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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全球疫情未了，各國經貿活動就動作頻頻了；美國帶頭收緊購買國貨及採購規則、歐盟跟越

南 FTA 要正式生效了；想跟上疫後國際經貿情勢，記得追蹤我們臉書粉絲專頁喔！！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wto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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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歐洲推動數位轉型兩大策略之發展概況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靖心慈 副研究員

歐洲推動數位轉型涉及兩個主要策略，一是於 2005 年提出補充和落實「單一市場」

的「歐洲單一數位市場」策略，至 2019 年已完成多項立法，但仍未全部生效。二是於

2019 年由執委會新團隊推出「歐洲適應數位時代」策略，並公布歐洲數據和歐洲人工智

慧兩項戰略，旨在實現歐洲數據和產業單一市場的願景。至於數位服務法預計在 2020 年

第四季提出，以處理數位平台在經濟和社會中扮演的複雜角色。在數位稅方面，歐盟尋

求於 2020 年底達成全球共同解決方案，否則各會員國應該獨自採取行動。

在單一市場之基礎上，歐洲推動數位轉型涉及兩個主要策略，即歐洲單一數位市場

（A 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 for Europe）和歐洲適應數位時代（Europe fit for the

Digital Age）。本文分別說明這兩大策略之發展概況。

一、歐洲單一數位市場之策略目標和三大支柱

歐洲單一數位市場是歐盟執委會於 2005 年 5 月 6 日提交的發展策略，此項策略就

是要補充和落實歐盟單一市場（European Single Market）的目標。該目標要求確保移除

市場障礙，達成商品、人員、服務和資本自由的流動，卑個人和企業可以在公平競爭條

件下無縫接取和進行線上活動，並且不論國籍或居住地，提供高水準的消費者自由網路

購物選擇和個人數據保護。

歐洲理事會於 2015 年宣佈單一數位市場策略，執委會指出此策略建基在三大支柱

之上，即(1)消費者和企業可更好的接取線上商品和服務，(2)為數位網路和服務的蓬勃發

展創造適當的條件，(3)積極提高歐洲數位經濟的成長潛力。落實三大支柱之行動方向，

如下：

消費者和企業可更好地接取線上商品和服務―建立可以信任的跨境電子商務、經濟

實惠的高質量跨境包裹交付、防止不合理的地緣阻礙（geo-blocking）、現代化歐洲版權

架構以利接取數位內容、簡化增值稅以增加跨境銷售等經濟活動。

為數位網路和服務的蓬勃發展創造適當的條件―審查電信法規鼓勵基礎設施投資、

無線電頻譜管理與單一市場一致、審查傳統電視廣播和點播視聽媒體服務法規、適用於

平台和中介機構的監管環境、加強數位服務和個人數據處理中的信任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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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提高歐洲數位經濟的成長潛力―建立數據經濟、通過互通操作性和標準化提高

競爭力，推動包容性電子社會，即對資訊與通訊科技基礎設施和技術投資，進行研究和

創新以提高行業之競爭力，以及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包容性和技能。

二、歐洲單一數位市場的重要相關立法和發展措施

（一）歐洲單一數位市場的重要相關立法

歐洲單一數位市場於 2015 年採用後，執委會陸續推動許多的相關立法，重要的立

法發展如下。

繼 2016 年 7 月通過《網絡和資訊系統安全指令》之後，2019 年 4 月通過了《網絡

安全法》，加強歐盟網路與資訊安全局（ENISA）的作用，並建立針對資訊服務、系統和

設備的通用，加強歐洲網絡之安全認證架構。

2017 年 6 月通過《內部市場中線上內容服務跨境可攜性規則》，為線上內容服務（電

影、體育廣播、音樂、電子書和遊戲）的提供者建立了規則，旨在擴大於歐盟旅行者在

網上獲取內容服務的機會。

2017 年 12 月通過《國家主管部門之間在消費者保護法方面的合作規則》，為國家主

管部門提供了必要的工具來解決線上侵權問題，例如刪除或阻止線上購物詐騙，進行測

試購買和神秘購物的權力。如果於歐盟範圍內違反了歐盟消費者保護法規，例如在電子

商務領域涉及地理封鎖或線上內容的可攜性，歐盟執委會將能夠協調執法調查。

2018 年 2 月通過《基於客戶國籍的不合理地域限制和其他形式的歧視規則》，解決

基於內部市場內客戶的國籍、居住地或營業地的不合理地域限制和其他形式的歧視。

2018 年 10 月通過《視聽媒體服務指令》，以節目是否由業者事先排定作為管制分界

點，將視聽內容性質區分為「線性」(linear)與「非線性」(nonlinear)，其中非線性的視聽

內容受到程度較低的管制，並倡議各會員國導入非政府管制的私人治理或媒體自治。該

指令目的在於調和各會員國的規範，是故其規範面向包括：一般原則、煽動仇恨、管轄

權原則、促進及擴散歐洲作品、防止壟斷及保護未成年人等。

2018 年 10 月通過《建立資訊單一入口網規則》，其目的在提供對適用於希望在另一

個歐盟成員國活動的公民和企業之資訊存取權，以及對程序、援助和問題解決方案的獲

取，以致為歐盟居民及企業所需資訊、申辦流程、輔導協助及疑難解決等提供線上服務。

2018 年 11 月通過關於《非屬個人資料之自由流通規則》，統一所有歐盟成員國中關

於非個人數據的規則，使數據存儲或其他處理服務的專業用戶更容易切換服務提供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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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數據，而又不會給服務提供商造成過多負擔或扭曲市場。

2018 年 12 月通過制定《歐盟電子通訊守則》，更新有關電子通信網絡和服務、監管

機構和通用服務的歐盟共通規則，藉由降低管制、鼓勵投資、強化消費者保護、建立公

平市場規則等面向，增加民營企業投資未來網路發展之誘因。

2018 年 12 月通過建立《歐洲電子通訊傳播監管機構（BEREC）和 BEREC 辦公室》

實體法規。BEREC 在歐盟電子通訊傳播監管架構下，提供專業知識和採取獨立透明行

動，以論壇方式促使國家監管機構之間和國家監管機構與執委員會之間的合作。BEREC

辦公室是歐盟具有法人資格的機構向 BEREC 提供專業和行政支持服務，享有法律、行

政和財務自主權。

2019 年 4 月通過關於《提升線上中介服務商業用戶的公平性與透明性規則》（即平

台對商家規則），為歐盟的企業用戶創造一個更公平、更可預測的環境，以便其在線上平

台上發展業務。新規則專門針對較無議價能力的中小企業而設計，中小企業可自新規則

中獲益之項目主要有四，即禁止線上平台特定不公平行為、提升線上平台透明度、增設

爭端解決機制、平台規則之實施。

2019 年 4 月通過關於《單一數位市場版權及相關權利指令》，提高歐洲人民對創意

作品的可獲得性，確保創作者更好地運作版權市場；並使歐盟法規現代化，適用於教學、

研究和保存文化遺產的關鍵例外與限制，重點聚焦在數位和跨境之使用上。

2019 年 4 月通過關於《歐盟廣播組織的某些線上傳輸以及電視和廣播節目再傳輸

有關之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協調規則指令》，簡化整個歐盟電視和廣播節目的跨境發行

和轉播。

2019 年 6 月通過關於《開放資料與公部門資訊再利用的指令》，排除目前仍存在的

公部門資訊取得障礙，並且要求將政府資助研究所產出的研究資料也開放給公眾，降低

中小企業進入市場的障礙，並增加公部門資訊的透明度和即時流通，以利推動人工智慧

等數據密集型技術的發展。

2019 年 5 月通過關於《數位內容指令》和《線上貨物買賣法指令》協調了整個歐盟

的主要消費者契約法規則，將於 2022 年 1 月在歐盟全面開始應用。統一規則適用於數

位內容和數位服務的供應契約以及商品和智慧商品的銷售契約。它們將降低在多個歐盟

國家/地區銷售的貿易商的成本，並確保在整個歐盟範圍內購買商品和數位內容或數位

服務時，消費者受到透明、確定和高度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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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洲單一數位市場的發展措施

在單一數位市場策略下，執委會採取的市場和技術發展措施，於研究和創新方面有

展望計畫（展望 2020 即 Horizon 2020/展望歐洲即 Horizon Europe），於通訊、基礎建設

和寬頻等方面有鏈結歐洲設施計畫（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 programme, CEF），於人

力資本方面有 Horizon Europe。

CEF 電信領域是通過部署數位服務基礎設施（digital service infrastructures, DSI）和

寬頻網絡來促進公共管理部門、企業和公民之間的跨境互動。受支持的項目將有助於創

建可相互操作和互連的數位服務歐洲生態系統，以維持單一數位市場。DSI 資助項目舉

例說明如下：(1)歐洲數位圖書館(Europeana) 願景是建立一個歐洲數位文化遺產的公眾

取用處，所有的資源都必須通過一個統一的標準來處理和分類；(2)關於跨境醫療保健中

患者權利的 2011/24 / EU 指令促進成員國之間的合作和資訊交流，電子健康（eHealth）

旨在提供永續電子衛生保健系統和服務，並在歐洲層級提供相互操作的應用。

歐盟架構計畫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科技研究合作平台，第 8 期即 Horizon 2020，第 9

期即 Horizon Europe，都是以三個支柱作為政策架構，支柱分別為：奠基基礎科研能量

及人才培育的「卓越科學」、強化產業創新基礎的「產業領導力」、以及關切人類社會永

續發展的「社會挑戰」。歐洲在有前途的數位技術基礎上加強科技研究活動，所獲得之成

果會為歐洲經濟帶來巨大的競爭優勢，並能夠因應關鍵的社會挑戰。

三、歐洲適應數位時代策略之執行方向

歐盟執委會新團隊針對 2019-2024 年之工作，規劃有六大重點，其中之一為適應數

位時代策略，其規劃執行方向說明如下。

在歐洲工業未來的新長期戰略和中小企業新戰略方面，為了使歐盟在全球範圍內加

強其經濟領導地位，歐盟行業必須參與全球化、數位化以及向氣候中立和經濟永續的方

向過渡。同時，歐盟行業應通過創造新產品和服務以及支持歐洲社會模式來做出貢獻。

這些挑戰要求加大對研究和創新的投資，包括對創新數位技術及其應用的投資。

當前執委會會通過單一數位市場策略下採取的措施，為適應數位時代的歐洲奠定了

堅實的基礎。在未來幾年中，歐洲執行這些規則將至關重要，以便使單一數位市場對公

民和企業都成為現實，市場和技術都不斷發展。執委會需要確保歐洲在塑造未來數位世

界方面發揮領導作用。這樣，執委會也將能夠確保尊重歐洲價值觀、保護消費者以及企

業蓬勃發展。

在推動數位服務法方面，數位服務已出現在經濟的各個領域，並已成為歐洲公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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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越來越普遍的元素。《數位服務法》旨在提升執委會對線上平台、服務和產品的

規定，確保數位平台及其提供的服務能夠為公民服務，並且確保包括歐洲在內的強大數

位參與者生態系統都能夠在所有經濟領域發展和努力。為了實現這些的目標，該領域的

任何立法措施，包括《數位服務法》，都需要解決複雜的問題。鑑於所涉問題的複雜性，

將需要所有利益攸關方進行廣泛而透徹的磋商。執委會需要在整個歐盟範圍內加緊努力，

以確保建立適當的高質量連接基礎架構。執委會還需要解決任何潛在的勞動力市場中斷

問題，對數位等技能的投資有助於解決社會日益擴大的技能差距。因此，在這一領域的

任何立法措施，都將遵循基於證據的分析和包容各方利益相關者之對話。我們將仔細研

究其全面影響，並確保執委會的新規則具有針對性、相稱且易於遵守。

在人工智慧方面，因為其可以為許多經濟部門提供服務，例如健康、交通、通訊和

教育。它可以實現決策和流程的大規模自動化，具有提高質量、效率和生產率的巨大潛

力。從無人駕駛汽車到改善醫療程序，它將影響我們生活的許多方面。同時，基於自我

學習和自我完善演算法的這項技術會引發許多政策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執委員負責協

調有關歐洲人工智慧方法的工作，包括其對人類和倫理的影響。這項工作將納入有關工

業政策和技術主權的更廣泛工作流程之中，因為執委會必須確保歐洲公民和公司可以從

這項技術中受益並塑造其發展。執委會的工作還將以現有的政策成就為基礎，尤其是

2019 年 6 月通過的道德準則。因此，執委會打算提出有關開發歐洲人工智慧方法的提

案，目標是促進人工智慧應用程序的發展和採用。執委會必須確保在產品和服務中進行

部署時要充分尊重基本權利，審查適用於產品和服務的現有安全和責任法規，並在整個

單一市場上以可信賴的方式（合法、道德和健全）運作。這種方法必須提供清晰的法規、

激發信心和信任、並激勵對歐洲工業的投資。它應該在保護歐洲的創新能力的同時，促

進歐盟對人工智慧的發展和採用。作為執委會構建人工智慧總體架構方法的一部分，執

委會還將審查適用於產品和服務的現有安全和責任法規。

在數位稅方面，執委會需要以滿足歐洲經濟和社會需求的方式來塑造數位化。其中

一個重要部分是，所有大小公司、傳統公司或數位公司都應繳納其應得的稅款。為此，

執委會需要公平的國際稅收法律。當前的國際公司稅架構與現代經濟的現實步調不一致，

它不能確保在產生利潤的地方徵稅。因此，執委會將繼續領導國際努力，以在二十國集

團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層面上找到商定的數位稅方法。執委會在 2018 年 3 月提出

關於數位稅的提案，已經幫助推動了國際在此方面的進一步進展。執委會尋求全球解決

方案必須實現對數位經濟的有效徵稅，它也應該易於管理並為企業提供確定性，與單一

市場的規則相容，並為歐盟及其成員國帶來好處。如果全球協議有效的達成，歐盟會在

內部協調實施，以減少符規成本並提高企業稅收的確定性。如果到 2020 年底無法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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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協議，那麼歐盟應該願意獨自採取行動。

四、歐洲適應數位時代策略下工作之進展

歐洲適應數位時代策略下工作之進展，說明如下。

（一）歐洲數據戰略

歐洲面臨數據可用性、與數據存取和使用有關的市場失衡、數據的互通性和質量及

結構問題、加強對社會和經濟中數據使用的治理、減少以數據經濟為中心戰略基礎設施

的外部技術依賴、賦予個人行使自己數據的權利、技能和數據素養之短缺、網絡安全等

問題。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執委會於 2020 年 2 月推出的數據戰略，創造了一個有吸引力

的政策環境，以便到 2030 年歐盟在數據經濟中的份額至少與其經濟權重相對應，由歐

洲人民透過自己的選擇將數據的存儲、處理和有價值的使用落實在歐洲。目的就是創建

一個單一的歐洲數據空間，對來自世界各地個人和非個人的數據開放和維持安全，企業

也可以輕鬆存取幾乎無限數量的高質量工業數據，可促進成長並創造價值，同時將人類

的碳和環境足跡降至最低。在此歐洲數據空間中，可以有效執行歐盟法律，並且所有數

據驅動的產品和服務都應符合歐盟單一市場的相關規範。另外，歐洲數據空間將為歐盟

企業提供建立單一市場規模的可能性。

執委會數據戰略採取的行動是建基於四項支柱之上，即數據獲取和使用的跨部門治

理架構；推動進行數據投資，並加強歐洲託管、處理和使用數據、以及互通性的能力和

基礎設施；增強個人能力、投資於技能和中小企業；建立公共利益和戰略部門領域中的

歐洲共同數據空間。

2020-2022 年規劃要達成的目標項目，分別如下：

2020 年要達成的目標項目有四項: (1)於 2020 年第四季的歐洲共同數據空間的管理

提出立法架構；(2) 於 2020 年第四季的《數位服務法》套案提出內容；(3)於 2020 年 3

月提出歐洲新產業戰略中數據戰略新技術投資；(4)於 2020 年第三季之前促進與成員國

在數據投資及加強歐洲能力和基礎設施達成諒解備忘錄。

2021 年要達成的目標項目有三項: (1)於 2021 年第一季對高價值數據集採取措施；

(2)酌情於 2021 年提出《數據法》；(3)根據一般資料保護規則第 20 條提高個人資料的可

攜帶性。

2022 年要達成的目標項目有三項: (1)投資歐洲數據空間，預計於 2022 年進入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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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實施階段；(2) 於 2022 年第 4 季整合私有和公共部門的全部雲服務產品並啟動歐洲雲

服務市場；(3) 於 2022 年第二季創建歐盟監管雲規則手冊。

（二）數位服務法

執委會 2020 年第四季要提出數位服務法，其將自修訂 2000 年電子商務指令而來。

當前辯論的焦點在於平台在經濟和整個社會中所扮演的複雜角色，在帶來利益的同時，

還需要更清晰、更新的法律架構，以激勵所有參與者遵守公平競爭的規則並承擔應有的

責任，以反映當今的挑戰和社會期望。需要更新責任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線上購

買非法或不安全產品的情況急劇增加。歐盟期望做出的改進，包括更新電子商務指令的

法律架構、利用技術來防止非法商品進入線上市場(所有歐洲或非歐洲企業都應線上和

線下承擔相同的義務)、解決虛假的消費者帳戶問題、使資源貧乏的海關官員可以通過接

取數據來瞭解假冒目標，從而在邊境阻止假冒商品。

（三）人工智慧戰略

2017 年 10 月歐洲理事會就要求執委會以歐洲方法推動人工智慧（AI），2018 年 4

月 10 日，歐洲國家簽署了《人工智慧合作宣言》。儘管許多成員國已經宣佈有關人工智

慧的國家計畫，但它們更需要強大的合作意願，聯合起來確保 AI 在歐洲的發展和機會。

所以，歐洲需要一個全面的涵蓋商業和公共管理的戰略部署。

執委會於 2018 年 4 月 25 日提出《歐洲人工智慧》發展戰略，針對投資、科研計

畫、人才提出了戰略方向。內容涉及：（1）支持企業投資 AI 之歐洲戰略投資基金；（2）

提議立法開放更多數據以供重複使用，使數據共享更加容易；（3）利用歐洲社會基金設

立專門人才培訓計畫；（4）AI 發展道德準則考慮數據保護和透明度等原則；（5）根據技

術發展來發布產品責任指令，以確保消費者和生產者發生爭議時的法律明確性；（6）提

高歐盟和國家層面投資，鼓勵歐盟合作開發更高效的電子元件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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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歐洲人工智慧》發展

戰略的成功，執委會 2018 年 12 月推出《AI 的協調計畫》通知文件，提議以最大程度地

擴大歐盟和國家層面投資的影響，鼓勵整個歐盟的協同合作，交流最佳做法並共同定義

前進的方向，並聚焦醫療保健、自動駕駛、金融科技、先進製造、太空應用、智慧電網、

循環經濟和生物科技，以及犯罪活動調查等產業。

歐盟執委會於 2019 年 4 月對於 AI 系統的可信賴性初步凝聚共識，即必須滿足七個

關鍵要求:（1）人力機構和監督，（2）技術堅固性和安全性，（3）隱私和數據治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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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5）多樣性、不歧視和公平，（6）社會和環境福祉，（7）問責制。同時為《建

立以人為本人工智慧的信任》，AI 系統應綜合設計安全機制，以確保每一步的安全性都

經受得住檢驗，確保所有相關人員的身心安全。當前的產品安全立法已經支持針對產品

使用過程中產生的各種風險進行安全保護，可以通過適當的倡議，對《產品責任指令》

和國家責任制度進行調整，採用更明確的、涵蓋新興數位技術帶來的新風險的條款，以

提供更多的法律確定性。

執委會於 2020 年 2 月 19 日發布《關於人工智慧、物聯網、機器人對安全和責任

的影響報告》，該報告說明如何設計責任制度，並在必要時進行更改，以應對新興數位技

術帶來的挑戰。同時，執委會發布《人工智慧白皮書》，提出基於卓越和可信賴的人工智

慧基本架構，並計畫將與民營和公共部門合作，目的是在整個價值鏈上調動資源，通過

制定適當的激勵措施，加快包括中小型企業在內的人工智慧的部署。

綜合來說，歐洲人工智慧方法強調三大支柱，即領先技術發展並鼓勵公共和民營部

門的採用、為人工智慧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做準備、確保適當的道德和法律架構。

歐洲在人工智慧之研發方面，主要落實在展望計畫中。H2020 中關於資訊通訊技術

方面，將聚焦在人工智慧和歐洲工業及經濟數位化技術議題。另外，預計 2021 至 2027

年間推出的數位歐洲計畫，歐盟將發展高效能運算、人工智慧、網路安全、數位技能培

育和確保數位技術在整個經濟和社會中得到廣泛使用，以符合歐洲可持續發展目標和價

值觀等領域，強化數位轉型戰略能力、部署和增進人力資本能力等。

（四）數位經濟公平稅

執委會於 2018 年 3 月公布數位經濟公平稅（即歐盟數位稅）新規則草案，以確保

在歐盟以公平和成長友好的方式對數位業務活動徵稅，提出大型公司通常擁有較多使用

者並掌握較多使用者產生之資訊，使用者貢獻之價值較高，課稅事實較顯著；且此遵循

成本對小型或新創事業而言負擔過重，應避免對其課徵數位稅，故針對全球年度總收入

為 7.5 億歐元，以及在歐盟總收入達 5,000 萬歐元之大型跨國公司課徵 3%數位服務稅

（Digital Services Tax）作為暫時性解決方案；並提倡「虛擬常設機構（virtual permanent

establishment）」概念來修改常設機構之定義作為長期性徵稅措施之基礎，並致力於達成

國際共識，導正國際間課稅利潤分配不公的現況。歐盟數位常設機構草案之認定要件和

門檻，即課稅期間源自於在該國提供數位服務之所得超過 7 百萬歐元；課稅期間，該數

位服務於該國有 10 萬以上之用戶；課稅期間於該國簽訂 3 千份以上之數位服務合約。

歐盟數位稅新規則草案中規定課稅交易可分為以下表列三類服務：
服務類別 服務內容 例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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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廣告服務 針對數位平台用戶發送目

標式廣告

廣告發送者若與平台提供者不同，應以廣告發送者作為

課稅主體以免重複課稅

線上媒介服務 提供數位平台供用戶相互

聯結、互動，其互動可能

包含買賣貨物或服務

排除通訊、支付軟體、影音平台、線上遊戲，惟若影音

平台所提供之數位內容係由使用者上傳，則屬課稅範

圍；線上市集平台之媒介服務係屬歐盟數位稅課徵範圍

內，然賣家銷售商品之收入則不屬數位稅課稅所得；透

過線上平台進行借貸、存款、投資理財、群眾募資等交

易活動另有他法規範，不在數位稅課徵範圍內

資料傳輸服務 傳輸於數位平台上收集之

用戶資料或用戶生成之資

料

排除為企業內部用途所做之客戶資料傳輸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德法兩國亦於 2018 年 12 月共同發表聲明，提出折衷方案，捨棄歐盟對數位服務全

面課稅的計畫，僅針對網路廣告營收課徵 3%稅金，並力促歐盟各國於 2019 年 3 月前採

納。法國在 2019 年執行數位稅，以此實施跨國公司將利潤轉移降低稅費的做法。許多

網路服務公司在全球多國設立分公司，利潤核算時往往會將大部分利潤轉移到稅率較低

的國家和地區申報財務，營收較高的地區稅費會相應降低。2018 年 10 月英國財政大臣

頒布數位服務稅草案，目的為確保源自英國數位服務使用者之收入應於英國當地納稅，

其稅率為 2%，並計畫於 2020 年導入。

執委會尋求全球解決方案必須實現對數位經濟的有效徵稅，它也應該易於管理並為

企業提供確定性，與單一市場的規則相容，並為歐盟及其成員國帶來好處。如果全球協

議有效的達成，歐盟會在內部協調實施，以減少符規成本並提高企業稅收的確定性。如

果到 2020 年底無法達成有效協議，那麼歐盟應該願意獨自採取行動。

五、結論

1987 年歐洲共同體委員會就通過「單一法案」，目標是建立單一市場。直到 1992 年

底才完成多項立法，1993 年法律開始生效奠定單一市場的建立基礎。歐盟執委會 2005

年提交歐洲單一數位市場之策略，目標是補充和落實歐盟單一市場，至 2019 年完成多

項立法，但仍未全部生效。

2019 年執委會新執政團隊推出了歐洲適應數位時代策略，隨後在 2020 年推出了歐

洲數據戰略和歐洲人工智慧戰略。數據戰略旨在實現真正歐洲數據單一市場的願景，有

效執行歐盟法律，並且所有數據驅動的產品和服務都符合歐盟單一市場的相關規範。人

工智慧戰略旨在構建基於卓越和信任的可信賴人工智慧架構，並與民營和公共部門合作，

目的在於調動整個價值鏈上的資源，通過制定適當的激勵措施加快人工智慧的部署。

執委會還推出數位歐洲計畫，預計 2021 至 2027 年間將投入 92 億歐元用於發展高

效能運算、人工智慧、網路安全、數位技能培育和確保數位技術在整個經濟和社會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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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廣泛使用以符合歐洲雄心勃勃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和價值觀等領域，以強化數位轉型策

略能力、部署及人力資本等能力。

至於數位服務法將於 2020 年第四季提出，以處理平台在經濟和整個社會中所扮演

的複雜角色，在帶來利益的同時，還需要更清晰、更新的法律架構，以激勵所有參與者

遵守公平競爭的規則並承擔應有的責任。歐盟數位稅規則草案於 2018 年就提出了課稅

和數位常設機構認定門檻，以及課稅之服務類別。執委會尋求數位稅全球的共同解決方

案，但會在內部先協調實施，如果到 2020 年底全球共同解決方案無法達成有效協議，

歐盟應該願意獨自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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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美國否決替代 WTO 上訴計畫方案

美國於 6 月 5 日停止建立新的 WTO 部門以管理替代性爭端解決計畫之工作，該計

畫已經歐盟、中國澳洲及其他數個國家同意，取代目前已無作用的上訴機構。美國駐

WTO 大使謝依（Dennis Shea）在一封長達三頁、致 WTO 秘書長阿茲維多（Roberto

Azevêdo）的信中表示，美國反對建立一個有利於中國大陸—歐盟安排（China-EU

arrangement）的參與者的新 WTO 部門，以及為多方上訴仲裁之過渡期安排（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 MPIAA）派任專用人員。美國認為，鑑於對安排

中設定的程序，預期其得以使用的機會有限，為 MPIAA 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支持機構尤

其不適當。此舉重擊歐盟由 WTO 常規預算中確保此安排資金的努力。

信中，華府猛烈抨擊 MPIAA，認為《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DSU）第 25 條並無法源提

供成員指示 WTO 秘書長對仲裁人提供 WTO 秘書處之支援，亦無此項支援之條款，而

此即為中歐安排所要做的。根據美方說法，MPIAA 預見支援機構將與 WTO 秘書處人員

及支援小組的 WTO 處室完全分離，因此，若成員想要為其爭端決議有分開的工作人員，

這些成員（而非所有成員整體）費用應自行負擔，且不應允許成員在 WTO 內創建獨立

於秘書處的專屬的支援機構，還要求其他成員買單。

華府方面表示，歐盟、中國大陸及其他成員依據 DSU 第 25 條創建 MPIAA，此機

構將會被授權對這些成員之間的任何爭議進行上訴審查，然而，儘管美國不反對 WTO

成員利用第 25 條或其他非正式程序來幫助解決爭端，中歐安排（MPIAA）包含甚至強

化上訴機構最不當的作法，例如削弱上訴報告審理期限的強制力等，而非予以改革；此

安排旨在為賦予自己虛偽的上訴機構權威，同時侵犯非參與成員（例如美國、日本、韓

國、印度、南非和印尼等）的權利。謝依表示，美國亦反對將 WTO 預算資金用於此一

明顯並非單純第 25 條仲裁的程序。基於 WTO 爭端解決制度是為了確保對爭端可得到

積極的解決方案而建立的，因此，若能夠獲得這樣的積極解決方案，美國將支持這種安

排。

此外，美國亦認為 MPIAA 藉由將「一致性」（consistency）作為決策的指導原則以

推行判例的使用，使得此一並未在 DSU 中出現的用語，成為仲裁人一致的明確目標，

並提出程序以推進該目標；而 MPIAA 的仲裁人被鼓勵透過訴訟建立法律體系，而非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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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於協助當事各方尋求積極解決爭端。基此，美方認為此即表示某些會員偏好 MPIAA

的真正目標並非為自己解決爭端，而是建立一個替代的上訴機構，作為將來任何 WTO

上訴機構的模型。再者，其亦反對使用 WTO 資源支持非屬仲裁行為本身的功能，例如

動員 WTO 數個機構主席選任及維持仲裁人員庫（pool of arbitrators），或使仲裁人能彼

此討論解釋、實務及程序等。

另一方面，歐盟大使馬查多（João Aguiar Machado）則是邀請秘書長阿茲維多及其

他 WTO 機構的主席在「個人能力」範圍內，協助 MPIAA 成員選任仲裁人。對此，總

理事會主席紐西蘭大使沃克（David Walker）已回覆因行程因素不克出席。

馬查多解釋，根據上訴仲裁程序，將由參加成員根據 MPIAA 附件 2（Annex 2，即

pool of arbitrators）組成的 10 名常設上訴仲裁人中選出的三名上訴仲裁人審理上訴；此

外，每個參與成員可提名一名候選人，此候選人將經過預選程序，以確定仲裁人之專業

能力。預計在提名截止日期屆滿後的一個月內，完成預選程序。

【由劉真妤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0年 6月 8日】

▲COVID-19 大流行期間的全球經濟展望：變化的世界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自 2020 年 1 月起，侵襲世界各國

已數月餘，疫情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感染數百萬人，並使經濟活動幾乎停滯。外界對世

界經濟以及主要大國的經濟評估自 1 月以來不斷下修，世界銀行（World Bank）在其 6

月最新出版之《全球經濟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指出，2020 年全球 GDP 成

長將萎縮 5.2%，這是 80 年來最嚴重的全球衰退。儘管各國政府在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持

下，做出了巨大努力來應對經濟下滑，但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疫情引起的嚴重衰退將

因減少投資留下長期的傷疤，停班停課甚至失業將侵蝕人力資本，以及全球貿易和供應

鏈將碎片化。

2020年先進經濟體之經濟成長預估將萎縮7.0%；而新興市場經濟體則將萎縮2.5%，

衰退的程度，對許多國家來說，堪稱 150 年來之最。若以地區來看，東亞和太平洋地區

的經濟成長將僅增長 0.5%；南亞將衰退 2.7%；撒哈拉以南非洲將衰退 2.8%；中東和北

非將衰退 4.2%；歐洲和中亞將衰退 4.7%；拉丁美洲將衰退 7.2%。經濟的蕭條預計將使

成千上萬人陷入極端貧困。

假設新冠肺炎的傳播能得以緩解，部分國家可在 2020 年中前取消國內減災

（mitigation）措施，在 2020 年下半年緩解不利的全球溢出效應，並避免發生廣泛的金

融危機。此種情況下，到 2021 年，全球經濟預期可以恢復成長 4.2%。然而，這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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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較為樂觀的；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並且各國對行動的限制擴大或重新實施，那麼

衰退可能會更加嚴重。企業可能將難以償還債務，破產和違約可能導致許多國家發生金

融危機。在這種不利情況下，2020 年全球經濟成長可能衰退近 8%。

整體而言，面對此令人不安的前景，各國決策者的當務之急是解決健康危機並遏止

短期經濟損害。從長遠來看，一旦危機解除，當局需要進行全面的改革計劃，以改善經

濟增長的基本動力。短期和長期重建的政策包括加強衛生服務以及制訂針對性的刺激措

施以幫助經濟重新增長等等。而全球共同的協調與合作，以阻絕病毒擴散與減緩經濟損

失等，在恢復全球經濟動力上亦是至關重要。

【由巫佩蒂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World Bank，2020年 6月 8日】

▲COVID-19 提高了全球永續能源解決方案的緊迫性

國際能源機構（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聯合國統計司（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UNSD），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世界衛生組織（WHO）於日前共同發布《能源進度

報告》（Tracking SDG 7: The Energy Progress Report），呼籲全球為了在 2030 年前實現永

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各國必須維持已經取得的成就，並

加快為所有人實現可負擔、可靠、永續和現代能源之努力。

報告指出，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危機開始之前，永續發展目標 7（SDG

7）的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展，包括全球無法使用電力的人數顯著減少，可再生能源

發電大力發展，以及能源效率提高等。然而，這些成果尚不足以到 2030 年實現永續發

展目標 7 的主要目標。根據統計，全球無法獲得電力的人數從 2010 年的 12 億下降到

2018 年的 7.89 億，在 COVID-19 危機開始之前，估計仍有 6.2 億人到 2030 年之前無法

獲得電力，其中 85％位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因此到 2030 年普及能源之 SDG 7 目標恐無

法實現。

此外，SDG 7 的其他子目標也同時偏離軌道。2017 年仍有近 30 億人無法獲得乾淨

的烹飪，主要是在亞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此種情形之改善自 2010 年以來即停滯

不前，每年因吸食烹飪煙霧而死亡的人數超過數百萬人；儘管風力和太陽能發電迅速增

長，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結構中的比重仍在逐步提高，但為了接近 SDG 7 所設定的目

標，必須加快所有部門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尤其是供熱和運輸方面的進展遠遠落後。在

提升能源效率方面，繼 2015 年至 2016 年全球能源效率取得重大進展之後，步調已有所

放緩，必須積極改善速度。加快所有地區和部門的步伐需要各國更高的政治意願，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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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長期的能源規劃，增加更多公共和私人融資，以及投入適當的政策和財政激勵措施，

以促進新技術的發展。

根據報告對全球 SDG 7 子目標一（SDG 7 A.1）進度的追踪，流向開發中國家支持

清潔和可再生能源的國際資金自 2010 年以來大幅成長，2017 年達到 214 億美元，但其

中卻只有 12%流入低度開發國家，造成該等國家實現 SDG 7 各項目標的進度最為落後。

鑒於偏遠、農村、貧困和脆弱社區大量人口難以獲得相關資源，報告再次重申可靠的數

據資料對於各國政府的決策有其重要性，並且呼籲應透過國際合作進一步加強國家能力

以提高數據資料品質。

報告總結，COVID-19 的發展促使全球在可負擔的永續能源方面發生嚴重不平等的

現象，電力一直是許多國家因應公共衛生緊急狀況的關鍵基礎，但是全球仍有數億人仍

然無法獲得基本電力，其中大部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際能源局表示，即使在 COVID-

19 危機之前，世界也未能實現永續能源目標，在 COVID-19 之後，此目標可能變得更加

難以實現，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世界銀行亦表示，獲得可靠的能源攸關生命，

尤其是在 COVID-19 危機的背景下，此不僅對於預防和應對大流行至關重要，同時對於

確保國家經濟與民眾生活之重建復原與復甦亦是關鍵。報告建議，在 COVID-19 後時代，

各國應以建立彈性、公平和永續經濟為首要之務，此亟需國際社會共同合作，彌補各國

之間能源取得落差問題，並將永續能源作為經濟刺激和復甦措施的核心議題。

【由蘇怡文報導，取材自世界銀行，2020年 5月 28日】

各國消息剪影

▲美國公布更嚴格的購買美國貨條款和考慮制定產業政策

美國貿易代表萊泰澤（Robert Lighthizer）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已清楚顯示，美國須有自己的產業政策，以防在危機時期依賴進口

的問題再度發生，而此即為川普（Donald Trump）總統希望將供應鏈帶回美國的原因。

在這次疫情危機結束後，美國將制定產業政策，重新找到美國的定位。未來美國在

任何危機中都將確保能在國內製造所需物資，無論是採取補貼、關稅或其他手段來達成。

此次疫情爆發初期，美國發現國內醫護人員所需的個人防護設備有賴進口，川普總統亦

希望減少美國對進口藥品的依賴。

此外，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大陸產業政策感到不滿，雖然最近香港出現緊張局勢，

但萊泰澤對於現行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感到滿意。他表示，即使疫情造成全球經濟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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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中國大陸仍持續履行協議，在達成結構性變化方面做得相當好，且近幾週中國大陸

已購買大量美國農產品。雖然新聞報導援引中國大陸官員發言，表示北京方面已經停止

購買美國農產品，以回應川普總統對中國大陸和香港官員實施制裁的決定；但實際上，

中國大陸已購買了價值 1.85 億美元的美國大豆。

另外，川普總統最近再次表達了對 WTO 的不滿，然而萊泰澤表示，美國不應退出

全球貿易組織，此外，美國和英國自由貿易協定將於今（2020）年 6 月舉行下一輪談判。

在投資方面，眾議院交通運輸和基礎建設委員會主席迪法索（Peter DeFazio）於今

年 6 月 3 日發布新的基礎建設投資法案，其中包含更嚴格的購買美國貨條款；並針對 9

月 30 日即將到期之《美國環境和地上交通運輸投資新願景法案》（Investing in a New

Vision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Surface Transportation in America Act）於 6 月 17 日進行最

後審議。

在購買美國貨和其他採購改革法案方面，內容包括為期五年的緩衝期，以便產業有

時間進行調整；填補法律不足，使超過 70%國內含量的零組件可享有與 100%國內含量

相同之優惠，並增加激勵措施，為超過 70%國內含量的零組件提供額外 10%國內含量，

以及為超過 75%國內含量的零組件提供額外 15%國內含量；並且允許將最終組裝成本計

入國內含量計算中，以減少業者將其在美國進行最終組裝之可能性降至最低。

此外，在採購方面，除了為使用國內電池的電動巴士提供額外的 2.5%獎勵，並由聯

邦大眾運輸局（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 FTA）進行鐵道車輛認證以減輕運輸機構

負擔外，往後只需經過一次認證，毋須逐個契約加以認證，可消除購買美國貨的規範差

異，並由美國運輸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IG）監察長（Inspector

General, IG）進行年度稽核。

【由鐘雲曦報導，取材自 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0 年 6 月 5 日，2020 年 6 月 4

日】

▲越南國會正式批准與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

越南國會全體會議於 2020 年 6 月 8 日分別以 94.62%和 95.65%贊成票通過《歐盟越

南自由貿易協定》（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EVFTA）以及《歐盟越南投資保障

協定》（EU-Vietnam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EVIPA）；此協定將於 6 月 30 日簽

發，並自此在 30 天内正式對歐盟與越南生效。接著，越南國會將交由越南政府落實這

兩項協定的相關細節與承諾。在 2019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對越南經濟造成

諸多負面的影響下，這兩項協定的通過被期待可讓越南快速恢復經濟成長、吸引更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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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的投資、實現供應鏈多元化、減少對少數市場的過度依賴等。

早於 2020 年 3 月 30 日，歐盟議會已經通過 EVFTA，使得越南成爲繼新加坡之後

第二個與歐盟達成自由貿易協定的東協國家。EVFTA 被越南官方評爲一項全面性、高

品質、互惠、符合 WTO 相關規定之新型自貿協定。越南工商部長陳俊英（Trần Tuấn Anh）

對此表示，EVFTA 的簽訂標誌著越南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的重要里程碑，越南藉此可

以與歐盟 27 個成員國進行合作，有助於提高越南的經濟成長率、推動越南與歐盟的進

出口貿易、投資、以及提升越南的科技發展程度等。

據估算，EVFTA 在生效的前 5 年有望將越南的 GDP 提高 2.2%至 3.3%，在 10 年後

可提高至 4.6%至 5.3%。EVFTA 也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預計每年新增 14.6 萬個工作機

會，可令數十萬越南人擺脫貧困。

越南工商部長陳俊英亦表示，EVFTA 在越南已經簽署的自貿協定中所獲得的優惠

是最高的。具體而言，協定生效後，歐盟將立即取消越南 85.6%稅項之關稅，占越南對

歐盟出口金額的 70.3%。7 年後，歐盟將取消越南 99.2%稅項之關稅，占越南對歐盟出

口金額的 99.7%。在歐盟對越南出口上，越南將取消歐盟 48.5%稅項之關稅，占歐盟對

越南出口金額約 64.5%，其他稅項將在 10 年内逐步取消。

歐盟是越南十分重要的貿易夥伴。據越南海關總局的統計數據，越南—歐盟的雙邊

貿易總額由 2000 年的 41 億美元增加至 2019 年的 564.5 億美元，足足成長了 13.7 倍。

其中，2019 年越南對歐盟出口 415 億美元，自歐盟進口 150 億美元，歐盟長期位居越南

第二大出口市場，出口產品以紡織與鞋類、手機、電腦、農產品爲主。是故，協定生效

後將為越南出口產品打開歐盟市場，尤其是紡織與鞋類將從中大大受益。紡織與鞋類占

越南對歐盟出口金額的 20%，而 EVFTA 生效後，歐盟將在 5 年内取消約 77.3%產品的

關稅，在 7 年後，取消剩餘的 22.7％產品的關稅。

在投資方面，EVIPA 的簽訂也有助改善越南經商與投資環境、推動各項法律法規之

改革等，進而可吸引更多自歐盟各國的投資，尤其是接收到高科技、環保產業的投資。

據越南計劃與投資部的統計，截至 2019 年底，歐盟對越南的累計投資金額為 275 億美

元，核准投資項目 2,500 個。對歐盟投資者而言，越南是一個充滿吸引力的新興市場，

在區域内越南經濟年成長率長期名列前茅，且越南的中產階級也在不斷地增加。基於此，

越南歐盟商會（EU Chamber of Commerce）會長奧迪耶（Nicolas Audier）指出，早在 3

月歐盟議會甫通過 EVFTA 之後，諸多歐盟企業、集團已經紛紛在越南成立辦事處以掌

握商機。

值得一提的是，歐盟的投資往往附帶企業社會責任、環保、勞工等高標準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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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一方面可以促進越南經濟成長，另一方面也能夠確保越南的永續發展，營造良好

的擴散效果，使得越南可避免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越南工商部長陳俊英亦表示，

EVFTA 以及 EVIPA 爲越南落實各項改革、進一步開放市場進入、完善法律制度、以及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奠定重要基礎。

【由阮功松綜合報導，取材自 VnExpress、Zing News，2020 年 6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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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服務政府採購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n Services

係指政府各機關為管理進行之工程、財物及服務等採購案，而進行之服務政府採購，

其範圍限於以服務之採購為主。依 GATS 第十三條規定，政府機構為管理目的進行之服

務採購不受最惠國待遇、市場開放及國民待遇之規範，惟此政府採購服務不得作為商業

性轉售或於提供商業服務時使用。又 WTO 會員在 WTO 協定生效後二年內已開始針對

服務政策採購規範進行多邊諮商談判，惟至 2008 年底為止尚未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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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Arbitration Costs: Myths and Realitie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網址： 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arbitration-costs-

9780190054434?cc=tw&lang=en&#

摘要：
This book uses insights drawn 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hard data to explore

the reality of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identify core demographics and basic

information on outcomes, and drill down on the costs of parties' counsel and arbitral

tribunals. With an intelligent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hat speaks to ongoing

reform at entities like the World Bank's ICSID and UNCITRAL, this book provides

the most up-to-date study of investment treaty dispute settlement, offering new

insights that will shape the direction of investment treaty and arbitration reform

more broadly.

期刊介紹

篇名：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ilateral Bailouts

出處：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ume 74, Issue 1, Winter 2020 , pp. 1-29

作者： Christina J. Schneider and Jennifer L. Tobin

摘要： IMF loans during times of financial crisis often occur in conjunction with bilateral

financial rescues. These bilateral bailouts are substantial in size and a central

compon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uring financial crises. We analyz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ilateral bailouts and study the trade-offs that potential

creditor governments experience when other countries find themselves in financial

distress. We test our hypotheses using an original data set on bilateral bailouts by

the G7 countries to countries that experienced financial crises between 1975 and

2010. The findings of our statistical analysis support our theoretical argument and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 complex

structure during financial c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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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arbitration-costs-9780190054434?cc=tw&lang=en&
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arbitration-costs-9780190054434?cc=tw&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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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濟規則
顏慧欣

1.貿易救濟措施之發展背景

2.多邊貨品貿易救濟措施規範

3.結語: 多邊貿易救濟規則之前景與挑戰

https://taiwanlife.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7&id=2147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23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95期（20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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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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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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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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經院第二研究所 6/19 6/22

新冠疫情下日本經濟的光與影

中國大陸 5G 垂直應用之發展趨勢—以 5G+工業物

聯網為例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6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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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協進會 6/26 6/30 企業數位轉型新視界-思維與行動 https://tinyurl.com/y8pkda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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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hktdc.com/dm/aff/2021/webinar.html
http://info.hktdc.com/dm/aff/2021/webinar.html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6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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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yurl.com/y8pkda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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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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日關係協會科技委員會 7/1 7/2
台日智慧社會生活科技應用策略研討會─東奧科技之

展現

http://www.tnst.org.tw/front/bin/ptdetail.p

html?Part=3-150&Rcg=100003

工商協進會 7/8 7/8 新冠肺炎之後台灣經濟的展望
http://www.twcsi.org.tw/infomation_detail.

php?Iid=1275

外貿協會 7/8 7/8 【新竹】國際市場開發與通路經營策略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0

9070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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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TaiwanDisplay

http://www.tnst.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3-150&Rcg=100003
http://www.tnst.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3-150&Rcg=100003
http://www.twcsi.org.tw/infomation_detail.php?Iid=1275
http://www.twcsi.org.tw/infomation_detail.php?Iid=1275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090708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09070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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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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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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自洽詢 8/20-23 ⾺來⻄亞銀髮健康照護展
https://www.agexpo.com.tw/zh_TW/index.

html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8/27-28 2020 年愛沙尼亞塔林科技產業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Latitute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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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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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indesig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aiwanindesign
https://www.agexpo.com.tw/zh_TW/index.html
https://www.agexpo.com.tw/zh_TW/index.htm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Latitute5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Latitute5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NH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N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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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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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 9/15-25 2020 年拉丁美洲線上貿易暨布局訪問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l

atam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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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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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amonlin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latamonlin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PHARMEDI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PHARMEDI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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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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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7/24 11/1-30 2020 五金業赴荷波俄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NP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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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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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P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P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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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JP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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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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7 月 12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6/18 四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6/19 五  Informal Open-ended Council for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6/24-26 三～五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Informal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6/29 ⼀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7/1 三
 Informal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Committee on Specific Commitments

7/3 五  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

7/10 五  Informal Committee on Market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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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二
WB: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Contexts: Fighting the Pandemic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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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