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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我們有 Youtube 頻道了～趕快來看看【經貿辦桌】第⼀集，別忘了分享跟訂閱喔！也要來

參加 4/28 的「2020 年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網路研討會」，⼀起上線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6v1VdULGVc&feature=youtu.be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39088&nid=17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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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我太平洋友邦之地理環境特點、發展現況及我國加強鞏固與其雙

邊外交關係建議研析

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 葉長城 助研究員

我國目前 15 個邦交國中，有超過四分之一位於太平洋地區，如何加強鞏固與我太

平洋友邦(包括帛琉、諾魯、馬紹爾群島與吐瓦魯國)關係，為當前我推動對外正式外交

關係工作的重要課題之一。本文發現我太平洋友邦在地理分布與環境上具國土面積小、

地處偏遠、易受天然災害與全球氣候變遷影響等特點；而在發展現況上，我太平洋友邦

則具有人口少、經濟規模小、產業多以服務業為主、工業基礎薄弱、運輸成本高且食物

與民生必需品需仰賴進口補足等發展不易特性。自 1970~1990 年代期間，我與我太平洋

友邦相繼建交後，雙邊關係持續發展，而我對我太平洋友邦亦持續提供各項外交援助。

建議未來我國可從加強與美國及其他印太戰略夥伴合作、持續推動元首與首長外交、召

開定期區域高層會議、協助我太平洋友邦加強對外交通運輸及資通訊連結、提供醫療等

我太平洋友邦亟需且我亦具援助優勢等方向，加強推動各項外交及援助工作，以利雙邊

邦誼之鞏固。

一、前言

在我國特殊國際處境的影響下，隨著兩岸關係趨緊，中國大陸近年來對我外交攻勢

與打壓始終未有停歇，從 2016 年 12 月迄今，包括聖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馬、多明尼加、

布吉納法索、薩爾瓦多、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共 7 國先後與我國斷交，並與中國大陸

建交，從而使我國之邦交國數目驟降為 15 國，對我對外正式外交關係工作的推展，帶

來直接衝擊。

由於，在我國目前 15 個邦交國中，有超過四分之一，共 4 國(帛琉、諾魯、馬紹爾

群島與吐瓦魯國)係位於太平洋地區，因此如何加強鞏固我與我太平洋友邦之關係，已成

為當前我國推動對外正式外交關係領域中的重要課題之一。特別是中國大陸近年來透過

「一帶一路」，加強對太平洋島國之影響，而在美國川普政府將中國大陸列為戰略競爭

者，且美中貿易戰、科技戰與近期因新冠肺炎疫情升高相互指責及在南海地區軍事巡防

角力不斷下，太平洋地區儼然成為美中戰略角力的前緣要地。未來中國大陸軍政經投射

力量常態化突破「第一島鏈」，前進「第二、第三島鏈」的趨勢，有可能持續增強，從而

對我與我太平洋友邦外交關係之維繫構成一定程度之影響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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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本文將先分析我太平洋友邦之地理分布與環境特點、發展現況，以瞭解其具

體發展需求，並扼要檢視我太平洋友邦與我國之外交關係概況，俾利就未來如何加強鞏

固與我太平洋友邦關係工作提供具體建議，供政策參考。

二、我太平洋友邦的地理分布與環境特點

太平洋島國區域面積廣大，涵蓋水域達 5,180 萬平方公里，陸地面積則僅約 30.3 萬

平方公里，其海域島嶼眾多，主要分美拉尼西亞區域(Melanesian Region)、密克羅尼西亞

區域(Micronesian Region)與波利尼西亞區域(Polynesian Region)三處，而我太平洋友邦中

之帛琉、諾魯與馬紹爾群島均位於密克羅尼西亞區域，至於吐瓦魯國則位於波利尼西亞

地區。

其中，帛琉距離我國約 2,200 公里，地處密克羅尼西亞西部海域，位於北緯 2 至 8

度之間，東經 131 至 135 度間，全國國土面積約 487 平方公里，主要島嶼共有 8 個，另

有約 340 個火山岩小島散布其中，其專屬經濟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達 63

萬平方公里，因可掌控菲律賓與關島間的主要航線要道，故具戰略上的重要性。馬紹爾

群島距離我國約 5,592 公里，地處密克羅尼西亞東部海域，位於北緯 4 度至 19 度，東經

162 至 175 度間，全國土地面積僅約 181.3 平方公里，但其專屬經濟海域卻廣達 213 萬

平方公里，全國係由 29 個主要環礁與 1,225 個小島構成。至於，諾魯同處於密克羅尼西

亞區域，距離我國約 5,642 公里，諾魯位於中太平洋赤道以南 42 公里，南緯 0.32 度東

經 166.56 度。全國土地面積僅約 21.2 平方公里。此外，吐瓦魯國與我國距離最遠達 7,157

公里，吐瓦魯國地處波利尼西亞地區，位於南緯 5 度至 10 度，東經 176 度至 179 度之

間。全國係由 9 個島礁構成，國土面積 25.9 平方公里，專屬經濟海域則達 90 萬平方公

里。

由此可知，我太平洋友邦在地理分布與環境具有下列特點：1.國土面積小，均不及

500 平方公里，但所轄專屬經濟海域廣大；地處偏遠，與我國及全球美歐亞等主要市場

距離遙遠，且距離我國約在 2,200 公里至 5,642 公里之間，地理位置偏遠使其與外界無

論在航空與海運上等均需花費較長時間與較高成本。2.除諾魯為由磷石沉積而自海底隆

起的岩石堅硬島嶼；以及帛琉具有由火山岩構成的小島外，包括馬紹爾群島與吐瓦魯國

均係由礁岩或珊瑚礁構成之太平洋島國，而其離海平面高度平均僅約 2 至 4 公尺，因此

極易面臨包括颶風、海嘯等天然災害，以及全球氣候變遷導致海平面上升，侵蝕其海岸

線與海水鹽化致使土質不利農作物生長等問題的直接衝擊。1

1 本節主要參考中華民國外交部，「外交資訊>我國國情資訊>邦交國：亞太地區」，2020 年 4 月，

https://www.mofa.gov.tw/AlliesIndex.aspx?n=0757912EB2F1C601&sms=26470E539B6FA395(最後瀏覽日

期：2020 年 4 月 20 日)；經濟部投資業務處，「首頁(全球布局) >對外投資各國投資環境>大洋洲：馬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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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太平洋友邦的發展現況

有關我太平洋友邦的發展現況，主要可從其人口、經濟規模、經濟成長表現與未來

成長趨勢、人均 GDP、消費者物價指數與就業情況以及各國產業結構等現況與趨勢見其

端倪(如表 1 所示)：

第一，在人口方面，我太平洋友邦各國人口數大致介於 1 萬 1 千人至 5 萬 5 千人之

間，其中以馬紹爾群島人口最多達 5 萬 4 千 560 人，其次依序為帛琉、吐瓦魯國與諾魯。

整體而言，我太平洋各友邦人口數相對較少，且預估各國於 2019~2023 年的人口成長亦

相當有限。

第二，在經濟規模方面，我太平洋友邦經濟體相對較小，其國內生產毛額(GDP)僅

介於 4 千 4 百萬美元至 2.83 億美元之間，其中以帛琉 GDP 規模較大，約達 2.83 億美元

(2018 年)，其次則為馬紹爾群島的 2.07 億美元(2018 年)，至於諾魯及吐瓦魯國則分別僅

約 9 千 1 百 16 萬美元(2015 年)與 4 千 4 百 70 萬美元(2017 年)左右。

第三，在經濟成長表現與未來成長趨勢方面，我太平洋友邦於 2019 年經濟成長表

現不一，其中以吐瓦魯國因接受國際協助於公部門推動大型基礎設施與住宅計畫，而使

其經濟成長率於 2019 年達 4.1%；馬紹爾群島 2019 年也因其漁業及營建業持續發展，

而維持 3.8%的經濟成長率；諾魯則因其第一層磷礦開採已顯枯竭與澳大利亞於諾魯設

置之區域難民處理中心(Australian Regional Processing Center, RPC)服務相關費用收入增

加受限等因素，而僅能維持 1%左右的經濟成長。

至於，經濟高度依賴觀光旅遊業的帛琉，亦因近年來中國大陸觀光客赴帛琉旅遊數

目銳減，而直接衝擊其國內經濟並出現 3.1%的負成長。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從國際貨幣

基金(IMF)先前針對我太平洋友邦進行的經濟成長預測數據推估，2019~2023 年之間，我

太平洋友邦的經濟仍有機會保持 0.53%至 4.15%不等的經濟成長率，但若進一步由 2020

年 2 月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相繼大規模爆發，使全球經濟因各國防疫措施而承受巨大衝擊

的情況預估，2020 年我太平洋友邦的經濟表現恐不容樂觀。為此，亞洲開發銀行(ADB)

於 2020 年 4 月初亦發布警訊，認為太平洋區域於 2020 年將因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出現

0.3%的負成長，而我太平洋友邦中依賴觀光業的帛琉預估將會受到較大衝擊，且馬紹爾

群島、諾魯與吐瓦魯國的經濟成長也會因此放緩。2

爾群島、吐瓦魯、諾魯、帛琉」，2020 年 4 月，

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showBusinessPagechtG_Environment_06?lang=cht&search=G_Environment_0
6&menuNum=91(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4 月 20 日)。

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Tourism-Driven Economies in the Pacific to Feel Brunt of COVID-19
Pandemic,” ADB News Release, 3 April 2020, https://www.adb.org/news/tourism-driven-economies-pacific-
feel-brunt-covid-19-pandemic-adb (accessed on April 18, 2020).



6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89期（202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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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在人均 GDP、消費者物價指數與就業情況方面，根據 IMF 的資料庫顯示，

我太平洋友邦人均 GDP 約介於 4,185 美元至 16,847 美元之間，其中除帛琉人均 GDP 水

準較高達 16,850 美元外，包括諾魯、吐瓦魯國與馬紹爾群島人均 GDP 均未達 1 萬美元。

而在消費者物價指數表現上，我太平洋友邦中則以諾魯、吐瓦魯國較高分別為 3.9%與

3.3%，其餘帛琉與馬紹爾群島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於 2019 年均未超過 1%。此外，

在就業方面，我太平洋友邦以吐瓦魯國與諾魯的失業率最高，分別達 37%(2017 年)與

22.9%(20111 年)，其次為馬紹爾群島與帛琉，分別達 4.7%(2016 年)和 1.7%(2015 年)。

第五，在產業結構方面，我太平洋友邦經濟體小，多以服務業為主，特別是觀光旅

遊及其相關行業係占大宗，其中帛琉服務業產值占 GDP 比重最高達 87.8%、其次依序

為馬紹爾群島 72.5%、諾魯 71.6%，與吐瓦魯國 67.3%。在工業生產方面，我太平洋友

邦多半屬於工業及製造業基礎薄弱，且生產供應鏈因運輸成本較高，發展不易的小型經

濟體。在工業產值佔比上，以 2018 年為例，係以諾魯工業產值占 GDP 比重較高達 24.8%，

其次為馬紹爾群島 11%、帛琉 8.5%，以及吐瓦魯國僅占 8.2%。

最後，在農業方面，包括帛琉(主要農產品為椰子、芋頭及樹薯；香蕉及麵包果亦有

少量生產；漁產輸出上，包括大目鮪魚、黃鰭鮪魚及少量黑鮪魚)、馬紹爾群島(主要農

產品為椰子、芋頭、麵包果、林投果與諾麗果等)及吐瓦魯國(主要農、漁產品為鮪魚、

椰子等)均有初級農、漁產品出產，惟產量與規模有限，且多數太平洋友邦在食物與民生

必需品上亦必須仰賴進口補足。至於，在農業產值占 GDP 比重上，2018 年以吐瓦魯國

比重最高達 24.5%，其次依序為馬紹爾群島 16.4%、帛琉 3.7%，以及諾魯僅 3.6%。

表 1 我國太平洋友邦之總體經濟與趨勢概況

國別

項目
帛琉 馬紹爾群島 諾魯 吐瓦魯國

人口(人數) 17,540(2018) 54,560(2018) 11,370(2018) 11,580(2018)

預估 2019~2023 年人口複合年成

長率(%)
0 1.71 1.87 0

國內生產毛額(GDP)(百萬美元) 283.9(2018) 207.7(2018) 91.16(2015) 44.7(2017)

實質 GDP 年成長率(%) -3.1(2019) 3.8(2019) 1(2019) 4.1(2019)

預估 2019~2023 年實質 GDP 平

均年成長率(%)
2.18 1.75 0.53 4.15

國民平均所得(人均 GDP)(美元)

( 2019 年預估值)
16,847.62 4,185.36 8,853.46 4,421.21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0.6(2019) 0.1(2019) 3.9(2019) 3.3(2019)

失業率(%) 1.7(2015) 4.7(2016) 22.9(2011) 3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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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項目
帛琉 馬紹爾群島 諾魯 吐瓦魯國

農業產值占 GDP 比重(%) 3.7(2018) 16.4(2018) 3.6(2018) 24.5(2018)

工業產值占 GDP 比重(%) 8.5(2018) 11(2018) 24.8(2018) 8.2(2018)

服務業產值占 GDP 比重(%) 87.8(2018) 72.5(2018) 71.6(2018) 67.3(2018)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資料庫、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經

濟研究與區域合作發展部門 2019 年基本統計資料(Basic 2019 Statistics)與亞洲開發銀行(ADB)官方網站公

布數據。

四、我太平洋友邦與我國之外交關係概況

我太平洋友邦與我國首次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多係於 1970 年代末期至 1990 年代末期

之間，其中以吐瓦魯國與我國建交最早，臺吐雙方係於 1979 年建交，其次依序為諾魯

(1980 年首次與我國建交；2002 年諾魯與中國大陸建交，並與我國中止外交關係；2005

年臺、諾又恢復正式外交關係)、馬紹爾群島(1990 年曾與中國大陸建交；1998 年與中國

大陸斷交並與我國建交迄今)與帛琉(1999 年與我國建交迄今)。而吐瓦魯國及帛琉自與

我國建交後迄今，尚未發生與中國大陸建交的外交轉向紀錄，雙邊關係穩定，但諾魯則

曾因中國大陸允諾提供重利誘惑而在 2002 年 7 月 21 日一度與中國大陸建交，後因中國

大陸並未落實其所承諾的援助，乃於 2005 年 5 月 14 日再與我國恢復正式外交關係。

除正式建交與互設使館外，我與我太平洋友邦過去亦透過簽署與執行各項政府間協

定，加強雙邊官方與民間交流，以鞏固雙邊關係，涉及領域廣泛包括農業技術、漁業、

空運、郵政國際快遞郵件、醫療衛生、警政、政府間技術合作、禽流感疫情交換、志工、

勞工事務、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打擊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情報交換等領域合

作，同時也獲得我太平洋友邦在國際場合為我國發聲，以支持我國擴大國際參與。

另外，基於保障人類安全，維護和平、民主、人權、人道關懷及永續發展等普世價

值，同時落實我國善盡國際責任及義務，積極回饋國際社會，我國在對我友邦援外政策

上，亦長期透過諸如醫衛、交通、教育、農漁業、科技及環境保護等基礎建設合作計畫，

提供我友邦相關經濟建設及社會發展協助，希望藉此改善我友邦人民所得、降低貧困與

提高其生活水準。3以近年來的援助項目來看，我對我太平洋友邦主要執行之援助計畫類

別涵蓋協助基礎建設、提供技術協助、提供人道援助與資助教育訓練四大項，而目前我

國對我太平洋友邦持續提供與進行之援助計畫如表 2 所示：

3 中華民國外交部，「援外成果」，2020 年 4 月，https://www.mofa.gov.tw/cp.aspx?n=C32D28E7A48F2DBC

(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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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國目前對我太平洋友邦提供與進行之主要援助計畫

國名 計畫名稱 援助部門 類型 優先領域

帛琉 帛琉園藝推廣計畫 生產部門(農業) 技術協助 農業

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

練計畫

社會基礎建設與服務

(健康)
技術協助 公衛醫療

太平洋友邦技職訓練

計畫

社會基礎建設與服務

(教育)
技術協助 教育

友邦及友好國家專業

華語教師派遣案

社會基礎建設與服務

(教育)
技術協助 教育

海外服務工作團(健

康)

社會基礎建設與服務

(健康)
技術協助(志工) 公衛醫療

諾魯 諾魯蔬菜生產暨營養

提升計畫
生產部門(農業) 技術協助 農業

諾魯雞蛋生產計畫 生產部門(農業) 技術協助 農業

諾魯微額金融發展先

鋒計畫

經濟基礎建設與服務

(銀行與金融服務)
技術協助

其他

資通訊

太平洋友邦技職訓練

計畫

社會基礎建設與服務

(教育)
技術協助 教育

馬紹爾群島 馬紹爾家戶能源效率

及再生能源計畫

經濟基礎建設與服務

(能源製造、供應與效

率/再生能源)

融資 環境

太平洋友邦技職訓練

計畫

社會基礎建設與服務

(教育)
技術協助 教育

馬紹爾密克羅尼西亞

運動會田徑場興建貸

款案

政府與公民社會(一般

政府與公民社會)
融資 其他

海外服務工作團 社會基礎建設與服務

(環保/其他)

技術協助

（志工）

環境

其他

吐瓦魯國 吐瓦魯園藝擴展計畫 生產部門(農業) 技術協助 農業

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

練計畫

社會基礎建設與服務

(健康)
技術協助 公衛醫療

太平洋友邦技職訓練

計畫

社會基礎建設與服務

(教育)
技術協助 教育

吐瓦魯會議中心貸款

案

政府與公民社會(一般

政府與公民社會）
融資 其他

海外服務工作團 社會基礎建設與服務

(健康)
技術協助(志工) 公衛醫療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2019 年報》，頁 112-113，

http://www.icdf.org.tw/public/MMO/icdf/2019 中文年報.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4 月 19 日)。

五、代結語：我國加強鞏固與我太平洋友邦雙邊外交關係建議

中國大陸近年來透過各種外交、軍事、經濟、文化交流與媒體宣傳等各種管道及方

式，積極擴展在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以中國大陸對太平洋島國提供的援助計畫為例，

根據澳大利亞知名智庫羅伊研究院(Lowy Institute)的統計顯示，累計 2006 年至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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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中國大陸對太平洋島國已提供約 17.81 億美元的援助經費，投入之援助計畫達 218

個。其同時期投入援助累計經費雖仍不及澳大利亞(77.03 億美元)，但已直逼美國(18.90

億美元)，並已超越紐西蘭(12.94 億美元)、日本(11.76 億美元)、法國(10.87 億美元)與歐

盟(8.27 億美元)對太平洋島國區域的累計援助金額。4

特別是在美中戰略競爭態勢明顯，而索羅門群島與吉里巴斯兩國先後在中國大陸利

誘下，於 2019 年 9 月與我國斷交並與中國大陸建交，更使美國升高對中國大陸在此區

域之戰略競逐意圖與威脅的關注，並因此促使美國於 2020 年 3 月通過「臺灣友邦國際

保護及加強倡議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簡稱「台北法案(TAIPEI Act)」)作為反制，以鼓勵美國國務院強化臺灣與其他印太地區

夥伴間的外交關係，並更改美國與損害臺灣安全或繁榮的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俾利藉

此向未來可能進行外交轉向並與中國大陸建交的國家，發出一旦貿然作出外交轉向的決

定，將有可能面臨美國以改變與其經濟、安全及外交接觸之回應的訊息。由此可見，太

平洋區域目前不僅已成為中國大陸擴張戰略與外交影響力的重點區域，更係美中戰略角

力的前緣。5

為加強鞏固我與我太平洋友邦雙邊外交關係，維繫我國對外正式外交關係工作的推

展，並擴大我國之國際參與，建議未來我政府可特別注意下列重點工作之推動：

(一) 加強與美國及其他印太戰略夥伴在太平洋地區之戰略、外交、援助、經貿投資

與民間交流工作之合作機制的建立與執行，共同協調、分享經驗及加強與我太平洋友邦

之合作關係，例如；臺美間目前已透過「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日本與澳大利亞等亞太國家亦已陸續加入合辦活動)、「太平

洋對話論壇」(Pacific Islands Dialogue)等機制推動相關合作議題的討論與交流，並舉辦

各項會議，共同就協助解決太平洋區域及我太平洋友邦關切之重要議題，進行協調、經

驗分享與相關計畫工作之規劃。

(二) 持續推動我與我太平洋友邦之元首與首長外交，除行政部門應加強交流外，亦

可加強推動國會外交。此外，除目前持續推動之「臺灣/中華民國與太平洋島國論壇(PIF)

國家對話會議」外，也可考慮與我太平洋友邦召開定期的區域性高層會議，就我與我太

4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Chinese Aid in the Pacific, April 2020,”
https://www.mofa.gov.tw/cp.aspx?n=C32D28E7A48F2DBC (accessed on April 19, 2020).

5 美國在台協會，「2019 年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案（台北法案）」，https://www.ait.org.tw/zhtw/the-

taiwan-allies-international-protection-and-enhancement-initiative-taipei-act-of-2019-zh/ (最後瀏覽日期：

2020 年 4 月 19 日)；「《德國之聲》美通過《台北法案》，向那些想投中的國家發出訊號：這麼做是有

後果的」，《商業週刊》，2020 年 3 月 6 日，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international/blog/3001907

(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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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友邦共同關切之區域性議題(例如因應氣候變遷與天然災害、協助增進各國重點經

貿項目發展、強化海上執法與救援、環境保護以及打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業(IUU)

等)進行各項意見交流，以加強我與我太平洋友邦之實質合作關係。

(三) 我太平洋友邦因地理位置偏遠，與我國及其他歐美亞等主要市場距離較遠，因

此交通運輸成本普遍偏高，再加上國內市場小，產業基礎薄弱且多元性不足，因此整體

經濟發展程度不高。爰此，建議我國在對我太平洋友邦推動援助外交時，可將加強協助

當地對外交通運輸及資通訊連結列為重點工作項目之一，一旦當地對外連結能夠提升且

其連結成本可逐步降低，不僅有助於當地增加對外貿易、逐步建立供應鏈與促進當地觀

光旅遊等相關產業之發展，同時亦可有效增進我太平洋友邦居民在進行島際生活必需物

資之運補與對外交通的便利性，以直接改善其生活品質。而提供這類我太平洋友邦亟需

的實質性協助，將有助於強化我與我太平洋友邦之邦誼。

(四) 面對中國大陸以金錢外交攻勢，於太平洋地區進行外交競逐，我因本於推動援

外政策應「以法規制度為依循、以國際趨勢為取向、以互惠互助為目的及以專業效益為

指標」的基本原則，自然不應與中國大陸進行金錢外交之競逐。建議可針對我太平洋友

邦亟需，且我又具備優勢之援助項目進行相關工作之推展，以發揮我援助外交之特色，

並與中國大陸的金錢外交做出明顯區隔。例如，我國在醫療設備、技術與服務上深具國

際水準與競爭實力，而我太平洋友邦居民因飲食西化且食物來源單一，罹患糖尿病、心

血管疾病等非傳染性慢性疾病比例高，我應可加強協助我太平洋友邦提升其在地醫療人

力訓練、醫療設備與服務品質，以強化我太平洋友邦本地醫療服務能量，減少其因本地

醫療不足而需轉診海外的財政負擔，以使其有更多醫療經費能夠支持其在地公衛與醫療

院所服務之普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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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WTO 會員於疫情中思考如何推進工作

WTO 於 4 月 17 日由秘書長阿茲維多（Roberto Azevêdo）召開「虛擬」代表團團長

會議，會中各方意見針鋒相對；美國呼籲採取「漸進途徑」（incremental approach）交換

訊息，並主張排除透過虛擬平台及遠距參與執行水平決策；而包括加拿大、歐盟、澳洲

及瑞士在內的數個工業國則表示，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疫

情肆虐期間，有意採用虛擬平台，以及透過交換書面詢答以開始資訊收集及做出決定。

約 30 個開發中國家，包括印度、南非、厄瓜多、委內瑞拉、巴貝多、牙買加，代表非

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國家集團和非洲集團國家之聲明大同小異，皆有意願在數項警戒

條件（caveats）下透過虛擬會議交換訊息。阿茲維多及總理事會主席、紐西蘭大使沃克

（David Walker）於會議開幕致詞中報告 WTO 目前針對新冠肺炎疫情所採取之措施，表

示許多代表團已經以不同形式與秘書處接洽辦公。

阿茲維多於 4 月 9 日之一封電子郵件中，提出兩個問題，以徵詢會員對世界上大多

數國家處於封鎖狀態時如何推動談判的看法，包括：代表團對於透過虛擬會議進行非正

式會議及交換意見（意即未經過正式決策程序）之感受，以及會員對於何處需要決策、

是否採用虛擬平台做為決策工具、或是另擇書面形式之決策程序的看法。然而，大多數

的開發中國家拒絕 WTO 秘書長的第二次徵詢，表示對於各國政府而言，目前當務之急

是處理疫情，WTO 事務在此緊要關頭優先次序較低。另一方面，加拿大、墨西哥及歐盟

則帶頭堅持渠等已準備好開始工作，包括透過虛擬平台或書面程序進行漁業補貼談判，

加拿大表示其甚至願意透過虛擬平台召集多邊電子商務共同聲明倡議以及其他議題之

工作。

美國貿易副代表暨駐 WTO 大使謝伊（Dennis Shea）亦表示，美國可接受召開可行

和適當的非正式會議及虛擬會議，然其存有各種技術挑戰，或許有權衡之必要，美國自

始支持容許會員「做中學」的漸進途徑；對於各方持續不斷努力，以有機式量身訂製之

方式符合各機構的個別需求，使各常務委員會及理事會可正常工作，美國表示肯定，然

而，其認為目前尋求橫向水平程序言之過早，因這將可能在此時產生不必要的問題；美

國代表建議在共識基礎上採取漸進的方法。新加坡則支持馬上展開工作，表示 WTO 在

抗疫工作上扮演重要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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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印度大使迪帕克（J S Deepak）發表措辭尖銳的聲明，要求杜哈談判回合

主席延遲談判，直到新冠肺炎疫情改善為止，而所有談判的時間表，包括漁業補貼規範，

都必須與修訂後的第 12 屆部長會議（Twelf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MC 12）時間

表連動調整；其表示印度可以配合透過虛擬方式參與非正式會議及不經正式決策的交換

意見，使會員可以持續著力於重要議題；然而，迪帕克強調，非正式虛擬會議不可轉化

為討論對會員政策有影響的實質性談判議題。印度對於常態委員會及理事會考慮尋求提

交線上書面意見持開放態度，但僅限於非談判議程之項目，印度大使堅決表示，透過虛

擬會議或書面程序，就實質性談判議題進行談判或通過決策是不可行的。

此外，不少開發中國家與印度一樣，對於政府在忙於抗疫的當頭還要做出貿易決定

亦表示擔憂。南非大使表示，該國當務之急是遏制病毒傳播並挽救生命和人民生計；鑑

於新冠肺炎疫情傳播率不一，以及封鎖措施而無法與首都官員進行聯繫，其建議必須暫

時擱置決議，直到所有會員都能參加為止；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國家集團（Group of

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Region Countries；Group of the ACP）、斯里蘭卡、辛巴威

和巴基斯坦皆呼應印度及南非的意見。

最後，秘書長在結語透露，有數個代表團堅定表示「無法接受」使用虛擬平台決策，

因為此方式難以與首都及利害關係人進行磋商；而會員對於第一個問題答覆為可接受採

用虛擬會議，但僅止於資訊收集，而非進行最終決議之談判。對此結果，秘書長表示接

受，亦承認數個會員表達對於虛擬會議資安保密方面的顧慮。

【由劉真妤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0年 4月 20日】

▲COAC 建議美國應延後 USMCA 生效日期

加拿大與墨西哥已分別於今（2020）年 4 月 3、4 日，依據《美墨加貿易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規定，通知所有締約國其國內已完成該協定

的批准程序；而根據 USMCA 協議內容規定，在最後一個締約國完成通知程序後的第三

個月首日起，該協議將生效。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先前雖多次表示希望 USMCA

可於今年 6 月 1 日生效，然依現況而言，目前締約國中僅剩美國尚未完成通知程序，故

倘若美國在今年 4 月內完成通知，則該協議最快可於今年 7 月 1 日生效。

考量新冠肺炎（COVID-19）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以及 USMCA 若於今年實施

對部分產業而言法規調適期不足，故目前已有若干產業團體及國會議員向美國政府呼籲，

希望可以暫緩執行 USMCA。美國海關商務服務諮詢委員會（Commercial Customs

Operations Advisory Committee, COAC）亦於近期開會後提出建議，由於 USMCA 生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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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對美國部分產業帶來重大轉變及財務影響，故認為 USMCA 的生效日期不應早於 2021

年 1 月 1 日。

同時，COAC 更呼籲，對於現有符合《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原產地規則認證而享有零關稅待遇之貨品，例如紡織產品及汽車零

件等，應給予過渡期。更有 COAC 成員更進一步表示，由於許多廠商最快僅能於明年年

初完成必要調整以符合 USMCA 規定，故若無法延後 USMCA 的生效期間，則 COAC 成

員建議海關應提供「告知義務」（informed compliance）期間，使進口企業在協定過渡期

間不會因不符合規定而受罰。

另一方面，亦有 31 位美國議員於日前聯合致信美國貿易代表署（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主張美國汽車業者需要更多彈性空間以符合 USMCA 原產地規

定，並應對因疫情導致產業延遲開工的情形，故呼籲美國政府應給予汽車產業法規調適

期。信中內容提及，新冠肺炎爆發令美國製造業者不得不快速調整因應現況，以保護其

勞工並減緩疫情對產業鏈的影響。然而，美國目前尚未公告 USMCA 汽車原產地規則的

施行規定，故相關業者無法確定其目前是否符合規範，因此希望 USTR 可以給予業者一

定時間，藉以了解及符合相關規範。

根據 USTR 最新公告消息指出，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在諮詢 USTR 以及美國勞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後，已於 4 月 20

日公布對 USMCA 原產地規則的暫時（interim）執行細節與指引，使汽車產業相關業者

可以更為明確地掌握及瞭解 USMCA 之新規定。另外，USTR 亦於次日在《聯邦公報》

（Federal Register）發布公告，說明將允許美國客車及輕型卡車業者適用 USMCA 之「替

代分期制度」（alternative staging regime），賦予業者額外 2 年時間以符合 USMCA 原產

地規則。依據 USMCA 附件 4-B 第 3 條之規定，USMCA 原本僅提供客車及輕型卡車業

者 3 年的法規調適期，但該項附件第 8 條進一步允許業者提出申請延長法規調適期至 5

年，以確保未來業者生產之車輛符合 USMCA 規範。基此，USTR 依據該條規定，透過

公告明言允許國內業者適用「替代分期制度」，並要求欲申請之業者須於今年 7 月 1 日

前向 USTR 繳交請願書以及分期計畫初稿，並於 8 月 31 日前提交分期計畫的最終版本，

以取得適用該項制度之資格。

【由王韻潔綜合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 Law，2020年 4月 17日；Inside U.S. Trade，

2020年 4月 13、14日；USTR，2020年 4月 21日】



14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89期（202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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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使亞洲地區經濟成長急劇下滑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近期發布 2020 亞洲發展展望報告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20）指出，新冠肺炎（COVID-19）造成的全球

損失從 2.0 兆美元到 4.1 兆美元不等，相當於全球 GDP 的 2.3-4.8%。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響，預估 2020年亞洲地區的經濟成長將大幅下滑至 2.2%，2021年將再反彈至 6.2%。

報告指出，2019 年亞洲地區處境相當艱難，受到貿易緊張局勢、電子產品下滑以及

國內投資疲軟等影響，亞洲開發中國家的 GDP 增長率從 2018 年的 5.9%，放緩至 2019

年的 5.2%。2019 年年底的新冠肺炎更進一步削弱全球需求，使 2020 年經濟前景受到更

大的衝擊，特別是較開放的次區域和依賴旅遊業的經濟體（如太平洋地區）。從個別國家

來看，2019 年美中貿易緊張局勢對於中國大陸的出口和內需均造成壓力，GDP 增長從

2018 年的 6.7%，下降至 2019 年的 6.1%；新冠肺炎所造成的衝擊更大，2020 年前兩個

月的服務業、零售業和投資業均受到抑制，預計 2020 年中國大陸的 GDP 增長率將放緩

至 2.3%。再者，印度的增長率亦呈現疲軟的狀態，源自非銀行金融部門的信貸緊縮嚴重

阻礙了銀行貸款，2019 年的經濟急劇下滑，從 2018 年的 6.1%降至 5.0%；雖然新冠肺

炎對於印度造成的傷害相對較小，但是持續遏制措施及全球防疫政策等因素將加劇負面

影響，預估 2020 年印度的 GDP 增長率將放緩至 4.0%。

另一方面，從個別區域來看，ADB 預估較開放的次區域和依賴旅遊業的經濟體，將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更大的影響，東亞地區的經濟成長率將從 2019 年的 5.4%，下降至

2020 年的 2.0%；2020 年東南亞地區的成長率預估將降至 1.0%；受到油價下跌的影響，

2020 年中亞地區的成長率將放緩至 2.8%；太平洋地區將因旅遊業下滑而萎縮 0.3%；南

亞地區的成長率將從 2019 年的 5.1％，降至 4.1%。

整體而言，目前亞洲國家經濟成長正面臨挑戰，疫情的爆發干擾民眾的生活，且擾

亂全球的商業和經濟活動。鑒於亞洲地區主要透過旅遊、貿易和匯款等方式與全球經濟

深度結合，疫情大流行將削弱亞洲的發展，使整體經濟成長率下滑。目前的研究顯示，

可能有更多國家的疫情將會惡化，遏制疫情的時間將比目前預估的時間長，此將提高供

應中斷、匯款中斷、緊急醫療費用及財務中斷等風險。同時，隨著食品價格小幅上漲，

2019 年整體通貨膨脹加劇，2020 年的通貨膨脹率將進一步攀升至 3.2%，下半年食品價

格下降因素，將持續對 2021 年的通貨膨脹產生影響。惟，如疫情在 2020 年結束，所有

活動迅速恢復正常的話，經濟成長率可望回彈。ADB 認為，在此情形下，創新思維有助

於亞洲地區克服當前的困難並迅速恢復，其將擴大與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銀行等其他國際組織合作，果斷提出有效的因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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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蘇怡文報導，取材自亞洲開發銀行，2020年 4月 19日】

各國消息剪影

▲疫情可能迫使日本放棄在 2020 年達成 RCEP 協議

新型冠狀病毒（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大流行阻撓了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之談判，日本經濟可能會

受疫情長時間負面的影響，首相安倍晉三今（2020）年將因國內反對力量，而被迫放棄

達成 RCEP 協定之目標。

擴大自由貿易必然損害日本某些部門的利潤，例如在農業方面，取消和降低關稅將

導致其他國家的廉價產品大量湧入日本。日本官方消息指出，重建受疫情重創的經濟將

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在此情況下，即使安倍首相想在自由貿易上有所作為，也不能使更

多人受害。

RCEP 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佔世界人口一半，涵蓋全球三分之一 GDP，最

初由 10 個成員的東南亞國家協會於 2012 年提出，匯集澳洲、中國大陸、印度、日本、

韓國、紐西蘭和東協國家。安倍首相自 2012 年 12 月上任後，一直希望能與其他國家達

成自由貿易協定，以增加出口，強化日本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因此一直致力於實現

RCEP。

在去年 11 月於泰國舉行的高峰會上，印度以外的 15 個成員國領袖承諾在 2020 年

簽署實現 RCEP，並聲明表示已經完成基礎文本談判。但同時，印度政府表示退出 RCEP

談判，因當前協定內容將對印度人民的生活和生計，特別是社會弱勢族群，產生負面影

響。

消息指出，安倍首相若在經濟復甦前推進 RCEP 談判，將導致公眾輿論強烈反彈；

至少就今年而言，日本應更重視經濟復甦，而非自由貿易。日本目前為世界第三大經濟

體，私人機構的經濟學家於今年 4 月初曾發布一項調查，預估日本今年 4 月至 6 月期間

實質 GDP 將較上一季衰退 11.08%。

此外，日本與中國大陸的經濟關係亦將阻礙 RCEP 於 2020 年完成，由於疫情導致

世界工廠中國大陸的供應鏈中斷，造成製造商沉重負擔，因此，安倍政府近期目標是提

振國內生產和消費。安倍首相在今年 3 月初表示，日本不應高度依賴中國大陸生產和加

值產品，並敦促日本企業將部分工廠從鄰國移回國內。根據官方文件顯示，日本在進口

和出口對中國大陸中間商品的依存度都超過 20%，為已開發經濟體中比例最高者；安倍

政府已決定提供補貼，促使企業將生產基地移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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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瑞穗綜合研究所（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貿易政策專家菅原淳一

（Junichi Sugawara）表示，疫情爆發後，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自今年初以來，許多 RCEP

成員國無法從中國大陸進口重要零組件和產品，已經對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從而損害經濟

活動有所警惕，預計往後會有更多國家嘗試自己生產和保護關鍵零組件和產品。這種趨

勢如同全球化逆轉，會削減各國開放市場動力，因此，在今年內達成 RCEP 協定將非常

困難。

由於對供應鏈可能進一步中斷的擔憂與日俱增，東協領袖於近日視訊會議中同意盡

一切努力維持貿易聯繫。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表示，退出區域和全球聯

繫並不能解決問題。但據悉，東協國家對於中國大陸的立場已經開始分歧，在疫情爆發

後，各國將需要針對與中國大陸的貿易政策進行為期一年以上的審查。

【由鐘雲曦報導，取材自 bilaterals.org，2020年 4月 14日】

▲2019 新型冠狀病毒衝擊下越南進出口貿易仍快速成長

2019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自 2020 年初延燒至今（4 月），對越南經濟、社

會造成一定的影響。由於越南自疫情爆發以來採取一系列嚴格的「抗疫」措施，包括對

中國大陸、韓國、歐洲國家等實施入境管制，自 4 月 1 日起更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社會隔

離等，因此截至 4 月 20 日，越南累計確診病例僅為 268 例（零死亡），其中 202 例已痊

愈出院，在東南亞六個主要國家中為最少。

然此些嚴格防疫措施，已經為越南經濟帶來不小衝擊。據越南統計總局的最新數據

顯示，越南 2020 年第一季的 GDP 成長率僅達 3.82%，遠低於 2019 年第四季的 6.97%。

越南政府此前對 2020 年的經濟成長所定下的目標為 6.8%，然而，以目前的情況來看，

此一目標恐難以實現。

疫情衝擊越南各行各業，越南觀光服務業即深受其害。在實施社會隔離期間，越南

全國餐飲店、旅館等幾乎都關門停業，各大旅遊景點人潮寥寥無幾。據越南旅遊總局的

統計，2020 年 1 至 3 月，赴越南的外國遊客約 368 萬人次，較 2019 年同期減少 18.1%。

而 2020 年 3 月單月，赴越南的外國遊客僅為 44.9 萬人次，慘跌 68%。此外，包括臺商

在內的越南中小型企業亦面臨「斷料」與「外需疲軟」的雙重困難。越南商工總會（VCCI）

主席武進祿（Vu Tien Loc）指出，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那麼只有一半的越南企

業可以在 6 個月內存活下來，剩下的一半或將面臨破產倒閉的危機。

出乎意料的是，相較於 GDP 表現，越南第一季的進出口貿易金額仍呈雙雙成長。

根據越南統計總局於 2020 年 4 月 19 日所更新的資料，越南在 2020 年第一季進出口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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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額約 1,227.3 億美元，成長 5.7%，其中，出口金額約 632 億美元，同比成長 7.48%；

進口金額約 595 億美元，同比成長 3.84%，貿易順差金額約 37.4 億美元，大幅成長 156%。

據統計，越南的順差主要來自外資企業出口活動。在第一季度，外資企業的進出口為 770

億美元，成長 3.8%。其中，出口 425.5 億美元，進口 348.2 億美元，創造貿易順差 77 億

美元。

美國和中國大陸仍分別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場和進口市場。在 2020 年第一季，越

南仍以手機及零件、電子產品、計算機與零部件、紡織品、機械設備與零件等為主力出

口貨品，主要進口的產品包括電子產品、計算機與零部件、紡織製鞋業原材料等。

展望未來，越南政府除了繼續實施「預防—早期發現—隔離—治療」四階段防疫策

略外，將致力逐漸恢復國內的生產與經營活動，以保持經濟成長，鞏固外國投資者的信

心。此外，此次疫情也加劇了外資企業撤離中國大陸以分散風險之趨勢。在此背景下，

越南正在準備，以爭取新一波自中國大陸遷廠潮。

【由阮功松綜合報導，取材自 VnExpress、Thanh Nien News，2020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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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國家集團 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Group of States,

ACP

簡稱 ACP。係指位於非洲、加勒比海以及太平洋地區，由曾屬於歐洲國家殖民地所

組成之集團。歐盟基於殖民歷史，與總計七十一個 ACP 國家簽署《洛梅公約》（Lome

Convention）等，以提供協助 ACP 國家經濟、社會等發展之各式援助合作計畫。 至 2008

年止，七十九個 ACP 國家中共有五十六國為 WTO 會員，包括安哥拉、安地卡及巴布

達、貝里斯、巴貝多、貝南、波紮那、布吉納法索、蒲隆地、喀麥隆、維德角、中非共

和國、查德、剛果、象牙海岸、吉布地、多明尼加、埃及、斐濟、加彭、甘比亞、迦納、

格瑞那達、幾內亞（柯那克里）、幾內亞比索、蓋亞那、海地、牙買加、肯亞、賴索托、

馬達加斯加、馬拉威、馬爾地夫、馬利、茅利塔尼亞、模里西斯、摩洛哥、莫三比克、

納比米亞、尼日、奈及利亞、巴布亞紐幾內亞、盧安達、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露

西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塞內加爾、獅子山、所羅門群島、南非、史瓦濟蘭、坦尚尼

亞、多哥、千里達及托巴哥、突尼西亞、烏干達、尚比亞、辛巴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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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WTO 裁決執行的法律機理與中國實踐研究

網址： https://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7543432

摘要：
WTO 專家組和上訴機構作出並經全體成員組成的爭端解決機構(DSB)通過的

建議和裁決，即「WTO 裁決」是 WTO 爭端解決機制的核心。及時有效地執

行 WTO 裁決是 WTO 法律體系可靠性和可預見性的具體體現，是衡量 WTO

爭端解決機制有效運作、為多邊貿易體系提供穩定性與可預測性的重要指標。

WTO 裁決能否得到執行直接影響著多邊貿易體制的穩定和發展。近年來，一

些延遲執行案件和執行爭議案件導致 WTO 裁決執行率的下降，因此，WTO

裁決執行問題被認為是「WTO 爭端解決機制中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期刊介紹

篇名： Trumping Capacity Gap with Negotiation Strategies: the Mexican USMCA

Negotiation Experience

出處：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ume 23, Issue 1, March 2020, Pages

1–23

作者： Amrita Bahri, Monica Lugo

摘要： The negotiation leading to USMCA appeared as an ‘asymmetrical exchange’

scenario that could have led to an unbalanced outcome for Mexico. However,

Mexico stood firm on its positions and negotiated a modernized version of

NAFTA.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ccount of these impediments. More importantly,

it analyzes the strategies that Mexico used to overcome the resource constraints it

faced amidst the unpredictable political dilemma in the US and at home. In this

manner, this paper seeks to provide a blueprint of strategies that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could employ to overcome their negotiation capacity constraints,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dealing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 uncertain

political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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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7543432
http://192.83.168.142/toread/opac


20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89期（202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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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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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專題課程

（二）重要國際經貿政策

動態：美中經貿對抗

動向及展望

李淳

 背景

 談判發展

 貿易戰影響

 科技戰開打

 未來展望及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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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經院WTO中心 4/27 4/28
「2020 年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網路研討會」

場次⼀：新冠肺炎對經貿之影響及政府紓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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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39088&nid=17435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5/7，13，

26
2020 台灣經貿網跨境電商研討會 X新南向市場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TASEANS

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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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5/27 5/27
2020 年「臺日共同拓展第三國市場說明會」（臺北

場）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jseminar0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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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39088&nid=17435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39088&nid=17435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TASEANSemina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TASEANSemina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109051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109051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052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052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jseminar052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jseminar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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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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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4/30 5/19-20 2020 年東南亞貿易及布局訪問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RA2SEA-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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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5/31-

6/10
2020 年印巴貿易訪問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South

Asia

外貿協會 5/12 6/11-13 2020 年土耳其國際醫療、診斷器材及醫院設備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STMED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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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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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tinyurl.com/rlp85zm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RA2SE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RA2SEA-2020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52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5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SouthAsi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SouthAsi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STMED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STMED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sola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sola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VNTWB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VNTWB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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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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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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8/25-27 020年宏都拉斯中華⺠國商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Honduras2020

外貿協會 5/31 8/26-30 2020 年汶萊亞洲博覽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BruneiASIA2020

外貿協會 5/31 8/30-9/5 2020 年日本消費產品大型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JP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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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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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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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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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dura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Hondura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runei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runei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JPTM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NH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NH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EX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EX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Ulaanbaata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Ulaanbaatar2020


24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89期（202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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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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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10/7-10
2020 年印尼國際塑橡膠、食品加工、包裝、印刷及

製藥設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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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pack2020

外貿協會 5/31 10/9-11 2020 年帛琉臺灣貿易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Palau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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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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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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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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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pack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llpack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Palau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Palau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CommunicationsBroadcastingWeek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CommunicationsBroadcastingWeek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P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P2020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852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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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0 年 4 月 24 日～5 月 24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5/13-14 三～四  Committee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 Written procedure on STCs

5/14-15 四～五  Council for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5/14 四
 Dedicated Discussion of the Relevant Trade-Related Developments on Cotton

 Consultations on Cotton-By-Products

5/15 五  Director General Consultative Mechanism on Cotto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RTA

CPTPP、RCEP

4/20-4/24 ⼀～五 RCEP: The 29th round of negotiations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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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四 WB: The U.S.-China Trade War: Who was it good for?

5/4 ⼀ WB: Will COVID-19 Reshape the Glob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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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SpilloversInLowFor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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