄哥拓銷暨投資考察團 https://tinyurl.com/y2vrvb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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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3/7-23
2020 年中南美洲拓銷團 (瓜地馬拉-墨⻄哥-哥倫比

亞-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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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Am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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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inyurl.com/s9d5bp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E201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19II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19nscc
https://tinyurl.com/y65fguhs
https://tinyurl.com/y2vrvb87
https://tinyurl.com/yy2ju6l6
https://tinyurl.com/y2x795f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LatAm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LatAm20
https://tinyurl.com/wdo5q3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ris2020
https://tinyurl.com/yylzzx2p
https://tinyurl.com/rtfqp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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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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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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4/1-3 2020 年日本 AI 人工智慧應用展 https://tinyurl.com/vvtpb8f

外貿協會 11/30 4/1-4 2020年⾺來⻄亞清真產品展（MIHAS 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MIHA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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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4/18-29 2020 年臺灣智慧物聯網商機布局團 https://tinyurl.com/wgnhn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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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1/31 5/5-7 2020 年全美五金展參展團 https://tinyurl.com/syxma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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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inyurl.com/vvtpb8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HA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HAS2020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81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81
https://tinyurl.com/wgnhn6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exh%20at%20am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exh%20at%20ams
https://tinyurl.com/syxma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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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12 月 29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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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 三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RTA

11/27-29 三～五 6th Round of Negotiations on a FTA among Japan,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CPTPP、RCEP

APEC 及其他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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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 IM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bt: Finding the Right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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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