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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經貿辦桌】第二集上線了！本集請來重量級來賓，討論新冠肺炎疫情過後，全球下半年的

經濟情勢，究竟會呈現V型、L型還是U型反轉呢？⼀起來看看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cVchvL--hw&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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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從 AI 政策白皮書觀察歐盟未來 AI 監管法規之發展重點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王煜翔 分析師

歐盟在今（2020）年 2 月 19 日所發布的「人工智慧政策白皮書」中，明確指出歐

盟將建立「AI 信任生態圈（ecosystem of trust）」，透過強化 AI 安全與責任法規之安定

性，建立以風險為基礎的 AI 監管方式，確保 AI 技術之發展能夠充分遵守歐盟規範，特

別是與基本權利、消費者權利相關之保護規則。歐盟 AI 政策白皮書揭示歐盟計畫將針

對風險較高的 AI 技術應用採取強制性規範，凸顯出歐盟將以嶄新的高標準來建構 AI 的

法規監管環境。然而，目前 AI 技術被廣泛應用在各類產品與服務，歐盟未來在 AI 監管

法規方面推動之變革，勢必對相關產業部門產生衝擊影響。據此，本文以歐盟本次所公

布之「人工智慧政策白皮書」作為研究對象，分析歐盟未來 AI 監管法規之發展重點。

一、歐盟將打造「以信任感為基礎」的 AI 監管法規環境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監管法規之擘劃乃是歐盟近年間在建構

數位法規環境的重點之一。歐盟執委會於 2018 年 4 月公布人工智慧與機器人政

策文件—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Europe，將 AI 倫理和法律框架列為歐盟發展 AI

的三大政策支柱，強調「AI 發展與應用基於適當的倫理和法律框架」之重要性。

其後，歐盟執委會責成「歐盟 AI 高階專家小組（High-Level Expert Group on AI）」

負責 AI 倫理準則之制定工作，以及針對安全與責任規範體系進行評估，以確保

歐盟法律架構能夠充分因應 AI 技術之安全性問題，約束 AI 及相關技術之發展對

人類基本權利可能產生之衝擊影響。

同（2018）年 12 月，各成員國與歐盟執委會共同制定了 AI 協調計畫，該計

畫首度揭示了「可信任的 AI 技術應用」此一概念，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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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在今（2020）年 2 月 19 日所發布的「人工智慧政策白皮書（White Paper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中，對於可信任 AI 技術之發展有了更清楚地闡述。

該項政策白皮書明確指出歐盟將建立「AI 信任生態圈（ecosystem of trust）」，

透過強化 AI 安全與責任法規之安定性，建立以風險為基礎的 AI 監管方式，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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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技術之發展能夠充分遵守歐盟規範，特別是基本權利和消費者權利之保護規

則。歐盟 AI 政策白皮書揭示歐盟計畫將針對風險較高的 AI 技術應用採取強制性

規範，凸顯出歐盟將以嶄新的高標準來建構 AI 的法規監管環境。然而，目前 AI

技術被廣泛應用在各類產品與服務，歐盟未來在 AI 監管法規方面推動之變革，

勢必對相關產業部門產生衝擊影響。據此，本文以歐盟本次所公布之「人工智慧

政策白皮書」作為研究對象，分析歐盟未來 AI 監管法規之發展重點。

二、評估現行法規架構能否處理 AI 所帶來的風險

（一）AI 技術應用可能對安全與基本權利產生新的風險

歐盟 AI 政策白皮書指出：AI 技術之應用亦可能對消費者之安全（如人身安

全、健康及財產損失）與基本權利（如隱私外洩、言論自由之限制、人性尊嚴、

就業歧視）產生新的風險。根據歐盟目前對 AI 風險的界定，以基本權保障、安全

和責任相關議題為最主要的涉及層面。在對基本權的影響上，AI 可能侵犯言論自

由、集會自由、人性尊嚴，及對性別、種族、宗教、年齡和性傾向的不歧視，亦

可能影響司法救濟和公平審判、消費者保護等權利。AI 之所以會產生此等風險的

原因有二：其一，整體系統的設計上發生瑕疵；其二，則係在使用數據上未能做

出適當修正，而導致 AI 決策結果發生的文化、種族、性別方面之偏差（bias）。

歐盟目前現有保護基本權利與消費者權利的相關法規有：《種族平等指令》

（Race Equality Directive）、《工作與待遇平等指令》（Directive on equal treatment

i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與就業以及貨品及服務取得相關之性別平等待遇

指令、若干消費者保護規章、《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及《資料保護法執行指令》（Data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Directive, Directive（EU）2016/680.）等，且歐盟預計於 2025 年執行之《歐盟可

得性法案》（Europeam Accessibility Act, Directive（EU）2019/882）中將包含對

貨品及服務的可得性要求。雖然上述歐盟法規與 AI 並無直接關係，但仍可評估

現行法規是否可以適當處理 AI 系統帶來的風險，或法規內容是否需要進行調整。

此外，在執行歐盟其他相關法規時，包含金融服務業、移民，或線上中介責任等

領域，亦應考量基本權利。

（二）對現行法規架構之檢討方針

為了檢視現行法規架構是否有不足之處，執委會在白皮書中進一步訂定對現

行法規架構之檢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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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歐盟及國內法規是否能有效運用與執行，以及是否有進行調整或使

規範內容清晰化有其必要性。

 目前通用之歐盟安全法規僅適用於產品而非服務，歐盟將檢討現存歐盟

法規的範圍限制，以及是否有必要進一步涵蓋 AI 相關的服務業（如健康

服務、金融服務、運輸服務等）。

 目前法規僅針對新上市產品進行檢驗，並未包含後續更動所造成之可能

風險，歐盟將針對改動 AI 系統功能可能引發的風險問題進行評估。

 歐盟法規要求生產者應對上市產品擔負責任，但若由非生產者之人將 AI

附加於該項產品之上，則將導致責任歸屬難以界定。因此，歐盟擬針對

現行產品責任規範進行檢視，降低供應鏈中不同營運者責任分配的不確

定性。

 與 AI 相關的產品及服務可能會產生目前尚未被歐盟所規範之風險，故

歐盟應加強研究 AI 潛在風險之證據資料。

（三）強化 AI 應用的法律安定性

歐盟 AI 政策白皮書指出：除了對現行的法規進行調整外，應制定對 AI 的特

定法令來規範目前及未來預期的科技及商業發展，以強化 AI 應用的法律安定性。

歐盟甫於 2020 年 2 月完成新科技之法律安定性研究-《有關 AI、網路與機器人之

安全性與權責報告》（Report on the safety and liability im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Robotics），本次 AI 政策白皮書引據該報告

之研究結論，指出現行產品安全法規雖已包含所有使用產品面臨的風險；然而，

若法條可明確包含新興數位科技所可能帶來的新風險，可以增加法律的確定性。

該份報告並進一步建議應優先從下列面向強化 AI 的法律安定性：

 特定 AI 系統的自主性行為將可能造成重要產品對於安全性的影響，故

需要人類監督產品設計以及 AI 產品的生命週期做為防衛；

 在適當的範圍下，考慮生產者對於使用者的心理安全性風險的明確義務；

 歐盟產品安全法規可以對資料安全性提供特定規範以及機制，確保資料

在 AI 產品與系統的維護；

 對於演算系統的不透明性可以透過透明化條款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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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獨立於市場或是下載於上市產品的軟體出現與安全性議題時，可以適

用現行法規；以及

 新興科技出現使供應鏈複雜化，條文若明確要求供應鏈中的經濟營運者

以及使用者間的合作，則可提供法律的確定性。

承續該份報告，其中亦提及 AI、網路與機器人等新興科技的特性可能對責任

架構產生挑戰，難以追蹤損害源頭，增加受害者的成本以及舉證責任的難度，故

在制定相關法規時亦需注意以下兩點：（1）使用含有 AI 系統科技導致權益受損

之人，應享有與受損於其他科技者相同的保護，同時也應允許科技創新持續進行；

以及（2）所有確保該項目標達成的選項皆應被小心評估，包含對《產品責任指令》

（Product Liability Directive）的修訂以及未來對國內責任法規的調和。

三、歐盟對於未來 AI 監管體系之規劃

（一）監管體系主要涵蓋 AI 的兩大構成要件－「數據」與「演算法」

AI 政策文件首先指出：AI 監管體系應能夠涵蓋 AI 技術的兩大構成要件：

「數據」與「演算法」，才能夠使監管法規適當涵蓋 AI 產品與服務之應用範圍。

據此，歐盟執委會指派的 AI 高層級專家小組（AI HLEG）已對 AI 作進一步定義。

而 AI 之定義需符合適應技術進步之靈活性以及提供必要法律明確性之精準度。

（二）以風險為基礎的 AI 監管架構

歐盟執委會認為 AI 的監管法規應採取基於風險（risk-based）的作法，以免

造成企業太大的負擔。而基於風險的作法，需有明確的標準來區分各類型 AI 應

用可能產生的風險危害程度，判斷是否涉及「高風險」。針對高風險，執委會特

別以保護安全、消費者權利與基本權利的角度，考量該產業與預期用途是否涉及

重大風險。

具體而言，本次 AI 政策白皮書揭示下列兩種情況者，原則上應認屬於高風

險之 AI 應用：

 將 AI 應用於可預期發生重大風險的產業中，如：醫療、運輸、能源以及

公部門等。產業清單應明確列示於監管架構中，並定期審查與修訂。

 將 AI 應用於產業中，但不一定會發生重大風險，如：醫院的預約系統故

障並非重大風險。此時風險評估應基於對他人之影響，如：使用 AI 將危

害個人或公司之權利；造成傷亡或重大財物損失；造成之影響是人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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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無法合理規避。

除此之外，基於基本權侵害之顧慮，AI 用於特定用途也應視為高風險，特別

是（1）在工作招聘過程中以及會影響工人與消費者權利之情況下使用 AI；以及

（2）遠端生物識別技術（remote biometric identification）與其他侵入式監控技術

（intrusive surveillance）之目的使用 AI，這兩種情況下運用 AI 技術，無論其產

業為何，均應視為高風險 AI 技術之應用，而適用較高密度的監管要求。原則上，

符合上述高風險 AI 之應用，歐盟未來規劃將採行強制性要求，以確保監管範圍

內 AI 技術應用具備較佳的法律安定性。

不被認定為高風險 AI 者，不適用所述強制規範之 AI 應用，除了適用歐盟現

行法律規範之外，成員國政府或企業團體得考慮設立自願性標章計畫。在此計畫

下，不受強制規定規範之企業經營者得自願遵守強制性規範，或遵守與強制性規

範相類似之自願性規範，其 AI 產品或服務即可獲得自願性標章，如此將可彰顯

其產品或服務為歐盟認可之可信賴 AI。換言之，企業經營者得自由選擇是否遵守

自願性規範，一旦選擇遵守即受這些規範之約束。

四、強制性規範要件之類型

為設計 AI 未來監管架構，歐盟主張應先決定強制性規範之要件類型。按歐

盟高層級專家小組（HLEG）所作指引及前述考量，對於高風險之 AI 應用，歐盟

認為其規範要件應具備下列監管要素：

（一）監管訓練用數據（trainging data）

鑑於 AI 系統之功能及其可能採取的行動與決策，多以該系統受訓時所用數

據為依據，故歐盟認為應確保訓練 AI 系統時所用的數據係符合歐盟價值與規範。

（二）紀錄與數據之保存（keeping of record and data）

為追溯及查核 AI 系統的潛在性問題行動或決策，歐盟認為監管架構可明定

保存下列紀錄與數據：

 訓練與測試 AI 系統之數據集的精確紀錄，包含對數據集主要特徵的描

寫與選定方式；

 在具備正當理由的特定情形時，保存數據集；

 有關程式設計與訓練方法之文件，以及用以設立、測試與驗證 AI 系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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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與技術，包含與安全及避免偏見相關的資料。

前述紀錄、文件或數據集必須在一有限且合理的期間內予以保存，且應採取

措施以確保他方經申請後可取得該等資料。另外，必要時亦應作出相應安排以保

護機密資訊。

（三）監管資訊提供（information provision）

歐盟認為主動提供使用高風險 AI 系統的適當資訊至關重要，故監管架構可

考慮包涵下列要件：

 提供有關 AI 系統的能力與限制之清楚資訊，特別是系統預計達成的目

標、運作條件及達成特定目標的準確度等。

 應清楚知會人民係與 AI 系統而非人類互動，並以客觀、簡潔且易於理解

之方式提供資訊。

（四）監管穩健性與準確性（robustness and accuracy）

AI 系統及特定高風險的 AI 應用須具備穩健性及準確性，故在發展 AI 系統

時應事先考量可能產生的風險並盡可能減少危害。基此，歐盟認為對 AI 的監管

架構可設有下列規範要件：

 確保 AI 系統在其生命週期內具備穩健性與準確性，或至少可正確反應

其系統準確性；

 保證 AI 系統之結果係可重現的（reproducible）；

 確定 AI 系統在生命週期內可適當地處理錯誤或不一致性之情形；

 確保 AI 系統可抵禦攻擊或是對其數據或演算法之操縱行為，且對前述

情形，AI 系統應可採取減緩措施（mitigating measures）。

（五）確保人類監控機制（Human oversight）

透過人類監控，可保障 AI 系統不會減損人類自主權或是造成其他負面影響。

然而，人類監控的類型或程度因 AI 系統的設計用途及其可能造成的效果而有所

不同。舉例而言，人類監控包含但不限於下列方式：

 AI 系統產出的結果如未經人類事先審核及確認，不具任何效力；

 AI 系統產出的結果立即生效，但人類可在事後予以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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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督 AI 系統之運作，且人類具有實時干涉與中止效力之能力；

 在設計階段對 AI 系統施加操作限制。

（六）遠端生物辨識（remote biometric identification）之特殊要件

由於歐盟認為收集與使用生物數據以供遠端辨識，將為人民基本權利帶來特

殊風險，故依據歐盟現行數據保護法規及《歐盟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之規定，除非符合特定條件，歐盟原

則上禁止基於辨識自然人之目的，對生物數據進行處理。因此，僅有在具備正當

理由、符合比例原則，以及提供適當的防衛措施之前提下，方可在歐洲境內使用

遠端生物辨識之 AI 系統。然而，為解決歐盟人民對於在公共場合使用此等 AI 系

統的關切，執委會承諾將召開辯論，以進一步探討有無及何種情形為具備正當理

由，以及歐盟的共同防衛措施。

五、對我國政策意涵

從歐盟 AI 政策對我國業者衝擊影響的角度來觀察，歐盟預計針對 AI 應用導

入風險為基礎的管理方式；劃分為高風險與一般風險分別採取不同強度的監管方

式；高風險 AI 應用將受到穩健性、準確性、透明度、人類監控機制等強制性的規

範要求，這些都將對 AI 技術之應用附加更多的法律遵循成本，對於運用 AI 技術

為主要商業模式的業者影響甚鉅。因此，我國政府部門有必要盤點可能受影響之

產業部門，持續掌握歐盟未來對應用 AI 技術具體制定了哪些強制性的規範要求，

以及評估歐盟強制性規範可能對我國 AI 產品或服務產生哪些衝擊影響。

我國當前 AI 法規環境的推動重點，在於建構實驗性的法規環境與場域。在

AI 技術發展之倫理規範領域，我國科技部參考先進國家與國際組織所研擬之相關

基本準則，在 2019 年訂定「人工智慧科研發展指引」。然而，該項僅適用於學術

及研發階段，並未涵蓋應用與消費者使用階段。由此觀之，臺灣在提升 AI 信任

度、建構法規環境之討論相對較少，而歐盟建構 AI 信任生態圈的倡議，應可作

為我國推動國內相關討論之重要參考經驗。



10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93期（2020.05.29）

本刊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 中心編纂發行，

內容為研究單位之觀點，不應引申為委託機關之意見及立場。

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新冠武漢肺炎所造成的經濟、失業問題導致東南亞各國的生態危機

新冠肺炎（COVID-19, 武漢肺炎）肆虐，對世界各國的經濟成長、就業市場、進出

口貿易等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以東南亞國家為例，缺乏外來的觀光收入，使得既有的

生態旅遊計畫難以維繫，連帶使得保育工作陷入困境；而因都市就業困難，使經濟收入

相對弱勢的人們傾向返回農村地區，仰賴蒐集自然資源作為生計來源，卻也促成更多野

生動物遭受非法捕獵。

在柬埔寨北部地區，當地社區的巡山員、生態保育人員一方面透過國家財政挹注進

行巡山工作、保護鳥類與烏龜的長期復育計畫，另一方面也能透過生態旅遊的方式帶動

當地約 250 個就業機會；在過往 12 年中成功復育了 6,000 多隻瀕臨絕種的鳥類進而維

繫生態多樣性。以「宜必思稻米」計畫（The Ibis Rice program）為例，非政府組織與當

地農村的合作，一方面鼓勵農民同意不再砍伐森林、狩獵鳥類，並鼓勵農民種植水稻以

獲取經濟利潤，另一方面將具生態認證的稻米進一步出口至歐洲、北美與新加坡以博得

更豐厚的收益。

然而，上述計畫目前均因新冠肺炎而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因疫情使得來自外地的觀

光收入急遽下滑，同時自都市返回農村的民眾往往透過非法盜獵砍伐等方式維繫生計，

造成許多社會、生態衝突，短時間恐怕難以解決。同時，這些國家大多屬於威權國家，

其不透明的政策制訂過程與嚴重的貪腐問題，更使得問題相當難解。

此外，也有部分輿論認為應當正視開發中國家嚴重的盜獵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其

他間接負面效應。以西非與中非地區為例，其每年約有 400 萬噸重的各式動物遭到盜獵；

越南在過往 40 年中便有 12 種大型脊椎動物因盜獵而造成該物種徹底滅絕；另一方面，

新冠肺炎使得生態旅遊與觀光的收入銳減，負責巡邏工作的工作人員得擔負更加艱難的

保育工作，以對抗盜獵的問題。這些開發中國家產業過度單一化（仰賴自然資源作為出

口貿易、過分偏重觀光產業所帶來的經濟收入）也是個難解的問題。

毫無疑問，對野生動物的渴求與跨國的非法貿易是盜獵問題的根源，新冠肺炎只是

為生態保育工作帶來更複雜的挑戰。在未能見到新冠肺炎疫情趨緩之前，國際社會應注

意政治體制的不民主是否影響政府在經濟紓困政策方面的具體作為，以及透過政府挹注

資金的方式是否有效協助生態保育計畫度過難關；長遠看來，一昧地禁止野生動物的交

易，可能直接導致更加暗潮洶湧的黑市交易，因此如何透過漸進式的制度法規修改，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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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促成長期的生態保育以及兼具生態多樣性的經濟發展，才是治理的主要目標。

【由黃英傑綜合報導，取材自 Monggabay，2020 年 5 月 18 日；Scientific American，

2020年 5月 21日】

各國消息剪影

▲李克強在全國人大會議重申落實美中貿易協議

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疫情擾亂全球供應鏈，美中兩大經濟體之間緊張局勢亦

持續升級。中國大陸總理李克強在今（2020）年 5 月 22 日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

表示，將與美方共同努力，落實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同時將致力加強與各國之經貿

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過去兩年，美國川普政府（Trump administration）陸續對價值約 3,600 億美元的中

國大陸進口商品加徵懲罰性關稅，中國大陸則對超過一半的美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作為

報復反擊。兩國於今年 1 月 15 日簽署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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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亦同意調降部分商品關稅，美中關係歷經一

段平靜期。然不少專家原本即對於中國大陸如何兌現承諾提出質疑，而近來受到新冠肺

炎病毒疫情影響，中國大陸需求及美國製造業和運輸業能力下降，能源和其他商品的價

格亦下跌，加上美中兩國在臺灣、香港、科技、新冠疫情、金融等諸多問題上之爭端升

級，如今該協議之承諾看來似乎更加遙不可及。

本月稍早，中國大陸副總理劉鶴與美國貿易代表萊泰澤（Robert Lighthizer）和財政

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就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進行電話會議，雙方承諾加強

經濟和公共衛生方面的合作，並為落實協議創造有利氛圍和條件。不過，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的態度令美中貿易協議的未來充滿不確定，其近日受訪時，除感嘆新

冠肺炎病毒疫情帶來的經濟動盪讓美中貿易協議這個「偉大的協議」變得不重要，並表

示中國大陸讓他感到為難，對中方未能遏制新冠肺炎病毒暴發感到非常失望；川普甚至

指出，如果與中國大陸斷絕關係，可以為美國節省 5,000 億美元。

李克強在 5 月 22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進行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推進更

高水準對外開放，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為今年八大重點之一。李克強提到，中國大陸

會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捷化、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積極參與 WTO 改革、推動

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推進中日韓等自貿談判，並強調會共同落實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致力於加強與各國

經貿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全球疫情和經貿情勢不確定性大，中方



12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93期（2020.05.29）

本刊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 中心編纂發行，

內容為研究單位之觀點，不應引申為委託機關之意見及立場。

此次一反過去慣例，未提出全年經濟成長具體目標，而著重「六穩」（就業、金融、外

貿、外資、投資、預期）和「六保」（居民就業、基本民生、市場主體、糧食能源安全、

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基層運轉）。

【由許裕佳綜合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 Law、新華網，2020年 05月 22日】

▲美國財政部將變更 CFIUS 有關關鍵技術之認定方式

美國財政部於今（2020）年 5 月 21 日公布擬修正外國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 CFIUS）關於不具控制權的投資（non-controlling investment）

之審查規則。該修正主要釐清外國政府投資美企是否獲有實質利益（substantial interest）

之判斷方法，以及變更關鍵技術（critical technology）的認定方式。草案公告後將進入 1

個月的法規評論期，自公布日起至今年 6 月 22 日止，財政部將參考提交之意見後作出

修正暨回應公眾評論。

美國於 2018年制定《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MMA），將原先 CFIUS 僅審查取得過半控制權之外國投資，擴大

至不具控制權的投資，亦即即便外國政府未獲過半控制權，若符合特定條件下仍受

CFIUS 審查並適用強制聲明程序（mandatory declaration）。

強制聲明程序係指不具控制權的外國政府，因投資獲有實質利益，須向 CFIUS 提交

聲明；或根據依財政部於 FIRMMA 施行後公布之先導計畫（Pilot Program）暨臨時規則

判斷，若外資實際參與美企之關鍵技術，亦須向 CFIUS 提交聲明。聲明中應交代參與交

易之企業詳細資訊及聯絡方式、交易性質、取得表決權股數、投資資金來源、投資美企

之股權制度（如多層投票權制或雙重股權制）、總交易額及所有交易所需的財務資訊等，

以便 CFIUS 進行國家安全審查。

本次財政部擬釐清實質利益之判斷方法，若該外資以子公司形式投資，應視該母公

司對子公司存在 100%控制關係（interest），此時，CIFUS 在判斷政府對該外資是否具有

實質利益時，將直接依據政府在母公司所持有之表決權進行判斷，若政府在母公司所持

有之表決權達到 49%以上，即可謂該政府對該外資具有實質利益，應受 CFIUS 審查並

提交聲明。

在投資參與關鍵技術領域，原先將北美產業分類系統（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NAICS）中的 27 類產業納為關鍵技術，包括航太製造、電信、半

導體、石化、電池、電腦、引擎零件、鋁材生產、電腦儲存裝置、生物科技、光學製造

及奈米技術研發等領域，在本次修正中，財政部擬刪除此 27 類產業別，不再以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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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是否為關鍵技術，而是只要投資涉及由美企生產、設計、測試、製造或開發之技術，

必須獲得有關主管機關許可方得出口、轉出口、國內移轉或移轉給外資者，即應認定為

關鍵技術。

【由余飛槿綜合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U.S. Federal Register，5月 21

日】

▲澳洲呼籲針對新冠肺炎的疫情源頭展開調查，中國大陸祭貿易懲戒

措施

近日，澳洲政府呼籲對中國大陸新冠肺炎的疫情源頭展開調查，引發中國大陸不滿，

中國大陸駐澳大使成競業警告，中國大陸可能抵制澳洲進口商品，人民赴澳旅遊及求學

也可能受影響，隱含澳州政府的呼籲行為將對中、澳雙邊貿易產生負面影響。

雖然北京政府在國際社會及世界衛生組織的壓力下同意進行疫情源頭的調查，然在

此之前，北京政府早於 5 月 12 日禁止自澳洲最大的四間肉商進口牛肉，更於 5 月 18 日

對自澳洲進口的大麥課徵 80%以上的關稅。澳洲一名牛肉出口商表示，臨時要找新的買

主十分不容易，而大麥農民也認為，澳洲大麥每年有半數出口至中國大陸，價值約 3.93

億美元，加重關稅對農民而言影響頗深。

針對自澳洲進口產品之抵制，北京政府表示，牛肉禁令是出於對食品標示和衛生標

準的疑慮，而加重進口關稅則是自 2018 年以來對澳洲政府補貼大麥出口的調查，並指

出澳洲政府也對來自中國大陸的 17 項商品課徵反傾銷稅，暗示此次貿易措施並非北京

單方面作為。然而，澳洲戰略政策學會（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執行

董事詹寧斯（Peter Jennings）認為，中國大陸此舉可能是針對澳洲批評其疫情處理不當

的報復性行為。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院（Lowy Institute）研究員麥葛瑞格（Richard

McGregor）也表示，近來中國大陸對澳洲的抵制有幾項原因：（1）近年澳洲透過立法和

禁止華為公司在當地提供 5G 網路服務，試圖阻止中國大陸在澳洲擴大其影響力；（2）

澳洲批評中國大陸在南海的強勢作為；（3）呼籲停止迫害維吾爾穆斯林；（4）北京政府

則認為澳洲與美國聯盟，對中國大陸進行政治打壓。

據悉，若國際各方對中國大陸政府的壓力未趨緩，北京擬進一步針對其他進口商品

實施更嚴格的品質查核和關稅措施，包括：乳製品、酒、海鮮、燕麥及水果等。然而，

此舉對中國大陸本身存在一定程度風險，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教授爵司戴爾（Peter Drysdale）就指出，根據澳洲外國投資審查局（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企業報告及相關新聞數據顯示，中國大陸在澳洲某些大型農產品及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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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有相當規模的投資，而中國大陸為該等產品的重要市場之一。舉例而言，此次受

牛肉禁令影響的澳洲肉商 Kilcoy Pastoral Company，其關鍵投資者就是中國大陸規模最

大的私營農業公司新希望集團（New Hope Group），且該肉商所屬的 Kilcoy Global Foods

全球食品供應商，其主要投資者及持有人都來自中國大陸。

此外，澳洲的乳品業也在可能受貿易措施影響的名單內，不過中國大陸於過去五年

成為澳洲乳品出口成長最快速的市場之一，因此若北京進一步擴大懲罰措施與範圍，其

本國在澳洲的相關投資者也將遭受一定程度衝擊。對此，澳洲農業部長李特普魯德

（David Littleproud）近來指出中國大陸大規模投資澳洲酪農業是一個事實，此似乎意指

北京政府若升級對澳的懲罰性措施將是不智之舉。

【由廖倍妤綜合報導，The Economist，2020 年 5月 21日；ABC News，2020 年 5月 24

日】

▲新加坡將結束「阻斷措施」，自 6 月 2 日起分階段恢復經濟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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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凡非必要服務的

工作場所都暫時關閉，並且於 4 月 21 日宣布將延長阻斷措施到 6 月 1 日止，望能減緩

疫情散播。至 5 月 22 日，星國的確診案例已突破 3 萬人，但新加坡政府已確定不會延

後「阻斷措施」，並於 5 月 19 日由新加坡抗疫跨部會工作小組（Multi-Ministry Taskforce）

提出未來將以三階段逐漸恢復經濟活動（three-phased approach），5 月 20 日正式公告在

政府官網上。對此，新加坡國家發展部（National Development）部長黃循財（Lawrence

Wong）表示，這並非代表可以回到疫情前的正常生活，人民仍須謹慎以對。

第一階段（Phase One ,Safe Re-Opening）將恢復傳播風險低的經濟活動，如大多數

製造業和大多數少量接觸的辦公室作業，高風險的社會經濟和娛樂活動將保持暫停，預

計至少實施 4 週，目前多數的限制依然會持續。若情勢良好，才會進到第二階段（Phase

Two, Safe Transition）。星國貿易與工業部（Trade and Industry Minister）部長陳振聲（Chan

Chun Sing）表示約三分之一的新加坡工人將能夠回到工作點復工，其餘的將繼續在家工

作，近四分之三的經濟活動將回歸正常運作。

第二階段人們將逐漸恢復更多的社交活動，包括零售店，體育館和健身房等更多企

業將被允許重新開放。亦可允許小型社交聚會和在餐飲場所用餐。若到第三階段（Phase

Three, Safe Nation），社交、文化、宗教和商業活動有望恢復，但仍將限制人數多寡。此

階段將持續到疫苗或有效的治療方式出現為止。隨著人們逐漸恢復活動，新的案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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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增加，如果情況惡化，任何時候都可以採取更嚴格的措施。

三階段政策發布後，星國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於臉書表示國內的「阻斷

措施」已奏效，新加坡不能永遠關閉，並呼籲民眾「必須習慣新常態」。而新加坡民航局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 CAAS）亦宣布自 6 月 2 日起，將逐漸允許旅客經

由樟宜機場轉機，但依然會對轉機旅客進行嚴格的管制。整體而言，疫情對高度倚賴進

出口貿易的星國經濟發展造成重大的衝擊。原先新加坡政府對 2020 年的 GDP 成長預期

為 0.5%到 2.5%，但受疫情影響星國政府於 3 月表示 2020 年全年 GDP 成長將可能萎縮

1%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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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在政府認為確診案例成長相對減

緩時，決定逐步恢復經濟活動，是否可有效避免星國經濟成長持續下滑，仍須持續觀察。

【由巫佩蒂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Straits Times、Government of Singapore，2020年 5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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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特定性 Specificity

《補貼及平衡措施協定》僅對具有特定性之補貼加以規範。特定性之性質分為法律

上(de jure)的特定性以及事實上(de facto)特定性。前者係指提供補貼的機關或者法律規

章，明確限定該補貼只提供給單一事業(產業)，或一群事業(產業)。後者則可參酌下列四

個標準衡量，以確定其是否具有事實上特定性：(1)僅少數事業(產業)使用該補貼措施；

(2)主要為一些事業(產業)利用該補貼措施；(3)以不成比例的大筆金額補貼一些事業(產

業)；或者(4)補貼提供的機關在授予補貼上並非自動授予，而具有行政裁量權等。在綜合

考量以上四個因素後，一個不具法律上特定性的補貼措施，仍有可能被認定具有事實上

特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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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穿越百年中東

網址：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45648

摘要：
中東可以說是目前世界上最複雜、最動盪的地區，中東發生的事看似距

離我們很遙遠，但當由此引發的恐怖主義活動危及整個世界的安全，連臺灣

都被伊斯蘭國列為恐攻對象時，我們也無法置身事外。本書作者郭建龍實地

走訪這塊曾經孕育無數璀璨文明、如今卻飽受戰亂摧殘的土地，他以獨立作

家的澄澈思維、社會觀察家的敏銳視野、媒體人的實證精神，深入訪問了當

地難民等、以親眼的觀察、客觀的資料、深入淺出的敘述，破除我們對中東

的刻板印象，勾勒出一部脈絡清晰的中東百年史，更進一步引領我們思考每

個事件的成因。

期刊介紹

篇名： ASEAN at the Crossroads: Trap and Track between CPTPP and 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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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17

作者： Chien-Huei Wu

摘要： In the wake of the mega-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view of divergent positions

of member countries of ASEAN, this paper asks two questions: empirically, what

drives individual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ASEAN toward the RCEP or CPTPP;

normatively, do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embraced by member countries of ASEAN

weaken the coherence of external relations of ASEAN and undermine its centrality

in Asian regionalis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olidarity within member countries of

ASEAN does not prevent economically advanced member countries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CPTPP for market access; nonetheless, the need of Cambodia,

Laos, and Myanmar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rough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RCEP negot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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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4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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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經貿議題系列課

程－國際貨品貿易關稅及

非關稅規則

顏慧欣

1.GATT 貨品貿易例外規定

2.GATT 原則之共同例外

3.GATT 國防安全之例外

4.多邊貨品非關稅措施協定

5.WTO多邊貨品「非關稅措施」協定

6.TBT/SPS 規則之規範意義

7.WTO之 TBT/SPS的重要概念（⼀）：

無歧視原則

8.WTO之 TBT/SPS 的重要概念（二）：

必要性測試

9.WTO之 TBT/SPS 的重要概念（三）：

調合原則

10.SPS協定之特殊要求（⼀）：科學證據

與風險評估

11.WTO/SPS 協定之特殊要求（二）：預

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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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策會 5/29 6/1-10 33rd MIC FORUM SPRING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MICFORUM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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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經院WTO中心 6/22 6/23
「2020 年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網路研討會」

場次三：後新冠時代產業轉型的方向、機會與挑戰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69670

外貿協會 7/1 7/14-15 2020 年臺灣顯示產業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0TaiwanDispla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CFORUMSpring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CFORUM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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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6967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TaiwanDispla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Taiwan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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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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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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7/30-8/2 2020 Taiwan In Design 澳洲設計週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aiwaninde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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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6/18 9/3-5 2020 年泰國臺灣形象展【台灣珍珠奶茶形象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THTWBT2020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9/4-8 2020 年「巴黎時尚家居設計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C01652p

aris

外貿協會 6/1 9/6-12 臺灣生醫產業赴以色列商機開發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ISRA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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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sola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sola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aiwanindesig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aiwanindesig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NH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NH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THTWB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THTWB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C01652pari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C01652pari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ISRAE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ISRAE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femal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fe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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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9/14-19 2020 年芝加哥工具機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MT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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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9/21-26 醫療器材東歐商機開發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MDEAST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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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10/6-11 2020 年科隆國際機車暨零配件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

ntermot2020

外貿協會 6/30
10/17-

11/1
2020 年中東歐市場拓銷團(秋季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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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CP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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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MT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MT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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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EBS/MDEASTEUROP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DEAST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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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o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mo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CPL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CPL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CommunicationsBroadcastingWeek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CommunicationsBroadcastingWeek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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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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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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 11/5-7 2020 年日本 DIY 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DIY2020

外貿協會 7/31 11/5-8 2020 年瓜地馬拉五金建材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FerretExpo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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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11/12-14 2020 年印尼臺灣形象展-臺灣清真暨珍奶形象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Halalindo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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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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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DIY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erretExpo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erretExpo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P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P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Halalindo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Halalindo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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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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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0 年 5 月 29 日～6 月 29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6/2 二  GENERAL COUNCIL

6/3 三  Informal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6/5 五  Informal Committee on Import Licensing

6/10-11 三～四  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

6/18 四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6/29 ⼀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RTA

CPTPP、RCEP

APEC 及其他國際組織

6/8-13 ⼀～六 ASEAN: The 12thAANZFTA Joint Committee Meeting and Related Meetings

6/15-26 ⼀～五 APEC: Second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2) and Related Meetings

6/17 三 OECD: 2020 OECD Global Forum on 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Day II: Access to Rem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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