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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本周的研討會是不是很有收穫啊？繼續鎖定我們的粉絲專頁，下一檔活動馬上就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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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Fit for 55 套案」政策重點方向與特色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鐘雲曦 輔佐研究員 

2019 年底歐盟啟動「綠色新政」，宣示將於 2050 年實現氣候中和目標。為了達成

2030 年溫室氣體減量 55%之階段性目標，「Fit for 55 套案」應運而生，也開啟全球對話

的大門。政策組合上，套案納入定價、目標、規範/標準以及支持措施四大重點，碳邊境

調整機制（CBAM）尤其備受關注，美國和 IMF 已有積極的回應。套案主要將引導歐盟

邁向競爭力、社會公正和綠色三大方向轉型。但在全球供應鏈環環相扣下，往後將逐漸

滲透到歐盟和其他地區經濟和生活中的每一個層面，影響我們能想到的每一件事情。因

此，全球應有合作的決心，提出更積極更友善的對策以對抗氣候變遷大局。 

一、歐盟「Fit for 55 套案」政策重點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自 2019 年底啟動「綠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工作推動面向涵蓋氣候行動、清潔能源、循環經濟、智慧運輸、農業、生物多樣

性和零污染無毒環境，並納入永續性，以期實現 2050 年氣候中和（climate neutral）目

標，和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與 1990 年相比）減少 55%之階段性目標。前述目標也

被納入今年 6 月 28 日生效的《歐洲氣候法》（European climate law）之中，使其產生法

律拘束力。 

「綠色新政」所提出落實「降低 55%溫室氣體排放套案」（Fit for 55 package, 以下

簡稱套案）的文件，在今年 7 月 14 日和 7 月 16 日共發出 17 份1。這些文件具有相互關

聯與互補性，均為確保歐盟在 2030 年及其後達成公平競爭和綠色轉型目標。整體而言，

落實文件主要強化現行規範和祭出新提議，涵蓋廣泛的政策領域和經濟部門，包括氣候、

能源和燃料、交通、建築、土地利用和林業。 

歐盟執委會基於過去的執行經驗，此次在落實套案政策上納入定價（pricing）、目標

（targets）、規範（rules）/標準（standards）和支持措施（support measures）四大重點，

審慎維持政策間之平衡。（請參表 1） 

 

  

                                                 
1 European Commission, "Delivering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

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delivering-european-green-deal_en（accessed on August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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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歐盟「Fit for 55套案」政策重點 

 

定價  

• 涵蓋航空在內更強大的碳

排放交易系統（Stronger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including in aviation）  

• 擴大碳排放交易至海運、

路運和建築物（Extending 

Emissions Trading to 

maritime, road transport, and 

buildings）  

• 更新《能源稅指令》

（Updated Energy taxation 

Directive）  

• 新的碳邊境調整機制

（New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目標  

• 更新《減量責任分配規

則》（Updated Effort 

Sharing Regulation）  

• 更新《土地利用、土地利

用變化和林業規則》

（Updated Land Use 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ry 

Regulation）  

• 更新《再生能源指令》

（Updated 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  

• 更新《能源效率指令》

（Updated Energy Efficiency 

Directive）  

規範 /標準  

• 更嚴格的汽車和貨車碳排

放效能（Stricter CO2 

performance forcars & vans）  

• 新的替代燃料基礎設施

（New infrastructure for 

alternative fuels）  

• 更永續的航空燃料

（ReFuelEU：More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s）  

• 更清潔的海運燃料

（FuelEU：Cleaner maritime 

fuels）  

支持措施  

• 新的社會氣候基金（New Social Climate Fund）  

• 強化現代化和創新基金（Enhanced Modernisation and Innovation Funds）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Fitfor55'-delivering the EU's 2030 climate target on the 

way to climate neutrality”, July 14, 202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21DC0550（accessed on August 7, 2021) 

二、歐盟藉「Fit for 55 套案」邁向轉型 

歐盟在「綠色新政」下推出的套案，主要是引導邁向競爭力、社會公正和綠色三大

方向轉型，分別說明如下： 

（一）競爭力轉型 

歐盟在套案中將擴大現行氣體減排範圍和成效，尤其是針對交通運輸與燃料。在污

染者付費原則上，其適用對象為在歐盟的生產和銷售者，其運作原則為對溫室氣體排放

進行定價，以及依照燃料和電力的能源含量和環境效能高低重新調整稅率結構，訂定最

低稅率，以提供價格訊號，促進產業轉型。此外，套案提供發展、部署和出口低碳技術

以及綠色工作之機會，執委會也依據 2021 年 4 月通過之《永續金融套案》（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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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 package）提高投資確定性，降低投資風險，以鼓勵投資低碳經濟，促進經濟成長

和就業，加速清潔能源轉型，提高歐盟業者在低氣體排放方面之長期競爭力。 

1、透過碳價機制促進產業朝低氣體排放轉型 

（1）碳定價機制 

國際間常見的碳定價（carbon pricing）機制主要有碳稅制度（carbon tax）和碳排放

交易系統（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兩種，前者是價格工具，對排放量課稅，較

具政策彈性，但無法掌握實際上的排放量；後者是數量工具，設定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管

制目標，透過交易系統掌握實際排放量。碳定價機制乃遵循污染者付費原則，對溫室氣

體排放進行定價，將排放成本內部化，促使排放者在其生產和消費決策中納入考量，亦

即作為一種市場政策工具所期待的結果。若可透過碳價反映成為排放者活動成本，將有

誘因促使排放者尋找減排的方法。 

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EU ETS）是全球第一個 ETS，自 2005 年起分階段實施，至

今進入第四期，涵蓋行業包括歐盟境內的發電、供熱、能源密集型工業部門以及航空，

約占歐盟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41%，其餘排放量則來自尚未涵蓋的部門，包含道路運輸、

建築供熱、農業、小型工業設施和廢物管理。目前歐盟是依據《減量責任分配規則》（Effort 

Sharing Regulation, ESR）來設定國家減排目標。 

 EU ETS 依循總量管制與交易（cap-and-trade）原則運作，對每年排放的溫室氣體

總量設定上限，排放上限會逐年減少，以促使總排放量下降。ETS 機制的運作首要是合

理配置各參與排放交易者的排放權，在 2005 至 2007 年的第一期為大多數成員國採用歷

史溯往原則（grandfathering）提供百分之百的免費配額（free allowances），部分會員國

除了歷史溯往原則之外，同時輔以拍賣或使用標竿基準法（benchmarking）來進行分配。

2008 至 2012 年第二期的核配方式類似第一階段，減少歷史溯往原則但增加使用拍賣與

標竿基準法進行分配的額度。2013 至 2020 年第三期起，大幅增加拍賣比例。依據標竿

值（在歐盟效能最好的 10%設施生產一單位該產品之溫室氣體平均排放量）決定可取得

免費配額者，會再用碳洩漏（carbon leakage）風險係數來調整各產業應得的免費配額，

以考量碳洩漏所造成產業外移及國際競爭力降低的風險。2021 至 2030 年第四期中，除

對高碳洩漏風險者繼續提供全部免費配額外，其餘部門將逐漸降低免費配額，從 2013 年

80%降到 2026 年 30%，最終至 2030 年降為 0%，以落實污染者付費原則2。 

為實現氣候目標，歐盟須加速整體減排成效，故依據套案將在 EU ETS 中納入需要

                                                 
2 劉哲良、吳珮瑛、朱敏嘉，〈歐盟面對氣候變遷的因應政策─ 排放交易機制之現況、發展及挑

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3卷第4期，第117至142頁，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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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排的新部門，如海運，並為路運和建築燃料另外單獨設立一個新的排放交易系統。EU 

ETS 擴及至海運部門的排放量目標到 2030 年應減少 61%（與 2005 年相比），故排放上

限將自 2021 年起每年減少 4.2%，並逐步取消免費配額。 

EU ETS 是基於市場運作的機制，碳價由配額的市場供需決定，排放上限確保能實

現環境之目標，配額的交易性則確保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實現減排，故可將減排成本

降到最低。自 2019 年以來，歐盟市場穩定儲備（Market Stability Reserve, MSR）機制開

始透過保存過剩配額的方式，以穩定市場供給，避免碳價太低，無法達到減排成效。依

據套案，在 2030 年之前會將總配額流通量之 24%保留在市場穩定儲備機制中。 

（2）碳邊境調整機制 

執委會認為歐盟產業長期以來遵循 EU ETS 與其他歐盟氣候標準規範，導致競爭上

較不受規範的外國生產者不利，造成歐盟部分業者外移以規避規範，或是造成歐盟製造

的產品被碳密集型的進口產品所取代，產生碳洩漏的問題。因此，歐盟認為氣候變遷是

一個需要國際合作解決的全球性問題，在污染者付費原則上，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將透過對進口到歐盟的產品之碳含量進行定價，

以解決碳洩漏風險問題。 

依據套案，CBAM 將逐步實施，從 2023 至 2025 年起，先適用於部分碳洩漏風險高

的產品，包含鋼鐵、水泥、化肥、鋁和電力，並自 2023 年起先試行申報，主要是為了收

集數據，並促進歐盟與第三國間的對話；2026 年若全面運行，進口商將必須開始購買與

繳交 CBAM 憑證（CBAM certificates）。在過渡期間，CBAM 將僅計算產品生產過程中

的直接碳排放，之後執委會將會再評估是否將涵蓋範圍擴大到更多價值鏈下游的產品和

服務碳排放，或是涵蓋產品生產過程中因使用電力所產生的間接碳排放。 

流程上，進口商須單獨或透過代表向成員國的國家主管機關註冊，同時購買 CBAM

憑證，憑證的價格將根據 EU ETS 配額的每週平均拍賣價格計算。進口商在每年 5 月 31

日前申報其上一年進口到歐盟的商品總量中的商品數量和嵌入（embedded）排放量，同

時繳交 CBAM 憑證。排放資訊應由非歐盟生產商傳送給在歐盟註冊的進口商，如果在

進口貨物時無法獲得資訊，將使用每種產品的碳排放默認值（default value），即在歐盟

該類型產品由效能最差的 10%設施之平均排放密集度（emission intensity），以確定需要

購買的憑證，但進口商仍將能夠在對帳程序中證明實際排放量，並繳交相應憑證。若進

口商能夠根據第三國生產商提供的資訊證明已在進口貨物的生產過程中支付碳價，將可

扣除相應之金額。  

執委會強調 CBAM 是一項環境政策措施，用於確保歐盟氣候目標不因其他國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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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政策上的落差而受損害。由於 CBAM 是 EU ETS 免費配額的替代方案，因此兩種

措施不應重疊，以確保歐盟和非歐盟企業間之公平競爭環境。但為了使 EU ETS 可順利

過渡到 CBAM，受 CBAM 涵蓋的部門和產品範圍，在 EU ETS 下會相應的取消免費配

額，預計自 2026 年起每年免費配額調降 10%，至 2035 年降為 0%。 

2、支持使用清潔燃料以綠化交通運輸 

運輸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目前占歐盟總排放量的四分之一，與其他部門不同的是，

其排放量呈現持續上升趨勢。依據套案，歐盟到 2050 年將減少 90%溫室氣體排放量（與

1990 年相比），其中車輛的排放標準是減少道路運輸部門碳排放的關鍵。歐盟將重新設

定新車減排標準，與 2021 年相比，2030 年汽車和貨車排放量必須減少 50%或 55%，2035

年均必須達到零排放。為了支援電動車或零排放車款，歐盟將在高速公路定點、安全可

靠的停車場以及城市節點上設置充電站與加氫站等基礎設施。 

航空部門方面，由於零排放飛機尚未上市，減排選擇有限，因而在未來幾十年，主

要為飛機提供動力的可能仍是燃料，故必須對航空燃料進行脫碳處理。依據套案，歐盟

將促進航空運輸從使用化石燃料快速轉換為永續燃料，並著重在永續的合成燃料

（synthetic fuels），因其可達到 80%至 100%減排成效。至於海運部門，目前幾乎完全依

賴高污染和碳密集型液態化石燃料，因此歐盟將促進航運轉換為使用永續替代燃料，並

在港口提供供電設施。 

3、調整能源稅率結構以促進能源轉型 

能源部門目前占歐盟溫室氣體排放量 75%。為逐步汰換化石燃料，成員國長期以來

提供財政支持，使再生能源占整體能源比重從 2004 年 9.6%提高到 2019 年 19.7%，目前

34%的電力來自再生能源。執委會認為增加再生能源比例的方法，須投資現有和新的再

生能源技術以增加產量，並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同時建立一個高效整合的能源系統，

足以將大量再生能源提供給最終用戶。依據套案，歐盟將對進展不夠快的部門增加再生

能源的支持，並對難以脫碳的部門具體促使其使用氫等再生燃料。同時，2030 年再生能

源目標將從原訂占能源結構32%上修為40%，能源效率從原訂32.5%上修為36%至39%。 

此外，歐盟現行《能源稅指令》（Energy taxation Directive）自 2003 年生效至今未更

新，已無法反映當前環境以及實現氣候目標所需，例如航空和海運部門目前在歐盟完全

免徵能源稅。因此，依據套案，歐盟將依據燃料和電力的能源含量和環境效能重新調整

稅率結構，訂定最低稅率，並在過渡期間提供優惠稅率，為企業和消費者提供更清楚的

價格訊號，以做出更清潔、更節能和氣候友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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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公正轉型 

歐盟將會運用碳定價機制收入和相關規則促進創新，團結一致減輕對弱勢族群的影

響，特別是透過新的社會氣候基金（Social Climate Fund），以及強化現代化基金

（Modernisation Fund）和創新基金（Innovation Fund）。新的社會氣候基金將用於支持因

新的建築和路運燃料排放交易系統而受影響的家庭、交通運輸用戶和微型企業；對能源

效率和建築物翻新、清潔供熱和製冷以及整合再生能源的投資；為弱勢家庭提供直接收

入；資助零排放和低排放運輸。 

此外，由於成員國間經濟發展存在差異，為求立足點平衡，將考量各國人均國內生

產總值進行減量責任分配。現行 EU ETS 拍賣收入主要作為成員國應對氣候變遷的預算，

低收入成員國也可獲得更多配額進行拍賣，目前成員國約將 70%拍賣收入用於與氣候和

能源相關用途，依據套案往後應將所有收入投入相關計畫，包括路運和建築部門脫碳。

部分 EU ETS 拍賣收入提供給創新基金和現代化基金，分別支持歐盟境內實現氣候中和

的突破性創新和協助低收入成員國的電力部門現代化。由於對化石燃料發電依賴較深的

成員國，將會在實現歐盟氣候目標上面臨更大挑戰，套案將挹注更多資金，以解決成員

國間低碳投資落差問題。  

（三）綠色轉型 

以循環永續的方式使用自然資源，將可維護生物多樣性與生物經濟，提供健康生長

環境，提升農作物和森林的品質與數量，維持糧食安全。增加土壤和森林中儲存的碳不

僅可緩解氣候變遷，碳耕法（carbon farming）是氣候友好的土地管理方式，其所產生之

新型態商業模式，也將有助農業調適氣候變遷。依據套案，為恢復與擴大自然碳匯從大

氣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能力，歐盟將 2030 年目標上修至 3.1 億噸。也提議在 2030 年後朝

向一個涵蓋農業、林業和土地利用的整合性政策架構，並到 2035 年先達成糧食和生物

質（biomass）之初級生產之氣候中和，包括化肥使用和牲畜排放減量。 

此外，2019 年歐盟再生能源中，生質能源（bioenergy）比重高達 60%，主要來自森

林，但另一方面卻造成生物質原料市場過度扭曲（如木質顆粒成為燃煤發電之清潔替代

品大宗，致使相關企業獲取暴利），加速森林砍伐，破壞生物多樣性。依據套案，為達到

永續生質能源目標，從原始森林、泥沼地和濕地取得木質生物質將禁止用於能源生產，

也將禁止相關財政措施鼓勵使用鋸木或優質原木和對土壤很重要的樹樁和樹根進行發

電。此外，木質生物質應按其最高經濟和環境附加價值進行層級應用（cascading use），

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亦即建築材料或家具等木製品應盡可能延長其使用壽命，再重複

使用或回收後窮盡用途，才可成為生質能源，並再予以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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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2030「歐盟新森林策略」預計種植 30 億棵樹木，並在尊重生態原則基礎上

建立生態系統服務支付計畫。由於森林所有人或管理者通常直接依賴森林維生，很少或

未曾從提供生態系統服務中得到回報，將有賴財政鼓勵，才能透過森林保護與復育，提

供生態系統服務，提升森林韌性。 

三、歐盟「Fit for 55 套案」特色與各方關注焦點 

套案為歐盟實現 2050 年氣候中和目標跨出了重要的一大步，但往後將這些引人注

目的數字轉化為可執行的規範政策，仍需要進行複雜的談判以及歐洲議會和部長理事會

通過，並在套案通過後，進一步制定施行細節。 

誠如執委會副主席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所言，套案實施起來將會非常艱

難。歐盟在社會公正轉型上，強調向綠色經濟轉型不會以犧牲目前依賴化石燃料的地區、

國家和家庭為代價。但事實上，其內部成員仍然存在歧見，波蘭表示擔憂執委會將為供

熱和道路運輸燃料另外建立新的排放交易系統，環保組織也疑慮對於弱勢家庭最終可能

不會支付轉型成本。此外，傳統上森林不是氣候計畫的主角，卻在歐盟套案中成為要角，

自然碳匯可從大氣中清除二氧化碳，將是補足人類無法透過提高稅收或轉換技術來減排

的關鍵。歐盟的第一步是透過種植 30 億棵樹來擴大林地，但可能造成既有利害關係者

之衝突，也有環保組織認為這只是歐盟用來掩蓋其他部門未能採取氣候行動的做法。 

歐盟擁有目前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場，因此將引領一場市場主導的氣候革新行動。

依據套案，EU ETS 排放上限將每年縮小 4.2%，會迫使製造商、電力生產商和航空公司

加快減排步伐。此外，為確保歐盟企業不會被其他地區的對手削弱競爭力，歐盟將對高

污染產品徵收全球第一個進口稅，僅管執委會有意規避歐盟立法程序，於文件中強調

CBAM 是氣候政策措施3，但無論 CBAM 以何種形式存在，其一旦實施，歐盟從環境標

準較低國家進口的水泥、化肥、鋼鐵、鋁和電力將先受到波及，並在全球供應鏈環環相

扣下，終將產生全面性影響。因此，CBAM 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所有進口國的生產者面臨的成本將包括：碳成本增加、監控進口產品數量、追蹤原

產地、監測產品生產過程的內嵌溫室氣體排放、驗證監測的排放、與程序文件相關的成

本（包括向 CBAM 註冊處提交資料）、與付款相關的費用、與主管機關管理準備相關的

費用、購買和繳交進口憑證（CBAM 憑證）。因此，CBAM 將會影響歐盟以外業者產品

競爭力和國際貿易，對於中小企業而言，合規成本相對更高。 

依據執委會資料揭示，全球進口水泥、化肥、鋼鐵和鋁產品到歐盟比重最大的國家，

                                                 
3 Stephen Gardner, "EU’s Carbon Border Charge Dodges Tax Definition for Now", Bloomberg, July 2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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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土耳其、俄羅斯、中國大陸和挪威，但因挪威涵蓋在 EU ETS 中，可排除適用

CBAM。因此，整體而言，四類產品受 CBAM 影響較大的進口國將是土耳其、俄羅斯以

及中國大陸。（請參表 2） 

表 2 歐盟執委會揭示水泥、化肥、鋼鐵和鋁產品進口到歐盟之前八大國家與比重 

 

進口到歐盟  

比重排名  
水泥產品  化肥產品  鋼鐵產品  鋁產品  

1 
土耳其  

（37%) 

俄羅斯  

（36%）  

中國大陸  

（14%）  

挪威  

（18%）  

2 
烏克蘭  

（8%) 

埃及  

（11%）  

俄羅斯  

（13%）  

俄羅斯  

（14%）  

3 
白俄羅斯  

（8%）  

阿爾及利亞  

（10%）  

土耳其  

（12%）  

中國大陸  

（9%）  

4 
摩洛哥  

（4%）  

摩洛哥  

（9%）  

英國  

（10%）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7%）  

5 
突尼西亞  

（3%）  

白俄羅斯  

（5%）  

烏克蘭  

（8%）  

瑞士  

（7%）  

6 
阿爾巴尼亞  

（3%）  

千里達及托巴哥  

（5%）  

南韓  

（7%）  

英國  

（6%）  

7 
挪威  

（3%）  

英國  

（4%）  

印度  

（7%）  

土耳其  

（6%）  

8 
沙烏地阿拉伯  

（2%）  

挪威  

（4%）  

臺灣  

（3%）  

冰島  

（6%）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A new, green way of pricing 

carbon in imports to the EU”, Technical Briefing, Jujy 28, 2021.  

僅管歐盟一再強調 CBAM 設計會符合 WTO 規範，但 WTO 成員大多質疑 CBAM

並非針對氣候保護，而是針對包括財政和貿易保護主義之經濟目的。因此，WTO 也非

常關注 CBAM 發展，以確保其適法性。然而事實上，自總統拜登（Joe Biden）上任以

來，美國反對的立場有所鬆動。歐盟與第三國的對話持續在多邊論壇和雙邊關係中進行，

美國也開始研議類似的制度。套案發布後，美國民主黨議員提出《公平轉型和競爭法案》

（Fair Transi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將針對碳密集型進口制定邊境調整措施，

以計算美國企業為遵守溫室氣體排放限制規範所產生之成本。根據法案文本，美國版碳

邊境調整措施將自 2024年起生效，初期將涵蓋面臨貿易競爭（exposed to trade competition）

的碳密集型產品，包括鋁、水泥、鐵、鋼、天然氣、石油和煤炭4。然而，美國目前面臨

最大的挑戰是其尚無全國性碳定價機制，在缺乏碳價基礎的情況下，如何衡量邊境調整

措施，值得後續關注，或許可能出現另一條發展路徑，可供目前沒有碳價的國家作為借

鏡。 

                                                 
4 Anonymous, "Democrats Unveil Carbon Border Tax Proposal", Inside U.S., July 1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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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也展開研究工作，其認為從《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訂定之全球氣候目標來看，CBAM 並不足以因應其目標，因為貿易中碳含量通常不到各

國總排放量的 10%。因此其提議大型排放國，包含中國大陸、印度、美國和歐盟或擴及

整個二十國集團（G20）成員，應共同採取行動擴大碳定價機制，並仿照當前國際上關

於跨國公司跨境稅收最低稅率的談判，建立一個國際最低碳價，作為有效、具體且易於

理解的政策工具，再以務實的設計，考量各國歷史排放和發展水平等因素下之不同責任，

適用二至三個不同的價格基準5。此舉將有助於進一步釐清《巴黎協定》中「共同但容有

區別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之具體意涵。 

四、結語 

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發布套案當天，自信地表示，「我們

知道自己想要去哪裡，以及我們需要做什麼才能達到目標」。在解決氣候問題的道路上，

歐盟啟程得很早，也看得很遠，因此，歐盟的氣候政策在某程度上也反映了當前國際氣

候政策之最新發展，值得各方參考。套案四大重點所引導的三大轉型方向，往後都將逐

漸滲透到歐盟和其他地區經濟和生活中的每一個層面，影響我們能想到的每一件事情。

例如套案設定到 2035 年的新車須達到零排放之標準，將會有效終結長久以來使用化石

燃料的傳統引擎車輛銷售。此外，套案提升氣候與能源目標，也會影響歐盟境內或赴歐

投資的業者，例如近年來，清潔能源巨頭之影響力實際上已超越化石燃料生產商，歐盟

將 2030 年再生能源目標從原訂 32%提高到占能源結構 40%後，將會帶來這方面更多前

進的動力。 

歐盟「綠色新政」已成功帶動國際上對產業轉型的重視，業者將需要大量投入低碳

或脫碳技術。在全球供應鏈環環相扣下，歐盟在綠色技術部署方向和發展程度，以及在

投資綠色技術之引導，對於我國相關業者未來參與供應鏈的合作機會、在同業間的生存

空間以及吸引永續投資的能力，都將產生重大的影響。套案開啟了全球對話的大門，在

我們不斷挑戰歐盟氣候政策工具之合規性，以防變相造成貿易扭曲之際，或許更重要的

是，全球應有合作的決心，提出更積極更友善的對策，以對抗氣候變遷大局。 

                                                 
5 Vitor Gaspar and Ian Parry, "A Proposal to Scale Up Global Carbon Pricing", IMFBlog, June 1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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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對抗新冠肺炎，歐盟認為智財權豁免未必為最佳方案 

WTO《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理事會主席挪威大使索里（Dagfinn Sørli）規劃於 2021

年 9 月 14 日舉辦會議，討論 TRIPS 暫時性豁免修訂草案，以提高新冠肺炎（Covid-19）

診斷治療及疫苗等相關物資生產量能。 

該修訂草案由 63 個 WTO 會員共同提案，欲暫停 TRIPS 下如著作權、工業設計、

專利及營業秘密等條款至少 3 年。南非、印度、代表非洲集團（African Group）的模里

西斯，以及代表低度開發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集團的查德等會員在

7 月 27、28 日舉行的 WTO 非正式總理事會中發出強烈訊息，要求在 WTO 第 12 屆部

長會議前達成緊急協議。 

南非認為 TRIPS 豁免是一項具有必要性、針對性、時效性且適切的法律措施，能夠

以直接、透明、有效率的方式解決智財權障礙，亦符合 WTO 法律架構。印度則認為 TRIPS

豁免可使企業自由營運與生產各類對抗疫情之醫衛產品及利用醫衛科技，無須擔憂侵犯

智財權或遭受訴訟威脅；更是鼓勵全球公平取得 COVID-19 醫衛產品與技術解決方案的

催化劑，符合全球公共利益。 

然而，歐盟於會中發表聲明，認為 TRIPS 豁免提案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可能破壞當

前基於智財權保護下所進行的合作，甚至帶來寒蟬效應，傾向透過逐項討論強制授權制

度（compulsory licensing system）要求凝聚共識。其表示，原材料與製造能力的有限，

以及複雜的供應鏈乃是疫苗生產分銷的主要瓶頸。做為 mRNA 疫苗最大生產地，歐盟

及成員國已提供境內及出口疫苗合計近 10 億劑，並做出多項努力，包括承諾捐助 32 億

歐元予 COVAX；成立歐盟疫苗工作小組媒合供需、促進自願性夥伴合作解決供應鏈瓶

頸，增加疫苗生產基地。歐盟也與南非建立重要夥伴關係，由輝瑞（Pfizer）與南非藥廠

Biovac 簽署意向書，代工輝瑞 BNT（Pfizer-BioNTech）COVID-19 疫苗，預計 2022 年開

始生產並分銷給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 AU）的 55 個成員國。歐盟及成員國亦發起倡

議與投資，協助非洲大陸建置基礎建設、生產能力與供應鏈管理等，創造技術轉讓之條

件，幫助缺乏製造能力且過度仰賴進口之國家建立公衛體系韌性。歐盟引用研究機構估

計，全球疫苗產能持續擴充下，預計 2021 年底全球疫苗總產量可達 100 億劑。 

根據 TRIPS 理事會主席索里規劃，主席將於 9 月初會議舉辦前與個別代表團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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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並督促會員就此議題進行雙邊聯繫。 

【由羅絜綜合報導，取材自 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1 年 8 月 9 日；歐盟常駐 WTO

代表團官網，2021 年 7 月 28 日】 

▲澳洲貿易部長透露美國在區域數位貿易協定之立場和有意參與者 

澳洲貿易、旅遊和投資部部長（Minister for Trade, Tourism and Investment）特漢（Dan 

Tehan）在今（2021）年 7 月中訪問美國時，拜會了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

與國會議員，並討論了亞太地區數位貿易協定。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會議資料顯示，

戴琪和特漢在會議上承諾雙方將繼續共同致力於支持數位經濟與滿足勞工需求的數位

貿易政策，並體認到開放、自由與民主制度間合作之重要性。 

會後，特漢對外透露，美國有興趣達成數位貿易協定，並希望與盟友制定新貿易規

則，確保各國遵守規範。此外，雙方溝通良好，已順利就數位區域貿易進行討論，包括

美國所擔心的問題，即數位貿易協定如何與拜登（Joe Biden）政府「以勞工為中心」之

貿易政策一致，以及如何幫助和支持美國中小企業與勞工。 

在訪問美國期間，特漢部長也拜會了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其認為勞工組織

不會成為數位貿易協定達成之阻礙。對於美國希望尋求以勞工為中心的貿易政策，以及

確保貿易政策所做的一切都能夠創造就業機會，特漢向戴琪保證，澳洲貿易政策所做的

最根本事情之一，就是創造工作機會和促進就業以確保民眾的未來。 

拜登政府一直考慮要在亞太地區達成一項數位貿易協定，以與中國大陸抗衡。根據

美國貿易代表署資料顯示，戴琪在近幾個月已與新加坡和澳洲就數位貿易議題進行討論。

特漢表示，澳洲和新加坡在 2020 年時簽署之雙邊數位貿易協定具有黃金標準，將可成

為印太地區數位貿易協定之典範，並為美國參與合作提供墊腳石。 

目前在印太地區中，除新加坡外，日本、韓國和越南也都非常歡迎美國參與印太地

區與數位貿易之合作，或許此刻正是提供美國正式重返區域合作的最佳時機。數位貿易

協定的快速進展行動，可能會促使許多國家加入，然而，該地區多數國家都對區域貿易

協定感興趣，倡議者須推動美國重新參與其退出的區域貿易協定，即現在的《跨太平洋

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川普（Donald Trump）政府於 2017 年退出 CPTPP 前身《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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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 Partnership, TPP）時，認為協定對美國勞工不利，當時連同部分民主黨人士也認

為協定在勞工和環境方面的規範保障非常薄弱。其後，許多美國國會議員認為退出 TPP

的決定是短視的決定，因此鼓勵拜登政府應考慮重新加入 CPTPP。對此，拜登政府的立

場是，協定內容必須更新，美國才會考慮。 

特漢表示，基於 TPP 經驗與政治化因素，戴琪非常希望能確保美國在這次回歸印太

地區時一舉成功，因此目前能努力的，就是不斷向拜登政府重申美國參與印太地區合作

的重要性。此外，其亦強調，數位貿易協定可以幫助中小企業克服貿易障礙，並以澳洲

從美國進口福特野馬跑車（Ford Mustang）為例，數位貿易協定帶來的好處，就是電子

信用憑證和電子收據將可具有法律地位，並有助保障線上消費者權利；這將會使購買福

特野馬的澳洲人所獲得的售後服務，是來自美國本土的中小企業，因而創造美國就業機

會。 

另外根據 InnovationAus 報導，特漢在 8 月初美國商會舉辦的視訊研討會上表示，

若拜登政府選擇推進談判，許多在印太地區和其他地方的國家將可能會與美國簽署數位

貿易協定，澳洲、新加坡、日本、韓國、加拿大、紐西蘭和智利都是有機會簽署的對象，

這些國家非常歡迎美國以協定做為立足點回到印太地區。 

【由鐘雲曦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1 年 8 月 4 日】 

▲規則談判小組主席規劃以兩階段方式促進 WTO漁業補貼談判之進

行 

為促進 WTO 漁業補貼談判於今年底之第 12 屆部長會議（12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MC12）前達成協議，規則談判小組（Negotiating Group on Rules）主席--哥倫比亞駐 WTO

大使威爾斯（Santiago Wills）於前段時間密集召開會議。在今（2021）年 7 月 15 日之會

議，WTO 會員終於取得進一步共識，大多數會員均同意以主席於今年 6 月 30 日提出之

漁業補貼協定草案（TN/RL/W/276/Rev.1）作為未來談判之基礎。而在今年 7 月 30 日威

爾斯大使寄予各 WTO 會員之信件中，進一步表明接下來今年 9 月啟動之 WTO 漁業補

貼談判計畫與時程表。 

威爾斯大使於信中表示：接下來談判將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由主席與各會員駐

WTO 代表（delegations）或由各代表彼此間進行溝通，並針對較有分歧之部分實體議題

進行文字協商（text-based negotiations），而第二階段則擬針對漁業補貼協定草案進行逐

條審議，以利在 MC12 前完成談判。 

威爾斯大使表示第一階段目的在於修改草案文字內容，讓 WTO 會員在關鍵議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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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更為趨近，並以此作為第二階段談判之基礎。另外，為確保整體程序公開且透明，

屆時主席將每周舉行一至二次之開放式會議（open-ended meeting），報告目前正進行之

相關工作並交換意見。至於本階段將討論之議題，主席指出主要包含但不限於以下範圍：

草案第 5.1.1 條禁止提供補貼義務之豁免、開發中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之特殊及差別待

遇（special & differential treatment，S&DT），以及透明化與通知義務等。 

針對草案第 5.1.1 條，其規定當提供補貼之會員在可維持相關漁業或魚量之生物永

續水準（biologically sustainable level）得享有豁免，而此規定引起部分開發中國家反彈，

認為此無異於允許中國大陸、歐盟、美國、日本與韓國等大型補貼國以此為理由，繼續

對過度捕撈與過漁提供有害補貼。對此，主席擬藉由第 5.5 條提供開發中國家 S&DT 之

規定，讓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分岐立場取得平衡。 

此外，草案亦要求援引 S&DT 之開發中國家，必須履行通知與透明化義務，然而有

部分開發中國家認為此義務規定過於繁瑣，將對其造成過大負擔，但亦有些已開發國家

認為履行通知與透明化義務，為達到遏止有害漁業補貼之重要途徑。 

為順利在 MC12 前完成 WTO 漁業補貼談判，威爾斯大使表示：此二階段之會議均

將邀請各會員駐 WTO 大使（head of delegations）出席，以確保出席者有權於會議中作

成決定。至於實際時程，根據新聞報導，主席預計在今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8 日舉行第

一階段與各 WTO 會員進行密集之文字協商，而後將於今年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29 日進

行第二階段逐條審議。 

【由孫子絜綜合報導，取材自 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1年 8月 4日；WTO Document，

2021 年 7 月 30 日】 

各國消息剪影 

▲美中貿易戰再深化，中國大陸要求企業「買中國貨」 

中國大陸政府於今（2021）年 5 月發布新採購指南，要求國家企業在購買 X 光機、

核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設備等數百項產品時，須購買完全由

中國大陸製造之商品，此舉除可能成為新的貿易壁壘外，亦可能嚴重推遲持續談判的美

中貿易協定。 

美國官員透漏，此採購指南由中國大陸財政部與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發送予醫院、

公司、國營企業等，要求在購買 315 項商品時，須 25%至 100%的本土製造比例，項目

類別包括醫療設備、精密檢測儀器、畜牧業產品、雷達設備、地質海洋設備等，其中核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covid_01jul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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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成像設備過去為美國對中國大陸主要出口產品，此採購命令一出，未來可能直接

衝擊美國高端醫療器材業出口。 

美國貿易專家表示，中國大陸推出的採購指南與「買美國貨」（Buy American）不同，

由於沒有公開發布，受指南約束的企業包含醫院、國企等許多實體，其將暗中對諸多出

口中國大陸的美國企業造成影響。以 2020 年而言，中國大陸自美國進口約 1,240 億美元

的商品，大部分商品多由中國大陸教育、衛生健康、交通、農業及能源等類別之大型國

有企業與政府關聯企業採購。而嬌生（Johnson & Johnson）、奇異（General Electric）等

美國企業在 2018 年對中國大陸出口約 45 億美元的醫療機械器材，然在 2018 年至 2019

年的美中貿易戰期間，中國大陸對此類商品的進口大幅下降，並於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

定簽署後再次回升，此次指南發布不免讓企業擔心事況重演。 

此外，美國官員指出，中國大陸在加入 WTO 時，曾允諾不會發布此類阻礙貿易交

流的內部文件，而該文件內容同時也被認為違反了 2020 年 1 月美中達成第一階段貿易

協定之精神，雙方應更致力於減少障礙，而非創造障礙。一名看過該文件的國會人員表

示，指南的非公開性可能意味著中國大陸政府意圖減少這份文件的官方色彩，以備於面

臨國際壓力時，可以推拖其僅為指南而不具強制性。針對此類消息，中國大陸官方未作

回應，而正在審查美中貿易協定的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同樣拒絕評論這份指南及內容是否違反美中貿易協定。 

在美國部分人士對中國大陸的「買中國貨」政策頗有微詞之際，美國政府的「買美

國貨」政策則有所進展，不少企業紛紛展開行動，例如日本許多大型製造業正計劃擴大

對美投資，其中三菱化學（Mitsubishi Chemical）更擬砸千億日圓在美興建新廠。然也並

非每個國家皆同意「買美國貨」政策，加拿大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即在與美國

拜登（Joe Biden）總統的電話中表達對該政策之擔憂。同時，加拿大政府也正醞釀統一

戰線，反對拜登政府的「買美國貨」政策。由此可見，美國政府未來在振興經濟上，除

須提防中國大陸外，亦同時面臨諸多挑戰。 

【由張聖杰報導，取材自 Reuters，2021 年 08 月 03 日；CBC，2021 年 08 月 03 日；日

經新聞，2021 年 08 月 03 日】 

▲美國承諾將為農產品帶來新的市場及消費者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於 8 月 5 日參觀完華盛頓州立大學麵包實驗室

（Breadlab）後，與華盛頓州之民主黨眾議員德爾本（Suzan DelBene）以及共和黨眾議

員拉森（ Rick Larsen）共同參加了一場農業發展相關之圓桌會議，與會者還包含與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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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關代表、原住民部落領袖以及農民。該會議主要是討論美國的貿易政策能如何幫

助華盛頓的農業及產品。戴琪表示，美國政府目前的首要任務就是確保美國農業相關生

產者都能為其產品帶來新市場及新客戶，並讓美國的貿易夥伴對他們的承諾負責。 

戴琪以政府在過去三個月內採取的行動為例，顯示美國政府為該產業努力的成就：

包括今（2021）年 5 月，美國要求爭端解決小組對加拿大政策是否妨礙美國乳製品生產

商對加拿大消費者進行銷售一事進行審查；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與歐盟及英國在今年 6月就波音/空中巴士爭端案達成協議，

因此長期暫停對美國農產品課徵關稅；另外，戴琪於 7 月時也拜訪了墨西哥城，並強調

墨西哥採取最後步驟來擴大美國新鮮馬鈴薯對墨西哥的市場進入之重要性等，其表示，

整體而言，當局早期的行動已顯示出本屆政府打算成為美國農業及其生產者的有力倡導

者（advocate）。 

在會議中，美國全國牛奶生產者聯合會（The National Milk Producers Federation）也

傳達了出口及全球市場進入對酪農產業的重要性，由於美國在部分農產品為全球的主要

生產者，例如大豆及乳製品，該問題可獲其他仰賴國外市場做為其獲利目的的農業生產

者的響應。戴琪表示，自她上任以來已經與各階層的農業利益相關方進行會商，從小型、

家庭式的生產者，到美國農業事業聯合會（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的領導者，

就是為了能更了解產業內的觀點，並確保政府的貿易政策能促進美國農業部門的發展。 

戴琪指出，目前「兩黨基礎設施投資及就業法案」（The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將會對乾淨能源技術進行投資，修復農民用於運送產品的道路

及橋梁，建設具彈性的能源網路，並排除飲用水管線中的鉛管。而此法案是拜登總統「重

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計畫中的優先事項，預計在未來十年中，每年將會創

造近兩百萬個就業機會。因此，戴琪在發言的最後也特別表示 :「除了經濟利益，投資

美國基礎建設對我們的長期安全和保持我們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優勢至關重要，希望國

會能儘快通過該法案，並把它送到總統的辦公桌上」。 

【由劉亮君綜合報導，取材自 USTR，Inside U.S. Trade，2021 年 8 月 5 日；Washington 

Trade Daily，FarmProgress，2021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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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污染者付費原則 Polluter Pays Principle 

簡稱 PPP。係環境政策的一種方針，意指污染防制的成本應由污染者來承擔。目前

OECD 已將 PPP 納入其環境政策綱領之中，而在歐盟環保法規及 1992 年「里約宣言」

中也都可見到 PPP 的字眼。事實上，全球許多國家也開始或多或少的運用 PPP 概念於

其環保法規的制定中。目前，WTO 的法規中尚未言明承認 PPP，因此 WTO 會員在制定

國家環保法令時，若單方面的將 PPP 運用到生產製程方法（PPM），而對進口產品設限，

將可能與 WTO 自由貿易原則產生衝突。但另一方面，若是在多邊環境協定（MEA）的

共識體系下，多國運用 PPP 於 PPM 來對進口產品設限，則有否可能成為 WTO 法規的

例外？特別在諸如依據《京都議定書》等來訂定並實施國家級的能源或氣候政策，運用

PPP 於產品（包括進口品）的 PPM，以有效進行節能或溫室氣體減量。此也是貿易與環

境目前倍受討論的重要課題之一。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19 

WTO 及 RTA 電子報 第 746 期（202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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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Environmental policy, non-product related process and production methods and the law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網址： https://www.springer.com/gp/book/9783319611549 

摘要： 
This book explores the legal regime of non-product related process and production 

methods (NPR PPMs) in the context of trade-restrictive environmental measures, eco-

labelling requirements and sanitary measures under the WTO. These issues serve as 

examples that raise broader questions about the legitimacy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and help to explore the true position of WTO members in this legal regime. Further, 

the book addresses the issues of legitimacy, regulatory space and reform, contributing to 

the lively debate on the future of the WTO. 

期刊介紹 

篇名： 
The WTO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nd 

Unilateralism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出處：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 24, Issue 2, June 2021, Pages 381–402 

作者： Sherzod Shadikhodjaev 

摘要： Many governmental incentives unilaterally offered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ffect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thus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Until very recently, products made in such zones could face 

countervailing duty investigations abroad on a charge of improper subsidization. 

In 2019,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ssued its first ruling focusing on the 

legality of certain special economic zone subsidies. In particular, the panel in 

India—Export Related Measures found fiscal preferences under an Indian scheme 

to be prohibited export subsid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tatus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centives under the multilateral subsidy regime, discusses the 

relevant anti-subsidy practice, and identifies ‘risky’ and ‘safe’ types of support 

measures that constitute unilateralism of zones in promoting economic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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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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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2021年國際經

貿機會與挑戰網路研討會

－後疫情時代臺越服務業

機會與展望議程 

施育龍 

1.台商在越投資現況與潛力產業 

2.回顧 20年來越盾走勢 

3.未來越盾走勢 

4.越南簽訂的主要國家 FTA 

5.美中貿易爭端及疫情下 2020年越南出

口 

6.各國在越投資情形 

7.越南人口危機 

8.內需新模式跟著大廠走 

9.內需新模式上億人的眼球經濟 

10.賺越盾的機會? 

11.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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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研訓院 
5/12-

12/24 

5/12-

12/24 
愛學習講堂 https://web.tabf.org.tw/page/263015/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逕自洽詢 8/18 台日亞太食品技術研討會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218 

國經協會 8/18 8/20 2021 ICC 環境能源委員會線上經驗分享會 https://tinyurl.com/mh5hd7wj 

台服聯盟 逕自洽詢 8/19 數位稅對於企業之影響線上研討會 https://www.twcsi.org.tw/OnlineRe.aspx 

中經院新南辦公室 8/23 8/26 東南亞市場開發經驗分享 線上研討會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107270

341493119510140 

工商協進會 8/23 8/27 台印商機國際論壇 https://tinyurl.com/wpjp35bs 

經濟部貿易局 8/31 6/15-8/31 111 年補助業界開發國際市場計畫 https://tinyurl.com/23u5j835 

中經院日本中心 9/13 9/13-14 2021 台日科技高峰論壇－數位創新與智慧健康生活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80425 

經濟部貿易局 9/15 7/8-9/15 WTO 微中小企業數位冠軍競賽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448 



22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WTO 及 RTA 電子報 第 746 期（202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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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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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逕自洽詢 9/15 台日亞太中小企業經營者研討暨商談會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237 

中經院日本中心 9/23 9/28-29 2020 台日科技高峰論壇 
https://www.caita.org.tw/industry01?id=39

8 

中研院歐美所 10/5 8/10-10/5 「歐盟對外關係」學術研討會徵稿 
https://www.ea.sinica.edu.tw/SeminarList.a

spx?t=2 

資策會 逕自洽詢 10/22 台日亞太數位創新研討會暨國際創新商談會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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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貿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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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9/1-4 2021 年德國福吉沙芬歐洲自行車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Eurobike2021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9/26-29 2021 年法國巴黎連鎖加盟展-臺灣連鎖品牌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ris2021 

外貿協會 8/17 9/13-30 2021 年西北非線上拓銷團暨奈及利亞臺灣週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1WestAfrica 

外貿協會 9/17 11/2 2021 西歐線上論壇暨媒合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1WE 

外貿協會 9/17 11/3 2021 年中東歐貿易暨布局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1CEE 

外貿協會 8/31 11/16-18 2021 年德國慕尼黑電動車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1eMove360 

外貿協會 8/31 11/3-17 印尼·新加坡·中國大陸智慧餐飲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DSINC 

外貿協會 10/20 11/23-25 2021 年臺灣工業產品拓銷印度線上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India 

外貿協會 8/18 12/13-17 2021 年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臺灣商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Stkittsexpo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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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協會 9/30 2/11-15 2022 年法蘭克福國際春季消費品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mbiente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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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1 年 8 月 13 日～2021 年 9 月 13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8/30 一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9/7-8 二～三  Structured Discussions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JI) 

RTA 

CPTPP、RCEP 

APEC 及其他國際組織 

8/13-14 五～六 APEC: Expert Group on Illegal Logging and Associated Trade Plenary Meeting 

8/16 一 ASEAN: SEOM-DPs Consultations 

8/18 三 

ASEAN: High – Level Task Force on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HLTF-EI) 

APEC: 

 APEC Workshop on SME Wellbeing (SME 03 2021S) 

 13th Meeting of the APEC Alliance for Supply Chain Connectivity (A2C2) 

8/23 一 ASEAN: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ASEAN-Hong Kong Sub-Committee on Investment 

8/24-26 二～四 
APEC: Third Committee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Plenary Meeting 

ASEAN: 79th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Investment Meeting (CCI) 

8/25 三 ASEAN: BIMP-EAGA 8th Trade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Centre Cluster Meeting 

8/25-26 三～四 
ASEAN: 8th Meeting of ACSS Working Group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WGSITS8) 

8/26 四 
APEC: COVID-19 & Indigenous economies: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Indigenous Economies (SCE 01 2021S) 

8/27 五 APEC: SOM Steering Committee on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Meeting 

9/1 三 
ASEAN: 2nd ASEAN-ITF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Implementation of ASEAN Fuel Economy 
Roadmap 

9/1-2 三～四 ASEAN: ASEAN+3 Finance and Central Bank Taskforce Meeting 

9/6-7 一～二 

ASEAN:  

 Preparatory CLMV Senior Economic Officials’ Meeting 

 Prep-SEOM for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 

9/7-9 二～四 
APEC: APEC Policy Dialogue on SMEs and Entrepreneurship Framework: Let’s Be Coherent 
and Cohesive 

9/9 四 

APEC: Policy discussions on trade-related policies to promote trade in environmental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including regulatory issues, contributing to Global Carbon 
Neu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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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9/13-16 一～四 OECD: The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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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