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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工商服務時間～無論是農產品進出口業者、或是得統合各國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

及技術性貿易障礙資訊的產官學界⺠眾，歡迎多加使⽤ ePing 系統，鎖定感興趣之國家與

產品，追蹤免費、即時之 SPS 與 TBT 法規修訂，通知不漏接！絕對是開拓市場、撰寫報告

的利器！更多資訊請看這邊。

https://www.epingalert.org/en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37914&nid=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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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貿易戰走向科技衝突之美國政策與影響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顏慧欣 副研究員

美中雖於今（2020）年 1 月中簽署美中第一階段協議，惟美中之間的角力戰場已轉

向科技層面的競爭與衝突。本文先說明美國調查中國有不當竊取技術情形之背景，進而

分析美國近來對本身科技與技術管理之各項政策措施；此外簡析美中第一階段處理美國

對科技竊取之處理情形；最後提出臺灣面對美國科技強化自主管理政策下之準備建議。

隨著美中貿易談判在 2019 年底達成共識，並於今（2020）年 1 月中簽署美中第一

階段協議下，美中之間的角力戰場也逐漸轉向科技層面的競爭與衝突。自川普政府執政

後，近年來對本身科技的自主管理政策不斷推陳出新，這些政策多未明言以中國為對象，

而是不設定對象的全面提升美國對科技與技術的管理，但仍導致全球各國對於美國與中

國技術之間的偏好或選擇壓力。

美國之所以提升對本身科技交流的管理，除了一方面可能感受到中國若干技術領域

崛起之威脅，他方面也確實有掌握到中國不當竊取美國技術之事實。本文先說明美國調

查中國有不當竊取技術情形之背景，進而逐項分析美國近來對本身科技與技術管理之各

項政策措施。此外針對美中第一階段略有著墨美國對科技竊取之問題，也進行簡析。最

後則提出美國科技強化管理之自主政策發展，對於臺灣之可能影響及建議。

美國調查中國竊取技術之情形

美國政府調查報告顯示，從 2011 至 2018 年來自中國的投資領域與數據觀察，中國

投資美國資訊通訊科技業（144 億美元）及能源業（104 億美元），為中國在美投資的第

三及第四大領域，次於不動產及運輸與基礎建設的投資。又中國對美關鍵科技產業的投

資活動於 2015 年大增，且這些投資項目特別集中在人工智慧（AI）、機器人、擴增實境

/虛擬實境（AR/VR）及金融科技（Fintech）產業，具體而言，中國公司在 2010 至 2016

年間投資了美國 51 家以上的 AI 初創企業或公司。另就半導體產業而言，美國表示在

2013 年至 2016 年期間，中國企業在中國政府的國家積體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俗稱大基

金或小基金）挹注下，至少取得或投資了美國 27 家半導體公司，總額達 37 億美元。又

於新創產業而言，中國互聯網公司三巨頭（BAT），2014 年開始大量投資如 UBER、Lyft

（叫車軟體，UBER 對手）、Tango（聊天軟體）等美國初創企業；其次，戰略部門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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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產業一向為中國取得美國技術及智慧財產權的主要領域，包含電子產品、電信產品、

機器人、數據服務、藥品、手機服務、衛星通信與影像，以及商業應用軟體等。

除了透過赴美投資的方式取得技術外，中國還透過威嚇利誘的手段取得美國先進技

術，例如若干入侵美國商業網路的活動乃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目的在竊取美國企業機

密商業資訊，中國政府進而得以取得如營業秘密、技術數據、談判立場等大量非經授權

的商業資訊。又美國企業到中國投資者，中國政府也會強制其與中方企業成立合資企業

或合夥，並明示或默示要求其移轉技術，或是利用當地有權進行行政審批與核發執照之

權力，換取外國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與營運需移轉技術。總之，這些由美國「美中經濟

暨安全檢討委員會」（USCC）或「貿易談判代表署」（USTR）等政府機構多年調查或公

布的資料均顯示，美國深信中國透過這些方式竊取了美國先進技術及智慧財產權，形成

了美國川普政府上任後對中國拉高戒心的背景。

美國提升科技管理之政策重點

美國對高科技提升管控之政策方向，因之前對華為實施禁運之作法引起譁然，故外

界多將美國對技術管理之焦點放在出口管制措施上。然若整體觀察美國對科技管制之政

策方向，從 2018 年對中興通訊（ZTE）及福建晉華，到 2019 年華為等管制措施，均非

單一個別事件，而是美國為加強封鎖技術對外合作，以鞏固美國本身在科技、製造領域

的技術領導地位之系列作為。綜觀而言，美國迄今至少已透過以下四項政策，作為維護

美國在全球之科技領先優勢、與防範如中國等不當竊取美國技術之戰略藍圖，一係透過

外人投資國家安全審查機制限制外資（外國政府）對美國敏感技術領域之投資；二是透

過出口管制措施限制美國輸出關鍵與基礎技術；三是禁止美國聯邦機構在關鍵技術系統

中使用特定電信和影像監控服務或器材；四是為保護資通訊科技與服務供應鏈而限制特

定交易。茲針對各項政策內容與進展逐一分析如下。

一、強化對美國關鍵技術之外人投資審查

美國國會於 2018 年 8 月透過《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之立法，

推動美國「外人投資委員會」（CFIUS）機制之改革。在此項外人投資改革法案通過後，

對於外人投資美國之最大變動，乃是顯著擴大美國 CFIUS 對外資投資之審查，不僅將不

動產交易納入，更對於外資投資美國公司後可取得重要技術、基礎建設及敏感性個人資

訊之交易，即便「不具控制權」，都將納入 CFIUS「國家安全」的審查範圍，一改過去美

國 CFIUS 僅對「併購」美國企業的外資活動進行事前國安審查的機制。在 2018 年改革

後，許多外資股權投資、合資美國企業的行為，均成為需事前進行強制申報及國安審查

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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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2018 年 11 月 10 日開始實施「先導措施」（pilot），先指定以下 27 大行業應為

CFIUS 國安審查的領域，包括：先進製造（含飛機及發動機研發與製造；機器人及零部

件研發及製造；半導體及晶片研發及製造；輕量化武器、新材料及提取方法、增材製造

等；人工智慧（含電腦深度學習、神經網路等）；生物醫藥技術（含基因技術等）。該先

導措施規定只要與這 27 個行業中任一個環節相關，從生產、設計乃至於組裝及開發等

各環節之外資與本國企業之交易，均應向 CFIUS 進行事前強制申報。FIRRMA 於 2018

年生效後，雖仍有諸多執行細節尚未公布，2019 年才開始陸續公布部分執行細則，但在

此新的外資國安審查政策方向下，可預期的外人投資在美所進行的投資活動，大幅的被

納入 CFIUS 國安審查範圍，也意謂著外人直接投資（FDI）對美交易被美國政府否決之

機會大增。

二、出口管控之範圍與力道增強

美國對科技與技術的管控之另一重要工具則為出口管制制度，其中與商業用途有關

之產品出口管制，主要由商務部工業安全局（BIS）負責。BIS 依據的最新法源為《出口

管制改革法案》（ECRA），其與前述的 CFIUS 改革法案同在 2018 年納入修正並生效。

美國過去的出口管制制度，乃基於二次世界大戰、美蘇冷戰、乃至於 1997 年《瓦聖納

協定》等各種國際政治外交客觀環境，或為了控制大毀滅性武器及導彈技術之擴散、維

繫區域穩定、打擊犯罪與反恐、需求短缺及執行聯合國決議等之國家安全考量，而必須

制定與實施相關貨品或技術之出口管制。然而，2018 年 ECRA 法案之最重要特色，係

賦予美國行政部門相當廣泛且超越傳統國安概念的法律授權，明定美國出口管制目標中，

可為了達到「維持美國軍事能力之優越性」，或為了「強化美國工業基礎」之目的，使得

美國對於「軍商兩用」的產品與技術，大幅擴張美國主管機關得禁止輸出、要求事前出

口許可等的適用對象與領域。

加強對新興和基礎技術之出口管制同樣是 2018 年 ECRA 修法重點之一，，因此法

案要求相關主管機關應界定出構成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新興」（emerging）及「基

礎」（foundational）技術，2018 年 11 月 19 日曾公布研擬 14 種領域為新興技術並預計納

入出口管制，包括生物技術、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技術、定位、導航與定時（Position,

Navigation, and Timing）技術、微處理器技術、先進電腦計算技術、數據分析技術、先進

監控技術等，惟在該次公告後迄今仍未正式公布納入出口管制之確定範圍，據悉美國產

業對新興技術的管制有不同意見，認為過大範圍限制恐怕反而抑制美國的科技發展。今

（2020）年 1月 6日美國政府剛宣布將「地理空間圖像軟體」（geospatial imagery software）

列為新興基礎技術，且出口管制即刻生效。該項「地理空間圖像軟體」可運用於民用或

軍用之智慧化感應器、無人機、衛星等設備，基本上為運用 AI 技術的產品，AI 也是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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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告的 14 項新興技術之一，但此次禁令所涉產品範圍遠小於預期，也降低美國企業

的不安。觀察美國政府目前對新興科技或基礎技術的出口管制作法，似有順應國內產業

意見而採取較為謹慎的方式，然而加強美國現有先進科技或前瞻性技術的出口管制，仍

是美國既定的政策方向。

三、禁止聯邦機構採購「中國」特定電信及影像監控服務或設備

美國防部、總務管理局、美國太空總署（NASA）於 2019 年 8 月 13 日發布臨時規

定公告修正《聯邦採購法》，將依據《2019 年度美國國防授權法案》（NDAA）規定，禁

止行政機構主管採購、獲取、延長或更新契約以採購或獲取「受規範」（covered）之電

信設備及服務，做為任何系統中的關鍵技術系統或重要零件。該項臨時規定自發布當日

開始生效，雖然同時間也進行公眾意見徵詢。

本項公告之針對性即較為明顯，其明定適用對象為中國及被指名之中國企業，其界

定所謂「受規範」之國家係指中國；「受規範」之電信設備和服務則為：由華為、中興通

訊（ZTE）及其子公司或關係企業所生產之電信設備或服務；由海能達（Hytera）、海康

威視（Hikvision）或大華（Dahua）科技公司及其相關附屬企業所生產，用於公共安全、

政府設備安全、關鍵基礎建設監控及其他國家安全考量之影像監控及電信設備或服務；

國防部長確認為中國政府所擁有、控制或有關連之實體所提供之電信及影像監控服務或

設備。

在此一規範下，未來將要求聯邦採購招標案中，要約人（offeror）在投標時，須表

明其提供給政府的電信設備或服務是否來自「受規範」之企業，使政府可合理判斷要約

人之設備或服務是否來自「受規範」之企業：至於已在履約的承包商（contractor），若發

現或是經由轉包商通知，有任何設備、系統或服務使用「受規範」之設備或服務，則負

有回報採購官（contracting officer）或依合約性質回報國防部之義務。

四、為保護資通訊科技與服務供應鏈而限制特定交易

川普於 2019 年 5 月 15 日簽署「保護資通訊科技與服務供應鏈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Secur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ICTS）

Supply Chain），要求若特定交易包含受外國對手管控之設計、開發、製造、供應之 ICTS，

且對美國 ICTS、關鍵基礎建設、數位經濟、國家安全或任何美國個體有威脅時，基本禁

止有關 ICTS 之收購、進口、移轉、安裝、處理或使用等交易行為。商務部須於公告 150

日內，針對如何判定外國對手、應受審查之交易範圍、核准交易之審查程序等事項發布

相關法規及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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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商務部於 2019 年 11 月 29 日公告法規提案，基本上未來商務部針對 ICTS 交易

行為將介入之要件，乃為交易對象符合美國管轄權範圍、外國政府具有利益、或 2019 年

5 月 15 日後之交易三項要件。不過商務部裁量標準，目前未有具體規定，商務部預計採

事實逐案審查（case-by-case, fact-specific approach）。經商務部審查後可對該等交易採取

禁止該筆交易或附條件允許交易之裁決。而該預告法規徵詢公眾意見至 2019 年 12 月 27

日止，迄今尚未公告最終內容。

美中第一階段協議對科技受竊取問題之處理

美國與中國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協議內容主要涵蓋智慧財

產權、技術移轉、農水產品、金融服務、總體經濟政策及匯率、擴大貿易及爭端解決機

制等七大議題章節。從美中協議觀察美國受竊取技術問題之處理程度，主要從第一章智

慧財產權及第二章技術移轉協議兩章著手。

智慧財產權章規範重點涵蓋營業秘密、藥品智財權、網路侵權、地理標示、仿冒藥

品製造與出口、海關對侵害智財權產品之邊境執法、惡意商標、及智財權救濟案件之法

律程序與執行等面向。從規範文字雖看似一體適用美中雙方，然實際上卻是中方顯著承

擔多數義務的情況：協議第一章智慧財產權在多數段落均言明「美國現行法已符合協議

相關要求」條款，反映出中國是協議義務之實際義務人的事實。又該章部分義務要求，

中國 2019 年起已開始推動相關修法，修法之方向或內容與美中協議要求或規範方向一

致，例如 2019 年 1 月實施《電子商務法》、2019 年 1 月公告《專利法修正草案》、2019

年 4 月通過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2019 年 8 月通過修訂《藥品管理法》等相關國內

法案，從而可推論出美中談判期間，中方已先展開國內法調整，故即便 2019 年 5 月時

美中談判曾有中挫，惟從事後觀察，當時的中挫或僅是中方爭取修法空間，以避免最終

美中協議有過多指明中國應「修/入法」義務而損其主權尊嚴。

技術移轉章僅有三個條文，重點為確保技術轉讓及相關程序之正當程序與透明化要

求。同樣的，觀察中國現行法規，也是在新近通過或修訂的《外商投資法》、《行政許可

法》等，以及透過廢止《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已某種程度達到美中協議要求。

綜觀而言，美國關切的網路安全議題在美中第一階段協議略有處理，但應仍未達成

美國的需求，白宮經濟顧問 Pater Navarro 在協議簽署後即指出，美中第二階段談判期望

探討美國認為中國透過網際網路竊取科技的行為。又中國於 2017 年 6 月 1 日施行之《網

路安全法》，也要求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的營運者，在中國境內蒐集及產生的個人資訊與

重要數據應在境內儲存。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場合已指出所謂「關鍵資訊

基礎設施」定義廣泛不清，亦未清楚劃分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營運者與網路營運者間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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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其擔憂中國可恣意認定外國企業係屬關鍵資訊基礎設施之營運者或網路營運者，而

外國營運者亦無法自我判斷是否需在中國境內儲存數據。進而此議題又涉及美中對「強

制本地化義務」（Forced localization）之看法分歧。對此，都將是美中第一階段協議尚未

著墨議題，也將是美中下一階段談判癥結所在。

對我國之意涵

美中第一階段協議如期於今年 2 月 14 日生效並開始執行，惟武漢肺炎疫情恐導致

中國經濟表現欠佳，因此是否能滿足協議要求中方對美國擴大採購義務及其他法規義務，

仍有待觀察。惟不論美中協議之發展，美國對科技與技術之管制政策，應當不會成為美

中後續談判之議題。因美國商務部長已多次表示不論是華為或中興通訊等議題，均非美

中貿易協議談判範疇，亦即科技問題並非美中貿易談判中可予以「討價還價」之議題。

換言之，不論美國強化高科技管制之目的，係為了維持其全球高科技的領先優勢地位、

抑或與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考量密切相關，美國持續制定對新興與關鍵科技的外人投資限

制、出口管制規範，以及其他確保美國資通訊產品供應鏈安全等措施，應當為美國持續

前進的既定政策方向。對此，也迫使包括臺灣在內的全球各國很難迴避美中之間的科技

對抗。

對臺灣而言，維持與美國的科技合作應仍是最佳利益，但中國市場與兩岸產業鏈的

關係，也並非需要完全「解構」（decoupling），換言之，做好相關的管理預為準備，方為

臺灣期待能繼續左右逢源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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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OECD警告：武漢肺炎將對全球經濟帶來長期衝擊

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CED）秘書長古里亞（Angel Gurría）於 3 月 23 日向媒體表示，新型冠狀病毒(COVID-

19）全球大流行，對經濟影響之程度與時程將大於疫情本身。假使未來二至三個月內可

脫離疫情高峰，對經濟之影響仍將持續；例如中小企業面臨倒閉與失業人口增加等經濟

問題，仍會維持一段時間。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之統計數據，截至 3 月 23 日，全球已逾 35 萬人感染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死亡人數超過 15,000 人。OECD 於 2019 年 11 月時，原預測今（2020）年

全球 GDP 成長率約在 2.9%左右，但由於疫情延燒，各國逐漸提高邊境與境內管制措施，

3 月初已調降經濟預測，下修至 2.4%；並表示若疫情爆發、期間拉長，則全球 GDP 成

長率很可能降至 1.5%左右。

歐美國家已宣布一連串支持計畫，幫助企業度過難關。例如英國政府，更採取前所

未有的措施：若企業願維持員工薪資，政府將提供八成薪資補助。美國是目前僅次於中

國大陸與義大利，受害最深的國家之一。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巴拉德（James

Bullard）提出警告，認為美國遭受之經濟打擊可能高達 2.5 兆美元，約占美國經濟產出

10%；失業率可能高達 30%。因此，美國也規劃多項措施，包括 2 兆美元的經濟刺激方

案、1,000 億美元的帶薪休假支持方案，以及可能達 4 兆美元的融資計畫等，幫助企業

因應危機。

然而，OECD 秘書長古里亞也對上述政策發出提醒，認為目前確實應採取多方措施

以因應經濟危機，但高額舉債帶來的赤字與財政壓力，也將成為政府長期負擔。二十國

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於今年 2 月曾樂觀認為，全球經濟將在疫情脫離高峰後呈

現 V 型反彈，但觀察目前態勢，古里亞認為應不會成真，反倒是如何避免成為 L 型的長

期低迷，或如何積極拉升成為 U 型曲線，才是較有可能的發展方向。OECD 建議可採取

「四管齊下」作法：包括免費病毒檢測、為醫護人員提供更良好的裝備、提供勞工與自

僱者現金移轉（cash transfer）援助，以及企業租稅遞延，以因應長期挑戰。

【由羅絜綜合報導，取材自 CNBC，2020年 3 月 2、23日；BBC News，2020 年 3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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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工業國組織領袖承諾疫情期間全力支持全球貿易和投資

隨著旅遊活動暫停以及企業被迫暫時關閉，全世界對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大流行影響全球經濟之擔憂與日俱增，七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Seven, G7）領袖於今

（2020）年 3 月中旬視訊會議後發表聯合聲明。

首先，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為世界經濟帶來重大風險。G7 承

諾透過更緊密合作和加強協調各方努力，採取任何必要措施，以確保為全球提供強而有

力之因應。儘管當前的挑戰可能需要各國採取國家緊急措施，G7 仍然致力於全球的經

濟穩定。G7 認為，因應當前與疫情相關的挑戰需要強大的國際協調機制，同時以科學

證據為基礎，以符合民主之價值觀，應用私部門的優勢為之因應。此外，G7 致力於整合

政府的全部權力，協調必要的公共衛生措施，保護人類免受傳染，以恢復信心、促進成

長和就業，支持全球貿易和投資；鼓勵科學、研究和技術合作；共同努力解決因疫情造

成的衛生和經濟危機，並為強勁復甦、永續經濟成長和繁榮做好準備。

其次，G7 的首要任務是加速對疫情之因應，努力保護各國人民健康安全。在做法

上，G7 將努力透過適當的邊境管理措施防止病毒擴散，大力強化各國和全球衛生系統；

支持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因應防疫和衛生緊急情況，避免

造成地域真空之全球性任務，並鼓勵所有國家、國際組織和私部門共同參與全球防範和

因應計畫（Global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Plan）。此外，G7 強調共享即時資訊之價值，

以確保獲得最佳和最新情報，改進預防策略和緩解措施；彙整流行病學和其他數據，以

進一步了解與抵禦病毒，擴大研究合作，包括自願性支持全球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

（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and Innovation）；秉持功效、安全和近用原則，支

持公私資源共同資助聯合研究項目，並共享設施，以加速開發、製造和發佈療法與疫苗；

針對最需要的醫療設備提高可用性；與線上平台進行協調，使公眾最大程度地獲得最新

而正確的官方資訊。為實現此等目標，G7 將在必要時採取措施，並有賴政府各部會通

力合作，以及衛生部長將持續行進行每週一次的協調工作。

再者，在積極因應疫情對經濟造成的影響方面，G7 會使用所有政策工具來協調和

採取一切措施強化 G7 經濟體之成長，防止衰退的風險。為此，G7 將動員各種機制，包

括貨幣和財政措施以及特定行動，為受影響最大的勞工、公司和部門提供立即必要的支

持，這對於中小型企業和在職家庭尤其重要。此外，各國中央銀行應持續進行協調工作，

提供必要的貨幣措施，支持經濟和金融穩定，促進復甦和成長；財政部長應每週就這些

措施的執行情況進行協調，制定進一步及時有效的行動；強調國際組織之間進行協調的

重要性，並呼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銀行集團

（World Bank Group）和其他國際組織進一步針對此次具體挑戰，支持世界各國成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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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協調因應的一部分，各國財政部長並應與國際組織密切合作，設計和實施迅速的國際

金融援助，以幫助新興和開發中經濟體等國家因應疫情帶來的衛生和經濟衝擊；解決疫

情對國際供應鏈的干擾，繼續努力促進國際貿易。

.最後，G7 將共同執行前述措施，以因應此次全球緊急狀態。在經濟挑戰上，不僅

要恢復疫情爆發前預期之成長目標，還要為未來奠定更強勁的成長基礎。此外，G7 內

部也會持續協調，並呼籲二十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繼續支持和擴大此等努力

成果。

【由鐘雲曦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0年 3月 17日】

各國消息剪影

▲各國中央銀行釋出空前資金以期打破金融困境，但仍可能不足支應

近期各國央行提供上兆資金支持市場，以免因擔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造成的經濟損

害，致使投資人做出破壞性的拋售出場及市場凍結。儘管央行的介入手段有助於穩定市

場秩序，但政府單位可能需要做更多。投資人、經濟學家及銀行策略分析師皆期待未來

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支援，以刺激市場及實體經濟，以及彌補因失去客戶的

企業及被資遣的員工等所造成之不利影響。

美國聯準會（Federal Reserve, Fed）於 3 月 16 日表示，將開始為家庭、小型企業和

主要雇主提供前所未有的信貸額度，以因應該病毒對經濟造成的嚴重破壞，此為央行試

圖減輕損失的最新措施。

然而，觀察家認為，目前主管機關的作法有效程度有限。投資人與市場應該會在看

到病毒感染率達到頂峰，醫院應對患者湧入的能力有所提高，以及對經濟有強大殺傷力

的隔離、旅行禁令以及為挽救生命而施加的其他限制措施結束後，才會冷靜。

「經濟和金融政策制定者，目前能做的最多就是限縮損害，而無法扭轉經濟，因為

這是健康問題，而不是經濟或金融問題。」德國安聯保險公司（Allianz SE, ALVG.DE）

首席經濟顧問伊爾艾朗（Mohamed El-Erian）表示。

在美國，預估維持企業生存所需的總金額已達到驚人的程度。避險基金巨頭橋水聯

合公司（Bridgewater Associates LP）的創辦人達里歐（Ray Dalio）估計，美國公司因新

冠病毒引起的經濟衰退可能造成約 4 兆美元的經濟損失，幾乎是美國去年經濟總產值的

五分之一，其表示政府必須採取救援行動，並由負責印鈔的中央銀行支持。

近期，由於此病毒造成的打擊規模顯然十分龐大，各國政府均迅速加強支持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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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是美國股市自 2008 年以來所面臨最糟糕的景況，而使實體經濟保持運作的其他產

業部門壓力則較不明顯，例如為籌措短期現金以支付工資的企業，以及地方政府為公共

建設籌募資金的市場，不少中央銀行的措施旨在減輕這些領域的壓力，範圍從削減利率、

增加債券購買計劃到聯準會恢復金融危機時代的融資手段等。

在企業用以獲取短期資金的商業票據市場上，聯準會 3 月 17 日啟動了一項新的機

制–收購信譽良好公司的商業票據。 對此，國民西敏寺資本市場銀行（NatWest Markets

Plc）的策略分析師格溫（Blake Gwinn）表示，儘管此措施可發揮作用，但借貸成本高於

預期，且該融資機制太過侷限於最強健的借貸者。格溫指出，若不進行重大變革，該計

劃不會對疏通商業票據市場起到太大作用；中央銀行應該直接購買陷入困境的資產，而

不是僅提供資金，並希望其他銀行和市場參與者承擔重擔。

分析師和業內人士認為，銀行監管規則限制流動性，限制了輕鬆買賣資產的能力，

因此建議暫停這些規則，使銀行有意願以較大規模進入市場者和扮演協調貸款人的角色。

然而，市場持續震盪，顯示迄今採取的措施仍有不足，例如波動率目前處於極端水

平、資產價格大起大落，此可藉由股市恐慌指數和以貨幣表示的德意志銀行外匯波動率

指數（Deutsche Bank Currency Volatility Index, DBCVIX）等指標而得知。

聯準會所採取旨在化解眼前僵局的措施，例如購買債券，以及向銀行貸款使其可購

買前述資產，並未使市場冷靜下來。聯準會於 3 月 23 日表示，將根據需要擴大現有的

美國國債和不動產抵押貸款擔保證券的購買規模。

另一個中央銀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企業信貸，美國和歐洲公司債市場已經凍結，

新發行債券市場幾乎關閉，而次級市場的利差則急劇上升。企業在債券市場上借款之成

本已經飆升至多年高點，儘管央行進場干預，仍無緩解之勢。雪上加霜的是，隨著營收

日益緊縮惡化，評等機構開始將企業降級。安聯公司的伊爾艾朗推測美國財政部和聯準

會正在努力協調，以因應美國當局尚未偵測到的領域之市場失靈，例如企業信貸市場，

並於數日內採取行動。

3 月 23 日上午，聯準會宣布其擴大規模的最新措施：「聯準會將致力於使用全部工

具來支持家庭、企業和美國經濟。」

【由劉真妤報導，取材自 Reuters，2020年 3 月 23日】

▲歐盟通過政府援助暫行計畫，以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帶來的衝擊

在新冠病毒（COVID-19）肺炎於歐洲迅速蔓延之際，歐盟於今（2020）年 3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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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提出政府援助暫行計畫（State aid Temporary Framework）之提案，使各成員國政府得

以財政支援受新冠病毒肺炎衝擊之經濟，並於 20 日火速通過。此計畫係歐盟執委會基

於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TFEU）第 107.3（b）

條有關政府援助規則（State Aid rules）所制定。TFEU 第 107.1 條及第 108 條規定禁止

任何造成成員國間貿易扭曲之政府援助，原則上若一政府實施援助措施，在他成員國提

交意見後，歐盟執委會將有權要求該政府修正或廢止特定措施，惟第 107.3（b）條謂「為

修復成員國受到嚴重干擾的經濟，得採取政府援助措施」，歐盟執委會副主席維斯塔格

（Margrethe Vestager）表示新冠病毒肺炎已對歐盟經濟造成嚴重影響，已符合本條要件，

故執委會將允許政府採取五類財政援助措施。

計畫目的係確保在新冠病毒肺炎期間及疫情結束後，各國政府有充分的政策彈性提

供財政援助，確保所有型態的商業活動有足夠的流動資金使經濟活動得以持續進行，適

用期間至今年 12 月底，惟歐盟亦得視情形延長之。目前執委會已批准法國、丹麥、德

國、義大利、葡萄牙及拉脫維亞等國之援助措施。

計畫之五類財政援助包括：（一）撥款補助、稅收減免及預支款項：草案中每個企業

原本最高可獲 50 萬歐元的補助以支應急需的流動資金，通過的版本已提高至 80 萬歐

元；（二）政府提供企業貸款之擔保；（三）貸款補貼：政府將得向企業提供優惠貸款利

率；（四）對提供政府援助的銀行提供保障措施：評估銀行既有放款能力，用作為政府援

助企業的方式，尤其是針對中小企業的援助。此計畫並為確保最小化銀行間之扭曲競爭

提供指南；以及（五）短期出口信用保險：辨識存在履約風險之國家，且各政府得提供

企業出口信用保險。

鑑於歐盟預算有限，此計畫財源主要來自各國政府預算，但歐盟將避免這些財政援

助行為對單一市場造成的負面影響，例如在貸款補貼或為企業貸款提供擔保時，將審視

該企業之工資總額、營業額及資金需求，以協助企業度過低迷時期，以及為產業復甦做

準備。此計畫增補了歐盟先前在 3 月 13 日公布《應對新冠病毒肺炎之經濟合作溝通文

件》（Communication on a Coordinated economic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outbreak）中所

述各政府可採取之手段，以減輕此次肺炎對社會經濟造成之影響。該文件中允許政府採

取一般因應措施，如延緩課稅、資助所有部門短期工作及補償企業因此次肺炎疫情導致

之損失，尤其是運輸業、觀光業、旅宿業及零售業。

【由余飛槿報導，取材自 EU Commission Press，3月 17、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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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採取封國措施，衝擊多項產業

自今（2020）年 2 月 27 日起，馬來西亞新冠肺炎（COVID-19）確診病患人數快速

增加，爆發年初以來第二波疫情危機。馬國新冠肺炎疫情相較其他亞洲國家，原爲已受

控制的情況，然最近因吉隆坡一場大型的回教活動後，導致確診病例迅速增加。截至 3

月 20 日，馬國累計已有 900 起確診病例，成爲東南亞地區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馬國政府為避免疫情升高，已採取封國措施，自 3 月 18 日起至 3 月 31 日間封鎖邊

境，同時限制國内州屬邊境，禁止國民跨州移動。馬國政府係根據《1988 年疾病控制法

令》及《1967 年警察法令》，發佈上述「限制活動令」，並採取六大具體措施，將對馬國

重要產業之棕櫚油業造成巨大損失。

馬國實施封國措施後，棕櫚油業者向政府要求，允許該產業持續運作。馬國政府已

於 3 月 18 日確認放行，以確保大馬能穩定供應全球棕櫚油市場。馬國是全球第二大棕

櫚油出口國，更占全球食用油出口比率高達 65%。棕櫚油被用於許多產品，不僅在食品

加工業中爲重要原料，亦用於化妝品、清潔產品等非食用產品業。

起初，馬來西亞政府宣布封國之消息，震驚各棕櫚油進口國，尤其是全球最大棕櫚

油進口國–印度；馬國棕櫚油期貨一度在封國措施實施之初上漲 5%，印度與中國大陸

的棕櫚油期貨亦水漲船高。根據馬來西亞棕櫚油局統計，馬國棕櫚油至 2 月的期末庫存，

已經跌至 168 萬公噸，是自 2017 年 6 月以來最低水準。棕櫚油分析員預計，馬國棕櫚

油原油生產若停擺，將會減少 35 萬至 70 萬公噸的產量，很可能使得 3 月的庫存進一步

下降至 100 萬公噸。棕櫚油種植若暫停生產，聯昌國際銀行（Commerce International

Merchant Bank, CIMB）估計該產業將損失 3.7 億美元。同時，許多使用棕櫚油為原料投

入之產品也開始漲價；此外在馬國境內，暫停棕櫚油種植將影響約 65 萬戶小型農戶的

生計。

對於最大植物油進口國印度的影響，依據 Sunvin 集團首席執行官巴喬瑞亞（Sandeep

Bajoria）指出，印度的植物油庫存少於一個月的用量。印度每月使用約 190 萬公噸的食

用油，並於港口及油管有 150 萬公噸的存量。印度平均每月進口 125 萬公噸的食用油，

才得以供應國內所需。全球第二大食用油進口國為中國大陸，其雖有龐大的大豆油庫存

量，但也在減少中。CIMB 分析師表示，馬國若暫停棕櫚油種植和出口，這些國家將轉

向其他棕櫚油生產國進口，如印尼與泰國；印尼是全球最大棕櫚油生產國，目前並未因

疫情而暫停生產。

因應業者陳情，馬來西亞棕櫚油局已宣布恢復種植園生產。馬國目前受封國影響最

大的產業為零售業、運輸業、酒店、餐飲以及旅遊相關產業，至於影響的程度如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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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於為期兩週的「限制活動令」是否會延長。然而，許多馬國人民不願配合「限制活動

令」，因此對當局對抗疫情的努力是否將造成風險，仍有待觀察。

【由黃以樂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Star、Bloomberg，2020 年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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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雙邊累積條款 Bilateral Cumulation Provision

係累積條款中最常見之方式，意指在區域貿易協定中，一成員之出口商品若使用其

他成員之原物料，則因使用同協定成員之原物料， 可享有等同於自身原產地原物料之

優惠措施。亦即，雙邊累積之適用結果使得計算商品原價值時，將原物料之原產地視為

出口國原產地， 使商品更容易符合區域貿易協定優惠待遇。 雙邊累積的目的在於強化

區域貿易協定內會員間的貿易及產業分工。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中規定，

成衣符合 NAFTA 優惠待遇的條件，為必須使用 NAFTA 境內所生產的「北美紗」及「北

美織維」。 不過，若區域內所生產的原物料成本較區域外高，但為了要享受優惠待遇，

必須使用區域內成本較高的原物料時，則對於貿易反而產生扭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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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Canadian Culture in a Globalized World : The impact of trade deals on Canada's

cultural life

網址： https://tinyurl.com/v8zoowl

摘要：
Since the first trade deal with the US in 1987, Canada has insisted on a "cultural

exemption" to ensure that governments were free to protect Canadian culture and to

restrict foreign ownership and limit foreign content in the media. Garry Neil has

been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to assert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world. As he sees it, Canadian cultural policies and programs have been

steadily restricted by successive trade deals. He explains how this has happened, and

what needs to be done for Canada to maintain our cultural sovereignty and creative

life in the face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ir government supporters who

are promoting a world monoculture.

期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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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出處：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24, Special Issue 6,

December 2019 , pp. 643-659

作者： Angelo Antoci, Luca Gori, Mauro Sodini and Elisa Ticci

摘要： This article analyzes a general equilibrium growth model with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e model can generate different

long-term outcomes: convergence to a stationary state following a unique

trajectory or local/global indeterminacy. In the last scenario, initial conditions

(history) and individual expectations matter and the model can generate

coordination failures and endogenous fluctuations. Results cast doubt on solutions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relying on the role of individual behavior change or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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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yurl.com/v8zo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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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工商協進會 4/8 4/8

徵求研究計畫構想書

計畫名稱：「英國脫歐對我商之經貿影響、其因應策

略及相關建議」

https://tinyurl.com/vezbgqa

外貿協會 4/9 4/9
TaitraXAmazon【2020 TA 光點品牌加速計畫】啟

動說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A2020eve

nt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4/17 台灣精品 2020 國際行銷大師論壇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FC0010-

102

國際貿易局 5/19 5/19 「擁抱電商 創造金流」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109051

9

外貿協會 5/27 5/27 疫情蔓延下的國際政經動向說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052

7

仲裁協會 6/10
6/10-

10/16

Call for Papers

2020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http://www.ntu.law.acwh.tw/news_c.php?si

d=0&pid=267

https://tinyurl.com/vezbgq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A2020event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A2020event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FC0010-10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FC0010-10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109051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109051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052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0527
http://www.ntu.law.acwh.tw/news_c.php?sid=0&pid=267
http://www.ntu.law.acwh.tw/news_c.php?sid=0&pid=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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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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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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經協會 4/20 5/9-19 2020 年瓜地馬拉、海地商機考察團 https://tinyurl.com/rglhqjw

國經協會 4/30 5/16-29
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及宏都拉斯經濟合作及商機

考察團
https://tinyurl.com/rlp85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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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5/31-6/6 2020 新南向 LED智慧照明及能源管理商機開發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gtpo2020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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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6/13-24 2020 年中東及中亞市場貿易布局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middleeastcentralasia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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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81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81
https://tinyurl.com/rglhqjw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tinyurl.com/rlp85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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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po2020led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gtpo2020led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io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io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ddleeastcentral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ddleeastcentral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sola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sola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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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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7/1-3 2020 越南臺灣形象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VNM2020

外貿協會 4/30 7/1-3 2020 年越南臺灣形象展【台灣珍珠奶茶形象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VNTWBT2020

外貿協會 5/30 7/5-15 2020 年環孟加拉灣貿易訪問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BAYO

BEN

外貿協會 4/30 7/15-21
2020 年臺灣連鎖加盟東南亞商機拓銷團 -⾺來⻄

亞、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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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FranchiseMI

外貿協會 5/5 8/20-23 2020年尼加拉瓜中華⺠國商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Nicaragua

2020

外貿協會 5/27 9/1-3 2020 年全美五金展參展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0NHS

外貿協會 4/15 9/1-4 2020年⾺來⻄亞清真產品展（MIHAS 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MIHAS2020

外貿協會 5/11 9/2-4 2020 年新加坡綠色環保暨精品建材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BEXAsia2020

外貿協會 4/15 9/4-15 柏林消費電子展新創區 IFA-NEXT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FANEX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VNM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VNTWB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VNTWB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BAYOBE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BAYOBE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FranchiseMI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FranchiseMI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Nicaragu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Nicaragu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NH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NH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HA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HA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EX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EX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FANEX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FANEXT2020


22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86期（202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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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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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9/10-13 2020 年烏蘭巴托(蒙古)國際秋季友誼商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Ulaanbaat

ar2020

外貿協會 6/30 9/16-19 2020 年越南胡志明市醫療醫藥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PHARMEDI2020

外貿協會 5/29 9/24-27 2020 年日本東京電玩展 Tokyo Game Show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GS2020

台北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10/1-4 2020年⾺來⻄亞國際美容展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848

外貿協會 4/10 10/5-7 2020 年美國國際水處理技術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weftec2020

外貿協會 3/30 10/5-9 2020 年捷克布魯諾國際工業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BVV2020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0/28-30 2020 年日本通信放送週參展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CommunicationsBroadcastingWeek2020

台北進出口公會 3/29 10/28-31 2020 年『中國上海國際樂器展覽會』台灣館
http://www.ieatpe.org.tw/upload/MusicChi

na2020-Regulations&Forms.pdf

台北進出口公會 3/31 11/3-8 78 屆義大利米蘭國際摩托車展
http://www.ieatpe.org.tw/upload/2020%20

eicma-01.pd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Ulaanbaata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Ulaanbaata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PHARMEDI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PHARMEDI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GS2020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848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848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weftec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weftec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VV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VV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CommunicationsBroadcastingWeek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CommunicationsBroadcastingWeek2020
http://www.ieatpe.org.tw/upload/MusicChina2020-Regulations&Forms.pdf
http://www.ieatpe.org.tw/upload/MusicChina2020-Regulations&Forms.pdf
http://www.ieatpe.org.tw/upload/2020%20eicma-01.pdf
http://www.ieatpe.org.tw/upload/2020%20eicma-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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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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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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11/8-14 2020 年精密零組件赴日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JP2020

外貿協會 4/23 11/16-19 2020 年德國杜塞道夫醫療器材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MEDICA2020

台北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11/19-21 2020 年緬甸國際建材及裝潢材料展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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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4/24
2021/3/9

-13
2021 年德國科隆國際牙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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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S20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CIIE2020lifestyl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CIIE2020lifestyl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P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P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EDIC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EDICA2020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852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85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imtof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imtof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DS20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D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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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0 年 3 月 27 日～4 月 27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3/25，27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Zimbabwe

3/30 ⼀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3/31 二
 Committee of Participants on the Expansion of Trad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4/1 三  Committee on Import Licensing

4/2 四  Committee on Market Access

4/3 五
 Informal Committee on Market Access

 MAD/WCO Meeting

4/6 ⼀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Dedicated Session on RTAs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4/7-8 二～三  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

CPTPP、RCEP

3/23-27 ⼀～五  RCEP Trade Negotiating Committee (TNC) Meeting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3/24-27 二～五

ASEAN:

 6thASEAN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Meeting (AFMGM)

 16thASEAN Central Bank Governors’ Meeting (ACGM)

 Policy Dialogue Between ASEAN Central Bank Governors and CEO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olicy Dialogue Between ASEAN Central Bank Deputies, ASEAN Deputy
Finance Ministers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ASEAN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SEAN-BAC) Meeting with ASEAN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EU-ASEAN Business Council (EU-ABC) Meeting with ASEAN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US-ASEAN Business Council (US-ABC) Meeting with ASEAN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3/25-29 三～日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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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58thASEAN Working Group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operation (AWGIPC)
and Related Meetings

 2ndSub-Project Steering Committee (Sub-PSC) ARISE+ IPR Meeting

 11thAANZF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mittee (AANZFTA IPC) Meeting

3/28-31 四～⼀

ASEAN:

 ASEAN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SEAN-BAC) Meeting

 AEM-EU Trade Commissioner Consultations

 Viet Nam –EU Business Forum

 SEOM –EU Consultations

4/1-2 三～四
APEC: Public-Private Dialogue on Understanding Non-Tariff Measures on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Sectors to Enhance Trade to Improve Rur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TI 08 2019A)

4/1-4 三～六 ASEAN: 2ndASEAN Caucus on the sidelines of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PEC BAC)

4/3-4 五～六 ASEAN: ASEAN Conference on 5G

4/6-9 ⼀～四

ASEAN: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Council Meeting (AECC)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 (AEM) and Related Meetings

 ASEAN-AIPA Leaders’ Interface

 ASEAN-ASEAN BAC Leaders’ Interface

 36thASEAN Summit

 45thASEAN –New Zealand Commemorative Summi

 ASEAN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SEAN-BAC) and Joint Business Council (JBC)
Meeting

4/8-19 三～日 APEC: Second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2) and Related Meetings

4/12-16 日～四 APEC: APEC Tourism Ministers Meeting (TMM) and Related Meetings

4/22 三
IMF: Call for Papers: 1st Joint Bank of England - Banque de France - IMF - OECD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and Financial Policies

4/27-28 ⼀～⼆ IMF: Call for Papers: Spillovers in a "low-for-long"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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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mf.org/en/News/Seminars/Conferences/2019/12/10/workshop-on-international-capital-flows-and-financial-policies
https://www.imf.org/en/News/Seminars/Conferences/2019/12/10/workshop-on-international-capital-flows-and-financial-policies
https://www.imf.org/en/News/Seminars/Conferences/2020/04/SpilloversInLowFor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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