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1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01期（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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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及 RTA 中心)

WTO 及 RTA 電子報第 701 期

目 錄

目 錄 ................................................................................................................... 1

小編快報 ............................................................................................................... 2

專題 ....................................................................................................................... 3

新冠肺炎疫情之⻑期影響及新常態趨勢 ..........................................................................3

國際經貿焦點 ..................................................................................................... 10

全球與區域焦點 .................................................................................................................. 10

▲WTO秘書⻑選任程序進⾏中.......................................................................................10

▲美國與巴⻄於WTO總理事會對市場導向條件認定標準進行提案 ....................11

▲WTO發布成員採取限制進口措施之進展.................................................................12

▲APEC貿易部⻑宣⾔強調因應疫情仍應保持貿易開放...........................................13

各國消息剪影 ...................................................................................................................... 14

▲川普表示疫情爆發後《美中經貿協議》對其而言意義已不大 ............................14

經貿大辭典 ......................................................................................................... 16

新知園地 ............................................................................................................. 17

E-Learning 線上學習平台 ................................................................................ 18

活動快訊 ............................................................................................................. 19

國際經貿行事曆 ................................................................................................. 24



2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01期（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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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編快報

炎炎夏日待在冷氣房裡最好啦～來參加研討會，吹涼又能充實國際經貿產業訊息！趕快看看

下面「國內相關活動訊息」有什麼可以報名，別忘要支持我們舉辦的活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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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新冠肺炎疫情之長期影響及新常態趨勢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李淳 副執行長

全球疫情有逐漸受控的趨勢，加上各國紓困振興方案，疫情對經濟影響應會逐步緩

解。然而有些長期性影響已開始浮現。本文以新冠肺炎對全球供應鏈以及商業模式二個

面向分別探討可能的長期影響，指出原本即有重整變革壓力的全球供應鏈，將因疫情而

會加速重整，以提升其韌性。此外公衛安全考量也會加速供應鏈之重整。

一、前言

目前除少數國家外，全球疫情有逐漸受控的趨勢，加上各國都祭出史無前例的紓困

振興方案作為因應，同時疫苗亦已進入人體試驗階段，故短期雖然影響很大，但隨著疫

情退去後經濟情勢應會逐步緩解。然而有些長期性影響也已開始浮現，使得「後新冠」

時代全球經貿新局成為一個受到關注的課題。

許多關於「後新冠」世界秩序的討論，國際意見極為分歧；一派認為原本已經脆弱

的全球化會更加式微，一派則指出武漢疫情正好凸顯國際合作的意義，比較確定的是全

球化的定義及運作模式將從此改寫。本文以下以新冠肺炎對全球供應鏈以及商業模式二

個面向分別探討可能的長期影響。

二、全球供應鏈加速重整，提升韌性

（一）疫情前已出現供應鏈縮短趨勢

過去 30 年來全球供應鏈架構越來越深化，分工（分包）網絡日趨複雜、衛星工廠

及國家越來越多，供應鏈管理本身就已成為一種「營業秘密」，而台商在此一階段不斷勝

出，很多時候正是靠供應鏈管理的 know-how。然而專業分工越細，脆弱度也越高，致使

一個環節出錯，整個鏈條就會停擺。

在疫情爆發前，World Bank 及 WTO 等國際組織聯合出版之《2017 全球價值鏈發展

報告》便指出 2011~2015 年間全球生產活動正出現幾個改變：（1）國內生產與傳統貿易

生產比重上升；（2）簡單 GVC（global value chains，全球價值鏈）與複雜 GVC 生產比

重下降（3）以製造業而言，中美德等國與 GVC 有關的生產比重下降，而純粹國內生產

與傳統貿易生產比重在上升；（4）複雜 GVC 的生產製程數目在減少，但國內生產、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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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貿易生產與簡單 GVC 的生產製程在增加1。亦即是，在以下因素的驅使下，全球生產

網絡及製程開始萎縮，出現「在地生產、短鏈調整」現象2：

1. 美國、歐盟等先進國家之製造業回流政策誘因，加速在地生產程度。

2. 海盜、朝鮮半島及南海等安全及地緣政治衝突，促使企業以分散供應來源、在

地生產方式，提升供應鏈安全及改善脆弱度問題。

3. 中國大陸等新興國家中間財自製率的提升，更多的中間財可以在其國內製造，

對於跨境中間財貿易的需求減少；

4. 環保要求：歐盟碳足跡稅不利於過程的供應鏈。

5. 各種自動化、AI、3D 列印等降低生產成本的科技突飛猛進，降低在地生產及

短鏈生產的成本。

在美中貿易戰之前，企業及產業對這種趨勢的感受及領域各有不同；「在地生產、短

鏈調整」對許多企業而言只是一種未來新知。在美中貿易戰從口水走向真槍實彈，科技

戰也越演越烈後，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發現，不但供應鏈結構要重新檢視、移動才能

避險，在地生產、短鏈調整可能已是無可迴避的問題。

（二）新冠肺炎彰顯供應鏈效率及韌性再平衡之重要性

武漢肺炎疫情導致中國大陸製造業接近停擺，再度凸現出供應鏈脆弱度及韌性的問

題。基本上，這次危機彰顯出三個供應鏈脆弱的老問題，一是「國家集中」問題，一是

「區域集中」問題，第三是低庫存。以台灣為例，80%的資通訊產能在中國大陸，LED

生產也近 5 成，停機短期的大傷無法規避，事後怕元氣也要很久才能恢復。區域集中問

題可以本田（Honda）汽車為例，其在中國大陸的合資企業「東風本田」3 座工廠均集中

在湖北武漢周邊，成為這次衝擊最大的外資汽車廠3。最後低庫存與「即時製造」（Just-

in-Time manufacturing）過去為豐田生產模式（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TPS）的特色，

優點為降低生產成本（或是成本移轉給供應商），缺點則為面對新冠肺炎之天災時便可

能因下游無法供貨而導致整個生產線停擺4。

有國家、區域集中結構以及採用 TPS 生產的廠商，並非不了解集中度之風險及脆弱

1 World Bank, WTO et al., 2017.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2 中經院 WTO 及 RTA 中心，2018 年。「全球貿易與投資結構改變對我國之影響及政策意涵探討：以

美、歐、中國大陸及東協為例」，107 年度專題研究。
3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075424，以及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2/coronavirus-china-automotive-industry/
4 https://www.bain.com/insights/supply-chain-lessons-from-covid-19/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07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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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問題，而是在傳統製造科技中，集中度及 TPS 往往能帶來顯著的規模經濟效益。面對

陸續來到的在地生產、美中貿易戰及疫情衝擊，但強化供應鏈風險管控能力及韌性

（resilience）已成為企業甚至一國經濟之關鍵改革重點；OECD 將此改善稱之為「處理

經濟挑戰之新方向」（New Approaches to Economic Challenges, NAEC） 5。

供應鏈韌性可簡要定義為「特定系統面對無預期破壞干擾事件的調適及恢復能力」

6。其中關鍵因素包含恢復之速度及恢復之程度。因而在後新冠時代之調整關鍵，並非完

全放棄規模經濟及生產效率，而是調整尋求規模及韌性之間的平衡點。對此，OECD 針

對「處理經濟挑戰之新方向」指出，企業必須開始有以下的布局調整以強化韌性7：

1. 加速數位科技之轉型導入（Digital transformation）及對新生產科技的接受及了

解，提升藉由大數據、AI 及物聯網等科技對供應鏈管理、弱點及風險評估能力，

以數據建立集中度及強化韌性及最適庫存之評估架構，以便客觀了解差異並支

持做出決定。

2. 透過加速「去中心化、分散式」（De-Centralization and Distributed）供應鏈的布

局規畫，以便在重要環節建立「防火牆」及其他「阻斷機制」，以避免一個環節

的問題導致整體供應鏈之癱瘓。

3. 加速自動化生產速度，提升因應天災疾病等導致之干擾的恢復力。

4. 加速導入能夠支持分散式供應鏈的管理架構、資訊系統及管理人才。

在前述因素下，日本政府日前便宣布編列近 2,435 億日圓預算，用以補助將供應鏈

自中國大陸遷離的日資企業。今（2020）年 7 月日本經產省已宣布第一批遷移企業，其

中如夏普及 Iris Ohyama等 57 家企業獲得總計 574億日圓的補貼將生產線遷移回日本，

另外 30 家公司也將獲得政府補助將工廠轉移到越南、緬甸、泰國或其他東南亞地區。

必須注意的是，對於頂層廠商（亦即如蘋果電腦、Walmart 等下單的品牌或通路商）

而言，面對供應鏈調整需求時有二個可能的解法，第一是「協力共生」，協助供應鏈各層

級關鍵供應商進行前述生產及供應佈局調整，第二是「更換供應商」，直接尋找更多元且

5 OECD, 2020. A systemic resilience approach to dealing with Covid-19 and future shocks: New
Approaches to Economic Challenges （NAEC）, April 2020.
6 J. P. Ribeiro and A. Barbosa-Povoa, 2018.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Definitions and quantitative
modelling approaches: A literature review”,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115, pp.109–122.
7 綜合參考 OECD 、Bain 以及 Baker McKenzie and Oxford Economi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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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前述韌性能力的替代供應來源8。對於台商而言，若要維持在供應鏈之參與地位，最

佳選項當然是與頂層廠商建立「協力共生」關係，但同時亦須自我強化落實前述韌性機

制的導入，以一方面建立與頂層業者之信任感，他方面亦可開發尋找新供應商業者之商

機。

三、公衛及經濟安全考量下之供應鏈變遷趨勢

另一個與供應鏈變革有關之趨勢，則是基於公衛安全考量的供應鏈變遷。疫情擴散

如此迅速，使得「公衛安全」（以及其他關鍵物資）及更廣泛的經濟安全議題受到各國廣

泛的重視，對全球貿易及投資的衝擊難免。如同能源及糧食安全，現階段關於公衛安全

的討論，也強調「自給率、戰略存量」等概念的討論。

美國川普（Donald Trump）總統於 2020 年 5 月 14 日發布之聲明，便指出疫情反映

出美國過度仰賴進口造成之衝擊，因此將重建美國對於醫衛產品之下世代戰略國家庫存

（Strategic National Stockpile, SNS）機制，並將以在地化產能作為 SNS 之支柱，以降低

對進口商品的仰賴9。在配套之行政命令中，川普總統授權「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DFC）執行長採取包含提

供貸款在內之必要措施，建議能處理類似新冠肺炎事件所需戰略資源的國內生產能量，

包括加強美國及其領土內的相關供應鏈之建立，以建立、維護，保護，擴展和恢復美國

相關工業基礎能力。10事實上，澳洲、日本及歐盟國家均出現類似檢討思維。

糧食及能源安全的自給率制度相對清楚，公衛安全自給率的定義、範圍、對象及方

式則還在醞釀階段。未來更可能出現民族主義、保護主義論者藉此理由重新包裝，並將

這種自給率思維延伸擴大到其他所謂「戰略性產業」去。不管未來各國如何定義，任何

自給率機制，都是一種排斥外國貨、外國人，與全球供應鏈背道而馳的制度，不利於跨

境貿易與投資。

相反的，為因應新冠肺炎所帶來之全球及區域經濟封鎖及其衝擊，已有許多國家開

始推動區域性合作機制，作為降低影響，加快恢復速度之基礎。例如由加拿大發起之「因

應 COVID-19 部長及協調小組」（Ministerial Coordination Group on COVID-19, MCGC）

便於 4 月中旬由巴西、加拿大、法國、德國、印尼、義大利、墨西哥、摩洛哥、秘魯、

8 Baker McKenzie and Oxford Economist, 2020. Beyond COVID-19: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Holds Key to
Recovery: https://www.bakermckenzie.com/-/media/files/insight/publications/2020/04/covid19-global-
economy.pdf
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ensuring-strong-national-
stockpile-industrial-base-needed-meet-challenge/
10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eo-delegating-authority-dpa-ceo-u-s-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finance-corporation-respond-covid-19-ou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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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新加坡、土耳其及英國貿易或經濟部長聯名發佈「維持必要全球連結共同聲明」

（Declaration of the Ministerial Coordination Group on COVID-19 on Maintaining Essential

Global Links）11，宣布將推動在醫療、疫苗、物流運輸、貿易及其他領域之全球合作，

並將持續推動自由貿易，並確保疫情管理措施滿足合比例、透明性及暫時性等要件，以

符合 WTO 規範並降低對全球貿易之干擾12。此外，新加坡亦與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及

南韓貿易部長，另外針對加速恢復雙邊及區域人流及物流，確保供應鏈恢復運作之共同

合作達成共識13。

四、低接觸經濟與數位貿易之興起

新冠疫情之影響層面的是全方位的，包括醫衛、經濟、心理及社會。而特別是在醫

衛及心理巨大衝擊後，改變了從此消費者的生活型態、價值觀與消費行為。其中短期內

因各種防疫措施導致企業及民眾在無被感染的安全情況下，才願意進行經濟消費活動的

心理狀態，很可能成為長期性的永久趨勢。Board of Innovation 顧問公司歸納這些長期

性改變包含14：

 職場上減少員工之接觸、市場減少與消費者之實體接觸。

 消費者及民眾減少任何與不特定對象之實體接觸、對產品及服務之衛生信任要

求增加。

 外帶服務需求大幅增加、電子支付（減少接觸貨幣）及遠距電商興起。

 減少個人或工作長途旅行安排。

以上趨勢將帶動「低接觸經濟」（Low-touch Economy）之興起。所謂低接觸經濟，

係指以「降低實體接觸、增進衛生安全」之考量所進行之生產、銷售、服務提供等調整。

「低接觸經濟」意味著現有生產、服務等經濟活動之調整，亦代表新的商機出現。現有

生產或服務之可能調整包含生產自動化、分散及遠距工作、無接觸銷售及服務（電商、

外送、遠距教學、遠距醫療、無人商店）、提高社交距離（餐飲、交通運輸、電影娛樂、

運動賽事等）及電子支付。

以電商為例，Board of Innovation 顧問公司分析發現，疫情前美國有超過 1/3 民眾

11 https://www.mfa.gov.sg/Newsroom/Press-Statements-Transcripts-and-Photos/2020/04/18042020-
Ministerial-Coordination-Group-on-COVID-19
12 前揭註，第 6 段
13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coronavirus-singapore-australia-canada-south-korea-new-
zealand-commit-to-resume-essential
14 Board of Innovation, 2020. STRATEGY REPORT: How companies can recover and grow in the new
normal: tps://info.boardofinnovation.com/hubfs/Low%20Touch%20Economy%20report%20gold%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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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利用過電商進行購物；疫情後上述「電商局外人」中，有 25%因新冠疫情而開始使

用電商購物。此外，遠距診斷醫療服務之需求亦會加速出現，並促使採用率之加速增長。

圖 1 低接觸經濟發展之趨勢案例

電商使用率加速趨勢

遠端醫療服務採用率加速趨勢

資料來源：Board of Innovation, 2020.

至於未來商機之出現方向，將受到生產、服務、政府法令及社會習慣等改變而決定

其觸發程度及機會大小。例如航空器及其他運輸工具之空間重新設計以因應社交距離、

無人商店之普及、遠距辦公設備租賃需求等。又未來因各種遠距互動科技普遍化，將出

現「逆向教養」（Reversed parenting）社會現象，亦即年輕子女需教導健康相對脆弱（亦

即低接觸需求高於子女）之年長父母，多利用這些新新科技服務來減少接觸風險。此一

「逆向教養」趨勢，便可能帶動過去所不存在之商機，包含高齡 IT 教育訓練、遠端監測

及支援、新金融保險商品等。

在此趨勢下，由於數位產品及數位服務本質上便屬於低甚至無接觸經濟活動，因而

勢將成為低接觸經濟新模式中的核心發展支柱。同時基於低接觸以及網路不受國界限制

之性質，低接觸數位商品及服務之提供者，有更多機會可以跨境方式提供，促進數位貿

易之發展空間。

五、結語

相對於亞太各國，台灣的集中度問題可能不遑多讓，因而於疫情之前，由於美中貿

易戰，台商供應鏈已有明顯遷移的趨勢。除回流臺灣外，台商一開始加速往東協各國分

散。新冠肺炎後此一趨勢極可能會持續加速。事實上台灣雖屬生產成本偏高地區，但仍

有供應鏈聚落完整、製造業人才充沛、基礎建設完整等許多其他國家所欠缺的優勢，因

而除台商外，其餘外商亦可能將台灣作為選項。日本野村機構（Nomura）觀察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8 月間在中國大陸進行供應鏈移轉的 56 家企業中之新據點，包含越南

（26 家）、泰國（8 家）、印度（3 家）、印尼（2 家），但台灣也有 11 家，僅略低於越南，

可見在這波跨國籍企業重新選定新投資定點時，不但是台商，臺灣也成為外國企業的選

100%

50%

0% 時間

目前

使用增長

速度加快

採用率

100%

50%

線上診斷服務

（E-therapy）

0% 時間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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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一，顯示我國投資生產及經營環境雖然成本較高，但仍有相當之競爭力。未來政府

將持續以「投資台灣 3 大方案」為基礎，提升台商及外商在進行供應鏈轉型佈局時之選

項，為臺灣帶來新一波投資浪潮。

此外，如何協助台商及外商供應鏈轉型及強化韌性，以及掌握低接觸經濟與數位貿

易之商機，亦將成為下階段重點工作。例如透過各種現有機制（例如協助中小製造業數

位智造升級轉型計畫），協助中小型企業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加速導入

智慧製造及供應鏈管理能量，便具有新的重要性。此外，透過臺美、臺歐盟、臺日等雙

邊對話合作機制，促成並深化台商與頂層廠商以「協力共生」，精神協助供應鏈各層級進

行佈局調整，避免斷鏈風險，亦屬重點。

最後，亦須思考如何推動台灣成為本區域及全球「可信賴夥伴」，亦即除成功防疫經

驗及產業實力組成「台灣隊」外，政府亦須尋求與主要市場建立「信任感聯盟機制（trust-

based alliance）」，爭取台灣成為可信賴夥伴地位，方能在各國重視公衛安全之際成功爭

取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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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WTO秘書長選任程序進行中

WTO 總理事會主席--紐西蘭大使沃克（David Walker）於 7 月 28 日通知各會員有關

秘書長選拔之篩選方式，將自欲取代阿茲維多（Roberto Azevêdo）的 8 位候選人中逐步

縮減人選。

此 8 位角逐 WTO 秘書長之位的人選，分別是：墨西哥外交部北美事務次長庫里（Jes

ús Seade Kuri）、奈及利亞前財政部長伊衛拉（Ngozi Okonjo-Iweala）、埃及前 WTO 服務

貿易處長馬杜赫（Abdel-Hamid Mamdouh）、摩爾多瓦（Moldova）前外交部長烏里亞諾

夫斯契（Tudor Ulianovschi），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長俞明希（Yoo Myung-

hee）、肯亞前外長、現體育遺產和文化部長阿米娜．穆罕默德（Amina C. Mohamed）、

沙烏地阿拉伯前經濟部長圖瓦伊里（Mohammad Maziad Al-Tuwaijri）、英國前國際貿易

大臣佛克斯（Liam Fox）。

沃克大使於 7 月 24 日發函給各代表團團長之電子郵件中，表示秘書長選任程序第

三階段將於 9 月 7 日開始，將聚焦於篩減候選人數及並就秘書長選派達成共識。沃克大

使提到，其將在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主席、宏都拉斯大使卡斯

蒂約（Dacio Castillo），以及貿易政策檢討機構（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TPRB）主席、

冰島大使艾斯派朗（Harald Aspelund）兩位促進人（Facilitators）的協助下進行工作。

根據熟悉選任事務人士透露，預期會採根據 2013 年阿茲維多當選時之方式選任，

遴選委員會極有可能採 3-3-2 規則，即第一輪淘汰三人，第二輪淘汰三人，最後以兩位

候選人進入決選。在 2013 年的選任過程中，時任總理事會主席的巴基斯坦大使巴席爾

（Shahid Bashir）曾表示「在某些方面存在對遴選過程的擔憂」，其於 2013 年 4 月 12 日

的聲明中解釋，以巴席爾為主席、三名成員組成的遴選小組，要求各會員列出數個偏好

人選，但不進行排名；這位前主席對會員表示，其領導的遴選委員會不會接受負面意見

名單。

巴席爾大使表示，每場「個別會議」（confessional）都只花了幾分鐘來認定可以在其

周圍建立共識的候選人，而評估個別會議的主要標準為每個候選人在會員中受到支持的

廣度，包括各地理區域以及 WTO 規定中普遍認可的會員類別群體，即低度開發國家，

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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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候選人阿米娜．穆罕默德，曾在 2013 年參選並於第一輪被淘汰，要求提供評

選數據，但當時沒有人提供；而即使在 2013 年的最後一輪遴選，據一前歐盟貿易官員

所述，歐盟的支持人選仍然不清楚，因為歐盟成員國各自分別支持墨西哥候選人布朗柯

（Herminio Blanco）及巴西候選人阿茲維多（Roberto Azevêdo），而據報墨西哥候選人得

到 27 個歐盟國家多數支持。

因此，有貿易官員認為，在這個「透明度」成為追求 WTO 改革的號角，即將卸任

的秘書長也宣布取消密室會議的時刻，即是公開每位候選人在每一輪選舉中受到偏好支

持票數的時機，以增強選拔過程的公信力。

【由劉真妤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0年 7月 27日】

▲美國與巴西於 WTO 總理事會對市場導向條件認定標準進行提案

美國與巴西於今（2020）年 7 月 23 日的 WTO 總理事會（General Council）上發表

聯合聲明，強調市場導向條件（market-oriented conditions）對自由、公平與互惠之全球

經貿體系至關重要，並提出若干認定市場導向條件之標準。據了解，美國於今年 2 月就

曾於 WTO 場域中提出總理事會決議（General Council Decision）草案（WT/GC/W/796），

同樣針對認定市場導向條件之要素進行提案；至於此次美巴的聯合聲明，則係根據該份

文件進一步提出市場導向條件之認定標準。

依據美國與巴西之聯合聲明，兩國對於市場導向條件提出以下 8 項認定標準，包含：

（1）企業可以依照市場訊號，自由決定價格、成本、投入要素、採購及銷售；（2）企業

可自由並依照市場訊號作出投資決定；（3）資本、勞力、技術及其他生產要素的價格係

由市場機制決定；（4）企業可自由並依照市場訊號對資本進行分配；（5）企業遵循國際

認定之會計標準；（6）企業遵循市場導向且有效之公司法、破產法、競爭法及私有財產

法，並得以透過公正法律程序主張其權利；（7）企業可自由取得資訊以進行商業決策；

以及（8）上述提及領域所進行之企業商業決策不會受到政府的干預。

針對前揭聯合聲明，美國與巴西均歡迎其他 WTO 會員參與連署。同時，美國駐 WTO

大使謝伊（Dennis Shea）表示，WTO 的成立宗旨，係為推動會員基於開放、市場導向政

策，以及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所設立之承諾，參與全球貿易系統；會員在 WTO

架構下，基於市場導向條件開放其國內市場予以其他會員進入競爭時，相信其他會員亦

將秉持相同原則，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此外，多年來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成員及 WTO 會員致力於進行市場機制（market-

based）改革，此舉反應出市場導向條件係 WTO 成員受惠於 WTO 承諾之必要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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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針對有會員指出市場導向之價值在於使政府使用法規干預市場，謝伊予以反駁，

並主張市場導向之原則乃為確保市場參與者的平等性。

另一方面，謝伊進一步表示，近期有會員以非市場導向之政策及措施破壞集體目標，

透過不公平的競爭條件損害其他會員的勞工及企業的權利，並揚言不想向其他會員提供

公平的競爭環境。倘若此事屬實，謝伊認為更有必要對相關議題進一步討論，且要求該

等會員解釋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下，為何有些會員不需要提供市場導向之條件。

儘管美國與巴西在聲明中雖未點明具體國家，惟美國近年來不斷指控中國大陸的補

貼政策、政府控制企業等措施嚴重扭曲自由經濟市場之秩序，應可推知聲明所指之會員

即為中國大陸。針對美巴聯合聲明，中國大陸駐 WTO 大使張向晨表示，WTO 的功能與

責任範圍相當明確，有關市場導向條件之學術性討論不應該在 WTO 架構下進行；且相

較於討論市場導向原則，張向晨認為 WTO 會員更應在 WTO 下對直接明確違反市場原

則之政策措施進行討論，例如基於國家安全而採取之保護措施，以及政府強制供應鏈回

流，破壞全球供應鏈秩序之行為。

【由王韻潔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0 年 7 月 24 日；U.S. Miss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eneva，2020 年 7月 23日】

▲WTO 發布成員採取限制進口措施之進展

WTO 秘書長阿茲維多（Roberto Azevêdo）於今（2020）年 7 月 24 日向成員提交與

貿易有關發展之最新年中報告。報告指出，WTO 成員採取新的和累積的限制進口措施，

繼續影響著全球貿易成長比例；在經濟體正需要從新冠狀病毒（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危機中重建貿易之際，這種情況令人擔憂。但另一方面，成員也已開始轉為

採取大規模的促進進口措施，同時縮減在疫情初期發生時所採取的限制措施。

從 2019 年 10 月中旬至 2020 年 5 月中旬期間，WTO 成員實施了 363 項新的貿易以

及與貿易相關措施，包含 198 項促進貿易措施以及 165 項限制貿易措施。其中，大多數

措施與新冠狀病毒（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疫情有關，共計 256 項約占總

數 71%，包含 147 項促進貿易措施以及 109 項限制貿易措施。與疫情無關的限制貿易措

施有 56 項，主要是增加關稅、禁止進口、出口關稅以及更嚴格的關務程序，涵蓋總值

4,231 億美元貿易額，是 2012 年 10 月以來第三高數值。與疫情無關的促進貿易措施有

51 項，主要是取消或降低進口關稅、取消進口稅、簡化海關程序以及降低出口關稅，共

計 7,394 億美元，高於上次報告記錄的 5,447 億美元，是 2012 年 10 月以來第二高數值。

此外，自 2009 年起實施並一直有效的進口限制措施，累計貿易額為 1.7 兆美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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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進口總額 8.7%。顯示 2009 年以來，這些進口限制措施所涉及的貿易總額或占世界

進口總額的比例，均持續增加。

在報告所述期間，WTO 成員和觀察員採取了 239 項貿易救濟措施，每月採取的貿

易救濟措施平均值略高於過去八年，同時，終止貿易救濟措施的月平均值為過去八年來

最低。其中，啟動反傾銷調查約占所有貿易救濟措施的 80%，其他措施包括保障措施和

反補貼措施。

在服務業方面，WTO 成員採取的大多數新措施是促進貿易措施。但許多新政策具

有貿易限制效果，包括與外人投資相關的領域以及被認為具有戰略意義或與國家安全有

關的領域。WTO 成員因應疫情採取的 99 項服務措施中，大多數是促進貿易措施。

在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SPS）和技術性

貿易障礙（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方面，WTO 成員通知的措施數量也較前期

增加，新通知大多由開發中國家提出。截至 2020 年 5 月 15 日，14 個 WTO 成員已針對

疫情提交了 53 份有關標準和法規的技術性貿易障礙通知，涉及範圍廣泛，包括個人防

護設備、醫療設備、醫療用品、藥品和食品。

報告也涵蓋了 WTO 成員在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方面的進展，部分成員實施具

體措施，旨在促進與疫情有關的衛生技術開發，以及鬆綁程序要件與行政事務截止期限。

【由鐘雲曦綜合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0 年 7月 27日；WTO，2020

年 7月 24 日】

▲APEC 貿易部長宣言強調因應疫情仍應保持貿易開放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貿易部長會議以線上

方式於今（2020）年 7 月 24 日展開，面對世界各國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而

產生的貿易限制措施，APEC 貿易部長強調貿易便捷化之重要性，並對 WTO 體制表達

支持，但亦認為 WTO 需要改革。

面對停滯的全球經濟，APEC 貿易部長認為會員應採取行動，幫助經濟復甦，根據

本次 APEC 貿易部長宣言，重申今年 5 月 5 日因應 COVID-19 之宣言內容，承諾將採取

有效行動，減輕 COVID-19 之影響，推動與帶領區域經濟復甦。APEC 貿易部長認為，

面對全球疫情挑戰，保持開放、自由、公平無歧視、透明且可預測的貿易與投資環境十

分重要，也瞭解 WTO 在此扮演多邊角色之重要性，將持續支持與 WTO 相關之 APEC

關鍵工作計畫與倡議，採取必要行動以改善 WTO 功能，支持 WTO 相關改革，鼓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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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持續參與具建設性之 WTO 議題討論；另確保因應 COVID-19 之貿易限制措施符合

WTO 規範義務，且僅限於具有針對性、適切、透明、暫時性，不對貿易造成不必要之限

制，避免影響全球供應鏈。

APEC 貿易部長宣言特別提到，將督促高階官員建立數位資訊平台，蒐集與彙整

APEC 會員因應 COVID-19 所採行之措施與政策，達到資訊共享之目的；同時強化供應

鏈彈性與無縫跨境交易，包含電子商務等。APEC 貿易部長亦了解到，促進數位資訊流

動，提升企業與消費者對數位交易之信任，對於把握當前數位經濟發展趨勢至關重要。

本次 APEC 貿易部長會議亦通過《促進必要商品流動宣言》（Declaration on Facilitating

the Movement of Essential Goods），聲明將確保區域內必要商品與服務的流動、遵守 WTO

規則與貿易便捷化義務、解決不必要的貿易障礙、加速貨品通關程序，以及必要醫療物

資之空運進出口，並遵守《國際衛生條例 2005》（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IHR 2005）之規範。APEC 貿易部長已注意到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提出關於必要醫療物資關稅自由化的建議，部分會員更已主動

採取相關自由化措施。根據該宣言，APEC 經濟體將每年更新此倡議之實踐情形，直至

COVID-19 疫情不再被視為全球緊急公衛事件為止。

【由羅絜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0年 7 月 27日】

各國消息剪影

▲川普表示疫情爆發後《美中經貿協議》對其而言意義已不大

美中兩國在 2019 年 12 月 13 日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談判後，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在白宮正式簽署協議，全稱為《美中經濟與貿易協議》（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簡稱《美中經貿協議》。協議已於 2 月 14 日生效實施，

協議中第六章，中國承諾以 2017 年金額為基礎年，在兩年內（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增加 2,000 億美元進口金額，包含農產品（320 億美元）、製造品（777 億美元）、

能源（524 億美元）及服務業（379 億美元）。第一年增加金額為 770 億美元，第二年為

1,230 億美元。

然而，在協議簽署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自 2020 年

1 月起肆虐全球，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衝擊，美中亦然，也導致美中間關於疫情起源與

控管的爭議。2020 年 7 月 23 日，在白宮疫情簡報會上，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

表示《美中經貿協議》現在對他來說，相較 1 月簽署時，意義已不大（means much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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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e），主要歸因於中國大陸官方在此次疫情中扮演的角色。川普指控中國大陸傳播病

毒導致經濟崩盤，並抱怨美國必須實施經濟封鎖才能預防疫情傳播。

除了疫情外，中國大陸通過香港國安法以及對維吾爾族穆斯林的做法等議題亦引發

美國的不滿與相關對中制裁手段，美中關係自 2020 年初迄今可謂是不斷惡化。7 月 21

日美國國務院要求中國大陸駐休士頓總領事館在 24 日前關閉，對此中國大陸也提出反

制。中國大陸外交部宣布已於同月 24 日通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將撤銷對美國駐成都

總領事館的設立和運行許可。

美中關係的惡化也引發外界對於《美中經貿協議》是否能順利執行的疑慮，尤其是

前述第六章擴大貿易中中國大陸對於採購美國產品的承諾。在疫情衝擊下，2020 年中國

大陸首季 GDP 成長萎縮 6.8%，為近 30 年來首次負成長，第二季則回溫至成長 3.2%。

且中國大陸各省份疫情仍未完全受到控制，第二波感染再起恐怕會再衝擊生產基地與產

業鏈，預期出口、進口均將受到影響。中國大陸是否能依協議達成採購美國產品的總額

仍有待觀察。相對而言，雖川普對《美中經貿協議》態度越趨負面，考量美國 2020 年首

季 GDP 成長萎縮 4.8%，為 2008 年大衰退以來的最急劇衰退，第二季更預估將衰退 30%

左右。以及 11 月美國總統大選確實替協議的執行帶來壓力，尤其中國是否落實擴大進

口承諾攸關川普在農業州的支持，美中應不會輕易放棄已簽署之協議。

【由巫佩蒂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2020 年 7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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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密室會議 Green Room Meeting

係 GATT WTO 體制中，一種由少數締約國或會員參加之非正式會議。過去 GATT

部長會議舉行時，常見美國、歐盟、加拿大、日本、澳洲及紐西蘭等少數締約國代表，

於會議前或期間穿梭於秘書長辦公室，閉門討論重要議題，擬出大家可接受之決議後，

再提交全體締約國以共識決通過。由於早期秘書長辦公室為綠色裝潢(另一說為會議桌

桌巾為綠色)，故此種由少數締約國秘密行事之決策模式被稱為"Green Room Process"。

WTO 承襲此一決策模式，如 1999 年西雅圖、2001 年杜哈及 2003 年坎昆部長會議均曾

運用此一決策方式，惟並未獲致成功結果，反而引起許多開發中國家不滿，質疑此一過

程不公平、不透明、違反民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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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伊斯蘭的悲劇：從中東歷史和地緣政治解讀中東複合危機

網址：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7110

摘要：
作者山內昌之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也是日本首屈一指的中東伊斯蘭專

家。他使用「中東複合危機」這個名詞，來定義第二次冷戰與後現代戰爭在

中東地區所形成的各種複雜現象。他展開中東地圖，從歷史和地緣政治的視

野，對各國的關係與勢力版圖進行拆解與重構。他以歷史學與地緣政治學為

經緯，深入淺出地解讀中東危機。他的分析脈絡分明，對於掌握中東局勢極

有幫助，也為關注中東問題的讀者提供參考的因應之道。

期刊介紹

篇名：
China–Broiler Products (Article 21.5 – United States) – can the sum of the parts
be less than the whole?

出處： World Trade Review, Volume 19, Issue 2, April 2020 , pp. 282-296

作者： Maria Alcover, Meredith Crowley

摘要： This article explores economic and legal issues in the WTO dispute China–Broiler

Products (Article 21.5–United States). In 2011, the US initiated a dispute against

the conduct and results of China's 2009 trade remedy investigation into US broiler

products (chickens). The Panel Report found that China had acted inconsistently

with its WTO obligations. On the basis of a redetermination, China continued to

impose dut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itiated WTO compliance proceedings. The

compliance Panel Report, circulated in 2018, concluded that China had failed to

comply with its WTO obligations when allocating costs to construct US domestic

prices for broiler products. However, China was found to have acted consistently

with its WTO obligations with respect to two claims which raise some interesting

legal questions. Ultimately, after almost a decade of litigation, China removed th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US broiler products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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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com.tw/products/001078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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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新冠時代產業轉型的方

向、機會與挑戰
詹文男、顏慧欣

 疫情蔓延下之短期衝擊分析

 疫情後總體環境可能的演變

 新冠疫情帶來的挑戰與契機

 產業發展應具備的策略思維

 後疫情時代美中經貿對抗及區域整

合可能發展趨勢

 美國的高科技管制政策多管齊下

 美中科技戰越演越烈：3個戰區

 美中第⼀階段協議今年不⾄於破局

 貿易戰＋新冠：對區域整合的新挑

戰

 WTO對國際貿易復甦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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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貿易局
7/14, 8/6,

8/13

7/15, 8/7,

8/14

「疫情後全球經貿情勢」說明會（台東，台中，高

雄）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List.aspx

?code=8020&nodeID=52

經濟部貿易局 7/15-9/23 7/15-9/23 貿易管理說明會（台北，基隆，新竹，台中）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List.aspx

?code=8020&nodeID=52

外貿協會 8/5 7/21-8/6 2020 台灣經貿網跨境電商研討會 X南亞&新興市場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DevMarEC

Seminar/CMS/DevMarECSeminar

國經協會 8/3 8/6 運用歐銀資源拓展中東歐市場商機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85

外貿協會 8/6 8/7 海外醫療器材市場商機與趨勢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0

90807f

中經院衛福新南辦 8/9 8/10
「後疫情時代：臺灣國際醫療再出發」院⻑座談會暨

「醫衛新南向與醫衛產業合作」成果經驗分享會

https://nsp.mohw.org.tw/cp-1010-6648-

50273-1.html

中經院WTO中心 額滿為止 8/12 「2020 年當前國際經貿新情勢」研討會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69772

中小企業處 逕自洽詢 8/12 2020 APEC 跨域創新國際論壇
https://events.businesstoday.com.tw/2020/

apec-bt/index.html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List.aspx?code=8020&nodeID=52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List.aspx?code=8020&nodeID=52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List.aspx?code=8020&nodeID=52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List.aspx?code=8020&nodeID=5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DevMarECSeminar/CMS/DevMarECSemina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DevMarECSeminar/CMS/DevMarECSeminar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85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090807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090807f
https://nsp.mohw.org.tw/cp-1010-6648-50273-1.html
https://nsp.mohw.org.tw/cp-1010-6648-50273-1.html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69772
https://events.businesstoday.com.tw/2020/apec-bt/index.html
https://events.businesstoday.com.tw/2020/apec-b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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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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經院衛福新南辦 8/18 8/19 新南向國際醫療產業座談會-聚焦印尼與緬甸
https://nsp.mohw.org.tw/cp-1010-6649-

53c9c-1.html

經濟部貿易局 8/27-9/27 8/27-9/28 貿易管理說明會（台南，高雄，台中）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List.aspx

?code=8020&nodeID=52

外貿協會 9/2 9/3 泰國、⾺來⻄亞市場商機說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008

28

政大國際經貿法中心 9/5 9/5 第二十屆（2020）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 http://www.tradelaw.nccu.edu.tw/

https://nsp.mohw.org.tw/cp-1010-6649-53c9c-1.html
https://nsp.mohw.org.tw/cp-1010-6649-53c9c-1.html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List.aspx?code=8020&nodeID=52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List.aspx?code=8020&nodeID=5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00828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00828
http://www.tradelaw.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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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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 逕自洽詢 逕自洽詢 「赴法國企業實習計畫」 https://tinyurl.com/yyemqnq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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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
9/29-

10-1
2020 印度臺灣形象展─智慧交通綠能環保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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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diag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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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 10/7-17 臺中市創新產業出口拓銷團 (越南、印度、泰國)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0Taichung

外貿協會 8/13 10/14-16 2020 年線上印尼臺灣形象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DN2020-

ONLINE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0/20-22 2020 年德國慕尼黑電動車展覽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0emove360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0/21-22 2020 澳洲國際能源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0allenergy

https://tinyurl.com/yyemqnqx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IndiaMajo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IndiaMajor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diagsc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diag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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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Taichung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Taichung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DN2020-ONLIN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DN2020-ONLIN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emove36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emove36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allenerg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0all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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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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10/21-23 2020 秘魯國際安全展臺灣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Peru2020

外貿協會 8/30 10/28 2020 年中東歐線上拓銷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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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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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114-6 2020 年線上泰國臺灣形象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HAI2020-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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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Peru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Peru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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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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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2020-ONLIN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HAI2020-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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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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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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 11/25-27 2020年線上⾺來⻄亞臺灣形象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YS2020-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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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12/16-18 2020 年線上印度臺灣形象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ndia2020

ONLINE

台北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1/13-15 2021 年日本國際化妝品研發、原料及製造技術展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6011

外貿協會 10/31 1/20-22 2021 年日本國際穿戴式裝置科技展參展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wearableexpo2021

外貿協會 9/30 2/19-23 2021 年法蘭克福國際春季消費品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mb20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YS2020-ONLIN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YS2020-ONLIN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inetech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inetech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ndia2020ONLIN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ndia2020ONLINE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6011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601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wearableexpo20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wearableexpo20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mb20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mb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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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0 年 7 月 31 日～8 月 31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7/31 五  Informal Heads of Delegation

8/28 五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RTA

CPTPP、RCEP

8/22-29 六～六 RCEP: 9th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Ministerial Meeting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8/1-15 六～六 APEC: Third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3) and Related Meetings

8/7-8 五～六 APEC: 10th High Level Meeting on Health and the Economy

8/13-14 四～五 APEC: Virtual Economic Committee 2 Meeting

8/18 二
ASEAN: 3rdMeeting of the Digital Trade Standards and Conformance Working Group Group
(DTSCWG)

8/21-22 五～六 ASEAN: Annual Forum of ASEAN Trade Remedies Agencies

8/22-29 六～六

ASEAN:

 CLMV Economic Ministers’Meeting

 Viet Nam –EU Business Forum

 6thIndia –CLMV Business Conclave

 52nd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 (AEM 52)

8/26-27 三～四
ASEAN: 7thMeeting of ACSS Working Group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WG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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