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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本周電子報焦點又回到美中雙邊的稅務措施，當然還有大家最關心的武漢肺炎的影響；另外

我們團隊持續徵求新血，有國際經貿法專⻑的朋友趕快來加入喔！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3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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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歐洲適應數位時代的新發展方向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靖心慈 副研究員

自歐盟執委會將歐洲單一數位市場確定為政治優先事項之一以來，新任主席范德賴

恩（Ursula von der Leyen）於 2019 年 12 月 1 日上任後表示讓歐洲能夠適應到數位時代

為其未來之重點工作之一，並提出相關之發展策略與工作計畫重點。本文探討該工作計

畫重點、未來執行工作的主要項目和可能的修法方向。

一、前言

歐洲單一數位市場（Digital Single Market, DSM）是歐盟層級的政策，其目標是讓人

力、服務及資本在數位領域自由流通。DSM 是歐盟執委會確定的政治優先事項之一，單

一數位市場立基於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是促進線上服務的可親性；第二支柱是創造線上

商業環境；第三支柱則是最大化數位經濟的成長潛力。DSM 的願景就是在維護公平競

爭及隱私的前提下，使歐盟內人力、服務及資本可以自由流通，以降低客戶及公司營運

的成本，此外也期待 DSM 能加速歐盟內的服務產業轉型，並且刺激新創產業，使得歐

盟國內的技術及資本累積可以釋放出來，同時進行法律及社會結構的重整，以維持歐盟

的經濟實力及永續發展的能量。1歐盟執委會新任主席范德賴恩（Ursula von der Leyen）

於 2019 年 12 月 1 日上任，其指出的六大重點工作之一就是讓歐洲能夠適應到數位時代

（A Europe fit for the digital age）。2本文主要在探討未來幾年，歐盟在適應數位時代重點

工作時會著重發展的可能方向。以下首先介紹新任主席提出之歐洲適應數位時代之工作

重點，其次說明該工作重點的執行方向，最後分析該工作重點的可能修法方向。

二、歐洲適應數位時代之工作重點

在適應數位時代的歐洲議題上，執委會新任主席表示:由於數位技術，尤其是人工智

慧（Artificial Intelligent, AI），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著世界，未來數位技術不僅將改

變歐洲人民溝通、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也將改變歐洲的社會和經濟。例如:物聯網已經透

1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policies/shaping-digital-single-market
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political-guidelines-next-

commission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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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物理設備和傳感器以新的方式在連接世界，越來越多的數據正在被收集。在網路世界，

目前歐洲已經設定了電信標準，現在應該為 5G 網絡制定出自己的聯合標準，同時歐洲

在某些關鍵技術領域中也應該實現在地的技術主權。未來歐洲應該做出更多努力，在符

合安全和道德之原則下，把握數位時代的機遇。

為了引領下一世代超大規模業者，歐盟將投資於區塊鏈、高性能計算、量子計算、

演算法和工具以允許數據共用和數據使用，歐盟也將努力為全球規範的新一代技術定義

標準。

數據資料和人工智慧是創新的要素，有效結合兩者可以找尋出從健康到農業，從安

全到製造業的社會挑戰解決方案。為了釋放這種潛力，歐盟必須找到歐洲之路，在保持

高隱私、安全性和道德標準的同時，有效平衡數據的流通和廣泛使用。目前歐盟已經通

過《一般資料保護規範（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實現了這一目標，許多

國家都遵循了歐盟的道路。

未來執委會將針對歐洲在人工智慧對人類和倫理方面的影響，採取協調一致的方法

與立法，同時歐盟應該針對如何利用大數據進行創新進行研究，為歐盟的社會和企業創

造財富。

執委會將確保通過多年期財務架構和通過增加使用公私合作夥伴關係，來優先安排

對人工智慧的投資。新的《數位服務法案》將升級歐盟對數位平臺、服務和產品的責任

和安全規則，歐盟應該通過聯合網絡有關部門來完善數位單一市場，加快資訊共用並更

好地保護自己。

公共部門在刺激數位化轉型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執委會應該全面數位化，建立新的

數位方法和數位外交工具，以提升敏捷和靈活度，並在工作方式上更加透明。這將有助

於以更少的層次結構和更多的合作，來達成包容性的領導和工作文化。歐盟只要發揮自

己的優勢和價值觀，歐洲就能成功地應對數位時代的轉型。

在教育和技能訓練賦予人們權力方面，未來的最佳投資是對員工的投資。教育和技

能訓練推動了歐洲的競爭力和創新，但是歐洲在此方面尚未完全準備就緒。執委會將確

保歐盟使用所有的工具和資金來彌補這一部分，在 2025 年前能完全準備就緒。歐盟需

要消除學習障礙，改善獲得優質教育的機會；歐盟需要使學習者能夠更輕鬆地在不同國

家的教育系統之間移動；歐盟需要改變教育文化，走向終身學習，這將豐富歐盟所有人。

執委會的首要任務是通過更新數位教育行動計畫，使歐洲對年輕人和成年人的數位技能

有所瞭解。歐盟需要重新思考教育，利用網際網路提供的潛力使所有人都能使用學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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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三、歐洲適應數位時代之執行工作

在執行適應數位時代之具體工作方面，歐盟主管競爭事務執行委員薇斯塔格

（Margrethe Vestager）被任命負責執行該項工作3，其表示將進行下列工作內容。在歐洲

工業未來的新長期戰略和中小企業新戰略方面，為了使歐盟在全球範圍內加強其經濟領

導地位，歐盟的行業必須為因應全球化、數位化、向氣候中立過渡和可持續經濟方向轉

型。同時，歐盟的行業應通過創造新產品和服務以及支持歐盟的歐洲社會模式來為塑造

這些發展做出貢獻。這些挑戰要求加大對研究和創新的投資，包括對創新數位技術及其

應用的投資。

歐盟的工業戰略應動員歐盟「工具箱」，以支援對歐洲具有戰略意義的關鍵價值鏈

和技術的發展。此「工具箱」應該根據客觀標準來選擇，即設計及執行有助於技術主權、

對整個歐洲的眾多行業具有促進作用的各種作法。此外客觀標準也應該包括開放性、屬

於歐洲、和具有創新性，並可導致廣泛的知識傳播等原則。歐盟的角色應該是確定這些

戰略價值鏈中需要支援的地方，並與會員國和所有相關利益攸關方合作解決這些問題。

深化和現代化歐盟的單一市場以促進其發展並刺激創新是其中的優先項目，執委會的主

要任務之一就是致力於消除新的和現有的障礙，同時還要根據數位化帶來的變化，進行

立法之調整。

目前歐洲數位單一市場戰略下採取的措施，已為歐洲適應數位時代奠定了堅實的基

礎。在未來幾年中，執委會強制執行這些規則將至關重要，以便使公民和企業都能處於

數位的單一市場。由於市場和技術不斷發展，歐盟需要確保歐洲在塑造未來數位世界方

面發揮領導的作用，以確保尊重歐洲價值觀、保護消費者以及促進企業蓬勃發展。

在推動數位服務法方面，數位服務已出現在經濟的各個領域，並已成為歐洲公民日

常生活中越來越普遍的元素。《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旨在升級歐盟對線上

平臺、服務和產品的規定，確保數位平臺及其提供的服務能夠為公民服務，並確保包括

歐洲在內的數位參與者生態系統都能夠在所有經濟領域發展和努力。為了實現這些目標，

該領域的任何立法措施，包括《數位服務法》，都需要解決複雜的問題。鑑於所涉問題的

複雜性，將需要所有利益攸關方進行廣泛而透徹的磋商。歐盟需要在整個範圍內加緊努

3

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9/640171/EPRS_BRI(2019)640171_EN.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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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確保建立適當的高品質連接基礎架構。歐盟還需要解決任何潛在勞動力市場中斷

的問題，對數位等技能的投資有助於解決社會日益擴大的技能差距。因此，在這一領域

的任何立法措施，都將遵循基於證據的分析和包容各方利益相關者之對話。歐盟將仔細

研究其全面的影響，並確保歐盟的新規則具有針對性、相稱性且易於遵守。

在人工智慧方面，因為其可以為許多經濟部門提供服務，例如健康、交通、通訊和

教育，它可以實現決策和流程的大規模自動化，具有提高品質、效率和生產率的巨大潛

力。從無人駕駛汽車到改善醫療程序，它將影響歐盟生活的許多方面。同時，基於自我

學習和自我完善演算法的這項技術會引發許多政策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執委會負責協

調有關歐洲人工智慧方法（the European approach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工作，包

括其對人類和倫理的影響。這項工作將納入到工業政策和技術主權等更廣泛的工作流程

之中，歐盟必須確保歐洲公民和公司可以從這項技術中受益並塑造其發展。歐盟的工作

還將以現有的政策成就為基礎，尤其是 2019 年 6 月通過的道德準則（the ethical

guidelines）。因此，歐盟打算提出有關開發歐洲人工智慧方法（a European approach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提案，目標是促進人工智慧應用程序的發展和採用。歐盟必須

確保在產品和服務中進行部署時要充分尊重基本權利，審查適用於產品和服務的現有安

全和責任法規，並在整個單一市場上以可信賴的方式（即合法、道德和健全）運作。這

種方法必須提供清晰的法規、激發信心和信任、並激勵對歐洲工業的投資。它應該在保

護歐洲的創新能力的同時，促進歐盟對人工智慧的發展和採用。作為歐盟構建人工智慧

總體架構方法的一部分，歐盟還將審查適用於產品和服務的現有安全和責任法規。

在數位稅方面，歐盟需要以滿足歐洲經濟和社會需求的方式來塑造數位化環境。其

中一個重要部分，就是所有大小公司、傳統公司或數位公司都應繳納稅款，為此，歐盟

需要公平的國際稅收法律。當前的國際公司稅架構與現代經濟的現實步調不一致，它不

能確保在產生利潤的地方能夠徵得到稅。根據分析顯示，平均而言，數位公司的稅率僅

為 9%，而傳統業務的稅率為 23%。這扭曲了傳統業務和數位業務之間的競爭，並質疑

會員國稅基的可持續性和稅制的公平性。因此，歐盟應該繼續領導國際努力，期望在 G20

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層面上找到各方共同商定的數位稅方法。目前執委會在 2018

年 3 月提出關於數位稅的提案，已經幫助國際在此方面有所進展，未來歐盟將尋求在

G20 和 OECD 發展全球性的解決方案，以期能實現對數位經濟的有效徵稅，為企業提供

確定性並與單一市場的規則相容。如果全球協議能有效的達成，歐盟會在內部協調實施，

以減少合規成本並提高企業稅收的確定性。如果到 2020 年底無法達成有效協議，歐盟

應該願意獨自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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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洲適應數位時代工作之修法方向

線上中介機構和數位服務法

網際網路一直是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網路中介機構（網絡主機、搜尋引擎、電子

商務網站、社交媒體網站、支付處理器、廣告網絡等）發揮了關鍵作用，它使各種規模

的公司利用網路經濟獲致最大利益，同時促進經濟成長。

歐盟電子商務指令於 2000 年生效，它為線上中介機構的責任制定了一套標準規則。

這些規則可以保護線上服務免受針對其用戶內容的不公平攻擊。例如，這些規則確保旅

行預訂和線上購物網站不對用戶評論負責，社交網站也不對用戶發布的內容負責。由於

網際網路公司免於對第三方內容承擔過多的責任，使網際網路中介機構成功發展以及讓

消費者通過其服務獲得利益。

在歐盟，這些立法的提案正在挑戰這些保護措施的有效性，這些立法提案可能會使

網際網路公司承擔重大責任。對諸如仇恨言論和虛假資訊之類的問題的日益關注，正迫

使決策者對旨在設定平臺責任基本規則的政策進行改革。但是大幅減少當前責任保護可

能會對歐盟經濟以及消費者當前可以使用的線上服務和產品的可用性造成嚴重的負面

影響。過於規範的規則和千篇一律的解決方案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包括限制創

新、阻礙成長和限制消費者的選擇。德語部落格 netzpolitik.org 於 2019 年洩露執委會的

內部文件，顯示執委會提出數位服務當前在監管方面的問題，並提議修訂當前的電子商

務指令，而此種修改可能對基本權利和自由產生巨大影響。4

執委會承認自從採用當前的電子商務指令以來，網際網路發生了巨大變化：少數美

國的線上平臺發展成為具有空前市場支配力的企業。 因此，執委會建議審查“為確定附

加條件而根據較大或重要的市場地位（…）確定服務類別的選擇”。但執委會堅決認為，

不應強迫任何線上平臺積極監視所有用戶上傳的內容，以利網際網路成為每個人都可以

享受自由表達和進行全球交流的地方，而不必通過線上看門人之監管。

為了指導其未來的政策措施，歐盟執委會表示，希望分析非法和潛在“有害”但合法

內容的政策選擇。雖然對非法行為的定義是在歐盟社會的民主進程中確定的，但尚不清

楚應將哪些內容視為有害，以及由誰來進行處理。執委會表示，使用演算法過濾器應考

慮透明性和問責制；對不同平臺公司要重新評估是否進行不同的監管。

4 https://cdn.netzpolitik.org/wp-upload/2019/07/Digital-Services-Act-note-DG-Connect-June-
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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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特定行業的內容法規，例如《版權指令》（disastrous Copyright Directive）或擬

議的《恐怖主義內容法規》（Terrorist Content Regulation）與電子商務指令就線上中介機

構對第三方內容的責任規定，有法律不一致的問題。

歐洲人工智慧

在應對人工智慧風險方面，歐洲面臨著內部和外部的雙重挑戰。內部挑戰包括兩方

面：一是企業和公共部門如何應用人工智慧技術；二是如何建立適應未來技術發展的靈

活監管架構，並尊重現有的社會和制度的基本原則，如捍衛民主、保護弱勢群體（如兒

童）及個人隱私等。歐洲面臨的外部挑戰，就是長期以來無法將有前途的發明轉化為真

正的創新，因而缺乏全球性的大型數位企業。因此，歐盟執委會提出了歐洲人工智慧和

機器人的方法，它要處理技術、道德、法律和社會經濟方面的問題，以提高歐盟的研究

和工業能力，並使 AI 為歐洲公民和經濟服務。至關重要的是，必須在歐盟中共同努力，

站在技術革命的最前沿，確保競爭力並為其發展和使用創造條件（確保尊重歐洲價值觀）。

歐洲人工智慧之方法強調以下三大支柱，即領先技術發展並鼓勵公共和民營部門的

採用、為人工智慧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做準備、確保適當的道德和法律架構。在“展望

2020”研究與創新計畫下，歐盟執委會將對人工智慧方面的年度投資增加 70%。投資用

於連接並加強整個歐洲的 AI 研究中心、支援 AI 平臺的開發、支援關鍵領域的 AI 應用

程序開發。支持會員國負責勞工和教育政策的努力，鼓勵會員國現代化其教育和培訓系

統。某些 AI 應用程序可能會引發新的道德和法律問題，這與責任或決策公正性是相關

的。歐盟已設有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和《可信

賴人工智慧道德準則》，這是建立信任的重要一步。

人工智慧需要公民的信任才能發展，為了贏得這種信任，人工智慧必須尊重能夠反

映歐洲價值觀的道德標準，決策必須易於理解且以人為本。因此，各成員國與歐盟執委

會於 2018 年 12 月共同制定了 AI 協調計畫，以加強合作。歐盟執委會徵詢獨立專家意

見後，列出「值得信賴 AI」的 7 個關鍵條件，即 AI 不應侵犯人類自主性與自由；AI

應具資訊安全性與正確性；AI 搜集的數據得受到安全且隱密的管理；建構 AI 的系統

與演算法得公開且得以追溯到開發者；AI 需具備多元性與公平性；AI 需促進社會之正

面改變，且具備永續性；AI 需建立問責機制。

歐洲數位稅

歐盟執委會於2018年3月公布數位經濟公平稅（Fair Tax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即歐盟數位稅）新規則草案，以確保在歐盟以公平和成長友好的方式對數位業務活動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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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提出針對全球年度總收入為 7.5 億歐元和歐盟為 5,000 萬歐元之大型跨國公司課徵

3%數位服務稅作為暫時性解決方案；並提倡「虛擬常設機構（virtual permanent

establishment）」概念來修改常設機構之定義作為長期性徵稅措施之基礎，並致力於達成

國際共識，導正國際間課稅利潤分配不公的現況。

OECD 秘書處於 2019 年 10 月 9 日亦發布了有關數位稅的解決方針，其中方針一

為：一致性徵稅原則（Unified Approach under Pillar One），其考量主要是

為了因應數位時代之企業營運模式及獲利因素的改變，跨國企業消費者或市場所在

的國家或地區，能重新分配利潤並擁有相當的課稅權，以確保未設立實體據點的跨國企

業能繳納公平的稅金。方針二（Pillar 2）是對於方針一的補充制度，基本上是制定一項

最低稅負課稅的制度。2020 年 1 月底 OECD 舉行數位經濟直接稅架構會議，並預計於

2020 年底向 G20 國之論壇會議提出長期解決方案的最終報告，以解決不一致的單邊國

家稅務措施及司法管轄區，以及避免對企業投資及成長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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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低收入國家降低貧窮的前景黯淡

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2020 年低收入國家（Low Income Countries, LICs）的復甦增

長將維持在 5.4%，但前景堪慮。

2019 年由於全球經濟發展受到美中貿易戰及部分國家因素之影響，導致 LICs 的復

甦停滯不前，2020 年的增長預計將維持在 5.4%。並且，若各國在發展方面的改善情況

良好，例如從極端天氣事件中恢復，或是對於基礎設施的持續投資以及加強商業環境改

革措施之持續實施，在 2021-22 年間將提升至 5.7%；例如阿富汗、幾內亞比索政治穩定

之改善，查德、莫三比克對新能力的投資抵消疲軟的外部需求，以及莫三比克之重建工

作促進各部門之活動等。其他如貝南、盧安達、烏干達等國透過持續的公共基礎設施投

資和私部門活動刺激增長，以及馬拉威、坦尚尼亞採取更寬鬆的貨幣政策使經濟成長有

所促進。反之，受脆弱性、衝突和暴力影響國家之增長將明顯減弱，其因主要在於貿易

夥伴的增長未如預期，債務脆弱性不斷提高，不安全感日益提升，或是自然災害的發生

頻率增加以及健康危機等。

另一方面，LICs 的人均收入增長將在 2021-22 年穩定維持在 2.9%。由於 LICs 的收

入增長通常不具有包容性，而且轉化為降低貧窮的比率很低，因此收入增長對於降低貧

窮不會有太大的助益。同時，在脆弱的低收入國家中，極端貧困的發生率通常較高，其

人均收入預估將僅增長 1%。因此，預估生活在國際貧窮線以下的低收入國家的人數將

繼續增加，且集中在脆弱國家。

整體而言，債務可持續及氣候極端兩項問題是 LICs 經濟增長與降低貧窮最大的風

險因素。2019 年 LIC 的政府債務已達 GDP 的 55%，自 2013 年以來已增長 19 個百分

點；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與世界銀行的共同研究，在

28 個 LIC 中有 12 個陷入債務困境或處於高風險之中；非優惠性債務所占比率日益增加，

也使 LIC 政府對於利率和再融資風險的負擔越來越重。此外，由於農業產出通常在 LICs

之國內產值（domestic value added）中所占比例很高，而基礎設施的彈性通常相對不高，

因此自然災害是 LICs 整體發展不容忽視的重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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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蘇怡文報導，取材自世界銀行，2020年 1月 30日】

各國消息剪影

▲陸對美 750 億美元進口產品加徵關稅自 2 月 14 日起減半

中國大陸近日宣布，原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對美國 750 億美元進口商品的加徵關稅，

稅率將減半，預計今（2020）年 2 月 14 日 13 時 01 分生效。惟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

情影響，美中彼此調降部分產品關稅能否刺激貿易，仍需觀察。

美中於今年 1 月 15 日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美國率先於 1 月 16 日宣布，自 2 月

14 日起，對 2019 年 9 月 1 日開始加徵 15%關稅的 1,200 億美元中國大陸商品，稅率減

半至 7.5%。回應美方善意，中國大陸財政部亦於 2 月 6 日公告表示，為促進中美經貿關

係健康穩定發展，調整美國部分進口商品的加徵關稅措施，原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加徵

10%關稅的商品，稅率調降為 5%，加徵 5%關稅的商品，稅率調降為 2.5%，此措施從

2020 年 2 月 14 日 13 時 01 分開始生效。

依據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中國大陸承諾在未來兩年增加對美國採購至少 2,000

億美元，兩國並同意削減彼此商品關稅，惟儘管貿易戰暫停，但雙方大部分之加徵關稅

措施仍在執行，且兩國之間尚有許多其他摩擦點。此外，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擴

散，迄今中國大陸已五萬多人確診，並奪走超過千人生命，令人擔心的是，如果情況惡

化，中國大陸可能不得不取消部分對美採購訂單。例如，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已向供應商表示，將會以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因素為

由，取消液化天然氣的訂單。同時，中國大陸媒體亦指出，中方可以援引美中貿易協定

中與災難相關的條款，與美方協商推遲購買。

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在 2 月 6 日接受福斯財經網（Fox Business

Network）訪問時表示，美國正在仔細監控病毒，在未來二週內會有更好的主意，根據目

前掌握訊息，中國大陸在履行承諾方面應不會有問題。另外，上海匯易公司（Shanghai

JC Intelligence Company）執行總裁李強則認為，此次調降關稅並不會有任何影響，中國

大陸所採取的措施與美國的做法相稱一致，雖然中方持續推動對美國農產品進口加徵關

稅之豁免，但若美國維持加徵關稅措施，中國大陸就不會取消報復性關稅。

從今年開始，中國大陸海關總署將 1 月和 2 月貿易數據合併發布，故目前無法得知

中國大陸 1 月的貿易變化。經濟學家估計，由於 1 月適逢農曆春節假期，中國大陸總體

貿易可能萎縮，而持續蔓延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亦使未來幾個月的前景蒙上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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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許裕佳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 Law，2020年 02月 06 日】

▲美國將對貨幣貶值國之產品課徵平衡稅

美國商務部於今（2020）年 2 月 4 日於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發佈「修正與

平衡稅訴訟有關之利益與特定性規則」（Modification of Regulations Regarding Benefit and

Specificity in Countervailing Duty Proceedings）公告，預計於今年 4 月 6 日生效。此項規

則將使商務部有權對貨幣貶值國家之產品課徵懲罰性關稅。同時，商務部也有權修正平

衡稅訴訟程序中確立「利益」（benefit）與「特定性」（specificity）之原則，並闡明商務

部對他國政府操縱匯率造成補貼時之課稅標準。

然而，歷屆的美國政府皆反對以此方式課徵平衡稅，深怕引發貨幣戰及無止境的報

復行動。例如，在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後，也有其他國家如巴西指控美國透過貨幣貶

值來刺激景氣。為實現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於 2016 年之競選承諾，商務部自

去（2019）年 5 月起便持續推動此項政策提案，期望藉由處理匯率操縱問題，為美國企

業與勞工帶來更公平的貿易環境，惟財政部始終堅決反對。

由於此項規則將使商務部有權對貨幣貶值國家之產品課徵懲罰性關稅，即便該國並

未被財政部列為匯率操縱國，因而備受各界爭議。對此商務部表示兩者係源自不同規範，

財政部監管貨幣是依據《1988 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及《2015 年貿易便捷化與貿易執行法》（2015 Trade Facilitation and Trade

Enforcement Act）；而商務部課徵平衡稅是依據《1979 年貿易協定法》（Trade Agreements

Act of 1979）。商務部嚴正表示，在進行平衡稅調查時，會排除獨立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

局，並在大多數情況下，尊重財政部對貨幣事務之專業。儘管如此，商務部仍保留最終

課稅之決定權。

有關貨幣貶值是否構成 WTO《補貼及平衡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SCM）之「財務提供」（financial contribution），商務部認為現

行的平衡稅法規皆未直接處理財務提供，因此暫不對公眾評論進行回應；至於是否構成

ASCM 的「特定性」補貼，商務部表示，只要該補貼僅提供給進行國際貨品買賣之企業，

或該等企業為主要受益者或獲得不成比例之大量補貼，則可能構成特定性補貼。對此

WTO 秘書長阿茲維多（Roberto Azevêdo）表示，WTO 設立之用意並不是要處理匯率政

策，若想仰賴 WTO 解決貨幣問題，終究會失敗，並指出美國應在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組織解決該問題。

針對美國發佈的新規則，經濟學家普拉薩德（Eswar Prasad）指出，此項規則是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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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將美元武器化後的下一步行動。川普過去曾指責聯準會（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

升息導致美元升值，進而損害美國製造商與出口商之利益，此項新規則雖未表明弱勢美

元之政策，但川普似乎想藉此抑制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升值空間，且任何對美元有顯著弱

勢的貨幣皆可能遭到美國的報復。對此中國大陸透過其官方媒體向美國發出警告，若美

國因人民幣貶值而向中國大陸課徵平衡稅，則中國大陸將考慮不履行美中第一階段貿易

協定，且恐不利於後續進行第二階段協定的之談判。

【由吳欣慈綜合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 Law、Department of Commerce、Federal

Register，2020年 2月 4日；Inside US Trade，2020年 2月 5日、6日】

▲武漢肺炎衝擊泰國經濟發展

自中國大陸武漢爆發之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引發之肺炎疫情，自 2020 年初

延燒至今，除了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重大衝擊外，亦影響其周邊國家。其中，與

中國大陸經貿互動密切且高度依賴觀光業的泰國，已於近日宣布將今（2020）年國內生

產毛額（Gross Domastic Product, GDP）成長率預估值從 3.3%下修至 2.8%，而泰國央行

（Bank of Thailand, BOT）亦已於 2 月 5 日宣佈降息 1 碼。

早於疫情爆發前，泰國在 2019 年的經濟表現已不理想。受到美中貿易衝突、中國

大陸經濟成長放緩、泰銖升值削弱出口競爭力，以及喪失進入美國市場的優惠機會的可

能性上升等影響，外部因素持續危及泰國經貿發展；而 2020 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之傳播帶來進一步的風險，疫情持續擴大將可能大大減弱中國大陸的進口需求，並影響

泰國的觀光業，甚至是泰國國內信心。

泰國的觀光業直接與間接合計約占全國 GDP 之 22%，僅就觀光收入統計即占泰國

GDP 近 14%。2019 年，中國大陸遊客占來泰總遊客 3,970 萬人次的 27.6%，約為 1,100

萬人；而歐洲遊客則下降 0.6%，共約 670 萬人次。由於泰銖的強勢成長和來自歐洲的旅

客減少，中國大陸遊客對泰國重要性增加；然而，疫情持續延燒，中國大陸遊客甚至各

國遊客減少到訪泰國，將對觀光業形成嚴峻的挑戰。

泰國觀光局（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 TAT）評估 2020 年中國大陸遊客將減少

200 萬，初步的預估將可能導致經濟損失 500 億泰銖（約為 514 億台幣），約占 GDP 的

0.3%；若泰國當局跟隨其他國家拒絕中國大陸旅客入境，亦或泰國疫情逐漸延燒致使觀

光客不敢再至泰國旅遊，下降趨勢可能更加明顯。同時，市場反映投資人的擔憂，泰銖

於 1 月 16 日至 2 月 3 日之間下跌了 2.75%，突破近期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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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泰國政府預計透過相關政策振興泰國觀光業、鼓勵企業留任員工、支持就業、

與放鬆貨幣政策等措施避免泰國經濟進一步地惡化。例如，泰國政府已於 2 月 4 日批准

對受影響企業的一系列臨時援助措施，但一些觀光業者認為這些措施「太少且太遲」（too

little, too late），認為政府應該試著鼓勵國內旅遊並且開發新的市場。整體而言，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疫情暫無趨緩的趨勢，亞洲各國，尤其是臨近中國大陸且依賴其市場之國家，

皆須研擬完備的方案，始能避免在美中貿易衝突、英國脫歐與疫情的連番衝擊下，造成

經濟發展大幅衰退。

【由巫佩蒂綜合報導，取材自 Bangkok Post、The Straits Times，2020 年 2 月 5日】

▲泰國政府宣布 2021 年全面禁止進口塑膠廢料

中國大陸自 2018 年發生非洲豬瘟疫情以來，國內豬肉逐漸供不應求，須仰賴自國

外進口，春節期間又爆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使得中國大陸的食品供應失

衡情況雪上加霜。具體而言，2019 年非洲豬瘟在中國大陸蔓延，致使全國約半數的豬隻

遭撲殺，供貨短缺導致中國大陸國內豬肉價格飆至歷史新高，政府因而增加自美國、歐

洲、巴西的豬肉進口。今（2020）年 1 月，北京甫於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承諾，將

增額購買美國豬肉，然而，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使肉品供應情況再次惡化，因此中國大陸

進口美國農產品的計畫可能順延。

目前，因肺炎疫情擴散，人民減少外出導致消費停頓，多個城市封閉及勞工短缺也

使港口作業停滯，中國大陸許多港口呈現滿載的情況，到港的貨物無法在預定時間內卸

貨完畢，尤其是具時效性之生鮮食品，所受的影響更大。越南農業與農村發展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MARD）部長阮春強表示，中國大陸爆發肺炎疫情，

使越南農產品出口受到巨大衝擊。由於中國大陸是越南農產品的主要出口市場，占越南

出口總額 22%至 24%，近期越南對中國大陸出口之榴槤、番薯、燕窩、洋菜膠等農產品

訂單，將因疫情而延宕交貨(確切的日期將待官方發布訊息而定)；越南政府也將視疫情

發展的嚴重性，採取相應措施，目前政府於國內已積極進行農產品促銷，希望降低對農

民的衝擊。

若越南農產品無法順利出口，國內農產供過於求將成為越南政府最頭痛的問題。舉

例而言，越南隆安省至 2 月底預期採收近 7 萬 5 千噸水果，緊接 3 月盛產火龍果的平順

省及前江省將分別有 10 萬噸及 1 萬噸的採收量，故而當地勢必出現供需失衡的問題。

越南統計總局（The 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GSO）預估，今年第一季越南對中國大陸出

口將下跌 25%，其中受創最深的正是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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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工業貿易部（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MoIT）副部長陳國慶認為，越南及

中國大陸雙邊的年度貿易值高達 70 億美元，武漢肺炎疫情已嚴重影響越南經濟，範圍

包括運輸物流、旅遊、零售、股票市場等，雖然有考慮轉而出口至其他市場，但相關程

序十分耗時，且無法配合運送水果的時效性。除此之外，許多國家都處於防疫階段，民

眾的消費情況及購買意願都會降低，就算轉換出口市場，銷售情況可能也不如預期，使

越南農產品外銷面對相當嚴峻的困境。

【由廖倍妤綜合報導，Asia News Network，2020 年 2月 4 日；Reuters, 2020 年 2月 7

日；Viet Nam News，2020 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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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跨國公司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TNCs

目前定義跨國公司的方法有三種不同的角度： 1.國外活動的程度。 2.在國外設有

製造工廠的國家數目，較嚴的標準是六家(母國除外)；較鬆的只有一國(母國除外)。 3.

總公司的心態。 這三種角度下的跨國公司定義雖然不同，但皆反映出跨國公司必須要

在母國以外的國家從事某些實質的活動，因此近來學者傾向接受以「在國外設有製造工

廠的數目」來定義，其數目則定為「一」。在這個定義下，多國公司可大可小，可為民營

企業或公營企業，可以是上市公司或家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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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Governing global trade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conflict and convergence

網址： https://www.amazon.com/Governing-Global-Trad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dp/0754615936

摘要：
Cohn's topic of global trade is of enormous and proliferating interest. He provides a

good background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and on core contemporary themes such

as civil society participation and the domesticisation of the trade agenda. Whilst

there is a wealth of literature on policy-oriented aspects there are few that provide

the careful,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overview that this work offers and none that

do so with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G7, Quad, OECD, and

UNCTAD as well as the WTO in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This book reinforces and

broadens the focus of all previous works in The G8 and Global Governance series.

期刊介紹

篇名： The Smoot–Hawley Fixation: Putting the Sino-US Trade War in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出處：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ume 22, Issue 4, December 2019,

Pages 535–555

作者： Simon J Evenett, Author Notes

摘要： This ongoing the Sino-US trade war is benchmarked empirically against the

Smoot–Hawley tariff increase and against the sustained, covert discrimination by

governments against foreign commercial interests witnesse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The Sino-US trade war is not the defining moment that

some contend. The insights from the economic history literature of the 1930s

presented here are useful in this regard. When confronted with severe adverse

economic conditions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WTO members had plenty of policy

space afte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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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com/Governing-Global-Trad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dp/0754615936
https://www.amazon.com/Governing-Global-Trad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dp/0754615936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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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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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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2/19 2020 美粧產業: 新南向推廣策略及社群行銷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12120

134061966514925

海基會 額滿為止 2/26 2020 大陸經濟新情勢與台商經營布局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109022

6

國經協會 2/21 2/27 國際商會(ICC)經驗分享研討會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78

工商協進會 2/21 2/27
第 292場工商講座

--美中貿易衝突情勢下之我商因應策略及相關建議
http://tiny.cc/jzuxiz

國際貿易局 額滿為止 3/6 雙印市場商機探索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0306Chun

gkang

國際貿易局 額滿為止 3/10 中美貿易戰，台商奇兵競爭策略（嘉義場）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003

10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12120134061966514925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12120134061966514925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1090226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1090226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78
http://tiny.cc/jzuxiz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0306Chungkang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0306Chungkang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0031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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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貿易辦事處 2/21 3/17-20
義大利貿易辦事處敬邀-MCE EXPOCOMFORT-B2B

參觀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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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d=5757

外貿協會 2/15 3/18-20 2020年美⻄國際安全科技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SCWES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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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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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5/10-16 2020 臺灣生技醫療產業赴以色列商機開發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SR2020

外貿協會 3/17 5/11-20 2020 年東南亞貿易及布局訪問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SN2020

外貿協會 2/28 5/13-16 2020 年泰國國際工業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NTERMACHSUBCON2020

外貿協會 2/21 5/14-16 2020 年印度臺灣形象展－臺灣健康產業形象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India

Med

外貿協會 3/27 5/16-24 醫療器材東歐商機開發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MDEASTEUROPE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757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75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SCWES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SCWES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ris2020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81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8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S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SN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MACHSUBCON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MACHSUBCON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IndiaMed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Indi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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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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5/17-22 日本Meet the CVC 新創參訪交流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

pmeetthec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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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6/8-11 2020 年北美生物科技產業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bio2020

外貿協會 2/18 6/12-18 2020 年中國南亞博覽會
http://form.taiwantrade.com/event/2020S

A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6/17-19 2020 年德國太陽光電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

ntersolar2020

外貿協會 2/29 6/23-25 2020 年美國邁阿密醫療儀器設備暨復健保健展覽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FIME2020

外貿協會 4/6 7/1-3 2020 越南臺灣形象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VNM2020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2/21 8/24-27 2020 年俄羅斯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742

外貿協會 2/29 9/2-5 2020 年德國福吉沙芬歐洲自行車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Eurobike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pmeetthecvc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pmeetthecvc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52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5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io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io2020
http://form.taiwantrade.com/event/2020SA
http://form.taiwantrade.com/event/2020S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sola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sola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IME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IME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VNM2020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742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74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urobike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urobik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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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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9/4-9/9 柏林消費電子展新創區 IFA-NEXT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FANEXT2020

外貿協會 2/15 9/8-12 2020 年法蘭克福汽車零配件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utomechanika2020

外貿協會 3/31 11/5-10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CIIE2020lifestyle

外貿協會 3/31 12/7-12 2020 年日本國際工具機展【JIMTO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

imtof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FANEX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FANEX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utomechanik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utomechanik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CIIE2020lifestyl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CIIE2020lifestyl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imtof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imtof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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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0 年 2 月 7 日～3 月 7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2/18、20 二、四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European Union

2/25 二
 Informal Committee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WTO Secretariat - Training on TBT eAgenda

2/26 三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WTO Secretariat - ePing walk-in session

 Informal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2/26-27 三～四  Committee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2/28 五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Informal Committee on Market Access

3/3-4 二～三  GENERAL COUNCIL

3/5 四
 Public presentation of the opening statements in US - Large Civil Aircraft (DS353)

Arbitration

3/5-6 四～五  Committee on Rules of Origin

3/10 二  Informal Committee on Safeguards

3/11，13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Australia

RTA

CPTPP、RCEP

3/10-13 二～五

 RCEP Trade Negotiating Committee (TNC) Meeting

 8th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Ministerial Meeting and Related
Meetings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2/12-15 三～六 ASEAN: 1stASEAN Caucus on the sidelines of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PEC BAC)

2/17-18 ⼀～⼆ APEC: First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2020

2/24-26 ⼀～三 ASEAN: 76th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Investment (76 CCI)

2/25 二 WB: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acts and Misconceptions

2/26 三 OECD: OECD Competition Open Day 2020, Paris, France.

3/10-13 二～五 ASEAN: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71764%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TPRB%26meetingIndex%3D31%26meetingID%3D171764%26Year%3D2020'%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68124%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TBT%26meetingIndex%3D33%26meetingID%3D168124%26Year%3D2020'%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87354%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26meetingIndex%3D34%26meetingID%3D187354%26Year%3D2020'%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87684%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GPCOM%26meetingIndex%3D35%26meetingID%3D187684%26Year%3D2020'%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86436%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26meetingIndex%3D38%26meetingID%3D186436%26Year%3D2020'%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78690%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GPCOM%26meetingIndex%3D37%26meetingID%3D178690%26Year%3D2020'%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77574%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DSB%26meetingIndex%3D40%26meetingID%3D177574%26Year%3D2020'%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77964%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CMA%26meetingIndex%3D41%26meetingID%3D177964%26Year%3D2020'%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81134%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GC%26meetingIndex%3D43%26meetingID%3D181134%26Year%3D2020'%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82362%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26meetingIndex%3D45%26meetingID%3D182362%26Year%3D2020'%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82362%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26meetingIndex%3D45%26meetingID%3D182362%26Year%3D2020'%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81593%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CRO%26meetingIndex%3D46%26meetingID%3D181593%26Year%3D2020'%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87550%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CS%26meetingIndex%3D48%26meetingID%3D187550%26Year%3D2020'%2C'links'%2C720%2C750%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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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ASEAN -EU Business Summit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Retreat (AEMR)

3/11 三 OECD: Conference on Gender Equality in Business, Pari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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