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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電⼦報要更國際化了嗎？！從本期起每季都會有⼀篇英文專題文章，請大家多多⽀持我們超

強的作者老師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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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actopamine Pork Referendum

and the Prospects of Taiwan’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李淳 資深副執行長

The rejection of the ractopamine pork motion prevents the emergence of new uncertainties

in the resolution of a critical trade dispute. It implies that the future of the Taiwan-U.S.

economic partnership, which has been on an upward spiral in recent years, will be able to

maintain its current momentum.

Background

Taiwanese society made a critical decision on December 18, 2021, by vetoing four

referendum motions. All except one motion, on the roll-back of regulations requiring zero

residual of ractopamine in imported pork (hereinafter the ractopamine pork motion), involved

a major domestic agenda on energy, natural conservation and reform of the referendum system.

The ractopamine pork motion, however, dragged major trading partners, especially the U.S. and

indirectly Japan, into Taiwan’s political battle. The veto of the ractopamine pork motion

effectively brings to an end the longstanding trade dispute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 and

creates new opportunities beyond refining the Taiwan-U.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e Maximum Residual Level (MRL) of ractopamine, a feed additive used mainly by the

U.S. pork farming industry,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food safety and political controversies in

the past 15 years. The U.S. has constantly asked Taiwan to observe the obligations under the

WTO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the SPS

Agreement), which require Members intending to regulate imports based on health concerns to

follow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restrictions must be underpinned by risk assessment based

on science-based evidence. Pressure had been growing after the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dex) formerly adopted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ractopamine MRL in 2012.

Taiwan adopted the Codex standard for beef the same year after risk assessments that took into

consideration Taiwanese dietary habits demonstrated no significant food safety risk; pork was

curved out due to strong industrial and political op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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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itment of President Tsai Ing-wen in 2020 to add pork to the list of ractopamine

MRL, also based on a second risk assessment undertaken in 2019, was in essence an effort to

complete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and to bring closure to the enduring dispute with the U.S.

Supporting measures, including mandatory place of origin labeling and the prohibition of

ractopamine additive for domestic pork farming, were also introduced. As the domestic pork

supply is able to capture on average 90% of the market share (for the remaining 10% imported

pork market share, U.S. pork ranked behind Canada, Spain and the Netherlands), these measure

were taken with the view of further protecting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the industry against

negative impacts.

Key Implications of the Outcome

As in any society, there are always people who refuse to believe in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prefer a “precautionary” approach to food safety issues. Unfortunately, food safety concerns

were manipulated in the referendum for political objective, as the opposition party campaigned

to use the ractopamine pork motion as a way to “teach the government a lesson.” Had the motion

passed, not only would there have been likely unfavorable reactions from the U.S., but Taiwan’s

ability to deliver on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would also have been discredited. It is also

unlikely that President Tsai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address the Japanese agriculture (from five

specific prefectures) ban that was passed in 2018 based on similar arguments, which Japan has

implicitly indicated as a pre-requisite for its support for Taiwan’s CPTPP applic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ublic rejecting the ractopamine pork motion (ballots agreeing to

the motion did not pass the threshold of exceeding 25% of the eligible electorate, and did not

exceed the number of ballots against) has several implications. First, it indicates that the food

safety issue is no longer a political taboo that cannot be discussed and debated. This provides a

positive foundation for Taiwan to consider the removal of other food safety related restrictions

that have led to complaints by trading partners as in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rules. Second,

it reflects Taiwan society’s willingness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food safety and issues that

will affect Taiwan’s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rd, it denotes a new paradigm in

which politically motivated public policy motions without valid evidence will find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convince society.

New Opportunities beyond the Taiwan-US Relationship

On the Taiwan-U.S. relationship, the rejection of the ractopamine pork motion pr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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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ergence of new uncertainties in the resolution of a critical trade dispute. It implies that

the future of the Taiwan-U.S. economic partnership, which has been on an upward spiral in

recent years, will be able to maintain its current momentum. Not only bilateral economic

dialogue, including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TIFA),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Partnership Dialogu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eement will continue to deliver intended outcomes, Taiwan has secured a better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new “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agreement. According to the U.S.,

the undertaking will be initiate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2, with participation of like-minded

countries in the Indo Pacific region.

Issues to be included i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Agreement, such as trade

facilitati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standardization of digital trade, are all crucial elements

in re-building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post-Covid-19. The benefits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are likely to extend beyond the Agreement per se. This is because key members of the CPTPP,

including Japan, Australia, Canada, Vietnam and Mexico, are equally likely to join the 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Agreement, and this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platform for Taiwan

to initiate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s with CPTPP members.

Finally, the rejection also provides confidence in President Tsai and her administration in

their ability to move closer to finding a resolution (i.e. providing equal treatment to the five

prefectures currently banned) to the Japan agriculture ban dispute. On food safety, this should

be a relatively easier assignment, since majority countries worldwide have since removed

contingent measures introduced in 2011, and this provides a rich body of scientific data for

Taiwan to revisit the current restrictions. On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jection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he Taiwanese public is ready for discussions

on a balanced approach. That said, ex ante public communication, consultations and the design

of supporting measures (e.g. labeling and elevated inspections) remain critical and necessary.

While it is true that the elimination of the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against the five Japanese

prefectures does not guarantee CPTPP accession, it nonetheless creates a favorable condition

for Taiwan that is greatly needed in light of China’s application for membership.

【本文轉載自 Prospects & Perspectives January 10, 2022】

https://www.pf.org.tw/files/7744/4DC48003-1100-4508-B9EF-7252BD38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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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美國、歐盟、印度及南非達成 TRIPS 豁免暫時性協議

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於今（2022）

年 3 月 15 日表示美國與歐盟、印度及南非共四國已針對 COVID-19 疫苗達成豁免「與

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專利條款強制授權（compulsory license）之暫時性協議。該四國集團是

由 WTO 秘書長伊衛拉（Ngozi Okonjo-Iweala）及其副手岡薩雷斯（Anabel González）因

期望能打破 TRIPS 豁免協商僵局而於去（2021）年召集成立。針對此次四國達成協議之

進展，伊衛拉指出，該項暫時性協議為向前邁進的重要一步，但最終仍需取得所有 WTO

成員的支持。至於協議細節仍須待四國完成國內磋商程序後方能確認。

關於 COVID-19 疫苗豁免 TRIPS 規範之討論，始於印度及南非在 2020 年 10 月提

出有關 COVID-19 疫苗、診斷及治療方式均應豁免 TRIPS 規範之提案。相對於印度與南

非提案，四國集團同意僅針對 COVID-19 疫苗授予豁免，至於診斷及治療方式則會在協

議生效後六個月進行談判。除了疫苗之外，該項協議也排除了著作權及工業設計領域。

整體而言，美國、歐盟、印度及南非已同意 2021 年間疫苗出口低於全球疫苗出口

10%的開發中國家可適用 TRIPS 豁免。基此，中國可能不符合資格；根據 WTO 及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於今年 1 月 31 日的疫苗貿易追蹤數

據（the WTO-IMF COVID-19 Vaccine Trade Tracker）顯示，中國 2021 年疫苗出口占全球

疫苗出口比重約 33.7%。相對之下，印度及南非則可能從中受益，根據華盛頓一名分析

師表示，印度 2021 年占全球疫苗出口比重 2.4%，南非則僅占 1.5%。

繼四國集團在 3 月 15 日達成暫時性協議後，伊衛拉隨即召開多場會議以向 WTO 會

員解釋該暫時性協議，並尋求與會國的意見。例如伊衛拉在 3 月 16 日召集十幾個國家

貿易代表進行閉門會議，與會國包含美國、歐盟、印度及南非等四國集團，以及巴西、

阿根廷、加拿大、瑞士、英國、日本、印尼以及澳洲等 8 個國家。伊衛拉亦於 3 月 17 日

與不同的國家集團舉行會議，例如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國家集團以及東協國家等。

儘管如此，該項暫時性協議目前還未能得到商業團體的支持。例如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全球創新政策中心（Global Innovation Policy Center）資深副總裁

基爾布萊德（Patrick Kilbride）即於 3 月 16 日表示，智慧財產權豁免提案分散了人們對

物流障礙、供應鏈瓶頸以及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等真正議題的關注，WTO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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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損智慧財產權的行為都會損及許多美國產業，故相關協議均將削弱美國競爭力。

【由劉亮君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2 年 3 月 16 日；WTD，2022 年 3

月 17日、2022年 3月 18日】

▲美國「印太經濟架構」之新進展

今（2022）年 3 月 16 日美國貿易副代表比安奇（Sarah Bianchi）出訪澳洲，與澳洲

官員及包括來自商界與勞工代表等利益關係者討論美國對印太地區的承諾，並強調美國

願意與印太地區夥伴合作建立廣泛的貿易架構，以提高韌性、包容性、可持續性以及中

產階級的利益。去（2021）年美國拜登總統提出的「印太經濟架構」倡議後，美國貿易

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陸續訪問日本、韓國和印度討論印太經濟架構之推展內容，而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隨後提供了更多該架構的細節，包括將聚焦在勞工、環境與氣

候、數位經濟、農業、透明度與良好監管措施、競爭政策與貿易便捷化。

在此次訪問中，比安奇藉由出席澳洲美國商會的場合徵詢商界對於印太經濟架構推

動的建言優先事項，並與商界代表討論如何幫助美國參與印太地區的方法。在此之前的

3 月 11 日，美國貿易代表署與商務部已就印太經濟架構的內容向廣泛利益關係者徵求

正式意見，比安奇對此強調了將納入廣泛利益關係者意見的重要性，並表示美國政府將

在幾周內提供更多關於架構的細節。

同一時間，韓國外交部副部長崔鍾文（Choi Jong-moon）與美國副國務卿費爾南德

斯（Jose Fernandez）進行電話會談，討論印太地區的經濟合作。崔鍾文表示，韓國政府

基本上對美國印太經濟架構表示歡迎，並會在相關部會完成評估工作之後，向美國提出

韓方的正式立場。

在美國積極與印太地區國家討論印太經濟架構的同時，越南工商部長阮鴻延

（Nguyen Hong Dien）與紐西蘭貿易部長康納（Damien O'Connor）也於 3 月 17 日進行

電話會談，針對美國印太經濟架構的倡議進行討論。阮鴻延表示，美國印太經濟架構是

美國為實現印太地區自由開放、相互連結、繁榮、安全與韌性而於今年 2 月宣布的印太

戰略的一部分，其中涵蓋許多越南感興趣的新興、非傳統議題，如供應鏈發展、基礎建

設與環境投資。然而由於印太經濟架構涵蓋的議題較為新穎且多樣，因此阮鴻延表示，

該架構需在參與方式與參與程度上根據每個參與國的制度與利益進行彈性調整。此外，

阮鴻延還表示，各國應該有充足的時間研究印太經濟架構的內容，從而決定是否加入，

同時需要印太地區國家，特別是東盟成員國盡可能多元化的參與。

對此，阮鴻延提議紐西蘭和其他國家向越南提供技術援助，特別是在印太經濟架構



8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69期（202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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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興議題方面，並希望和紐西蘭密切合作，向美國與其他國家表達其對印太經濟架構

的立場。

【由黃哲融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2年 03 月 16日；KBS WORLD，

2022年 03 月 17日；Vietnam+，2022年 03 月 17日】

▲第 28 屆東協經濟部長非正式會議中各國同意就加快復甦採取行動

2022 年 3 月 16 日東協透過視訊召開「第 28 屆東協經濟部長非正式會議」（28th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AEM) Retreat），由東協輪值主席國柬埔寨商務部長潘索

拉（Pan Sorasak）主持。會議上，各國同意制定東協 2022 年區域工作計畫（ASEAN’

s regional work plan for 2022），確定區域加速經濟復甦的優先事項。

為使受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大幅衝擊之東協區域經濟

加速復甦，除將制定區域工作計畫外，東協亦啟動東協貨品貿易協定（ASEAN Trade in

Goods Agreement, ATIGA）升級談判，以最大程度地發揮東協內部貿易潛力並深化區域

經濟整合。ATIGA 升級談判旨在透過解決非關稅壁壘、提高透明度、促進東協國家參與

全球和區域供應鏈以及回應數位化和綠色經濟等新興議題以促進貿易。

ATIGA 自 2010 年生效迄今已逾十年，東協表示在此刻著手進行升級談判是很好的

時機，第一，東協正自新冠疫情中積極推動復甦，其次，《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已於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東

協秘書長林玉輝（Lim Jock Hoi）就此表示：「升級後的 ATIGA 應以比東協向 RCEP 成

員所承諾的更全面、更現代化、貿易更便利和更有力的承諾來深化東協經濟整合，以增

強東協作為單一市場和生產基地的競爭力」。

除了深化經濟整合外，東協在疫情下亦關注區域供應鏈之穩定性，2020 年東協在

「河內行動計畫」（Hanoi Plan of Action）下締結《民生必需品實施非關稅措施諒解備忘

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on-Tariff Measures on

Essential Goods）作為《東協全面復甦架構》（ASEAN Comprehensive Recovery Framework,

ACRF）的早期結果。會議上，東協表示正著手將備忘錄有效期延長至 2024 年 11 月，

並規劃擴大必需品清單。此外，認知到未來東協定位之重要性，會議亦呼籲東協各國在

數位與綠色經濟議題上應深化合作。

簡言之，「第 28 屆東協經濟部長非正式會議」主要聚焦於加速區域經濟復甦，並進

行制度面的改革，如啟動 ATIGA 升級談判以及延長《民生必需品實施非關稅措施諒解

備忘錄》。深化經濟整合與穩定供應鏈為首要任務，而數位、綠色等議題也是各國領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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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點。會議亦通過柬埔寨擔任東協輪值主席國提出之 19 項優先呈交的經濟議題

（Priority Economic Deliverables, PEDs），此些議題可分為：一、加強數位連結、科學和

技術；二、縮小東協競爭力的發展差距；三、推動一個更具整合性、包容、韌性與競爭

力的東協；四、強化東協全球成長和發展（Strengthening Global ASEAN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等四大領域，ATIGA 升級談判為其中一項議題。.

【由巫佩蒂綜合報導，取材自 Khmer Times，2022年 3月 18日；ASEAN Secretariat，

2022年 3月 16日】

▲農業大國對於經濟制裁俄羅斯導致化肥價格上漲意見分歧

烏俄戰爭持續延燒，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力道未緩，使俄羅斯對外出口運

輸受到影響，俄羅斯工業部於 3 月 10 日宣布暫停化學肥料出口，以作為對西方國家經

濟制裁之回應。俄羅斯為全球主要的化肥出口國，根據經濟複雜性研究中心（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統計，俄羅斯在 2019 年是全球最大化肥出口國，其化肥貿易額

將近 90 億美元。此外，美國禁止俄羅斯石油進口及歐洲可能與俄羅斯能源脫鉤，進一

步推升天然氣價格，而天然氣為生產氮基化肥的關鍵原料，間接促使化肥成本更加上漲。

除俄羅斯外，鄰國白俄羅斯也連帶受到經濟制裁，導致包括尿素、鉀肥等幾項關鍵

肥料化合物出口下降，也是導致化肥價格飆升的原因之一。根據北美綠色市場化肥價格

指數（Green Markets North America Fertilizer Price Index）顯示，3 月中旬化肥價格較一

個月前烏俄戰爭尚未爆發時高出了 40%。由於烏俄戰爭已使烏克蘭糧食出口大幅下降，

如今化肥成本提高，將使糧食價格再度攀升，加劇全球飢餓與貧窮的問題。對此，美國

與巴西在經濟制裁俄羅斯一事意見分歧，美國認為經濟制裁為阻止俄羅斯繼續侵略烏克

蘭之必要手段，而化肥成本上漲則是必要的犧牲；巴西則希望減緩經濟制裁力道，至少

不要影響到俄羅斯的化肥出口。

美國和巴西同樣為全球主要化肥進口國，其中鉀肥，美國幾乎都自加拿大進口；氮

氣則有三分之一從國外進口，主要來自中東和俄羅斯；磷肥則是從沙烏地阿拉伯和澳洲

進口，但巴西對於肥料進口的依賴程度高於美國。巴西是全球最大的大豆、咖啡及糖之

出口國，並且是最大的化肥進口國，有超過 85%的化肥是靠船運進口，鉀肥和氮的進口

依賴度超過 90%，而主要供應國俄羅斯和同樣受到經濟制裁的白俄羅斯，占其化肥進口

總額的 28%。巴西農業部長克利斯蒂娜（Tereza Cristina）對於化肥市場之供應感到憂心，

她表示化肥進口減少將影響農作物產量，加劇通膨並威脅糧食安全。目前，巴西積極與

其他化肥生產國接觸，以確保巴西的化肥供給無虞。據悉，一家鉀肥公司 Canpotex 有意

增加對巴西之銷售量，該公司預計 2022 年將產能提升至約 1500 萬噸，較之前預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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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00 萬噸，主要將於今年下半年生產。

【由蔡心遠綜合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2022 年 03 月 17 日；FORTUNE，2022 年

03月 22日】

各國消息剪影

▲美眾院擬立法為投資半導體產業提供租稅減免

美國聯邦眾議院在今（2022）年 3 月 16 日由 9 名跨黨派的眾議員共同推動一部旨

在為美國國內半導體產業之投資活動提供租稅減免的新立法，由共和黨籍眾議員凱利

（Mike Kelly）及麥考爾（Michael McCaul）共同領銜提出，其他連署成員還包括 4 名民

主黨籍議員及 3 名共和黨籍議員。此項暫名為「促進美國製造的半導體法案」（Facilitating

American-Built Semiconductors Act），擬為涉及美國國內半導體製造、研發與設計之投資

活動提供最高百分之二十五的投資抵減稅額。

值得注意的是，聯邦參議院其實在去（2021）年 6 月亦在民主黨籍參議員魏登（Ron

Wyden）與共和黨籍參議員克雷波（Mike Crapo）領銜之下，提出同樣目的與同樣名稱，

簡稱為「半導體廠法案」（FABS Act）的跨黨派立法。然而，由於眾議院在 2021 年 11 月

通過之「重建美好未來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正在參議院審議，同時亦將「半導

體廠法案」一併納入審查及表決，惟拜登政府評估「重建美好未來法案」可能無法在參

議院取得足夠票數以通過表決，因此將該法案擱置，使得「半導體廠法案」也連帶受到

影響。

根據法案共同領銜人麥考爾議員發布之聲明，眾議院的「促進美國製造的半導體法

案」適用抵免範圍預計包括：半導體製造設施的建造成本、相關設備成本，以及涉及研

究和設計下一代半導體的任何投資活動。麥考爾議員也在聲明中表示該法案將促進美國

國內半導體生產，產生更安全的半導體生態系，以及帶來就業機會。產業界對此亦樂觀

期待，美國最大半導體產業團體「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SIA）董事會主席兼執行長紐佛（John Neuffer）即於聲明中指出，為美國國內晶片研究、

設計和製造提供激勵措施將是美國的國家優先事項。

此外，「促進美國製造的半導體法案」亦常與《美國晶片法》（the CHIPS Act）相提

並論，後者旨在授權美國聯邦政府為半導體產業提供補貼，並於 2021 年 1 月生效。不

過落實《美國晶片法》所需的撥款經費則仍待國會審議，相關授權撥款規定分別包含在

由參議院於 2021 年 6 月通過的「美國創新競爭法案」（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以及眾議院於 2022 年 2 月通過的「美國競爭法案」（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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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S Act of 2022）之中。兩院對《美國晶片法》所需 520 億美元預算皆有共識，

惟對彼此法案其他部分仍需協商，因此待兩院召開聯席會議進行協調與審議後方能產生

最終版本送總統簽署以完成立法。

目前美國對以政府補貼手段促進國內半導體產業發展已是朝野共識。無論《美國晶

片法》或「半導體廠法案」皆是跨黨派立法，此外包括商業團體和地方政府亦有採取行

動，例如在 2022 年 2 月，即有超過 20 名以上的商業團體以及 22 名州長各自聯名致函

參、眾兩院政黨領袖，呼籲加速推動國會通過「美國創新競爭法案」和「美國競爭法案」。

【由黃禾田綜合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2 年 3月 18日；Inside U.S.

Trade，2022年 3月 16日及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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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糧食安全 Food Security

係指在自然災害與政治、戰亂風險下，為確保人民能免於糧食短缺，甚至饑荒斷糧

的恐懼，各國監控國內的糧食生產，並搭配進口與庫存來確保糧食供給。而為避免世界

市場的價格風險，各國必須維持適當的糧食自給率（self-sufficiency），其國內需有一定

程度的農業發展與產業規模。糧食安全的考量在貿易自由化與農業市場開放之壓力下，

嚴重衝擊某些農業生產條件不利的國家，例如小農制之國家、糧食淨進口國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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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2022 年全球經濟展望──後疫挑戰與轉型 內外新契機

網址： https://library.cier.edu.tw/publish/detail/4008

摘要：
中華經濟研究院身為國內重要經濟智庫，向來致力提供優質資訊分析此項

任務，每年年初更主動提出國內外及中國大陸經濟資訊供社會大眾參考。《2022

年全球經濟展望》專書以「後疫挑戰與轉型 內外新契機」為主題，呈現本院研

究人員針對 2021 年的經濟回顧與 2022 年各地區與重要專題的觀察心得與研究

成果。本書結構共分為四大章：「全球經濟回顧與展望」、「中國大陸經濟回顧與

展望」、「臺灣經濟回顧與展望」以及「中長期重要議題前瞻」。

期刊介紹

篇名：
Sanctioning the Homeland: Diasporas’ Influence on American Economic
Sanctions Policy

出處： https://doi.org/10.1177/00220027211042681

作者： Tyler Kustra

摘要： Why do some immigrant groups succeed in influencing the U.S. government to

impose economic sanctions on their former dictators, while others do not? This

paper begins by noting that the president is the pivotal player in sanctions policy

and that presidents cater to voters in swing states. Therefore, a diaspora’s

proportion of the swing-state electorate should determine whether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mposes sanctions on their former homeland. Considering

dictatorships from 1946 to 2005, this paper finds that a one-percentage-point

increase in the diaspora’s proportion of the swing-state electorate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regime-change sanctions by 11 percentage points. It then calculates

causal estimate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sanctions on regime change. Using

the diaspora’s proportion of the swing-state electorate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for the presence of economic sanctions, it finds that sanctions do not have a

positive, statistically-significant impact on regime change while a negative impact

is plau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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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org/10.1177%2F0022002721104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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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TPP 系列課程：智慧

財產權
王煜翔

1.CPTPP 智財權專章架構

2.總則與合作規定

3.商標、國家標示與地理名稱

4.專利及未公開試驗資料、工業設計

5.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

6.智財權之執行

7.網路服務提供者（ISP 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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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自洽詢 3/29 「2022 年當前國際經貿新情勢」說明會(高雄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605

台綜院 逕自洽詢 3/29
《TRI 政策高峰論壇》系列三-「全球【淨零競逐】

與產業低碳新創契機」

https://www.tri.org.tw/trinews/doc/111032

9.pdf

外貿協會 3/29 3/30 2022 新南向連鎖加盟商機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cseminar2

022/CMS/Introduction

經濟部貿易局 4/8 4/11 「2022 年當前國際經貿新情勢」說明會(臺東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606

中美經濟合作策進會 逕自洽詢 4/13
「俄烏衝突對全球及台灣政、經、軍發展趨勢的影

響」講座

http://www.rocusabc.org.tw/index.php/eve

nts/1115-111-4-13

經濟部貿易局 4/15 4/18 「2022 年當前國際經貿新情勢」說明會(臺中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607

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4/20 中南美洲貿易商品展暨貿易商機研討會
https://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

px?id=7045

https://www.tri.org.tw/trinews/doc/1110329.pdf
https://www.tri.org.tw/trinews/doc/1110329.pd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cseminar2022/CMS/Introductio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cseminar2022/CMS/Introduction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606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606
http://www.rocusabc.org.tw/index.php/events/1115-111-4-13
http://www.rocusabc.org.tw/index.php/events/1115-111-4-13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607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607
https://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7045
https://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7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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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歐美所 逕自洽詢 5/4-6 「歐盟對外關係」學術研討會
https://www.ea.sinica.edu.tw/SeminarList.a

spx?t=2

政大國際經貿組織暨法律研

究中心
4/26 9/3 「第 22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暨學術研討會」徵稿

http://www.tradelaw.nccu.edu.tw/2022/03/

01/徵稿啟事-第二十二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暨

學術研

http://www.tradelaw.nccu.edu.tw/2022/03/01/%E5%BE%B5%E7%A8%BF%E5%95%9F%E4%BA%8B-%E7%AC%AC%E4%BA%8C%E5%8D%81%E4%BA%8C%E5%B1%86%E5%9C%8B%E9%9A%9B%E7%B6%93%E8%B2%BF%E6%B3%95%E5%AD%B8%E7%99%BC%E5%B1%95%E6%9A%A8%E5%AD%B8%E8%A1%93%E7%A0%94
http://www.tradelaw.nccu.edu.tw/2022/03/01/%E5%BE%B5%E7%A8%BF%E5%95%9F%E4%BA%8B-%E7%AC%AC%E4%BA%8C%E5%8D%81%E4%BA%8C%E5%B1%86%E5%9C%8B%E9%9A%9B%E7%B6%93%E8%B2%BF%E6%B3%95%E5%AD%B8%E7%99%BC%E5%B1%95%E6%9A%A8%E5%AD%B8%E8%A1%93%E7%A0%94
http://www.tradelaw.nccu.edu.tw/2022/03/01/%E5%BE%B5%E7%A8%BF%E5%95%9F%E4%BA%8B-%E7%AC%AC%E4%BA%8C%E5%8D%81%E4%BA%8C%E5%B1%86%E5%9C%8B%E9%9A%9B%E7%B6%93%E8%B2%BF%E6%B3%95%E5%AD%B8%E7%99%BC%E5%B1%95%E6%9A%A8%E5%AD%B8%E8%A1%93%E7%A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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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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自接洽 3/28
國際行銷開發海外銷售通路實戰研討會(台南免費課

程)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203

28

外貿協會 逕自接洽 3/29 巴拉圭採購/銷售洽談(實體)

https://isourcing.taiwantrade.com/activity/

0A1640D9-3ABD-4602-85A4-

F84FB650DFC5

外貿協會 逕自接洽 3/29 B2B 業務海外經營策略研討會(桃園免費課程)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

1110329F

外貿協會 逕自接洽 3/30 開箱 2022 貿協拓銷服務(高雄免費課程)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KH202203

30

外貿協會 3/31
4/11-

4/24

2022 年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及車用電子展數位

加值行銷服務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MPADigit

algo22

經濟部貿易局 4/12 4/13
「肉品加工食品出口拓銷及 HACCP 認證」說明會

(高雄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617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4/22 臺灣-巴拉圭商機媒合洽談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2Paraguay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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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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4/26-

4/27
2022 年台南熱帶水果及加工品國際採購日

https://isourcing.taiwantrade.com/activity/

474fe6a4-dc7a-4411-a24a-09b0cce5996b

外貿協會 3/31
5/17-

5/18
2022 年臺灣潔淨技術線上拓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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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ntech

外貿協會 3/29
5/17-

5/26

2022 年汽車零配件、資通訊及綠能產業中亞及土耳

其Hybrid 拓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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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ralAsiaTurkey1

外貿協會 3/31 5/31
2022 年波蘭國際工具機展暨展後延伸斯洛伐克貿易

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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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M2022

外貿協會 4/15 5/31 2022 年中東歐市場 Hybrid 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CEE22spri

ng/CMS/CEE22spring

外貿協會 逕自接洽 7/6-7/9 2022 越南胡志明市工具機展(MT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2MTA

外貿協會 3/30
8/10-

8/13
2022 年印尼紡織及製衣機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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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OINTERTEX2022

外貿協會 逕自接洽
9/12-

9/17
2022 年芝加哥工具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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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TS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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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協會 4/30 10/15-19 2022 年巴黎國際食品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SIAL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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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2 年 3 月 26 日～2022 年 4 月 25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3/28 ⼀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3/28 ⼀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3/28-29 ⼀～⼆  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3/28-4/1 ⼀～五  WTO Training course on trade and gender #1

3/29 二  Working Party on Domestic Regulation

3/30-31 三～四  Committee on Market Access

3/30，

4/1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Pakistan

4/4-5 ⼀～⼆  Committee on Trade Facilitation

4/6 三
 Committee of Participants on the Expansion of Trad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4/7 四  Committee on Rules of Origin

4/8 五  Committee on Import Licensing

4/11 ⼀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Timor Leste

4/21-22 四～五  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

4/25 ⼀  Committee on Safeguards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3/30 三  WB: What"s Next After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3/31 四  WB: Connecting across Borders: South Asia's Digital Opportunity

4/5 二
 OECD: NAEC seminar : New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Inflation

4/7-8 四～五  APEC: Trade Policy Dialogues on Digit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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