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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網路研討會⼀波接⼀波～第⼆場「新冠肺炎對服務業之影響及政府紓困措施」5/19 即將登

場，快來報名喔！

＊更正啟事：第 688 期電子報新聞「歐盟通過貿易救濟規章修正案，並續推臨時上訴仲裁多邊協議」有關歐盟第 654/2014

號規章之修正目的及說明有誤，經更正後特此聲明。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39671&nid=17435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38861&nid=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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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韓國 2020 年主要經濟施政計畫之分析―兼論因應新冠肺炎病毒

之對策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姚鴻成 顧問

韓國政府各有關部會及中央直屬單位，每年均循例研訂業務計畫（施政目標），2020

年由於空前之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疫情，不但韓國深受其害，包括臺灣在內，全

球 185 個國家或地區，亦均面臨重大打擊。

值此非常時期，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相當於我國之經濟部），除依往例研訂韓國

2020 年主要經濟之業務計畫外，特別增列有效因應 COVID-19 之對策，以利將其所帶來

之損失及傷害，降至最低程度。

鑒於臺灣之國情與韓國相同之處甚多，韓國之作法，或許亦可作為我國政府及企業

界之參考。

一、前言

韓國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光復、1948 年 8 月 15 日政府正式運作、1961 年成立共和

國，此後除積極推動國家之整體建設，致力重化工業發展外，更擴大對外出口，其間為

期達成此項目標，爰通令各中央部、會及道（省）、市政府、每年年初均應向大統領（總

統）提出各所屬單位一年度之「業務計畫」（施政目標），俾其政府各部門及全體國民，

對國家之整體施政方向，有更深切之了解與認知。

韓國 2020 年由產業通商資源部（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MOTIE，相

當於我國之經濟部）所推動之主要經濟施政計畫，計包括恢復產業活力擴大投資、積極

推動安全及清淨之能源政策、有效因應貿易懸案躋身世界經濟大國，以及加速防範新冠

肺炎病毒（Coronavirus disease-19, COVID-19）等。

二、2020 年主要之經濟施政課題

韓國 2020 年主要之經濟施政課題，約可分為下列四大項目：

1. 恢復產業活力擴大投資

奠定任何因素都不能動搖之素材、零件及裝備產業之自主性基礎，擴大挑戰型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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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以利開創未來新產業。

2. 積極推動安全及清淨之能源政策

廢除陳舊之煤炭發電設施，擴大轉換使用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研擬「第 3 次能源基本計畫」、「核能解體產業輔導策略」、「加強再生能源產業競爭力方

案」及「活絡氫（Hydrogen）燃料經濟路線圖（Road Map）」等，以利加速推動安全及

清淨之能源基礎。

3. 有效因應貿易懸案躋身世界經濟大國

在全球貿易環境糾紛頻仍，保護主義日益升溫之情況下，將堅守國家利益，進而擴

大經濟領域。

致力繼續達成近 3 年來對外貿易總值 1 兆美元，連續 11 年對外貿易順差，以及連

續 5 年對外投資達到 200 億美元之紀錄。

4. 加速防範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政府除提供 100 兆韓元1，幫助企業應對

疫情帶來之衝擊，36 兆韓元額外之出口商援助計畫，以及價值 5 兆韓元之低利

貸款及擔保應急外，並將研擬制定相關救濟方案，以利企業及國民均能早日渡

過難關，回歸正常。

三、2020 年主要經濟業務之推動目標

（一）穩定之素材、零件及裝備

2019 年由於日韓貿易戰，導致日本禁止對韓國半導體原材料之出口，相對引發韓國

因缺乏關鍵素材，而減少半導體之出口，惟韓國亦因面臨此一突如其來之情勢，反而加

速相關素材、零件及裝備之研發及國產化供應比率之提升。

1. 提高核心品目技術自主及穩定供應力

（1） 技術開發

2020 年由相關部會共同支援 2 兆 1000 億韓元，計畫至 2025 年將逐年推動 100 大

核心品目之技術自主及穩定供應力。

擴大研發（R&D）投資及租稅優惠，有效支援國外購併（M&A）型 R&D 之技術開

發。

1 以 2020 年 4 月 27 日為基準，每 1 美元兌換 1,223 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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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因應中長期所必要之裝備，將建立個別之技術自力藍圖（Road Map）

（2） 生產支援

建立體制化之支援系統，其中包括針對 15 家公共研究單位，100 大核心品目之評鑑

機制，重點提供對 400 家企業之信賴度及量產化之支援。

在 32 個公共研究機構及全國各主要大學，分別設立綜合革新支援團及技術支援中

心，並透過擴大結合產、學及國外優秀人才，積極參與生產行列。

（3） 全球化合作

推動與德國、美國、俄羅斯及以色列等國之共同技術開發，分別啟動韓、俄產業合

作對話窗口，韓、德素材、零件合作中心，以及韓、德標準合作機制等。

為期提升核心技術之開發，將成立專責機構，以利吸引國內外投資。

2. 塑造穩健之合作機制

（1） 擴大合作

透過 R&D、租稅、金融及排除管制特例等，擴大綜合性之支援，其中包括 M&A、

共同投資、技術合作、專利共享及國際合作等，以利提升多元化之合作機制。

（2） 專屬工業園區

於 2020 年內，成立 1~2 個符合企業需求之核心專業工業園區，除擴大園區內用水

及電力等基礎設施外，並提供相關技術開發及企業之支援。

於京畿道（省）之龍仁，結合 50 餘家半導體企業，建立半導體供應鏈之系統化組

織架構。

（3） 泛部會間之合作體制

建立有效之危急處理及績效檢驗系統，其中在危急處理方面，將在供需穩定之前提

下，實施有關生產計畫之擬訂及變更，國內優先供應、運輸、保管、儲備、轉讓及替代

品目等之運作。

至於在績效檢驗方面，將包括就品目別對日本依賴度之評鑑，以及供需穩定化概況

等之管理及分析等，並於每季（3 個月），提出檢討。

3. 推動全球化之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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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輔導專責企業

擴大支援全國 R&D 之人力、資金及投資等 100 個企劃案，提供 3 兆 5,000 億韓元

之資金，用以併購國外企業。

（2） 擬定開拓全球化之素材、零件及裝備等策略，以利輔導企業大型化，進而

打進國際市場，並將其在東南亞之生產基地，轉向多邊化。

（二）耀眼之新產業

1. 致力開發主要新產業

2020 年內將大力推動未來型汽車、系統半導體、生技保健、二次電池及智慧型機器

人之挑戰及革新，以利攻佔世界市場。

（1） 未來型汽車

致力於汽車產業之結構變換，加速輔導未來型汽車，擴大電動汽車、電動公共汽車

及符合環保需求貨車之生產能量，同時擴大支援建立電動車輛之充電站點。其中在電動

汽車方面，將推動韓國全國行駛之車輛台數，自 2019 年之 9 萬輛，至 2020 年增加為 16

萬 3000 輛，電動公車之行駛台數，自 828 輛增加為 1478 輛。

至於符合環保需求之貨車（小型貨運車及小型郵件遞送車），在生產方面，將自 2016

年之 13 萬輛，至 2020 年增加為 44 萬輛，4 年期間約成長 3 倍，其中出口之車輛，則自

同時之 7 萬 8,000 輛，增加為 30 萬輛，約成長 4 倍之多。此外，在輔導建立電動車之充

電站點方面，則自 2019 年之 5,930 個，至 2020 年擴增為 7,430 個。

韓國汽車業界指出，未來型汽車今後將隨著全球環保之發展潮流，成為汽車之主力

項目。

（2） 系統半導體

透過大規模投資及生產合作等，將韓國提升為全球綜合半導體強國。

加強推動研發次世代（第二代）半導體之技術開發，在今後 10 年期間（2020 年至

2030 年），共將投資 1 兆韓元，建立尖端設施，並籌措約 1,000 億韓元，於 2020 年在韓

國板橋設立系統半導體設計中心。

此外，為期積極輔導第二代智慧型半導體之開發，將透過半導體設計資產（IP）及

技術開發等，確保最高水準之設計及生產技術，進而取得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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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擴大開拓中國大陸市場，在上海成立韓、中系統 IC 合作中心。

（3） 生技保健

擴大原副材料，生產人力及設備等生物科技之生產能力。

有效運用 Data 3 法則及 ICT 複合式技術等，致力產業化，並於韓國五松及大邱等

地，建立尖端醫療複合園區，在安東及華順一帶，建立中小企業委託疫菌生產設施，以

及擴大可以培訓約 600 人之生技專業生產人力，俾期將韓國之生技生產能力，提升為全

球第 2 位，出口達到 100 億美元。

積極推動醫院所擁有之生物技術商業化，擴大建立符合個人量身訂做之健康管理體

系。投資 984 億韓元，於韓國之安東設立動物細胞檢驗試驗中心，並投資 836 億韓元，

於華順設立微生物檢驗試驗中心等。

研發非藥物性之智慧型軟件儀器等，作為治療工具，以利輔佐治療藥物中毒，以及

不眠症等患者所必要之器材。配合 IT 技術，加速研發數位化之治療方式。

（4） 二次電池、智慧型機器人

就二次電池而言，將積極推動提升過去固體電池在安全性、效率及容量等方面之功

能，進而開發第二次電池，擴大核心素材之量產，以利促其早日商業化。

推動實施二次電池之租借制度，以及重複使用電池之功能，進而降低電動汽車之售

價。

至於在智慧型機器人方面，將積極推動 AI‧5G 之基礎設施，以利奠定擴大需求及

產業基礎。

加速推動智慧機器人在物流、醫療、餐飲及長照等領域之普及，使智慧機器人之普

及率，自 2019 年之 271 台，至 2020 年增加為 1,000 台。

積極推動二次電池之技術開發及其商業化，為期達成其目標，2020 年內將支援 47

億韓元，以利提升核心電池之耐熱度及其持久性。

2. 擴大投資、塑造有利環境

（1） 支援投資

為期活絡韓國國內投資，將過去以吸引外人投資，所提供之各項優惠措施，修正為

國、內外企業無差別待遇之統一適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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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指定「經濟自由園區」，提供各項優惠待遇，排除現行之各項限制措施，以利吸

引更多企業入住。

以新產業為中心，擴大支援 30 個投資計畫，其中包括系統半導體之設備擴建、增

設二次電池工廠，以及電動車輛之零件工廠等。

（2） 提升產業技術之研發

擴大挑戰型之技術開發，投資規模自 2019 年之 61 億韓元，至 2020 年增加為 118

億韓元。其中 2020 年上半年，將籌措 4,000 億韓元，用以設立 R&D 專款專用之運作基

金，進而研擬 R&D 革新方案。

（3） 放寬各項管制措施

大幅放寬有礙推動革新及提升技術改革之各項管制措施，縮短企業在申請營業執照

及施工等流程所需之時間。

為期有效支援企業在技術認證、開發、產品性能及安全性之改善等，2020 年內將提

供 42 億 6,000 萬韓元，以利加速必要之改革。

（三）革新之主力業種

透過推動環保船舶、有機發光二極體（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OLED）等主力

產品之轉型，加速業種別智慧化、環保化及融合化，以利提升其附加價值。

1. 主力業種高級化

（1） 造船

為期擴大承造符合環保需求之液化天然氣（LNG）船舶，將研擬「環保船舶開發及

普及計畫」，以利將 LNG 船舶自 2018 年之 2 艘、2019 年之 4 艘（尚在承造中），至 2020

年增加為 10 艘以上。

自 2020 年至 2025 年，共將投資 1,603 億韓元，推動智慧型航海系統之技術開發。

為期推動中小、中堅造船廠之生產能力，進而降低造船成本，將積極研發以 AI 為

基礎之韓國型智慧造船廠（Smart K-Yard）之技術。

2020 年內，將先著手進行上述計畫之妥適性調查，並擬自 2021 年至 2026 年再籌措

3,860 億韓元，以積極推動並期能逐年完成。

（2） 鋼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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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浦項大鋼廠（POSCO）（國營企業）之 AI 生產設施，進而研發以 AI 大數據為

基礎之技術，以利提升高附加價值之金屬產品及 LNG 所需之新素材。

有效改善生產環境朝向符合環保需求之標準發展，以提升工廠之周邊環境。

（3） 紡織

為有利於縫紉及染色等小規模、為顧客量身訂做型生產技術之開發，將研發核心技

術，建立設計者、原布料、染色及縫紉等生產廠商與銷售商一貫作業之訂購及生產體制。

為期達成其目標，2020 年內計將支援 23 億韓元。

積極開拓新興市場，將位於首爾市之東大門市場，重新打造為東大門 within 24，結

合 ICT 變貌為多功能男性服飾之常設賣場。

（4） 家電

建立家電大數據共同蒐集、分析及共有體制，並透過 AI 專業人力之培訓，加強支

援產品革新及技術開發。

擴大徵召大企業現職及退休專業技術人員，成立家電產業支援團，以利家電及電子

業界廣為運用，進而建立家電產業之革新生產基礎。

（5） 石油化學

自 2020 年起至 2024 年將投資 17 兆 8,000 億韓元，以有效支援石化業在土地、用

水、廢水處理及電力供應等方面之需求，進而形成各項投資誘因。

加速推動高附加價值化學素材之技術開發，擴大支援國外 M&A，以利有效引進國

外之先進技術。

（6） 顯示器

鼓勵大企業投資開發超大型第二代面板，並透過共同之技術開發及性能評估等，加

強企業之產業設備升級，其中三星 Display 截至 2025，將投資 13 兆 1000 億韓元，LG

Display 截至 2022 年則將投資 3 兆韓元。

為期推動第二代顯示器素材、裝備及技術開發，以及對中小及中堅企業實施新技術

之鑑定，將研擬顯示器革新程序機制。

2. 塑造主力業種基礎

（1） 擴大公共數據之公開化，有效運用民間數據，以利開創新商機，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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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標準、專利，試驗認證及貿易數據之公開等，進而擴大數據分享。

（2） 靈活運用公共及民間大數據，進而擴大智慧型家庭及健康管理等新型服務，

其中在智慧型家庭方面，將以 AI 作為開發之基礎，在智慧型健康管理方面，則將開創

個人量身打造型之醫療服務。

（3） 有效運用 AI 及大數據等，以利革新造船及鋼鐵等生產工程，進而提升能

源效率。

（4） 修改及整頓相關法令、研擬推動體制，以利建立產業智能化之基礎。

（四）潔淨之能源

為期有效因應全球日益擴大之清淨安全能源潮流，進而減少微細灰塵及溫室廢氣，

將加強推動環保能源政策。

積極研發可以轉換為能源素材及再生能源等新能源產業，進而擴大韓國國內市場，

促其成為新成長動力。

1. 推動韓國成為氫（Hydrogen）燃料一等經濟強國

（1） 加強運用世界最高水準之氫燃料，以期邁向全球氫燃料之經濟大國行列

擴大普及以氫為燃料之氫汽車，同時增加燃料電池之設備容量。

茲將韓國近年來推動氫燃料汽車及燃料電池之概況，列表分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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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韓國近年來推動氫燃料汽車及燃料電池設備容量概況

資料來源：產業通商資源部

韓國鑑於氫元素符合環保需求，除積極推動氫燃料車輛外，亦將加速開發氫燃料小

貨車、卡車及燃料電池等之出口市場，同時擬自 2021 年至 2030 年止，計將投資 6,000

億韓元，用以開發氫燃料之 LNG 油輪，以及堆高機、營建裝備等。

（2） 在韓國全國大都會，增建 100 個氫燃料充電站點，並在首爾及仁川等土地

昂貴、不易增建充電站點之都會，推動擴大既有充電站點之設備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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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期有效管理氫燃料之安全，將針對氫燃料充電站點、生產基地及燃料電

池發電所等 3 大核心設施，進行精密檢驗，除提高其安全性外，並擬推動其能達到國際

化之標準。

2. 透過能源轉換開創成長動力

（1） 積極推動於 2020 年內，啟動新萬金（位於韓國大田市附近）太陽能及濟

州漢拏風力發電等 32 個大規模工程案，其中新萬金部分，共將投資 6 兆 6,000 億韓元，

推動太陽能 2.8GW、風力 0.1 GW 及燃料電池 0.1 GW 等之發電設備。至於濟州漢拏部

分則將投資 5,500 億韓元，以純韓國之技術建造最大規模 100MW 級之海上風電工業園

區。

（2） 擴大能源工業園區，對於進駐工業園區之企業，將提供必要之支援，為期

有效達成其目的，將擴大放寬有礙建造工業園區之限制規定。

3. 穩定能源供應並加強安全管理

（1） 加速研訂「第 9 次電力供需基本計畫」、「第 14 次長期天然瓦斯供需計畫」

及「資源開發基本計畫」等，以期有效支援石油供需之因應方案。

（2） 推動研擬「能源設施管理計畫」，實施地下基礎建設特別安全檢查，進而增

強氫燃料及能源儲存系統（Energy Storage System，，ESS）之安全管制條例。

（五）充滿活力之實體經濟

就 2020 年而言，原期全球經濟可望復甦，加以半導體產業亦將趨於活絡，惟因目

前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正在大幅蔓延，相對影響整體之經濟發展，未來之景氣充

滿不確定因素。

為期 2020 年之經濟發展能夠順利推動，除加速恢復實體之活力外，並將積極建構

穩定之貿易環境，其中在出口方面，將大力推動品目、市場及主體等之結構調整，在內

銷方面，將擴大新物流服務，促進消費性向；在地區方面，將加強輔導地區別特性產業，

進而擴大地區投資、開創就業機會。至於在貿易方面，將有效因應貿易風險，開拓新興

市場，以利擴大經濟合作基礎。

1. 儘速建構出口正能量

（1） 致力於品目革新，其中包括加速推動主力產業之景氣復甦，調整以新產業

為主之結構調整，以及積極招攬大型整廠設備之出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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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積極推動以新南方（新南向）及新北方（新北向）為中心，多元化之出口

市場政策，其中在新南方方面，將以印尼、越南、印度及緬甸等主，至於在新北方方面，

則以俄羅斯及烏茲別克等為主。

（3） 透過發掘主要客戶等，提供量身訂做型之支援，擴大中小及中堅廠商之出

口，以利將其出口比重，提升為全國總出口值 20％以上。

2. 活絡內需市場

（1） 協助民間舉辦大規模促銷活動，並於促銷期間，擴大支援退還附加價值稅

（VAT）及降低國際配送費用等，以利提高消費者能實際感受之優遇待遇。

（2） 為期擴大新物流服務，建立任何人均可運用之物流大數據商品資訊，以及

消費者可以採購之資訊分析及預測系統等。

（3） 研發可以適用於線上 AR、VR 之網購基礎系統，進而識別糾出偽、假商品，

以利擴大數位化之物流。

3. 致力區域經濟

（1） 於 2020 年內將提供 546 億韓元，用以支援 R&D，積極誘導投資，以利活

絡區域經濟，為期達成此一目標，另將提供 567 億韓元，以利擴大區域關鍵產業之裝備，

專業人力之培訓及技術之支援等。

（2） 將韓國分成 5 個區域經濟圈，擴大推動智慧產業園區，以利製造業之革新

及新產業投資。

（3） 透過財政、租稅及金融等手段，積極推動通盤式支援，以利減免投資租稅，

提高地區投資融資限額，以及寬減國公有土地之使用租金等。

4. 有效因應貿易風險，擴大經濟合作基礎

（1） 在政府與民間之通力合作下，透過雙邊及多邊管道，有效因應主要進口國

家所實施之反傾銷及補貼等措施，其中包括與美國、印度、歐盟（EU）及中國大陸等，

舉行有關貿易救濟之會議，並於必要時向 WTO 之反傾銷、補貼及防衛條款等單位提出

訴求，以利減少韓國企業之損失。

（2） 為期擴大對新南方及新北方等新市場之出口，將繼續推動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其中包括持續完成韓、菲律賓 FTA 之簽署，以及推動韓、

印尼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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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等。

（3） 積極參與新貿易程序之討論機制，以利保障企業之最大利益，其中包括

WTO 電商交易之協商，以及水產業補貼等貿易法規之制定等會議，以利有效配合修正

韓國國內相關法令。

（4） 為期 WTO 訴願機制早日恢復運作，將積極參與 WTO 致力改革之討論會

議，並透過與開發中國家之合作及支援，加速提升 WTO 多邊體制之功能。

（5） 加強政府與企業界之通力合作，有效因應事前防範之因應系統，為期達成

此一目標，擬於 2020 年內，將投資 15 億韓元，成立貿易支援中心，以利適時應對全球

貿易懸案。

四、有效因應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

自 2019 年底中國大陸武漢爆發新冠肺炎病毒（Coronavirus disease-19, COVID-19）

以來，其疫情正大幅度蔓延至亞、歐及美洲等全世界 185 個國家或地區，嚴重程度甚為

恐懼。

韓國政府在擬訂 2020 年主要業務計畫之際，因正值 COVID-19 大幅蔓延，乃特別

增加有效因應 COVID-19 之防疫對策，以期能夠儘速度過此一空前之災難

根據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rea Trade-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 KOTRA）

之統計，韓國截至目前為止，在中國大陸投資之企業計有 3,679 家，其中武漢地區則有

29 家。

另據韓國國稅廳之統計，韓國 2019 年對中國大陸之出口計達 1,362 億美元，其中對

武漢之出口值，占上述出口金額之 0.3％。自中國大陸之進口則達 1,065 億美元，其中

537 億美元，約 50.4％係屬於素材、零件及裝備等。

韓國政府為期有效因應COVID-19對韓國出口之影響，頃研擬短期及中長期之對策，

其主要方案如次：

1. 短期因應對策

（1） 在產業通商資源部下，成立新冠肺炎病毒非常對策中心，下設綜合企劃、

企業現況檢查、實體經濟檢查及對外合作等 4 個小組，積極展開運作，以利企業將損失

及傷害降至最低程度。此外，並將透過素材零配件供應支援中心及韓國貿易協會（Korea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 KITA）之紓解出口障礙支援中心，協助出口廠商解決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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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啓動韓國駐中國大陸大使館商務單位，包括 KOTRA 駐中國大陸 22 個貿易中心、

KITA 及韓國貿易保險公社（公營企業組織）駐中國大陸之分支單位，對韓商提供在物

流、貿易及人力等方面之支援。

（2） 針對韓商對中國大陸之出口，提供必要之協助，其中包括對中國大陸之出

口，發生貿易保險案例時，可優先提供保險補償，擴大貿易融資，韓商因中國大陸疫情，

轉換出口市場時，可免費提供轉換出口市場資訊調查之服務費，以及其他必要之貿易服

務。

（3） 基於疫情考量，在中國大陸應參與當地之商品展示會或主辦展示說明會，

以及原擬派遣貿易促銷團，而無法成行時，將支援其所損失之必要費用。

為期減少韓商在中國大陸因疫情影響所產生之損失，將積極提供在物流及通關方面

必要之支援、韓國國內替代生產時必要之設備投資，以及相關之 R&D 等。

2. 中長期因應對策

（1） 透過政府研究智庫等，分析主要產業之全球供應鏈（Global Supply Chain），

並就企業品目別及業種別，對主要國家之依賴度等，深入檢討，以利掌握各種危險因素。

（2） 擴大韓國國內生產，推動供應鏈多元化，為期達成目標，將提供各種誘因，

輔導韓國投資國外之企業轉回韓國國內生產。

除中國大陸外，將擴大對東南亞地區之生產基礎，以利供應鏈之多元化，進而運用

全球供應鏈，更進一步提升韓國在世界市場之佔有率。

此外，韓國政府為期加速有效因應今世紀空前之COVID-19，文在寅大統領曾於2020

年 3 月 24 日宣布，將投入 100 兆韓元，協助企業解決疫情所帶來之衝擊與損失，4 月 8

日復推出規模 36 兆韓元額外之出口商援助計畫，將出口廠商之貿易保險到期日延長一

年，以及提供價值 5 兆韓元之低利貸款及擔保等，同時將研擬制訂相關救濟方案，其中

包括自 4 月份起，減免四大保險2等保費之繳納，以利減輕國民及企業之負擔，另亦正在

考慮能向全體國民發放以每戶 4 人為基準，100 萬韓元之緊急災難津貼等。

五、結論

綜合分析韓國 2020 年主要經濟施政計畫，可概略了解韓國在推動國家整體經濟發

2 韓國勞工計應加入國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保險、產業災害保險及僱用保險等 4 大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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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課題上，已啟動了相當的人力、物力與政府政策之因應，主因在於當前全球已經出

現景氣低迷、消費萎縮、出口不振，以及投資衰退等艱困處境；此外美中貿易戰及日韓

貿易戰，亦對韓國產生大小程度不同之影響。然而雪上加霜的是突發的 COVID-19，不

但影響所有國家之經濟發展，更使人民起居不安，民生失調。

臺灣與韓國之經濟發展模式相仿，產業結構亦頗雷同，且均屬以出口為導向之國家，

一旦國際發生重大變故，對其經貿環境影響甚大，不但韓國面臨困境，臺灣亦不能倖免

值此全球均遭受 COVID-19 疫情之際，臺灣所採行之各項防範措施，已普獲國際間

之肯定，韓國在推動防疫方面，亦獲得以美國川普（Donald J. Trump）總統為首等各國

之讚許，目前美國除已分別向韓國進口 COVID-19 所需之檢測醫療配備（kit）外，川普

總統亦於 2020 年 4 月 18 日與韓國大統領文在寅電話表示感謝，並願與韓國共同合作，

更進一步加強各項防範措施。

此外，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亦預測，韓國 2020 年在經

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36 個會員國當中之經濟成長率（GDP）將名列第 1 名，堪可

稱謂全球防疫成功之模範國家。

臺灣與韓國在國際市場雖然處於競爭立場，但兩國在產業方面，亦兼具互補關係，

韓國 2020 年主要經濟施政計畫，以及面臨 COVID-19 所採取之因應對策，似可作為我

國政府及企業界之參考與借鏡。

資料來源：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

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

韓國關稅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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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中南美洲九國共同提案，敦促 WTO 在疫情期間發揮維持全球貿易

秩序

WTO 總理事會（General Council, GC）主席紐西蘭大使沃克（David Walker）基於

強化會員間資訊交換及保持措施透明化之目的，預計於今（2020）年 5 月 15 日以線上

會議形式召開總理事會會議，商討因武漢肺炎（COVID-19）而實施之貿易措施。鑒於疫

情持續惡化，沃克在 5 月 1 日寄發給會員之信件中表示，盼會員於會議中針對此次特殊

事件造成之經貿影響交換意見，以及說明所採取之措施，同時亦表示此會議中不會作出

任何實質決議。

甫於沃克宣布下週召開會議之際，中南美洲 9 國（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烏拉圭、

巴拉圭、瓜地馬拉、巴拿馬、哥斯大黎加及哥倫比亞）於 4 月 30 日聯合提交文件

（RD/GC/13; RD/TNC/2），主旨為「於疫情期間及結束後，WTO 及相關單位之關閉及重

新開張應考慮採取之行動」，渠等認為 WTO 應扮演監督會員是否遵循國際貿易規則之

角色，以維國際貿易秩序，亦應對疫情發生後續之經濟復甦有所貢獻。9 國更表示，目

前 WTO 之透明化機制運作下，已有方法向會員提供其在貿易關係中採取可預測措施所

需的資訊，故 WTO 應立即且務實地針對疫情造成的經濟和商業影響作出回應。目前會

員實施之措施可能導致國際貿易的流動和競爭條件發生變化，WTO 應討論這些措施之

合適性，並提出 WTO 認為合適之措施，以務實和漸進的方法解決目前面臨的緊急情形。

為此，9 國提出以下建議，以期在疫情期間及結束後繼續開展上述工作。

第一點建議為安全的遠端技術系統之應用，以確保 WTO 代表繼續工作。會員可運

用視訊會議平台，以召開非正式會議、諮商或交換資訊，以及書面提交意見，如貿易障

礙關切意見之提交，以加速 WTO 常設機構之工作，或者類似農業委員會（Committee on

Agriculture）農業資訊管理系統（Agricultur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G-IMS）

之平台，均可納入考量。惟考量此方案的同時，應確保所有會員均能使用此項技術，及

確保所有會員代表均可參與之技術援助。此外，還應注意使用遠端技術所衍生的資安問

題，同時並應保持透明化。

第二點建議則在 WTO 重新運作後應恢復面對面會議。雖目前 WTO 處於關閉狀態，

但秘書處應作好隨時重新開始恢復過去常態的準備，避免疫情不必要地拖延 WTO 眾多

的議程，應按順序安排會議，或在可行的情況下同時安排面對面和視訊會議。對此，9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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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應逐步恢復工作，這需要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及 WTO

機構所在地政府的合作，直到確定疫情結束。在此期間人員應逐漸回到 WTO 上班，但

應減少人員在 WTO 機構內不必要的接觸，並依 WHO 衛生專家的建議逐步增加秘書處

工作人員的人數。而在召開面對面會議時，應優先考慮各委員會和其他機構的常態性工

作，以討論可能影響國際貿易之措施，以便提出建議。除此之外，WTO 應確保人員均遵

循目前的衛生守則，如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以及公共場所提供消毒洗手液等。

文件中 9 國表示渠等致力於在疫情期間積極維持多邊貿易體系的運作，期盼適當應

對以早日擺脫疫情，並歡迎會員對此文件建議事項提出討論。

【由余飛槿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5月 4日】

▲東非面臨新冠肺炎及蝗災，糧食安全受威脅

在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之際，非洲東部目前還受到蝗災的挑戰。據了解，

數十億的沙漠蝗蟲（desert locusts）已入侵肯亞、索馬利亞、衣索比亞、蘇丹、南蘇丹、

烏干達、吉布地等東非國家，大規模毀壞農作物，加上目前正值東非的大雨季，充沛的

雨量雖然有利灌溉作物，但同時也提供蝗蟲絕佳的生長環境。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估計，倘蝗災未能在近期獲得控制，

蝗蟲總數可能在今（2020）年六月暴增至目前的 400 倍左右，並有 500 萬非洲人口將面

臨飢荒。FAO 更指出，在利於繁殖的環境下，大批蝗蟲一天所吞噬的作物量約可供應 3

萬 5 千人的糧食需求，而目前已有 2 千萬人口的糧食安全受到威脅，若蝗災持續下去，

後果將不堪設想。對此，非洲開發銀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總裁阿德西納

（Akinwumi Adesina）提出警告，認為蝗蟲災害將引發非洲糧食危機，因此各國在對抗

肺炎病毒的同時也應將部分注意力放在降低蝗災所帶來的糧食衝擊上。

非洲糧食安全不僅受蝗蟲影響，與新冠肺炎也有一定程度關聯。聯合國世界糧食計

畫署（World Food Programme, WFP）就表示，近期各國為因應新冠肺炎而實施封鎖政策，

使食物供應鏈因此中斷，非洲糧食問題將進一步惡化。在肺炎疫情及蝗災雙重危機夾擊

下，非洲民間的不安情緒高漲，近日肯亞境內最大的基貝拉貧民窟（Kibera slum）就因

而引發食物暴動，民眾為了爭奪食物互相推擠踩踏，更忽視防疫期間該遵守的社交距離，

社會動盪因而加劇。除此之外，生產活動停擺也影響到農藥供應以及噴灑工作，該情況

又造成蝗災的惡性循環。

在解決方案上，阿德西納認為可積極採行以下措施來解決非洲目前糧食安全問題：

（1）建立「綠色通道」以確保糧食及農藥供給暢通；（2）採取防止物價高漲的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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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政府應釋出糧食儲備，防止哄抬價格情形；（3）應進一步提升糧食生產技術，針對

糧食作物的高產能、快熟、耐旱、抗病及抗藥性等方面進行優化。據悉，針對糧食危機，

非洲開發銀行已提供 FAO 以及東非政府間發展組織（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IGAD）150 萬美元的資金，共同抵禦非洲糧食安全之威脅。

【由廖倍妤綜合報導,，取材自 AllAfrica,、Forbes Africa，2020 年 4月 29日】

各國消息剪影

▲美國政府希望能確保國家電網免受外國攻擊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於今（2020）年 5 月 1 日簽署一項行政命令，以確

保美國的電力系統不受外國的攻擊，然而此舉可能限制某些海外企業對美國之出口。該

行政命令並未指定任何特定國家或企業的名稱，但禁止美國自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之實

體購買某些電力系統設備；該行政命令授權能源部長「識別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之實體」、

「設立限制與其交易的標準」等權力；該命令亦建立一個新的聯邦能源基礎設施採購工

作小組。

美國能源部長布鲁耶特（Dan Brouillette）表示，確保大功率電力系統免受外國的利

用和攻擊為今當務之急，此行政命令將大幅削弱外國對手將矛頭指向美國關鍵電力基礎

建設的能力。一位不願具名的美國能源部資深官員表示，受限制的外國製設備包括：變

壓器、電容器和電力傳輸用之測量設備等，此政策可能導致該些零件未來更多是在美國

生產製造。

美國總統川普於行政命令中宣布，不受限制的外國大功率電力系統電氣設備供應將

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經濟構成非同尋常的威脅，並指責外國對手不斷地製造

和利用美國大功率電力系統中的漏洞，工作小組必須在行政命令發布之日起一年內向總

統提交報告。致力於強化電網的非營利組織 Protect Our Power 的執行董事康寧漢（Jim

Cunningham）表示，此行政命令是處理電力部門供應鏈中與網際網路相關之危險漏洞的

重要起始點。

近年來，美國國會議員和川普行政團隊均對電網容易遭受外國干擾而表示擔憂。去

年國家情報局局長的報告曾提出警訊表示，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均有能力發動針對電網和

天然氣管道的網路攻擊。該報告指出，俄羅斯正就美國關鍵基礎設施進行詳細計畫，以

造成實質性損害為長期目標。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是中國大陸太陽電池板、能源儲存技術和電信通訊基礎設施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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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者，其已被美國列為電網的特殊威脅。去年 12 月，美國部分參議員呼籲政府應保護

電力系統，其認為華為公司生產的變流器可能使電網暴露在外國監視的風險之下。

透過行政命令，美國可阻止華為公司和其他中國大陸企業進入美國電信市場。美國

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主席查特吉（Neil Chatterjee）對政府作為表示贊同，其認為該行政

命令緊縮某些電力系統設備的規定，有助於保護美國能源基礎設施不受外國對手攻擊；

此為即時且必要的措施，以加強美國電網的安全性。

【由李宜靜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 Law 2020年 5月 2日】

▲因國內意見分歧泰國決議擱置申請加入 CPTPP 計畫

泰國內閣原定於 2020 年 4 月 28 日就泰國尋求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計畫事

宜進行討論，但在國內社會意見分歧之下，泰國內閣於開會前日決議不將該計畫案納入

討論議程，此舉等同於擱置申請加入 CPTPP 計畫。泰國商業部長朱林（Jurin Laksanavisit）

表示，「因不同群體的意見衝突，商務部決議撤除（withdrawn）該加入提案，只要國內

社會不同群體的意見未達成共識，內閣會議就不會討論該提案」。泰國商業部目前已按

計畫完成 CPTPP 可行性研究報告，原定於 4 月 28 日向內閣會議報告，但因該加入提案

遭擱置，目前尚不清楚該研究報告是否會之後再向內閣報告，亦不清楚該加入提案是否

會順延至下一會期。

對於泰國加入 CPTPP，正方意見如泰國商業部以研究報告顯示，此舉將振興泰國的

經濟成長、出口、吸引外資，並能協助緩解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負面衝擊。泰

國首席談判代表（奧拉蒙）Auramon Supthaweethum 援引該可行性研究報告表示，倘泰

國參與 CPTPP，則泰國 GDP 將成長 0.12%，出口成長 3.47%，投資亦成長 5.14%，預計

雞肉、糖、稻米、海鮮、水果、橡膠、汽車零件、電器、服飾品等產品的出口將增加，

並創造價值約 734 億泰銖的就業機會。倘泰國未加入 CPTPP，則泰國將損失 266 億泰

銖，占泰國 GDP 約 0.25%，出口減少 0.19%，投資亦減少 0.49%。鑒於新加坡、越南等

東南亞國家已是 CPTPP 成員，泰國若未加入該協定，恐在貿易、投資、區域供應鏈與生

產過程的連結性上遭受相關機會損失。因此，泰國必須尋求新的合作夥伴或貿易協定如

CPTPP，以提升泰國的貿易競爭力與投資吸引力。

另一方面，反方意見如反對黨、公民社會團體與著名社會意見領袖認為，加入 CPTPP

將會損害泰國經濟發展，尤其是農業與健康照護部門。例如，泰國農民與民間團體即對

於加入 CPTPP 表示擔憂，認為此恐阻礙農民保存並再利用擁有專利的作物種子，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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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種子按協議條款將被專利壟斷，使農民失去種植自由，進而衝擊國家的糧食安全。

批評者亦認為 CPTPP 將影響人民獲取可負擔得起的醫藥品，因部份醫藥品涉及智慧財

產權與專利權的保障，使政府無權生產這類專利藥品。亦有批評者認為，在 COVID-19

在全球蔓延之緊急情況下，並不是討論申請加入 CPTPP 的適當時機。

CPTPP 前身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2017 年 1 月

23 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宣布退出 TPP 後，日本帶領其他成員繼續推進談

判，2017 年 11 月 11 日更名為 CPTPP，大致維持原 TPP 內容，但暫停適用 22 條原依美

國要求而納入的條文。目前 CPTPP 成員共 11 國，包含：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汶

萊、越南、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墨西哥、智利、祕魯。2018 年 3 月 8 日，CPTPP 的

11 個成員完成協定簽署，並交由各成員進行國內審議程序，只要至少 6 個成員通知已完

成國內審議程序 60 天，協定便能生效。2018 年 12 月 30 日，CPTPP 正式生效；目前計

有日本、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越南完成國內批准程序。

【由李明勳報導，綜合報導自 Reuters，2020 年 4月 28日；Bangkok Post，2020 年 4月

28日】

▲李顯龍：新冠肺炎疫情後，新加坡經濟結構可能產生重大變化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武漢肺炎）自 1 月起，侵襲新加坡

等國已數月餘，新加坡做為早期出現確診患者且曾因大型國際會議爆發群聚感染的國家，

在 3 月時曾因有效減緩疫情擴散被國際視為防疫模範生。然自 3 月底第二波歐美疫情蔓

延起，星國再次陷入防疫困境，確診案例逐日上升，至 5 月 4 日止，已 18778 例。在疫

情增溫下，新加坡從 4 月 7 日起到 5 月 4 日實施 28 天的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望

能減緩疫情散播。新加坡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於 4 月 21 日再宣布將延長阻

斷措施到 6 月 1 日止。

疫情對星國的經濟發展亦造成重大的衝擊。2019 年因受到美中貿易衝突、中國大陸

經濟成長放緩以及英國脫歐等全球經貿環境影響，新加坡 GDP 成長率表現不佳，僅成

長 0.7%，為近 10 年來最差表現。原先新加坡政府對 2020 年的 GDP 成長預期為 0.5%到

2.5%，但受疫情影響，星國貿易和工業部 2 月底將數據下調至-0.5%到 1.5%，星國政府

於 3 月亦曾表示 2020 年全年 GDP 成長將可能萎縮 1%到 4%。新加坡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更於 4 月 28 日表示新加坡景氣衰退恐比預期

的-1%到-4%更糟。

在李顯龍的 5 月談話中，就星國的經濟發展其表示從長遠來看，新冠肺炎一定會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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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球經濟發生許多變化，貨物和人員的流動將更不自由，各國亦將努力減少對食品和

基本醫療物資（如藥品與口罩）等的進口依賴，這將對包含新加玻在內的全球貿易和投

資產生重大影響。其認為在疫情過後，新加坡的經濟結構很可能發生重大變化，部分產

業所受的破壞將是長久的，企業須改變經營模式才能生存，有的職業則將被淘汰。然而

部分產業，例如醫療服務、生物技術、食品生產和運送以及 IT，即便在現今的情況下需

求依然強勁。

面對疫情影響進出口、阻斷措施等政策造成商業活動減少，對整體產業造成衝擊之

情況，除了過去已提出的貨幣寬鬆政策以及紓困方案，就企業面而言，星國政府將幫助

公司適應這種新的運營環境，並為勞工提供新工作再培訓，並將擴大「未來技能

（SkillsFuture）」計畫。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 NTUC）

並已成立工作安全委員會（Security Council），以幫助媒合及培訓流離失所的勞工，協助

他們尋找新的工作機會。同時，星政府亦將積極尋找可協助自由工作者的方案。

【由巫佩蒂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Straits Times，2020年 5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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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開放性區域主義 Open Regionalism

係指區域性協定除強化區域內之合作外，亦開放區域外國家的參與，也就是同時降

低對區域外經濟體的障礙。開放性區域主義強調區域組織在注重內部合作的同時，還應

加強與其他區域的橫向聯繫與交往，鼓勵並允許各國在參加自身區域內經濟活動的同時，

積極參與區域外的其他國際經貿合作，認為這種對外聯繫和開放不僅不會削弱區域內部

的合作，反而會使區域合作得以提升，並為區域內各國帶來更多的機會。APEC 為主張

開放性區域主義的重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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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state :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1945-1998

網址： https://tinyurl.com/yccm2ug2

摘要：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aiwan policymakers varied their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s circumstances changed. In the early 1980s there was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as Taiwan's government reduced its active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and created a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based on

information and other high-technology products. Taiwan's economy continued to

prosper in the 1990s because policies and systems changed along with conditions.

期刊介紹

篇名： Is the Sri Lankan ecotourism industry threatened by climate change? A case study

of Rekawa coastal wetland using contingent visitation approach

出處：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25, Issue 3 June 2020 , pp.

226-243

作者： Nesha Dushani Salpage, Margrethe Aanesen and Oscar Amarasinghe

摘要：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intended visitation behavior of tourists toward Rekawa

wetland under anticipated climate change (CC) scenarios. Based on two IPCC

scenarios using two direct and three indirect climatic factors, we composed a CC

environmental index. The results show a decline in number of trips equal to 43 per

cent and 53 per cent under scenarios 1 and 2 respectively, but the difference is not

significant. Foreign and domestic tourists differ significantly with regard to socio-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beliefs about CC effects at Rekawa. Controlling

for such differences, we demonstrate that foreign tourists are less likely than

domestic tourists to reduce future visitation to Rekawa due to CC impacts. Still,

the future of ecotourism at Rekawa wetland is at risk if adaptation measures are

not taken to meet CC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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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cm2ug2
http://192.83.168.142/toread/opac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25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90期（202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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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2020 年國際經

貿機會與挑戰網路研討

會」-新冠肺炎對經貿之

影響及政府紓困措施

王健全、邱碧英、李

淳、林淑惠

 新冠肺炎對我國產業之衝擊與影響

 新冠肺炎對經濟 & 產業的影響

 新冠肺炎改變全球經濟 & 因應策

略

 台灣的機會與挑戰

 新冠肺炎對我國產業之衝擊與影響

 武漢肺炎疫情衝擊全球經濟

 疫情造成全球產業鏈發生實質改變

 疫情對台灣產業的衝擊與影響

 新冠疫情的業者觀察與建言

 新冠肺炎對全球經貿之衝擊與影響

 貿易戰＋新冠：供應鍊韌性及公衛/

經濟安全的試煉

 ⻑期影響：全球外包供應鏈「更

加」萎縮

 貿易戰＋新冠肺炎：供應鏈結構性

變化

 後新冠時代「台商」供應鏈布局可

能模式

 未來準備方向

 如何協助中小企業加強數位貿易及

電子商務

 強化數位貿易及電子商務措施

 數據分析服務

 WTO及 APEC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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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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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5/14 5/14 美國政府採購趨勢與商機說明會 https://www.surveycake.com/s/PxOAm

中經院WTO中心 5/19 5/19
「2020 年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網路研討會」

場次二：新冠肺炎對服務業之影響及政府紓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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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39671&nid=17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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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5/22 生技醫療產業趨勢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GS038041

外貿協會 5/22 5/22 疫情蔓延後國際政經動向說明會（新竹）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0

9052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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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TASEANSemina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TASEANSeminar
https://www.surveycake.com/s/PxOAm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39671&nid=17435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39671&nid=17435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109051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109051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GS03804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090522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090522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052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052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jseminar052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jseminar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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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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協進會 5/27 5/27 數位貿易之商機-挑戰及國際規則發展動向 https://tinyurl.com/yd85ej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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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85ej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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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5/11-20 2020 年東南亞貿易及布局訪問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RA2SEA-

2020

外貿協會 5/15 6/3-4 2020 年印度線上拓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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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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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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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9/1-3 2020 年全美五金展參展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0NH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RA2SE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RA2SEA-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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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BAYOBE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BAYO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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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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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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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9/8-19
2020 年紐澳印尼綜合訪問團(協助女性企業家拓展

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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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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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9/21-26 2020 年保加利亞國際技術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nternationalTechnicalFai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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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10/2-5 2020 Silmo 法國巴黎國際眼鏡展 _樣品徵集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T%20SIL

MO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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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EX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EX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femal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fe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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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EBS/InternationalTechnicalFai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nationalTechnicalFai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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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20SILMO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T%20SILMO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llpack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llpack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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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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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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30 2020 年日本 AI 人工智慧應用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Iexpo

台北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11/3-5 2020 美國拉斯維加斯汽配展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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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6/30
‘21/1/27-

31
2021 年紐倫堡玩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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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elwarenmesse2021tai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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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expo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Iexpo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849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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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Spielwarenmesse2021taitr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Spielwarenmesse2021tai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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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0 年 5 月 8 日～6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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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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