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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大家有沒有發現最近活動很多呢？最重要的當然是【「我國加入WTO 20週年展望及意義」

研討會】，記得設定提醒報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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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報

國際經貿規範動態分析 2022 年 3 月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顏慧欣 副執行長、王煜翔 分析師、

許裕佳 分析師、黃禾田 輔佐研究員

一、美國、歐盟、印度及南非達成 TRIPS 豁免暫時性協議

二、美國貿易代表署發布「2022 年貿易政策綱領與 2021 年年度報告」

三、美國白宮公布一年期供應鏈檢討報告並宣布新措施

四、烏俄戰爭推升糧食價格，小麥首當其衝

一、美國、歐盟、印度及南非達成 TRIPS 豁免暫時性協議

發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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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全文）

重點評析

目前暫時性協議文本僅為美國與歐盟、印度及南非四方討論會議所討論出來的初步

妥協方案，尚未正式公開細節內容，仍須等待四個國家內部同意後，才會正式提交到

WTO 場域進行討論。然而，該項暫時性協議文本草案於 3 月 15 日立即被媒體披露，根

據外洩之文本草案內容，享有豁免資格的會員（eligible Member）僅限於開發中國家之

WTO 會員，且其 2021 年度之疫苗出口應低於全球疫苗出口之 10%。符合條件 WTO 會

員可以在未取得專利權利人同意的情況下，授權製造受專利保護的 COVID-19 疫苗。適

格會員所製造的疫苗亦不受 TRIPs 協定第 31 條強制授權僅限國內使用之限制，可以出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69287&nid=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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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供給給其他符合資格的 WTO 會員。

Public Citizen 等非政府組織亦公開批評現階段協商出來的暫時性協議，反而對疫苗

取得造成更多阻礙。特別是前述暫時性協議限縮豁免待遇適用對象之規定方式，可能與

當前全球疫苗增產策略的推動方向背道而馳。暫時性協議針對疫苗製造與出口對象均設

定有全球疫苗出口 10%以下之門檻限制，此一規定顯然是為了排除中國、巴西等具有製

造能力的開發中會員享受豁免待遇，卻也同時排除了其他具有製造能力的已開發會員。

同時，當前全球提高疫苗生產流通的策略，乃是加速提高地區內具有生產能力的國家提

高疫苗產能，而此一門檻限制將導致具有製造能力的國家，無法發揮區域疫苗生產中心

的角色。

另一方面，基於美國、歐盟的要求，豁免協議額外增加了諸多透明化義務的要求，

包括：會員必須盤點所有依本協定豁免使用之專利權；會員也必須立即將其核發出的緊

急授權向 TRIPS 理事會提出通報，通報內容須包括獲得授權的業者名單、授權效期等資

訊1。此皆規定均為原先 WTO 會員實施 TRIPs 第 31 條緊急授權所未規定之額外義務，

反而使得豁免協議較現行 TRIPs 規定更為嚴格。

此外，暫時性協議之豁免僅適用於 COVID-19 疫苗，未將 COVID-19 檢測、治療藥

物納入豁免範圍。針對 TRIPs 豁免如何擴大適用檢測與治療藥物，暫時性協議之文本草

案要求 WTO 會員最遲應在決議生效後六個月內作成決議。然而，COVID-19 病毒侵襲

各國的發展模與進程均有不同，各國政府需要多方面整合運用檢測、疫苗預防與治療藥

物來遏止病毒傳染擴散，顯見加強檢測與治療藥物的流通製造亦有其重要性，若單獨以

豁免 COVID-19 疫苗相關專利的方式來優先實施豁免，將不足以達成遏止病毒擴散的最

終目標。因此，美國國內與全球相關 NGO 均認為暫時性協議仍待進一步討論並做出適

當的調整，以符合全球共同對抗 COVID-19 之實際需求。（王煜翔）

二、美國貿易代表署發布「2022 年貿易政策綱領與 2021 年年度報告」

發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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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3 月 1 日發布「2022 年貿易政策綱領與 2021 年年度報告」（2022 President’s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21 Annual Report），首先就拜登（Joe Biden）政府過去一年在優先項

目和推動以勞工為中心的貿易政策所做之努力進行盤點，重點包含保障勞工權利、推動

加速減碳與提倡永續環境措施、對抗 COVID-19 疫情、增加供應鏈韌性以及全面執行現

1 TRIPS COVID-19 solution (the outcome of the quadrilateral discussions at the end of last week, to be
presented to WTO Members), par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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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協議等，並就這些貿易政策如何推動美國經濟競爭力、韌性和公平性進行探討。（詳全

文）

重點評析

「2022 年貿易政策綱領」強調持續推動「以勞工為核心」(worker-centered)的貿易政

策，因此 USTR 臚列出「2022 年貿易政策綱領」九大重點 ，分別為: 1)捍衛勞工權利；

2) 推動加速減碳與提倡永續環境措施；3)支持美國農業；4)強化供應鏈韌性；5)對抗

COVID-19 疫情；6)重新調整(re-aligning)美中貿易關係；7) 與重要盟友及在多邊場域之

互動合作； 8) 確保貿易規則之執行；9)推動公平的、具包容性及持久的貿易政策並擴

大利害關係人參與。不過前述 1-5 項重點，USTR 都歸類為達成以勞工為核心貿易政策

的國內政策施為。

綜觀今年貿易政策綱領，除了延續去年拜登政策訴求外，更聚焦與突顯出民主黨長

期標榜的社會價值與理念—勞工權利與環境保護，成為貫穿 2022 年拜登政府的貿易政

策基調。其中在各項施政重點下，均有大幅著墨 USMCA 之內容，也顯示出拜登政府對

USMCA 或北美地區貿易之重視，更凸顯出加拿大、墨西哥仍是美國最為看重的貿易夥

伴。又從 USTR 多次強調確保加、墨落實 USMCA 義務，也可看出拜登賦予 USTR 當前

的主要功能，係以確保美國貿易夥伴兌現 FTA 承諾，與確保美國在現有 FTA 下的利益

獲致實現。亦即今年 USTR 的政策重點，在於對經貿協定義務之執法與監督，而非洽談

任何新的協議。

因強調 USTR「執法」的角色，則今年貿易政策綱領的另一特色，則是多所著墨美

國可運用的執法工具(enforcement)，以確保貿易對手國的「可課責性」(accountable)，例

如 USTR 運用 USMCA 的執法機制促使加拿大落實乳產品進口配額的義務，以及關切墨

西哥未有效保護於漁業環境、防範瀕臨絕種動物的行為等作為範例，來說明美國之決心。

USTR 也指出運用「惡名昭彰市場名單」（Notorious Markets Lists），界定出從事版權盜

版或商標仿冒之線上與實體市場，並審查各種壓榨勞工情形及參與製造仿冒商品對勞工

之負面影響，也是今年執法重點。又在制度面上，美國也反對外國任何操縱匯率之法規、

政策及行為，並藉此取得較美國企業及勞工更佳之競爭優勢，因此拜登政府將採取各種

工具，對被認定為操縱匯率之國家施加有效壓力。

今年貿易政策綱領對於美中關係雖有討論，但只語焉不詳描述美國將「重新調整」

(re-aligning)美中貿易關係，也未提及美國將如何處理中國未達成美中第一階段協議採購

金額目標。USTR 代表戴琪 4 月訪問新加坡行程接受彭博專訪時，略為描述美中經貿「重

新調整」的方向，並非尋求兩大經濟體的經貿「脫鉤」或「離婚」(divorce)，而是透過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68665&nid=498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68665&nid=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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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供應鏈的可見度、可課責性、多元性方式，重新調整在全球經濟下的美中經貿關係。

惟今年貿易政策綱領透露的相對明確訊息，則是 USTR 指出，為減輕美國企業之負擔，

將重啟進口自中國的特定產品申請豁免 301 條款關稅的申請程序，也不排除未來可擴增

申請關稅豁免的產品範圍。此也意涵拜登政府在今年內，應尚無停止對中國 301 關稅制

裁之規劃。

不過「2022 年貿易政策綱領」公布後引發之最大疑慮，在於拜登倡議的「印太經濟

架構」（IPEF）內容欠缺明顯的「政策牛肉」。IPEF 應當是拜登政府回應各界期望美國重

返 CPTPP 之替代方案，也是拜登政府定位美國參與亞太經貿活動的新戰略模式，然而

即便 IPEF 的規則、架構與參與程序等細節尚未清楚揭露，但確定的是，IPEF 並未考量

任何如降低貨品關稅的「市場進入」議題，對此一方面可能影響印太地區國家參與 IPEF

的意願，他方面美國國會跨黨派議員對 IPEF 可為美國產業出口帶來的實質效益，也有

高度疑慮。

總之「2022 年貿易政策綱領」的內容，洋溢濃厚的民主黨特色，以社會正義賦予貿

易政策目標與內涵，喻使貿易政策應考量到勞工、性別、種族、道德、薪資公平、環保

等的各種社會價值，這些議題有其重要性，但貿易政策是否是實現這些價值的最佳工具，

的確存在不同看法。惟面對拜登政府此一特色，意謂臺灣往後推動臺美經貿往來時，除

了務實的產業商業利益外，可能需增加從勞工福祉、環境正義等多元社會價值的面向，

來強化論述臺美經貿關係之重要性。（顏慧欣）

三、美國白宮公布一年期供應鏈檢討報告並宣布新措施

發展動態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於去（2021）年 2 月簽署第 14017 號行政命令，要求美

國聯邦機關對半導體與先進封裝、高效能電池、藥品與原料藥、關鍵礦產及戰略物資等

領域展開 100 日的供應鏈審查（100-Day Supply Chain Review），並且同時要求對國防、

公共衛生、資訊與通訊技術、能源、運輸、農業及食品生產共 6 大關鍵產業進行一年期

的供應鏈檢討評估。相關單位首先在 2021 年 6 月 8 日公布 100 日供應鏈檢討報告， 其

後則於今（2022）年 2 月 24 日進一步公布對 6 大關鍵產業供應鏈的一年期檢討報告，

同時統整此 6 份檢討報告並做成「總整報告」（capstone report）。（詳全文）

重點評析

拜登上任後要求聯邦政府檢討關鍵產品和關鍵產業相關供應鏈之風險以及提出改

善措施，不但影響美國企業，也對歐盟和日本等經濟體產生政策的外溢效應。歐盟先是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68667&nid=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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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年 5月指定六大戰略領域作為維持其開放戰略自主性的重點關切項目，更於 2022

年 2 月公告歐洲晶片法草案，為扶植歐盟境內半導體產業提供統一標準和預算根據。另

一方面，日本的岸田內閣將經濟安全列為執政優先事項之一，除設置經濟安保大臣協調

各部會落實經濟安保事項，還通過特別預算為補貼國際重要半導體廠商提供財源，並在

國會積極推動經濟安保立法。大體而言，包括美國在內，這兩年由第一世界國家發動的

供應鏈檢討政策，可歸納為希冀達到幾方面目的：降低對外國依賴、增加國內自主生產、

加強盟友國際合作。

如從美國而言，繼 2021 年 6 月的百日檢討，白宮此次公布的 1 年供應鏈評估涵蓋

範圍更廣，評估內容不僅只於單一產品的供應鏈風險，而更延伸檢視美國國內相關產業

的生產能力和潛力，因此納入投資環境、勞動力素質、市場結構、主要生產者和國家，

以及產業外部風險等分析構面。不過在具體的產品評估項目上，美國也不是將列在北美

行業標準（NAICS）的製造業項目皆納入，而是依據產品重要性進行檢視。

例如由商務部和國土安全部共同執行，與我國對外經貿息息相關的資通訊技術供應

鏈評估報告，內容包括資通訊硬體製造業和軟體產業以及人力、外部風險等，而具體產

品則在硬體方面選擇印刷電路板（PCB 裸版）、光纖電纜、組裝電路版（PCBA）、路由

器、交換機和伺服器，以及液晶螢幕和顯示器做為本次評估範疇；在軟體方面則以韌體

和開源軟體為檢視對象。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上述硬體產品主要生產地大多位於中國，

但商務部和國土安全部在評估報告中也明確指出一項事實，即作為資通訊製造業主流生

產模式的電子製造服務（EMS），其全球前 20 大 EMS 企業有 14 名位於亞洲，且其中 11

名則是台灣企業。雖然美國在資通訊供應鏈評估報告中並未點名我國為其依賴來源，但

此一事實陳述除再次證明我國是全球資通訊製造業的重要利害關係人，同時卻也隱含各

國將我國視為風險來源的可能性。

白宮的總體報告指出，美國當前優先事項之一是將長期供應鏈韌性政策化為聯邦體

制的一部分，成為聯邦政府和美國企業的長期關注焦點。因此就未來美國的供應鏈韌性

政策發展，可以從三方面持續觀察。首先是國內立法進度，包括美國創新競爭法和美國

競爭法兩大法案皆列有強化美國國內供應鏈韌性和增進產能的具體施政措施，是否能順

利在今年 11 月的期中選舉前完成立法。其次是美國在國際上的經貿措施能否說服盟友

和貿易夥伴積極配合，包括利用美歐科技貿易理事會與歐盟進行協商並在重大議題上保

持一致，此外針對只聞樓梯響的印太經濟架構，其具體內容為何以及如何促進參與成員

彼此的供應鏈合作亦是關注重點。最後，美國如何避免以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手段抵抗

中國市場吸引力也是後續觀察焦點。亦即，若美國僅僅只是利用政府補貼和優先購買美

國貨等政策工具做為吸引製造業回流和扶植產業的手段，將使盟友產生美國正在進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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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保護主義的疑慮，同時也使美國在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之中落入對方定義的賽道，亦即

陷入補貼的「軍備競賽」。就此而言，合理兼顧國內產業扶植和維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

貿易環境，將是形塑美國供應鏈政策的主要權衡因素。（黃禾田）

四、烏俄戰爭推升糧食價格，小麥首當其衝

發展動態

自俄羅斯在今（2022）年 2 月 24 日對烏克蘭發軍事行動以來，糧食價格如小麥、

玉米等大幅飆漲，對全球糧食的供應以及成本造成衝擊。小麥價格自 2022 年以來以上

升 37%，玉米價格則是上漲 21%，其價格已較去（2021）年上升 20%，尤其在世界糧食

巨頭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與邦吉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 Company and Bunge , ADM

and Bunge）宣布停止在烏克蘭的營運後，小麥的價格更是創下自 2008 年以來的新高，

達每蒲氏耳（bushel）（穀類單位）十美元。此外，小麥等原物料成本的上漲將連帶影響

後續消費者採購的價格，在全球糧食價格上漲的情勢下，烏俄衝突無疑是雪上加霜。（詳

全文）

重點評析

烏俄戰爭爆發迄今已超過一個月，造成全球糧食及能源供應危機，加上通膨挑戰加

劇，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國際信評機構惠譽（Fitch Ratings）等近期發

布之經濟預測報告皆下修全球經濟成長預期，UNCTAD 於 2022 年 3 月 24 公布《貿易

和發展報告》（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將今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下調 1 個百分

點至 2.6%，其中歐元區下調 1.7個百分點至 1.7%，俄羅斯更是下調 9.6個百分點至-7.3%；

惠譽於 2022 年 3 月 22 公布《全球經濟展望》（Global Economic Outlook），則將今年全

球經濟成長率下調 0.7 個百分點至 3.5%，其中歐元區大幅下調 1.5 個百分點至 3%。

烏俄戰爭造成的經濟影響將削弱全球從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衝擊中的

復甦，對國際及歐洲經濟之影響大致歸納如下：首先，烏克蘭和俄羅斯均為重要的糧食

穀物生產國，兩國合計占全球小麥出口總量約三分之一、全球玉米出口量的 19%、葵花

籽油佔比更是達 80%；同時，俄羅斯原油產量占全球 10%，且是全球主要出口國之一，

歐洲是俄羅斯石油主要出口市場。戰爭推高糧食和能源價格，影響全球供應鏈，對開發

中國家最脆弱的人群造成的衝擊尤為顯著。其次，烏俄二國都是半導體和電動車原物料

（如鈀、氖、鎳）供應大國，尤其俄羅斯是鈦、鈀、氖、鎳、白金、鋁等關鍵戰略礦產

的主要生產國和出口國，戰爭使全球原物料和稀有金屬價格快速飆升，對汽車、航運、

航空等產業造成衝擊，而原物料短缺及價格上漲對中小企業衝擊更是明顯。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68670&nid=506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68670&nid=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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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供應鏈問題導致通貨膨脹壓力急劇增加，為應對通膨壓力，迫使許多國家的

央行可能採取緊急加息，並逐步停止債券購買計劃，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大

幅增加。此外，歐美國家紛紛透過金融制裁打擊俄羅斯，包括多家俄羅斯銀行被排除在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WIFT）支付系統之外，瑞士也放棄中立原則加入對俄制裁行列，「金融戰爭」正在發

生。由於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發展，全球金融市場高度整合，金融制裁可能會引發銀行擠

兌潮、匯率危機及交易運作不便，同時有購買俄羅斯債券的各國金融機構也承擔高風險，

而金融戰衍生出的資安議題也受到關注。（許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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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美國或最快於 5 月啟動印太經濟架構

美國為了儘快啟動印太經濟架構，目前正積極與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紐西蘭、

韓國等國家政府商量相關事項。繼今（2022）年 3 月美國貿易副代表比安奇（Sarah Bianchi）

出訪澳洲，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亦於 4 月 4 日至 6 日於新加坡拜會新加

坡總理等相關各界人士，重申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承諾以及印太經濟架構涵蓋的主要議題，

並確保這些議題會反映拜登政府以勞工為核心（worker-centered）的貿易政策。同時，戴

琪還強調美國希望與印太夥伴合作建立一個具有雄心的架構，以提高美國、新加坡與整

個地區的韌性、包容性、可持續性以及勞工與企業主的利益。此外，根據《日經新聞》

報導，美國稍早已經向日本政府提交一份文件草案，除了稱其目標是為邀請東協成員國

加入印太經濟架構外，還稱為了確保國際供應鏈正常運轉，美國將加強其國內製造，保

障產品供應與就業機會，並希望透過印太經濟架構重建以日本等友好國家為中心的供應

鏈來降低經濟安全風險。

儘管美國政府希望能盡快啟動印太經濟架構，然而官方至今尚未給出任何具體時程。

對此，比安奇表示，美國政府並沒有要為印太經濟架構設定任何時程，但希望能於明

（2023）年舉辦 APEC 會議之前與合作夥伴取得初期的成果。而根據美國商務部負責亞

洲事務的副助理部長 Pamela Phan 於 4 月 6 日的一場演講，可以預期美國最早可能於 5

月啟動印太經濟架構。

至於印太經濟架構是否會涵蓋關稅或市場開放等傳統貿易工具，如今任職於 Google

的前貿易代表署官員巴提亞（Karan Bhatia）表示，雖然商界希望印太經濟架構能涵蓋更

多的方法，但顯然其不會包括關稅和市場開放承諾，但這並非企業在印太地區的主要障

礙。巴提亞認為，如數位限制等非關稅障礙以及在數位領域缺乏一致標準的情況，才是

商業投資和擴展的主要障礙。對此，巴提亞敦促拜登政府在印太經濟架構中的數位貿易

議題上維持高標準。此外，戴琪於 3 月 31 日在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聽證會上表示，

印太經濟架構雖然不會降低會員國的關稅，但會提供具有「經濟意義的成果」以促進貿

易和市場開放。

對此，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政策協調員坎貝爾（Kurt Campbell）表示贊同，他

認為美國政府須致力於印太地區的發展，制定共同的方法和標準以創造共同繁榮。雖然

俄烏戰爭使美國將大量注意力放在歐洲，但美國政府認識到其不能將注意力轉移出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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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因為印太地區是 21 世紀美國接觸的主要舞台。

【由黃哲融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2年 04 月 05日；REUTERS，2022

年 03月 31 日；NIKKEI Asia，2022年 03月 17日；中央廣播電台，2022 年 4月 1日】

▲美國眾議院提案對 TRIPS 豁免談判進行透明度要求

今（2022）年 3 月 15 日，媒體披露美、歐、印度及南非已就豁免「與貿易有關之智

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中與 Covid-19 疫苗、治療及診斷相關的內容達成初步妥協方案。美國貿易代表署（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隨後於 3 月 16 日證實已達成妥協

方案，但文本尚未獲得參與國內部一致認同，而該妥協方案目前尚未被 WTO 公開。對

此，共和黨參、眾議員分別於 3 月底舉辦的兩場聽證會中，批評該妥協方案對美國相關

產業造成風險，並質疑談判進程缺乏透明度。4 月 6 日，共和黨進一步於眾議院提案，

要求 USTR 對於 Covid-19 相關之 TRIPS 豁免的談判，需經過國會的監督與討論。

對於妥協方案，共和黨參議員柯拉波（Mike Crapo）於參議院的聽證會中，對國會

未獲得妥協方案的文本提出質疑，並表示即便豁免只針對特定國家，仍已引起美國疫苗

製造商對於智財權可能遭中國竊取的憂慮。同樣的，在眾議院的聽證會中，共和黨眾議

員們批評，政府不應該簽署犧牲美國公司智財權的方案。對此，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 Katherine Tai ）表示，政府對智財權的尊重是無庸置疑的，但同時必須考慮到平衡世

界各地人民在疫情間獲得保護的權利。相對於共和黨眾議員的立場，民主黨眾議員拜爾

（Don Beyer）表示，若不能於世界各地提供疫苗，可預防的死亡將持續增加，新的變種

也將持續出現，包括在美國本土，因此支持豁免。但兩黨都對於政府在該議題上缺乏與

國會的協商表示擔憂。另外，在回應疫苗目前是否供過於求的問題時，戴琪表示分配和

進入供應鏈的問題仍是目前分配劑量的障礙。

針對目前的妥協方案，美國製藥產業勞工與管理協會（Pharmaceutical Industry Labor-

Management Association, PILMA）於 3 月底致信戴琪，表示豁免將削弱智財權保護，並

且威脅到相關產業勞工的權益，呼籲 USTR 與產業界進行討論。另一方面，人權與消費

者保護團體，包括國際特赦、無國界醫生及人權觀察等組織，則致信請求拜登總統（Joe

Bide）拒絕目前的妥協方案，因為目前的方案無法有效達成平等獲得抵抗 Covid-19 資源

的目標。

為確保後續在 TRIPS 豁免的談判上不損及美國利益，4 月 6 日，共和黨於眾議院提

案，要求 USTR 在談判豁免時應遵循程序，包括向國會提供跨部門的影響評估報告、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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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公眾意見、提交相關計畫給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以供評估，以及與國會進行協商等。

此外，該法案禁止 USTR 在任何場合，以損及美國權利的方式修訂或修改任何貿易協定，

尤其是在可能造成中國與俄羅斯從中得利的議題上。該案的共同提案人美國眾議員布肯

南（Vern Buchanan）及其他共和黨議員表示，TRIPS 豁免將允許中國及俄羅斯竊取美國

智財權。

2020 年 10 月，南非及印度於 WTO 提案豁免 Covid-19 疫苗、治療及診斷方式相關

之智財權。該議題歷經長時間討論，此次美、歐、印度及南非四方達成的妥協方案，相

較於南非及印度於 2020 年提出的豁免範圍更少，該妥協方案只允許占 2021 年全球

Covid-19 疫苗出口 10％以下的 WTO 成員援引豁免。符合條件的成員，在無需徵求權利

人同意的情況下，使用專利訊息生產疫苗供應內需或其他同樣符合條件的國家。至於診

斷及治療工具是否加入豁免，將於六個月後重新評估。本次妥協方案目前在等待四個參

與國國內的批准，尚未對全體 WTO 成員公布。對於與 Covid-19 相關的 TRIPS 豁免以及

其他貿易議題，預期會在即將展開的 WTO 第 12 屆部長級會議上作出決定。

【由唐于晴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2 年 04月 01日、04月 06日】

▲俄烏戰爭衝擊東協國家經濟成長

日本經濟研究院（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和日經亞洲評論在 3 月 4 日

至 24 日之間，對 34 名經濟學家及分析員進行其季度性的問卷調查。其調查指出，東協

國內生產總值（GDP）前五大國，即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及泰國，其 2022

年整體經濟成長率之預測從 5.1%下修至 4.9%。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是五國之中唯二經濟

成長率受調升的國家，印尼保持不變，而泰國及菲律賓則受調降。

由於大部分國家已逐漸放寬防疫措施，並且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Omicron 變

異株之傳播速度也逐漸放緩，該調查指出大部分國家於 2022 年的經濟成長率將高於

2021年。相比前一季度的調查報告，新加坡在 2022年的經濟成長率由 4.3%上修至 4.6%，

而馬來西亞由 6%上修至 6.1%。肯納格投資銀行（Kenanga Investment Bank）的經濟研

究部主任指出，馬來西亞自 4 月 1 日開始過渡至地方性流行病（endemic）階段，並且開

放國家邊境，國內經濟預計將在經濟活動恢復正常運作後更具成長動力。

儘管亞洲經濟逐漸從疫情所造成的衝擊中復甦，2022 年 2 月底爆發的俄羅斯－烏

克蘭戰爭將帶來新的風險。東協 GDP 前五大國的整體經濟成長預測受到調降，主要因

為菲律賓之經濟成長率由 7.1%下修至 6.3%，以及泰國由 3.7%下修至 3.1%。西方國家

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造成原油價格上漲，進而導致物價提升以及消費需求下降。若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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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持續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西方國家的經濟亦將受到不良影響，而亞洲至西方國

家的出口量將隨之減少。開泰銀行（Kasikorn Bank）高級研究員則指出，俄烏戰爭所造

成的影響也將延緩泰國旅遊業的復甦進度。

印尼在此次問卷調查中的經濟成長預測保持在 5%，但調降的可能性逐漸提升。曼

迪利銀行（Bank Mandiri）的產業及區域研究部主任指出，俄烏戰爭造成能源及糧食價

格的上漲，未來季度的經濟成長將受到衝擊，因為家戶消費力將在通膨情況下減弱。

針對亞洲國家的經濟成長在未來 12 個月可能面臨的風險，該問卷調查指出大部分

受訪者認為印尼、菲律賓及新加坡最大的風險為通貨膨脹，馬來西亞則為物價的上漲，

而在泰國則為恐怖攻擊和地緣政治。另一重大風險則是中國逐漸惡化的疫情，特別在其

主要城市，如上海市已加強防疫管控，可能對全球經濟造成影響。

【由黃以樂報導，取材自 Nikkei Asia，2021 年 4月 4日】

各國消息剪影

▲白宮警告：半導體短缺將使美國受到的威脅升級

白宮於今（2022）年 4 月 6 日與部分議員舉行閉門會議討論半導體供應鏈，白宮警

告，半導體供應鏈短缺將使美國經濟更為脆弱並構成威脅，呼籲國會應儘速取得共識並

批准提供半導體晶片製造產業 520 億美元補助之《晶片法案》（CHIPS Act）。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及多位政府官員向美國國會兩黨議員說明美

國國內半導體產能不足將帶來經濟及國家安全漏洞，白宮表示，COVID-19 疫情所造成

的半導體短缺預估導致美國 2021 年 GDP 成長率減少 1 個百分點。根據美國半導體產業

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SIA）統計，受雇於消費及使用半導體行業的

勞工超過 2,600 萬人，半導體短缺將使汽車製造商停產甚或裁員。此外，白宮亦於會中

指出，1990 年美國占全球晶片產量約 37%，現今滑落至 12%，超過 70%的晶片產能集

中在亞洲地區，盼國會儘速批准半導體產業補貼，加速美國國內半導體產業發展及供應

鏈韌性，惟興建半導體的晶圓廠需耗時數年時間，目前仍缺乏快速解決晶片短缺之方案。

在產業意見方面，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於今年 4 月初就《晶片法案》向美國商務部

提出建議，認為美國政府應儘速採取相關激勵措施，尋求快速提升產能，填補半導體供

應鏈缺口，同時希望政府廣泛支持研發，並與全球志同道合夥伴展開供應鏈合作。全美

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 Workers）區主任道斯（Steve Dawes）也呼籲政府應儘快

通過《晶片法案》立法，晶片為汽車極為重要的組裝零件。另外，美國汽車創新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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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ce for Automotive Innovation）同樣支持立法，認為發展新供應鏈和保護既有供應

鏈優勢，是確保美國成為汽車創新領導者的關鍵因素。除了產業支持外，數據情報公司

晨間諮詢（Morning Consult）調查結果亦顯示，無論政黨傾向為何，超過 6 成的選民支

持政府對美國國內晶片製造展開補助措施。

在未來發展上，美國商務部指出，晶片短缺將對美國經濟及國家安全帶來風險。在

經濟層面，勤業（Deloitte）報告顯示，晶片短缺導致全球收入損失超過 5,000 億美元，

2021 年半導體的需求比 2019 年高出 17%，但供應鏈產能並無隨之增長。半導體短缺讓

美國 2021 年 GDP 損失 2,400 億美元，其中僅汽車產業就損失超過 700 億美元，倘半導

體生產在地理區域上過於集中之狀況未能改善，美國經濟將持續面臨風險。另在國家安

全層面，與國家安全及國防設備相關的產品若大量倚靠境外生產的晶片，無法培養自主

生產半導體及晶片之能力，將損害關鍵的國防安全利益。商務部期盼美國參眾兩院能儘

速敲定補貼案的正式程序，以維護美國國家利益。

【由張聖杰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Detroit News，2022年 3月 28日；Morning Consult，

2022年 3月 30日；The White House，2022年 4月 6日；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22年 4月 6日】

▲中國清零防疫政策加劇糧食短缺的問題

近期最新一波中國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適逢農業關鍵的春耕時節，當

局採取之「清零」防疫政策使得原本已短缺的肥料、勞工、種子等供給狀況惡化，糧食

安全問題雪上加霜。官方資料顯示，東北部省分如吉林、遼寧、黑龍江等皆因防疫的嚴

格規定而面臨農耕不足的情況，據悉光這三個省份就佔了中國整體穀類生產量的百分之

二十，因此農耕供應不足不僅影響中國傳統上糧食自足的情形，預期未來食品的價格亦

將上漲。

中國的糧食重鎮—吉林省，三月底即春耕的耕作期，仍有將近三分之一的農民面臨

沒有足夠肥料施用的情況，農民及肥料工廠的負責人皆表示政府封城清零的嚴格防疫措

施，嚴重影響了農業物料的運送以及肥料廠的營運。河北省指標肥料廠根力多（Genliduo）

公司表示，清零的防疫政策造成肥料運送過程以及確保肥料原材料品質的困難。吉林省

地方政府也表示，因為疫情爆發，使春耕的準備不如預期，肥料的製造也遠落後預定的

時程。

吉林省在三月通報的新冠肺炎病例超過五萬例，許多村鎮不讓外來區域的車輛進入，

即便是載運種子和肥料的車輛也不例外。吉林省政府為因應春耕的延遲，宣布農民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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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核酸檢測（PCR）陰性且沒有接觸史等防疫條件，就可返回自己家鄉工作，同時將

開放特定通道允許當地載運種子和肥料的卡車運往其他地區，但是規定這些卡車一旦出

關便不能返回吉林省。吉林省政府說明這些措施都是要降低在春耕時疫情擴散的風險，

然而許多卡車司機持不同意見，表示也不會冒著無法回家鄉的風險而去運送肥料。

中國的糧食安全隨著烏俄戰爭、春耕延遲等衝擊接踵而來，正遭逢嚴峻的挑戰。根

據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的資料，烏克蘭在 2013 年後成為中國進口

玉米最主要來源，然而在烏俄戰爭爆發後，該國港口的出口已隨之暫停。至於中國內部

玉米的供應，黑龍江省占 15%居首，吉林省占 12%居次，山東省占 10%居第三，遼寧省

占 7%居第四，東北黑龍江、吉林、遼寧三個省份合計占比超過 30%。此次東北清零的

封城防疫政策也將大幅影響國內玉米的供給，再加上前述的春耕延遲以及肥料短缺的情

形，中國如何在防疫政策與糧食安全之間取得平衡，成為接下來的考驗。

【由蘇君哲綜合報導，Financial Times，2022年 4月 6日；Bloomberg，2022 年 4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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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暫停減讓之授權 Authorization of Suspension of Concessions

又稱為「貿易報復之授權」。WTO 不允許一個會員片面地對另一會員實施貿易制裁，

《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第二十二條規定，實施報復之前提必須：敗訴之被指控

國未履行爭端解決機構（DSB）之建議或裁決，並且爭端當事國兩造未能就補償達成相

互滿意之協議；該爭議屬於相關協定為禁止實施報復規定者，則勝訴之當事國得要求

DSB 授權像敗訴國實施報復。授權報復係以負面共識決方式決定，亦即若非 DSB 以正

面共識決之方式拒絕授權之請求，否則 DSB 在法定規定期限屆滿後三十日內，應授權

提請報復之勝訴國實施報復，請參加「正面共識決」與「負面共識決」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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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美中貿易戰後，臺商在越南投資趨勢變化研析

網址： https://www.cier.edu.tw/publish/projects/detail/4069

摘要：
【詳細內容請至本院圖書室參閱】

期刊介紹

篇名：
Political–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Import Protection under a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出處： https://doi.org/10.1017/S1474745621000537

作者： Patricia Tovar

摘要： A critical question of the impacts of preferential liberalization is how they affect

the trade barriers imposed against outsiders. I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ferentia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rotection against non-member countries by

testing the predictions of a political–economy model based o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Focusing on a specific model allows me to uncover the mechanisms via

which preferential liberalization affects external import protection, whereas most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focused on establishing the sign of the effect only.

Furthermore, I focus on not only tariffs, as most studies do, but also on the

temporary trade barriers of antidumping and safeguards. I test the predictions for

Latin America and obtain results that provide solid evidence supporting two

mechanisms from the theory, which lead to lower protection against non-members

of a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First, a lower preferential import protection level

means that the increase in preferential imports from increasing the external tariff

creates a smaller increase in tariff revenue. Second, as preferential import

protection is cut, there is a decrease in the markup and sales of domestic firms, and

thus raising the external import protection generates less profit. Moreover, this

second effect is present when the political motivation of the government is

sufficiently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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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TPP 系列課程：環境 施文真

1.CPTPP chapter 20

2.Definition, objecitves & general

commitements

3.MEAs

4.Subantive environmental issues

5.Others

6.Due process, transparency &

cooperation

7.Institutions & dispute resolutaion

8.Environmental provisions/chapter

in Taiwan’s FTA

9.Environmental provision

10.Environmental chapter

11.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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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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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研院經濟所 逕自洽詢 4/22
(Applied webinar) Hegemony and Technology

War

http://www.econ.sinica.edu.tw/content/co

nferences/contents/201309021515334565

4/?MSID=2022010314072248750

經濟部貿易局 逕自洽詢 4/26 中東及土耳其市場趨勢及商機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

1110426F/CMS/TY-1110426F

僑委會、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逕自洽詢 4/27

「新冠疫情後非洲投資：策略、布局與挑戰」國際研

討會

https://www.ocac.gov.tw/ocac/Pages/VDet

ail.aspx?nodeid=5781&pid=38109363

中經院、日商瑞穗銀行 4/27 4/28 台日經濟產業交流研討會ー供應鏈與能源轉型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90814

中研院歐美所 逕自洽詢 5/4-6 「世局變遷下歐盟對外關係」學術研討會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

QLSfVPdqK5NxwtXQZTs8lJ0wogXDIAikHHt

_mfMQ_6HSb05uCwA/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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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con.sinica.edu.tw/content/conferences/contents/2013090215153345654/?MSID=2022010314072248750
http://www.econ.sinica.edu.tw/content/conferences/contents/2013090215153345654/?MSID=2022010314072248750
http://www.econ.sinica.edu.tw/content/conferences/contents/2013090215153345654/?MSID=202201031407224875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1110426F/CMS/TY-1110426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Y-1110426F/CMS/TY-1110426F
https://www.ocac.gov.tw/ocac/Pages/VDetail.aspx?nodeid=5781&pid=38109363
https://www.ocac.gov.tw/ocac/Pages/VDetail.aspx?nodeid=5781&pid=38109363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90814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VPdqK5NxwtXQZTs8lJ0wogXDIAikHHt_mfMQ_6HSb05uCw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VPdqK5NxwtXQZTs8lJ0wogXDIAikHHt_mfMQ_6HSb05uCw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VPdqK5NxwtXQZTs8lJ0wogXDIAikHHt_mfMQ_6HSb05uCwA/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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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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中心 5/6 5/10 「我國加入WTO 20週年展望及意義」研討會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3240

152576137107890

台灣服務業聯盟、

中經院東協中心
逕自洽詢 5/17-5/18

東南亞與臺灣數位經濟之最新發展：貿易政策、商業

機遇及區域貿易協定之影響 - 線上研討會
https://www.twcsi.org.tw/OnlineR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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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3240152576137107890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3240152576137107890
https://www.twcsi.org.tw/OnlineR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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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自洽詢 4/20-23 台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
https://www.taipeiampa.com.tw/zh-

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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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 4/25 4/26 減碳行動力 企業碳健檢(台中免費課程)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3220

72629857938695036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4/26 大師開講！ 中、⻄部非洲市場這樣做！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2WestCentralAfrica

外貿協會 4/24 4/27 2022 年新南向智慧防災政府採購線上洽談會
https://gpa.taiwantrade.com.tw/zh/events/

seminar/131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4/27
2022 臺灣文創產業商務洽談媒合會-創意設計及工

藝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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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A9DE13-2F0C-4918-9787-

5B58AA6BA25E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4/28 2022 木工機商機日
https://isourcing.taiwantrade.com/activity/

9460a46e-c0a7-4eaf-81ce-02fc959c1309

https://www.taipeiampa.com.tw/zh-tw/index.html
https://www.taipeiampa.com.tw/zh-tw/index.htm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Paraguaymeeting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Paraguaymeeting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322072629857938695036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322072629857938695036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WestCentralAfric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WestCentralAfrica
https://gpa.taiwantrade.com.tw/zh/events/seminar/131
https://gpa.taiwantrade.com.tw/zh/events/seminar/131
https://isourcing.taiwantrade.com/activity/87A9DE13-2F0C-4918-9787-5B58AA6BA25E
https://isourcing.taiwantrade.com/activity/87A9DE13-2F0C-4918-9787-5B58AA6BA25E
https://isourcing.taiwantrade.com/activity/87A9DE13-2F0C-4918-9787-5B58AA6BA25E
https://isourcing.taiwantrade.com/activity/9460a46e-c0a7-4eaf-81ce-02fc959c1309
https://isourcing.taiwantrade.com/activity/9460a46e-c0a7-4eaf-81ce-02fc959c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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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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6/7-28 2022 年南亞巴斯孟 Hybrid 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Hybri

dSA/CMS/2022 年南亞巴斯孟Hybrid 拓銷團

外貿協會 4/22 6/8 2022 年波蘭臺灣科技日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TWTechDayinPL

外貿協會 5/9 6/14-16
2022 年東南亞疫後內需Hybrid 拓銷團暨越南臺灣

週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

TRA2SEA/CMS/2022-TRA2SEA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6/16-18 2022 年台灣國際醫療暨健康照護展
https://www.medicaltaiwan.com.tw/zh-

tw/index.html

外貿協會 4/30 6/21 2022 年新南向消費電子線上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sea168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6/22-25
台北國際食品加工機械展&臺灣國際生技製藥設備

展

https://www.foodtech.com.tw/zh-

tw/index.html

外貿協會 4/17 6/29-7/1 越南(胡志明市)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及售後服務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T-

Automobile

外貿協會 4/18 7/6-8 2022年⾺來⻄亞國際食品飲料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MIFB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HybridSA/CMS/2022%E5%B9%B4%E5%8D%97%E4%BA%9E%E5%B7%B4%E6%96%AF%E5%AD%9FHybrid%E6%8B%93%E9%8A%B7%E5%9C%98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HybridSA/CMS/2022%E5%B9%B4%E5%8D%97%E4%BA%9E%E5%B7%B4%E6%96%AF%E5%AD%9FHybrid%E6%8B%93%E9%8A%B7%E5%9C%98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TWTechDayinP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TWTechDayinP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TRA2SEA/CMS/2022-TRA2SE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TRA2SEA/CMS/2022-TRA2SEA
https://www.medicaltaiwan.com.tw/zh-tw/index.html
https://www.medicaltaiwan.com.tw/zh-tw/index.htm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sea168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sea168
https://www.foodtech.com.tw/zh-tw/index.html
https://www.foodtech.com.tw/zh-tw/index.htm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T-Automobil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T-Automobil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FB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FB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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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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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7/9-24 2022 巴拉圭農牧工商國際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2Paraguay

外貿協會 4/29 7/14-16 2022⾺來⻄亞國際連鎖加盟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IRF2022

外貿協會 4/22 8/11-15 2022 年香港美食博覽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HKTDC2022

外貿協會 4/20 9/5-8 2022 年新加坡國際食品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FHA2022

外貿協會 4/22 9/5-8 2022 年澳洲國際食品展(墨爾本)-臺灣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Finefood2022

外貿協會 4/22 9/13-14 2022 前進中東醫療市場商機開發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me

外貿協會 4/28 9/13-17 2022 年法蘭克福汽車零配件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MF2022

外貿協會 4/22
9/30-

10/2
2022 年貝里斯台灣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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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ize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MT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MT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Paragua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Paragua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IRF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HKTDC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HKTDC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HA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HA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inefood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inefood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m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MF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MF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elize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Belize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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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外貿協會 4/30 10/4-9 2022 年科隆國際機車暨零配件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

ntermot2022

外貿協會 4/30 10/5-10 2022 年帛琉臺灣貿易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palau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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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mot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mot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palau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palau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SIAL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SIAL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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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2 年 4 月 16 日～2022 年 5 月 15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4/19 二  Members Information Session on the Public Forum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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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  Committee on Safeguards

4/26 二  Committee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4/26 二  CMA Experience Sharing Sessions

4/27 三  Committee on Anti Dumping Practices

4/27 三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4/28-29 四～五  Rules Committees Meetings

4/29 五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Timor Leste

5/2 ⼀  Working Party on State Trading Enterprises

5/4 三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Session on Aid for Trade

5/9-10 ⼀～⼆  GENERAL COUNCIL

5/11 三  37th Round of the DGCFMC Cotto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5/12 四  Dedicated Discussion of the Relevant Trade Related Developments on Cotton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4/26 二
 IMF: International Tax Conference - Global Minimum Tax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What Next?

4/26-27 二～三  APEC: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Working Group Meeting

4/27-28 三～四  IMF: New Global Challenges Amid Incomplete and Divergent Recoveries

5/2-6 ⼀～五  OECD: 15th Forum on Responsible Mineral Supply Chains

5/9 ⼀  OECD: NAEC Group conference : Strategic Globalisation

5/9-19 ⼀～四  APEC: Second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2) and related m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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