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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佳評如潮、口碑保證的「2020 年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網路研討會」第三場次來囉！6/23 上

午 10:30 ⼀起來探討後新冠時代產業轉型的方向、機會與挑戰～快快報名或鬧鐘提醒收看

直播喔！！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nid=17435&pid=34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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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新冠肺炎對日本的影響及其產業振興對策與啟示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臺灣經濟）研究所 魏聰哲 副研究員兼日本中心主任

日本政府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影響與振興對策，具三項策略意涵；一為協

助中小企業度過歇業危機，形成資金供需兩端「共渡難關、共創成長」的良性循

環；二為鼓勵企業應用資通訊科技，帶動遠距工作、電子商務等非接觸性商機與

產業發展；三為推動供應鏈內關懷、調整雇用條件，以及海外市場資訊共享等配

套措施，以維持企業間與勞資間和諧關係。

影響 2020 年全球經濟成長甚巨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其疫情

爆發於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近來已急速蔓延至全球主要國家，而已將東京奧

運會延期至 2021 年舉辦的日本，近年有大量中國大陸觀光客進出，更成為亞洲

區域首當其衝的國家。日本內閣官房及厚生勞動省於 2020 年 1 月 28 日將其命名

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開始正視疫情的發展，

之後隨著「鑽石公主號郵輪」（Diamond Princess）也爆發海上疫情，更讓日本陷

入國內感染疫情擴大的風險。

由於疫情持續擴大，其影響範圍不僅在於民眾跨國往來、觀光以及消費層面，

更擴及到產業發展層面。

依據東京商工研究調查公司（TOKYO SHOKO RESEARCH, LTD）於 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布的「新型冠狀病毒相關影響的第二次問卷調查」結果指出，在

受查的 1 萬 6,327 家日本國內企業當中，已有 94.6%的業者表示「已經對營運產

生影響」或「今後對營運可能產生影響」（附表）。資本額超過 1 億日圓的大型企

業當中，約有 64.2%的業者表示營運已遭受影響，而資本額小於 1 億日圓的中小

型企業則為 52.7%；這也顯示國際化程度越高、與中國大陸廠商直接交易的日本

大型企業的營運在疫情發展早期即受到較大的影響。就產業別而言，仰賴全球供

應鏈體系的製造業、從事跨國商品貿易的批發零售業、餐飲業、住宿旅館業，以

及橫跨觀光旅行與航空物流的運輸業等遭受疫情影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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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在未來疫情持續發展之下產業界所擔憂的問題為何？」，受查企業最

擔憂的問題依序為「中國大陸消費規模下滑、景氣低」、「供應鏈可能斷鏈的影響」、

「海外據點停止營運與營業規模縮小的長期化」、「出國行政手續的繁瑣化」等；

這顯示日本產業在供需層面皆與海外廠商維持緊密合作關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如持續蔓延，勢必影響日本產業國際化布局策略。再者，也有超過三成的日本企

業相當擔心「東京奧運會是否會停辦」的問題，如果東奧延期或停辦勢必影響到

許多展會活動的舉辦，並衍生許多投資無法回收的問題。另外，有關「為防範新

冠病毒肺炎的蔓延，是否導入遠距工作制度」的問題，已有 17.6％的受查企業表

示已經實施此制度，預估未來會有更多日本企業會實施遠距工作制度，並且帶動

遠距通訊相關產業的發展。

該調查公司也於 2020 年 2 月 28 日也針對 174 家中小企業進行訪查，了解新

冠肺炎對日本中小企業之主要影響。訪查結果發現，中小企業遭受的負面影響依

序為「中國大陸生產據點無法完全復工所造成的供應鏈斷鏈之影響」、「國內生產

與營業活動、各種展場活動暫停所造成的訂單與營收減少」、「國內消費不振」、

「海外入境消費需求減少」等。

針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擴大可能對國內產業發展之影響，日本經濟

產業省（簡稱經產省）也從 2020 年 2 月初開始推動一系列的產業紓困振興對策，

主要包括：資金融通、設備投資與市場拓銷、經營環境的整備、經營諮詢窗口的

設立等面向的協助措施。本文從這些面向來介紹日本政府因應受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影響產業之紓困振興對策，並據此提出對我國政府因應對策之啟示與建議。

附表 新冠病毒肺炎對日本企業營運之影響

產業別 已經對營運產生影響 今後對營運可能產生影響 沒有影響

農、林、漁、礦業 41.0% 51.2% 7.6%

建設業 35.3% 54.9% 9.7%

製造業 52.1% 43.6% 4.2%

批發業 62.0% 34.2% 3.6%

零售業 60.6% 34.4% 4.9%

金融保險業 56.0% 37.3% 6.5%

不動產業 52.2% 39.4% 8.2%

運輸業 53.2% 42.1% 4.6%

資通訊業 54.0% 38.5% 7.4%

其他服務業 62.2% 32.3% 5.3%

資料來源：東京商工研究調查公司「新型冠狀病毒相關影響的第二次問卷調查」（2020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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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融通協助

就資金融通而言，主要措施包括融資信用保證協助、特別優惠融資，以及強化金融

機構對受困企業的關懷等。

首先，在融資信用保證方面，由中小企業廳協調各地的信用保證協會擴充既有的「一

般安全網信用保證制度」（Security net），增加「第四號與五號安全網信用保證制度」

（Security net No.4 and No.5），以及「危機相關保証制度」。具體而言，第四號保證制度

針對受到疫情影響的地方縣市中小企業與微型企業，在符合營業額比上年同月減少 20%

的條件之下，提供最高 2.8 億日圓融資金額的 100%信用保證，目前已將日本全國都道

府縣等行政區域皆納入實施範圍；第五號保證制度針對受到疫情影響的業者，在符合營

業額比上年同月減少 5%的條件之下，提供融資金額的 80%信用保證，目前已納入旅行

業、旅館住宿業以及餐飲業等業種；而「危機相關保証制度」也針對有立即破產危機的

業者，提供最高 2.8 億日圓融資金額的 100%信用保證。

其次，在特別優惠融資方面，主要由經產省協調日本政策金融公庫放寬既有的「安

全網融資制度」（Security loan）與「因應衛生環境劇變之特別融資制度」的貸款條件，

提供有歇業危機的中小企業設備投資與營運上的週轉資金籌措管道。具體而言，「安全

網融資制度」在條件放寬之後，針對單月營業額比上年度同期減少 5%的製造業者，提

供最高融資金額 7.2 億日圓且利率 1.11%的優惠低利融資措施；而「因應衛生環境劇變

之特別融資制度」在放寬之後，則針對單月營業額比上年度同期減少 10%的旅館與餐飲

業者，提供 1,000 萬至 3,000 萬日圓且利率 1.91%的短期低利融資措施，期待協助微型

服務業者度過因疫情升溫可能發生的歇業危機。

另外，經產省也協調商工組合中央金庫與日本政策投資銀行等官股金融機構，主動

探詢有成長潛力但卻存在立即破產危機的業者，提供機動性的投融資協助。

最後，在強化金融機構關懷受困企業方面，經產省中小企業廳事業環境部金融課結

合金融廳，要求民間金融機構拜訪與關懷已經接受融資的中小企業，了解目前營運上的

資金週轉問題，提供妥適的管理諮詢服務並放寬融資審查條件。金融廳更要求官股比重

較高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推動各種關懷中小企業之業務，包括：即時且適度的放款、依據

企業營運狀況彈性調整既有還款時限，以及鼓勵業者運用日本政策金融公庫與沖繩振興

開發金融公庫推動中的「安全網融資制度」等。

設備投資與市場拓銷協助

就促進設備投資與市場拓銷協助措施而言，經產省強化推動中的「生產力革命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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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針對受到供應鏈斷鏈影響的業者，提供「製造、商業與服務業補助」、「持續

化補助」，以及「IT 導入補助」等三項補助措施。

首先，在「製造、商業與服務業補助」方面，以中小企業與微型企業為對象，針對

其因應新冠肺炎影響所推動的新產品與新服務開發、生產流程改善相關設備投資計畫，

提供比率 1/2 至 2/3 以及金額上限為 1,000 萬日圓的補助。目前設定的補助情境包括：

因自海外零組件採購困難而必須進行零組件內製化的設備投資、因應受到新冠肺炎影響

的企業要求而必須強化零組件產能的設備投資、因中國大陸生產據點停工而必須將生產

活動移回日本國內生產的設備投資等。

其次，在「持續化補助」方面，主要在在於協助受到新冠肺炎影響的微型企業拓展

行銷管道；將針對這些微型企業提出的行銷計畫，提供最高比率 2/3 以及金額上限為 50

萬日圓的補助。目前設定的補助情境包括：零售業因海外入境消費需求的減少而必須強

化網路銷售與電子商務等商業模式的轉換、旅館業者導入自動櫃台服務裝置或相關省人

化設備等。

最後，在「IT 導入補助」方面，主要從確保業務持續推動的觀點，協助中小企業與

微型企業導入 IT 科技以提升業務效率；針對業者提出的科技導入計畫提供比率上限 1/2

以及金額介於 30～450 萬日圓的補助。目前設定的補助情境主要在於，為了導入在家工

作制度而必須進行的遠距通訊辦公相關設備投資等。

經營環境整備

就經營環境整備而言，主要措施包括：鼓勵委託單位對下游分包廠商或自營商的關

懷、強化雇用調整補助金制度、導入遠距工作制度的輔導、海外投資與拓銷之協助等。

首先，在對下游分包廠商或自營商的關懷方面，主要派遣配置於全國各地經濟產業

局的 120 名交易調查員實地訪視企業，動態歸納新冠肺炎對各產業帶來的各種影響與問

題，提供給中央與地方政府單位、金融機構、產業公協會，以及中大型企業參考。更進

一步，鼓勵政府行政單位、中大型企業等針對已發包給中小企業或自營商的訂單契約內

容，在考量納新冠肺炎所帶來的人手不足與斷鏈的影響之下予以調整，例如：放寬這些

下包商的交期期限，並依據疫情發展適度調升訂單價格以確保下包商的營業利益等。

其次，在強化「雇用調整補助金制度」方面，針對受到新冠肺炎影響而必須讓員工

給薪休假、教育訓練或外派的企業主，提供年度最長 100 天且補助比率最高可達 4/5 的

薪資補貼措施。

在導入遠距工作制度的輔導措施方面，包括個案宣導、諮詢輔導以及設備投資租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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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減等具體措施。就個案宣導而言，經產省結合總務省與厚生勞動省開設遠距工作資訊

官網與遠距工作諮詢中心等，除了宣導已導入遠距工作制度的企業典範個案之外，更提

供線上即時諮詢窗口服務，促使產業界能夠迅速推動遠距工作制度以降低職場病毒群聚

感染之風險。以製造業為例，如果是長時間利用個人電腦進行作業的研發部門人員與文

書處理人員，則可透過公司專用筆記型電腦結合視訊會議系統來導入遠距工作制度。

最後，在協助海外投資與拓銷方面，主要由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開設全球新

冠病毒肺炎動向資訊官網與海外營運諮詢窗口，即時提供主要國家因應新冠肺炎蔓延的

最新對策、生產據點復工狀況以及市場消費動向，並提供業者海外營運問題的解決對策

等。另外，經產省貿易管理部也結合各地經濟産業局以及通商事務所等，針對各種進出

口貿易通關證書有效期限與相關行政手續與以放寬延長。

各地經營諮詢窗口的設立

除了上述政策措施之外，經產省也從 2020 年 1 月 29 日開始，在中小企業相關公協

會、輔導法人組織、政策性金融機構等 1,050 個單位，設立「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之

經營諮詢窗口」。在這些窗口單位，除了有專人提供經營諮詢服務或轉介到其他單位進

行對策協助之外，也會將產業界的諮詢內容與可能對策進行歸納，並回饋到政策規劃單

位以進行滾動式的調整。

結語

綜整以上政策內容可了解到，日本經產省因應新冠病毒肺炎的產業政策思維涵蓋三

項策略意涵（附圖）。

首先，在資金融通方面，除了從信用保證與低利融資等傳統面向來提供民間企業資

金紓困管道之外，更透過日本政策金融公庫、沖繩振興開發金融公庫、商工組合中央金

庫以及日本政策投資銀行等政策性金融機構帶動民間金融機構，從主動關懷的角度來輔

導中小企業度過歇業危機，形成資金供需兩端「共渡難關、共創成長」的良性循環機制。

其次，在設備投資與市場拓銷方面，主要透過補助制度鼓勵民間企業正面因應「國

際供應鏈斷鏈」以及「市場消費急速衰退」的危機，導入資通訊與自動化科技設備來驗

證各種應用智慧科技的商業模式，進而帶動遠距工作、電子商務等非接觸性新商機與相

關產業發展機會。

最後，在經營環境整備方面，則配合前述資金融通與投資補助等主要政策措施，推

動供應鏈內相互關懷、良善雇用條件調整、工作型態轉變，以及海外市場資訊共享等配

套措施，藉此營造企業之間與勞資之間共同因應新冠病毒肺炎的和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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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我國經濟部也擬訂《經濟部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產業及事業之紓困振

興辦法》，加強推動包括信用保證、貸款展延、貸款利息補貼、研發補助、在職充電、市

場拓銷、數位轉型、人才培訓等政策措施，的確能夠協助短期週轉資金與人力不足的中

小企業渡過難關。這些政策工具內容也跟日本經產省的作法有諸多重疊之處；不過，日

本「聚焦產業重點問題解決」以及「促進民間和諧與共創」的政策思維，仍有值得我國

政府參考之處。

附圖 日本因應新冠病毒肺炎影響之產業紓困振興策略意涵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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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漁業補貼及電子商務成為 WTO 會員焦點

今（2020）年 5 月 29 日總理事會遠距會議中，美中兩國罕見地未發表意見。關於

近期內是否繼續推動 WTO 談判及貿易自由化，開發中與已開發會員立場分歧；由印度、

南非、非洲國家集團，以及非加太集團為主的開發中會員，認為已開發會員不應利用新

冠肺炎（COVID-19）危機來追求「永久自由化」，因此對於韓國及瑞士等會員提出之貿

易自由化提案持強烈保留態度。

韓國、紐西蘭、澳洲、加拿大與新加坡提出聯合部長聲明，希望透過行動計畫促進

必要貨品與服務的流動。韓國所提出之行動計畫包含以下 3 點：（1）確保全球貨品供應

鏈流通；（2）促進必要之人員流動；以及（3）盡可能減少疫情對貿易與投資之影響，促

進經濟復甦。歐盟、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與新加坡也表態支持韓國倡議；而瑞士也強

力呼籲，應透過具體行動，促進必要藥物與其他物資、服務的供給與跨境流通，簡化相

關程序，並推動進一步的貿易開放，同時承諾將確保糧食供給與會員糧食安全之重要性，

在疫情期間不會對農糧產品實施出口限制或其他不合理的貿易障礙措施。

即將卸任的 WTO 秘書長阿茲維多（Roberto Azevêdo）在本次總理事會會議中，也

就各談判小組現況提供總體報告。杜哈回合規則談判小組主席威爾斯（Santiago Wills）

大使表示，其謹記已獲得之談判授權，期望於今年底通過漁業補貼新規則，也已著手進

行相關工作，並準備好接受會員諮商。

巴西、歐盟、印度與南非在本次總理事會中，就其優先事項提出說明。巴西希望就

預計於 2021 年 6 月在哈薩克舉行的第 12 屆部長會議（The 12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MC12）提出工作計畫，討論造成貿易扭曲之農業境內總支持（Aggregate measure of

support, AMS），以及關於電子商務、投資便捷化，與國內規章之相關議程。歐盟則表示

其優先事項為漁業補貼談判，以及小組聯合聲明所倡議之電子商務、投資便捷化等複邊

協議。

印度提出 5 項訴求，包括：（1）解決爭端解決機構僵局；（2）以更有效、且可長可

久的方式，確保最脆弱群體之糧食安全；消除農業協定中，關於 AMS 長期以來的不對

稱情形；（3）協助開發中與低度開發國家之數位能力建構與寬頻基礎建設，使其可利用

數位教育、遠距醫療、電子支付等途徑，購買商品與服務；（4）完成漁業補貼談判，並

為開發中與低度開發國家保留適當的特殊與差別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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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條款；以及（5）有效利用《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之彈性，確保在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下提供可負擔的基本藥物與疫苗。

南非大使索勒瓦（Xolelwa）則表示，其優先關切事項包括：（1）希望有針對各政府

因應新冠肺炎相關措施之「和平條款」（Peace Clause）；（2）加強特殊與差別待遇（S&D）：

其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更凸顯 90 國集團（Group 90, G90）提案之重要性，包括加強公共

衛生、加速工業化、製造業升級與現代化、促進技術移轉並縮小數位差距，以協助發展

具包容性的數位經濟等；（3）確保 WTO 的多邊本質而非走向複邊，並在此基礎上促進

全球合作；（4）確保可促進經濟復甦之政策工具；（5）應在全球貿易規則與國內經濟發

展間取得平衡；（6）支持生產導向、創造就業與結構轉型之貿易規則；（7）關切農業貿

易之貿易扭曲，促進糧食安全；（8）強調漁業補貼規則不應限制會員促進漁業永續、糧

食安全與經濟發展；（9）應重新檢視暫停徵收電子商務關稅之效力；（10）同意非違反協

定控訴（non-violation and situation complaints, NVC）不適用於 TRIPS，應移除 NVC 以

有效實踐 TRIPS 之彈性。

【由羅絜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0年 6 月 1日】

各國消息剪影

▲川普宣布撤銷香港關稅及旅遊之特殊待遇地位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於美國時間 5 月 29 日召開記者會，宣布若干項涉及

中國大陸關係以及保障美國國家安全之新措施。川普指稱中國大陸在過去搶走美國勞工

的工作、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違反 WTO 承諾，以及宣稱開發中國家地位等行為，已

使美國損失數以億計美元以上的金額；川普補充表示，中國大陸在太平洋海域不合法的

宣示主權，亦對國際貿易及航行自由造成威脅。美國仍希望能在積極維護國家利益的狀

態下，與中國大陸建立良好及開放性的關係。

記者會中一大亮點即為香港議題，由於中國大陸於 5 月 28 日的第 13 屆人民代表大

會上，正式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亦稱港版《國安法》），意即該案通過後，政府可以依法防範、

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並反對其他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然而，在

港版《國安法》通過前夕，美國國務卿龐佩奧（Mike Pompeo）於 5 月 27 日發布公告，

說明根據《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規定，已在評估後

向美國國會報告香港不再具備「高度自治」之地位；川普亦表示將採取相關的反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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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川普在 5 月 29 日的記者會中表示，由於中國大陸承諾的「一國兩制」儼然已成

為「一國一制」，將撤銷香港在關稅及旅遊的特殊及優惠待遇，並對直接或間接危害香港

自主性的中國大陸及香港官員進行制裁。雖然川普目前並未對具體措施進一步說明，亦

未對措施後續進展提出具體時程規劃，但撤銷香港特殊待遇關稅將可能造成以下影響：

撤銷單獨關稅待遇，即代表香港往後在貿易上將可能與中國大陸受到相同對待，其中最

嚴重的影響，乃是出口至美國的部分產品將無法再享有關稅優惠，且香港亦有可能遭加

徵美中貿易戰中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懲罰性關稅。另外，美國若決定調整對香港出口管制

政策，未來香港進行具敏感性的高科技產品貿易時將受到嚴格審查。針對旅遊特殊待遇，

由於目前美國人士短期入境香港不需要簽證，故有相關人士擔心在旅遊特殊待遇取消後，

中國大陸對簽證的嚴格審查將對商業人士的流動形成阻礙，並對香港的投資產生衝擊。

有專家預估，香港的貨運、高科技產業及金融業等產業長期勢必遭受波及，且將有超過

1,300 家在港美國企業受到影響。

川普在記者會中亦對美中間其他議題進行說明，如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從事間諜行為

以竊取美國的技術及秘密，故川普已發布總統公告（proclamation）暫停讓部份具潛在安

全風險之特定中國大陸人士入境美國，以保護重要相關研究。而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川

普再次譴責中國大陸對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控制，並正

式宣佈退出 WHO。除此之外，川普表示美國亦將致力保護金融系統的完整性，說明目

前金融市場總統工作小組（Presidential Working Group）正著手研究中國大陸公司在美國

市場中的差異做法，致力於維護市場公平性與透明性以保護美國投資者。

針對川普政府的宣言以及擬將採取之措施，中國大陸外交部表示堅決反對美國取消

香港的特殊待遇政策，並指責美國嚴重干預中國大陸內政。除此之外，為履行美中第一

階段貿易協議，中國大陸原本預計陸續自美國進口黃豆、玉米、豬肉等農產品，然有報

導指出，部分訂單因川普記者會而遭暫停。整體而言，川普此次措施，不但造成美中兩

國關係再度拉起警報，亦可能對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落實增添不確定性。

【由王韻潔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New York Times，2020 年 5 月 29 日；The White

House，2020年 5月 30日；JD Supra，2020 年 6月 1日；Bloomberg Law，2020年 6

月 2日】

▲日本強化外資併購交易之國安審查機制，並將醫療產業納入國安審

查範圍

日本甫於 5 月 8 日公布新修正之《外匯和外國貿易法》，授予行政部門能夠迅速阻

擋可能威脅國安的外資併購交易之權限。除了目前已經公告的武器、汽車、電信等 12 個



12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94期（20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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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國家安全的產業部門之外，日本政府考量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流行的情況，近期已

進一步將醫療產業新增為第 13 個具有國家安全性質之「核心業種」，並規劃把疫苗、藥

物等產業的製造商，納入國安保護名單，加強外商投資醫療領域之投資審查。

新修正之《外匯和外國貿易法》嚴格限制外資對具有國安疑慮的日本公司進行投資，

將外資買進日本國安相關公司股份的呈報門檻比例，從 10%降至 1%，旨在阻擋可能威

脅國安的外資併購交易。經公告為具有國家安全顧慮之「核心業種」，日本財務省依法可

將核心業種下的日本公司指定為國安相關公司。經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公司，在接受外

國投資上將受到更嚴格的約束。

新法公告之初，日本財務省已將武器、汽車、電信等涉及國家安全的 12 個領域列

為「核心業種」，並從約 3800 家上市公司中，選出的 518 家國安相關之日本公司，指定

為國安相關公司。只要外資購買 1%或以上的日本特定產業上市公司股份，就必須取得

日本投資審議主管機關之許可，若經日本政府審查後發現問題，則可更改或取消交易。

例如豐田汽車公司，索尼（SONY）公司和軟銀集團（SoftBank Group Corp.）等，以及

NTT Docomo、KDDI 等電信業者，均屬於核心業種的一部分，外資投資這類事業 1%以

上就必須事先申請。

任天堂公司和專門從事機器人開發與數位自動化產品的發那科（FANUC CORP.）等

公司，則是更廣泛的非核心公司，這類非核心公司約有 1500 家左右，將遵循較寬鬆的

規範，可以免除事先申請但必須事後報備。另外還有 1698 家屬於不受限制的公司。而

外界普遍認為，日本修改《外匯和外國貿易法》的目的，是為了阻擋中國大陸投資，以

避免日本技術外流，或民生受到影響。

此外，財務省依法將動態檢討國安相關公司之指定清單，經列入指定清單的日本公

司僅有 30 天之過渡期，以便使日本政府部門可以迅速保護具有國安顧慮的產業。有鑑

於這次新型冠狀病毒影響，6 月初日本政府也確定將把先進藥品及醫療器材等列入核心

業種，成為核心業種的第 13 個領域。《讀賣新聞》消息指出，目前像是潛在的新型冠狀

病毒治療藥物 Avigan 的生產商富山化學之母公司富士軟片（Fujifilm Holdings Corp.），

已經列入本（6）月份國安公司指定清單的討論範圍內。此外，報導引述，儘管 Avigan

治療冠狀病毒的功效尚不清楚，日本政府已規劃將增加另外兩家生產這種藥物的公司。

【由王煜翔綜合報導，取材自 https://www.jdsupra.com，5 月 26日】

▲英國國內對英美貿易談判有所顧慮

今（2020）年 5 月初，英美雙方展開由英國貿易部長特勞斯（Liz Truss）及美國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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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代表萊海澤（Robert Lighthizer）主持、為期兩週的雙邊貿易談判。5 月 29 日，英國國

際貿易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DIT）表示，英國有足夠的貿易影響力，與

美國貿易談判時應堅持自己的主張，廣受國內輿論抨擊。DIT 雖然聲明反駁，卻未表示

貿易協議中是否包含允許美國公司在英國政府實施其不滿的政策變更時，得以控告英國

政府。同時，民間貿易機構對政府行為缺乏透明度表示「不可接受」。

此談判開始前數月，英國國內對於如何與世界上最大經濟體建立自由貿易協定、應

該將什麼樣的籌碼放到談判桌上爭議不斷，意見分歧。英國前工黨黨魁科賓（Jeremy

Corbyn）在去年大選前表示，擔心英國與美國的貿易協議將把一部分的英國國家醫療保

健服務（United Kingdom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出售給美國私人買家；對此，英

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一再否認，堅稱 NHS 絕對不會擺在談判桌上。

此後，包括進口非人道處理的動物產品和經施打生長激素的牛肉在內的各種問題，

以及談判中普遍缺乏透明度，都引起英國國內輿論關切；其中，最明顯的問題是英國擁

有之貿易影響力，是否足以積極地堅持自己的主張。對此，民間組織貿易正義聯盟（The

Trade Justice Movement）並不認同，表示英國出口中有 13%為輸往美國，相較美國對英

國的出口僅佔 3%；同時，美國於 2017 年呼籲對其貿易要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然而，

DIT 表示，英國必須挺身而出，並指出英美貿易關係對兩國都至關重要。2018 年，有

36,900 家英國企業向美國出口價值 492 億英鎊的商品，有 44,300 家英國企業進口價值

超過 445 億英鎊的美國商品；超過 100 萬人在美國的英商工作。

在其他議題上，DIT 的透明度明顯較低，以投資人對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

To-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SDS）為例，貿易正義聯盟解釋，如果英國頒布

了可能損害外國公司利潤的政策，則 ISDS 允許外國公司起訴政府。這將使美國公司可

以挑戰英國關於禁止某些危害人體健康之特定化學物質的環境法。

然而，DIT 並未向媒體透露前述問題是否會納入兩國貿易談判之中。DIT 聲稱，任

何英美自由貿易協定會納入的確切細節，都須經過正式談判來達成，並不會搶先公開討

論。英國政府並明確表示，在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時，將繼續保護當局判斷合適的公

共利益監管權。

此前，在大多數貿易談判中，英國民眾皆依靠洩露的文件取得資訊，貿易正義聯盟

的高級政治顧問勞倫斯（David Lawrence）表示，顯然這是一個令人無法接受的狀態，

其主張應定期公開發布談判文件，以確保確定性和可預測性，尤其是在英國面臨一百年

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及脫歐後不確定性的情況下。DIT 保證，其於所有的貿易談判中，

包括與美國的第一輪談判，都不會簽定任何破壞國內對環境高度保護、動物福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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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等規範之協定，以確保英國農民能夠保持其競爭力。

然而，全國農民聯合會（National Union of Farmers, NFU）並不相信 DIT 之說法，

指出英國食品生產高標準和動物福利是受到法律的支持，不應該被改變。英國農民需要

知道自己的生意不會受到不合格進口食品的不當競爭，英國農民為其產品的高標準生產

程序和動物福祉感到自豪，應保障英國公民對於其所購買的食品，無論從何產地都應以

相同的高標準生產。

動物福利慈善機構的高級健康研究員巴特勒（Justine Butler）博士表示，如果從美

國進口氯洗雞肉，英國即是由動物福利標準低於國內規範的國家引進肉類，這意味著英

國的農民將不得不與廉價、缺乏動物福祉的進口產品競爭。反之，亦將鼓勵英國生產者

降低福利之標準。反觀美國，對雞進行氯消毒的原因是集中工廠農場為了增加產量，而

犧牲良好的衛生習慣；畜牧業選擇利潤將會超過對於動物健康和福祉的關心。

【由施柏儀綜合報導，取材自 Bilaterals.org、Express，2020 年 5月 29日】

▲USTR公布與肯亞之貿易談判目標

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於今（2020）

年 3 月 17 日正式通知美國國會，欲與肯亞展開貿易協定談判，隨後於 5 月 22 日公布對

肯亞之貿易談判目標，揭示美國與肯亞談判所追求的具體成果。依據《2015 年貿易促進

授權法》（2015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Law），待 USTR 提交談判目標之 30 日後，美

國與肯亞即可正式展開貿易談判。

整體而言，美國對肯亞之談判目標涵蓋 25 項重要議題，除整體目標（Overall）外，

亦包含貨品貿易、食品安全檢驗與動物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SPS）、技術性貿易障礙（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投資、原產地規

則與智慧財產權等傳統議題，以及藥品與醫療器材之程序正當性、數位貿易、反貪腐、

勞工與環境、貨幣等新興議題。原則上，美國對肯亞之貿易談判目標，與 USTR 對日本、

歐盟與英國談判目標大致相仿，但仍在整體目標、反貪腐、政府所有及控制企業（State-

Owned and Controlled Enterprises，SOEs）等領域有所落差，可見前述領域應為美國在與

肯亞談判時格外關切的議題。

相較於美國對日本、英國與歐盟之談判目標，此項文件是川普政府首次納入「整體

目標」此一議題，開宗明義說明美國將尋求與肯亞締結互惠之貿易協定，以作為未來與

其他非洲國家締約貿易協定的範本；同時美國將依據《非洲成長暨機會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AGOA）之目標，推動肯亞的「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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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治」（rule of law）。另外，美國承諾在適當時將支持非洲區域整合。

其次，依據美國「2020 年貿易障礙報告」（2019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貪腐仍是美國企業在肯亞從事貿易活動的實質障礙。據該項報告所述，

美國企業持續回報貪腐問題已影響肯亞各級政府採購程序，且肯亞官員向美國企業直接

索賂亦時有所聞，但肯亞政府仍未能有效執行反貪腐法規。對此，USTR 於談判目標直

言，美國將要求肯亞打擊貪腐，包含提供適當罰則與執法工具以起訴參與貪腐活動之人。

與此同時，美國亦要求肯亞採取措施以處理洗錢、追回不法利益、保護「吹哨者」

（Whistleblowing）等議題。

另一方面，美國對 SOEs 議題亦訂有詳細目標，包含應以《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

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USMCA）對 SOEs 之定義為基礎、要求

SOEs 在買賣貨品與服務時應提供不歧視待遇，並基於商業考量而為之。同時，美國承

諾將超越《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SCM Agreement），更進一步制定強而有力的補貼規

範。除此之外，雙方將建立定期討論與資訊交換機制，以探討在兩國境內營運之第三方

SOEs 在買賣貨品與服務時，是否賦予不歧視待遇並基於商業考量而為之。相較之下，

美國在與日本、英國或歐盟之談判目標並未有類似規範，僅簡單說明「為克服有關 SOEs

爭訟之證據問題，美國承諾建立查明事實機制（fact-finding mechanism）」，可見美國在與

肯亞談判時相當重視此項 SOEs 議題。

【由鄭昀欣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0 年 5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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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個別關稅領域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係指與其他各關稅領域間，就大部分之貿易維持各自之關稅及其他商事法令的領域。

若代表這個關稅領域的政府對於該領域的對外商務關係具有完全自主的權能，不受其他

關稅領域政府的干涉，則此關稅領域稱為「個別關稅領域」，亦稱為「獨立關稅領域」

(Independent Customs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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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Subsid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WTO's Free Trade System

網址： https://www.springer.com/gp/book/9783319624211

摘要：
This book analyses subsidie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and creates a model that

determines whether or not their use is justified. Further, it analyses the various

causes of trade distortion, trade-discriminatory practices, and other issues

associated with unregulated subsidies. In addition, the book considers how these

issues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subsidies described under the SCM Agreement.

期刊介紹

篇名：
Recalibrating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Through Narrowed
Jurisdiction

出處：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ume 69, Issue 2, April 2020 , pp.

301-334

作者： Javier García Olmedo

摘要： The legitimacy crisis confronting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has called

for reforms to eliminate the asymmetric and troubled nature of investment treati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ny reform designed to redress imbalances in the existing

regime should first aim at narrowing the personal jurisdiction of investment

tribunals. Problematically, access to most investment treaties depends on broad

nationality requirements, which have enabled investors to use corporations or

passports of convenience to obtain treaty protection. This practice exacerbates the

un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ost States and investors. It increases host States’

exposure to investment treaty claims and allows investors to circumvent newer,

more State-oriented investment treaties. Using as an example the novel anti-

nationality planning approach embraced in the 2019 Dutch Model BIT, this article

suggests effective treaty mechanisms that States can adopt to restrict the range of

investors that are entitled to claim.

■本中心圖書室新到 WTO 及 RTA 相關書籍及期刊，歡迎查詢及利用。謝謝！

https://www.springer.com/gp/book/978331962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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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貿易：原產地規

定介紹

顏慧欣

1.原產地內涵

2.認定原則

3.分析與舉例

4.結論

http://training.wto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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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訊

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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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貿易發展局 6/18 6/18
亞洲金融論壇網路研討會系列 --透過可持續發展及

責任投資實現復甦

http://info.hktdc.com/dm/aff/2021/webina

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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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財經基金會 6/30 6/30 「變局下的全球產業趨勢與投資前景」論壇
http://www.tri.org.tw/action/events.php#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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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7/1 7/2
【新竹】7/2 肺炎疫情影響下的全球產業經濟趨勢

【免費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0

9070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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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nfo.hktdc.com/dm/aff/2021/webinar.html
http://info.hktdc.com/dm/aff/2021/webinar.html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69670
http://www.tri.org.tw/action/events.php#105
http://www.tri.org.tw/action/events.php#105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TaiwanDispla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TaiwanDispla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090702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09070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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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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 9/8-10 2020年印度⼀線城市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India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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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IndiaMajo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IndiaMajo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femal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fe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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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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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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 2020 年日本消費產品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JP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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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JP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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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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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自洽詢 11/3-5 2020 年美國汽車售後服務零件展(AAPEX)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APEX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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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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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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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11/6-15 2020 年奈及利亞拉哥斯國際商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LAGO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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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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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PEX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APEX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DIY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DIY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STMED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STMED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erretExpo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erretExpo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LAGO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LAGO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P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P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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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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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11/24-26 2020 年南非公共事業週及非洲 PowerGen 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PG2020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2/2-4 2020 年日本顯示器製造展及高機能材料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finetech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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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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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G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PG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inetech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inetech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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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5 日～7 月 5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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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六 WB: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COVID-19 and World Bank Support to Africa Round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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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三～六
ASEAN: 2ndMeeting of the ASEA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ACCEC) and Related Meetings

7/2-12 四～日

ASEAN:

 3rdPreparatory Senior Economic Officials’ Meeting for the 51st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 (SEOM 3/51) and Related Meetings

 CLMV Senior Economic Officials’ Meeting

 ASEAN Trade Facilitation Joint Consultative Committee (ATF-JCC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Whole for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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