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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感謝大家踴躍報名 8/17(三) 2022 年當前國際經貿新情勢研討會，實體已經額滿，但是沒

關係，線上還可以繼續參加喔，請到新的【表單系統】登記！！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6290316065912226070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forms.gle%2FXzgLc5t96myfPTMc8%3Ffbclid%3DIwAR3fH5KzHTHqeB2oMbux8wnXcJiHmfBEisTqmRKUULxkoUAvJI5AthrbUtA&h=AT227MBkZH9rceIWbB2wWeKVxdRv0fMpjafRQkDHDWje_nEAnIscYyYYLF2UqnImDcOhAMH1l7-rVB2uvWIMI-wYZYc2PqfENf9TsEGP3pybUtgtrqlA8P7spNw0xIRNOS9llzqwUPE6ozLvzmP5sGpo0HaTConf2w&__tn__=R%5d-R&c%5b0%5d=AT2mHzPLDzMdt5DOyndssAymc7T13Y69C51Wk0nlT996rXkh3l-D6BhdtsADSfQ4ycXWJoVDaHn0Ly90HVQ4eWHiVraQK_FHwSPbYd8zOO4MWiDL6ouSAcRFT7CilgE3UCtHxT2hJdNS46cLYOD0mzeP2vKe-4lFOmAQaKCEiIrDi1YVM6l1sgNEzqDh7fjEDUsHNBHayXAI1_iI4Af4kgnbtASTIQy0L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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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Implications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Reform: A Taiwanese

Perspective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李淳 資深副執行長

This paper underscores several structural uncertainties and challenges. The first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that is increasingly dominated by

economic security and strategic autonomy policies. The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of the GSCs

are likely to depart from economic rationales to accommodate geo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long run, the possibilities of over-supply and other distorted consequences are high. The

second risk is “supply chain nationalism”, i.e. the emergence of advocacy for preferential

treatment for domestic suppliers based 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supplier. Finally, argues the

author, the risk of decoupling between China on one hand and US-led democratic countries on

the other is also increasing.

How have both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in Taiwan sought to mitigate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reform agenda for global supply chains (GSCs)?

Participation in GSCs has long been a central pillar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last four decades, the mode of participation has evolved from labor-intensive

assembling to electronic contract manufacturing (EC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products, semiconductors, and other high-tech products. Many Taiwan ECM companies are

now world leaders, especially in the semiconductor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contract manufacturing sectors, with more than 50% of global market share

across many product lines. Market share reflects not only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se

companies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level of involvement in the GSCs. One unique element

behind Taiwan’s success in GSC participation is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robust ECM

production networks that were established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s of 2021,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aiwan ECM companies were still delivering their orders through their production

facilities in China.

As a major stakeholder in the GSCs, the unprecedented and growing pressure of GSC

reform is having a strong and direct impact in Taiwan. The first source of pressure cam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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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aring production costs in China and the rise in Chinese supply-chain competition.

Strategic industry policies such as the “Made in China 2025” that favor domestic competitors

over Taiwanese and other foreign firms further increase the persistent pressure to operate in

China. The second and more acute wave of pressure comes from the US-China economic rivalry,

while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further intensified the pressure for supply-chain

diversification. Finally, major economic powers, including the U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are all pursuing economic “strategic autonomy” that aims at increasing national

manufacturing capacity, forging new trusted alliances and reducing reliance on China.

Taiwan ECM companies reacted swiftly to the trade and technology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Production in China has been scaled back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of ICT

products. Diversification efforts started with the jumpstart and expansion of production

capacities in Taiwan, with new investments in Vietnam, Indonesia, the US and the EU. Supply-

chain reform (in particular the homecoming of ECM companies) also amends trade patterns.

The US, for instance, returned in 2019 as Taiwan’s second largest export market after China.

The Taiwan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initiated large facilitation programs to welcome the

homecoming ECM companies, and other trade and regional programs, including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to assist the GSC reform process.

This paper underscores several structural uncertainties and challenges. The first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that is increasingly dominated by

economic security and strategic autonomy policies. The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of the GSCs

are likely to depart from economic rationales to accommodate geo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long run, the possibilities of over-supply and other distorted consequences are high. The

second risk is “supply chain nationalism”, i.e. the emergence of advocacy for preferential

treatment for domestic suppliers based 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supplier. Finally, argues the

author, the risk of decoupling between China on one hand and US-led democratic countries on

the other is also increasing.

【全文請見 the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FRI) 網站】

https://www.ifri.org/en/publications/notes-de-lifri/asie-visions/implications-global-supply-chain-reform-taiw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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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美國國務卿訪泰，美泰簽署協議加強供應鏈與夥伴關係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於 2022 年 7 月 6 日參加在印尼舉辦的 G20 外

長會議後，前往泰國訪問。在訪問期間，布林肯於 7 月 10 日與泰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

董恩（Don Pramudwinai）簽署兩項協議：《泰美戰略聯盟與夥伴關係公報》（Thailand-

United States Communiqué on Strategic Alliance and Partnership）、《促進供應鏈韌性合作備

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Promoting Supply Chain Resilience），並與泰國

總理帕拉育（Prayut Chan-O-cha）展開雙邊會晤。

布林肯與帕拉育的會談主要聚焦於貿易投資、氣候變遷、綠色能源、人口販運及區

域合作。會議上，布林肯表示華府高度重視加強美泰關係一事，同時讚賞泰國在今年 11

月將主辦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rperation, APEC）峰會。泰國為

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的創始成員之一，對美國來說

是推動雙邊經濟發展的良好契機，使泰國和美國人民都受益。帕拉育表示簽署公報將有

助於兩國更緊密地實現共同目標；自 1833 年簽訂《泰美友好通商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 between Siam and the United States）以來，2023 年為泰美建交 190 週年，

此刻更重要的是推動泰國與美國之間、以及與東協成員國在公共衛生與氣候變遷等領域

的合作。

根據 ITC Trade Map 2021 年統計，美國是泰國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三大進口來源國，

雙邊主要的進出口產品為機械、電子零組件、車輛等，雙邊貿易總額達 550 億美元，泰

國對美國有長期貿易順差，且順差金額逐年擴大，2021 年順差金額達 267 億美元，為歷

史新高。此外，美中貿易衝突後泰國對美國出口大增，2019 年美國超越中國成為泰國最

大出口市場，2021 年泰國對美國出口金額亦達歷史新高，約 414 億美元。而本次所簽署

之二項協議包含政治與經濟的全面性合作。

《泰美戰略聯盟與夥伴關係公報》旨在深化雙邊的聯盟與夥伴關係，涵蓋振興經濟、

國防、安全情報、公共衛生、人流交往、創新與永續發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應對氣候

變遷。在經濟層面上強調，雙邊將實現包容、永續性和平衡的經濟繁榮，並確保供應鏈

韌性與強化能源合作，以擴大再生能源。預期雙方將透過高層級的「戰略與國防對話」，

討論貿易和投資、國防和安全、民主和人權、人道主義救助、區域穩定、氣候行動、供

應鏈韌性、基礎設施和通訊，以及教育和文化交流等議題。



6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777期（202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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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供應鏈韌性合作備忘錄》則聚焦於減少供應鏈的脆弱性，確保即便供應鏈中

斷，關鍵產品仍能穩定供輸。合作範圍包含：共享訊息、促進供應鏈的韌性而聯合制定

計畫、即時性磋商、私人企業之諮詢，將透過以上方式避免與減少供應鏈被中斷的可能

性，並共同研擬應對目前已知脆弱性的方案，提高供應鏈的韌性。攜手開發包括但不限

於以下關鍵產業的相容性：電子及其零組件、藥品、保健品、醫療設備、安全設備、電

信設備、能源產品、電動車等。

泰國政府發言人塔納功（Thanakorn Wangboonkongchana）提及美泰雙方希望透過簽

署《促進供應鏈韌性合作備忘錄》，促進擴大投資和支持政府的「生物、循環與綠色經濟

模式」（Bio-Circular-Green Economy Model，簡稱 BCG）。BCG 為 2021 年泰國政府提出

的 5 年計畫，與「泰國 4.0 計畫」（Thailand 4.0）並列為國家議程（national agenda），目

標為促進農業現代化、永續發展與確保生物資源的永續性，減少對外依賴。

【由陳品妤綜合報導，取材自 Bangkok Pos、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ingdom of

Thailand t，2022年 7月 11 日】

▲美國與加拿大簽訂備忘錄，有條件取消加拿大太陽能產品的 201 關

稅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與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長伍鳳儀（Mary Ng）於今

（2022）年 7 月 8 日，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辦的美墨加貿易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

Canada Agreement, USMCA）自由貿易委員會第二次年會上，簽署了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雙方保證，加拿大出口至美國的太陽能產品，在美國進口量不劇增的

情況下可免除關稅，但如果相關企業採行規避措施，美國將採取新的行動因應。

此關稅為川普（Donald Trump）政府為因應太陽能電池及相關零件之進口數量持續

增加，於 2018 年開始對加拿大與其他出口國依據《1974 年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

第 201 條徵收的關稅。該防衛措施原先預定於今年 2 月 6 日到期，但拜登政府於 2 月決

定將關稅期限延長四年。然而在拜登政府作出該決定後，USMCA 爭端解決小組也作出

關於此事案件的裁決，認定美國對加拿大太陽能產品所採行之防衛措施構成對 USMCA

承諾之違反。對此，拜登指示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與加拿大及墨西哥，針對全部或部分暫停防衛措施進行談判。最

後美國與加拿大在談判中達成共識簽署備忘錄，但墨西哥並未對此與美國達成任何協議。

根據與加拿大所簽之備忘錄，美國將暫停對今年 2 月 1 日或之後進口自加拿大的太

陽能晶矽電池及模組（crystalline silicon photovoltaic cells and modules, CSPV）實施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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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然而，當加拿大的進口量在有可獲資料的最近 12 個月期間（in the most recent 12-

month period for which data are available）超過特定門檻時，USTR 可要求美國國際貿易

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調查加拿大所進口之太陽能產品數量是否

大幅增加，以至於對美國現有之防衛措施的有效性造成破壞，而美國可以此為由撤銷對

加拿大產品暫停實施防衛措施的決定。

依據備忘錄之內容，USTR 在向 ITC 提出確認請求前 30 天內應提供加拿大書面通

知，以提供雙方機會在期間內進行協商。在 ITC 針對進口量的大幅增加是否破壞防衛措

施之效果進行調查時，備忘錄要求其考慮在實施防衛措施前加拿大太陽能產品的歷史進

口數量、美國 CSPV 太陽能市場的後續發展，以及備忘錄實施前防衛措施對於自加拿大

進口的影響。另外，備忘錄所規範 USTR 可請求調查之進口量門檻，在 2 月 1 日開始的

12 個月期間為 1 百萬瓩（gigawatts, GW），在接下來的三年中，每 12 個月增加 0.15 百

萬瓩。對此，加拿大太陽能板製造商 Heliene 執行長波塔魯克（Martin Pochtaruk）表示，

根據加拿大現有的產能，以及在所設立之門檻對未來技術演進保留增長空間的情況下，

自加拿大進口之太陽能產品應不會超過該門檻。

另一方面，在與加拿大進行 USMCA 爭端的期間，美國曾表示如果排除加拿大，將

會使與中國有連結的公司得以規避防衛措施，對美國產業造成損害。因此，為避免其他

國家的生產商，藉由將總部設置於加拿大或生產轉移等方式來規避防衛措施，美國於備

忘錄當中指出此協議不妨礙美國依據《1974 年貿易法》204(b)(2)條，對規避防衛措施的

生產商或進口商，採取包括徵稅等消除規避行為的措施。

【由唐于晴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2 年 07月 11日】

各國消息剪影

▲美國「防止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實務中之問題及困境

為抵制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涉及強迫勞動的產品，美國拜登總統（Joe Biden）於

2021 年 12 月 23 日簽署美國國會通過的「防止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UFLPA），於今（2022）年 6 月 21 日生效。UFLPA 在強迫勞動產

品的認定上非常嚴格，根據 UFLPA 規定，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CBP）針對中國新疆涉及強迫勞動的實體及產品在認定上採取「可推

翻推定（rebuttable presumption）」，即只要貨品、製品、物件或商品的開採、生產或製造

全部或一部分在新疆者，或被美國政府列入清單的實體，即推定涉及強迫勞動，並禁止

輸入美國，除非進口商能提供「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從新疆進口的產品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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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勞動。而為了協助進口商瞭解及遵循 UFLPA 的「可推翻推定」規定，CBP 已於 6

月 13 日發布「進口商作業指引（UFLPA Operational Guidance for Importers）」。然而，

UFLPA 在生效後，除了遭遇來自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外，還須面對來自美國內部的質

疑。

首先，儘管 UFLPA 賦予 CBP 制定實體清單的自由裁量權，有民主黨議員認為 CBP

卻未能清楚說明其制定實體清單的決策過程及標準。7 月 12 日，美國民主黨眾議員瑞安

（Tim Ryan）等七位民主黨眾議員在致美國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Alejandro Mayorkas）

和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CBP）局長馬格納斯

（Christopher Magnus）的一封信中，先是質疑為何有三間存在強迫勞動跡象的中國太陽

能公司不在 UFLPA 的實體清單上，要求 CBP 向國會提供三間太陽能公司向 CBP 所提

出的證據，以證明其貨品、製品、物件或商品的開採、生產或製造的並非全部或一部分

透過強迫勞動進行，再要求強迫勞動執法工作組（Forced Labor Enforcement Task Force，

FLETF）說明其制定 UFLPA 實體清單的標準，最後敦促 CBP 積極執行 UFLPA。

其次，CBP 發布的「進口商作業指引」被美國商業海關業務諮詢委員會（Commercial

Customs Operations Advisory Committee, COAC）下屬的強迫勞動工作組（Forced Labor

Working Group）指出，有許多資訊說明不夠清晰且整部指引未能反映出進口商多年來為

解決強迫勞動問題而向 CBP 提供的建議，包括：建議 CBP 明確定義「可推翻推定」的

過程，並提供可作為推翻推定的「明確和令人信服證據」範例；呼籲 CBP 為進口商建立

一條「在強迫勞動問題上被視為低風險」的途徑；呼籲 CBP 重新考慮 UFLPA 關於貨物

扣留的程序，指出規定的 30 天期限不足以讓進口商提供可能需要的證明文件；以及建

議 CBP 接受「社會責任審核（social compliance audits）」等。

目前，CBP 尚未回應七位眾議員的質疑和要求，而針對進口商的意見，強迫勞動工

作組則建議 CBP 儘快並經常與進口商就當前的執法程序進行溝通，並加強執法過程的

透明度。

【由黃哲融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22年 07 月 12日、13日；Reuters，

2022年 07 月 12日；Congressman Tim Ryan’s Press Release，2022 年 7月 12日】

▲荷蘭農民對政府新頒布之減「氮」政策有所不滿

荷蘭政府為配合歐盟的氣候政策，於今（2022）年 6 月底在內閣表決通過，將頒布

新的減氮政策，明定全國在 2030 年前須減少排放 50%的氮和氨等污染氣體，其他如農

業等特定區域須減排 70%，尤其荷蘭境內的歐盟自然保護區（Natura 2000）的氮與氨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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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更是需要達到 95%，地方政府也要在一年內制定達成減排目標的相關計畫。新的減氮

政策上路也意味著荷蘭的農業將受到衝擊，農民的生計亦蒙受重大的損失，因該等氣體

的排放大多數來自畜牧業，在該政策的實施下，農民勢必得在畜養的家畜數目上進行減

量，農牧地也會受到政府管制。因此，荷蘭農民紛紛進行大規模抗議，在 7 月集結農業

機械與卡車等圍堵國內主要超市之入口，以及荷蘭與德國的邊境要道以示抗議。

然而，荷蘭農民針對氮排放進行的大規模抗議已非首次，2019 年荷蘭政府就已對氮

排放採取嚴格的管控措施，原因在於根據荷蘭公共衛生與環境研究院（Rijksinstituut voor

Volksgezondheid en Milieu, RIVM）的調查，其境內之歐盟自然保護區（Natura 2000）有

高達 78%的氮沉積，面臨氮沉積過高的環境危機，故政府推動管制措施，包含變更對原

有建造家畜場所之補助、要求減少動物飼料中的蛋白質含量，以及要求重新制定動物糞

肥的處置方式等；然而農民認為此舉不僅讓生產成本增加，又無利潤可言，進而上街圍

堵市政府與連鎖超市龍頭（Albert Heijn）的配銷中心，以表示不滿。荷蘭溫室園藝業及

其公協會（LTO Nederland）統計，新的減氮政策將額外造成農民 1 萬至 2 萬歐元的成

本。農業為荷蘭的重要產業，儘管伴隨著排放環境污染氣體的代價，去（2021）年出口

總額仍近一千一百億美元，荷蘭減氮政策也成為環境保護以及經濟利益之間的取捨。

農民的大規模抗議行動越演越烈，位於荷蘭北部弗里斯蘭省（Friesland）的警方更

是開火示警持續跨越封鎖線的抗議群眾；抗議行動也延燒至荷蘭以外的國家，德國、西

班牙、波蘭、義大利農民皆苦於肥料燃料成本的增加，以及通膨嚴重的影響，亦響應荷

蘭農民而紛紛走上街頭，圍堵交通要道示威抗議。此外，氮沉積過量的情形其實不只存

在於荷蘭，其他歐洲國家亦有類似的狀況，因此歐盟氣候政策的訂定以及歐洲國家政府

與農民之間的協商，將成為農民大規模抗議的緊張情勢是否得以控制的一大關鍵。

【由蘇君哲綜合報導，DW，7月 14日；NL Times，2022年 7月 8日】

▲因應通膨率持續上漲，菲律賓不排除 8 月再次升息

俄烏衝突爆發後，供應鏈中斷衝擊全球能源與糧食價格，進一步導致通貨膨漲。雖

菲律賓 2022 年第一季國內生產毛額（GDP）年增 8.3%，優於 2021 年第四季的 7.8％，

並大幅超越市場預估成長 6.7%，為區域表現優異國家，然而全球通膨情勢嚴峻，菲國亦

不例外，主要是油價大幅上漲推高食品價格和運輸成本。菲國 5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年增率達到 5.4%，高於 4 月的 4.9%，且創下三年來新高。

再者，2022 年上半年，菲律賓年度平均通膨率已達 4.4%，超過菲律賓中央銀行（Bangko

Sentral ng Pilipinas, BSP）訂定的 2-4%目標範圍；而 6 月的通膨率更較前一年增加 6.1%，

為 2018 年後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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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此趨勢，2022 年 5 月 19 日 BSP 決議升息 1 碼，啟動升息循環，為 2018 年

以來首次升息。同年 6 月 BSP 再次升息 1 碼至 2.5%，為兩個月內第二次升息。7 月中

BSP 再次宣布升息 3 碼，將調高關鍵利率 75 個基點至 3.25%，並立即生效；隔夜存款

和貸款利率也分別上調至 2.75%與 3.75%。在此消息宣布後，對於是否會在 8 月 18 日的

會議上再次宣布升息，BSP 新上任總裁米達拉（Felipe Medalla）表示「不排除此可能性」

（may or may not），但也重申央行將會以數據表現判斷。

綜合觀之，2022 年截至 7 月中菲律賓央行已升息 125 個基點，主要目的為抑制通貨

膨漲並抑制披索（peso）貶值。披索兌美元匯率 2022 年已下跌 9.45%，使其成為區域表

現最差的貨幣。貨幣貶值可能導致更高的食品和燃料價格，進一步降低費者需求，此趨

勢使菲國政府充滿擔憂，外界也預期菲國會持續升息以遏制通膨。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已大幅衝擊菲國經濟，為振興經濟發展，菲律賓已於

2022 年 4 月陸續開放國境，以重振觀光業。然而，2022 年 2 月爆發的俄烏衝突帶來新

的挑戰，通膨再次衝擊菲國民眾生活，這也成為 6 月底剛就任的新任總統小馬可仕

（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首先需要面對的棘手課題。此外其在競選期間亦

承諾會調降米價，但尚未提出具體政策。考量俄烏衝突導致糧食危機與價格上漲，小馬

可仕將暫時兼任農業部長，以即時處理國內糧食安全問題。

【由巫佩蒂報導，取材自 Reuters，2022年 7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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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防衛措施 Safeguard Measure

係指 WTO 會員因特定產品之進口數量大量增加，對於國內生產同類產品或直接競

爭產品的產業，造成嚴重損害，貨造成嚴重損害之虞時，得採取之暫時性貿易限制措施，

以救濟國內產業。防衛措施與平衡稅及反傾銷稅措施不同之處，在於後兩者係針對不公

平貿易行為所設，而防衛制度則針對公平之進口行為，所採取之暫時性救濟措施，被認

為是國際貿易的安全閥（safety velvet）。另外，透過防衛措施，也可以減少某些會員透

過未明文規範的灰色地帶（grey area）措施，例如簽訂雙邊出口限制協議等，扭曲國際

貿易。烏拉圭回合結束後，《防衛協定》明訂禁止上述灰色地帶措施，並且會員有義務對

此類措施訂定屆滿期限。 依 GATT 第十九條（對特定產品進口之緊急行為）規定，採

取防衛措施時，針對特定產品之進口限制措施必須對所有來源（即所有出口國）皆予適

用。若會員根據 GATT/WTO 相關規定採取防衛措施，則必須予受影響之會員進行諮商，

並協商以降低其他產品關稅，或增加其他產品之進口機會等方式加以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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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淨零排放路徑評估報告

網址： https://www.cier.edu.tw/publish/projects/detail/4128

摘要：
【詳細內容請至本院圖書室參閱】

期刊介紹

篇名： On inequality, growth and trust: some evidence from the lab

出處： https://doi.org/10.1017/S1744137421000552

作者： Marcello D'Amato, Niall O'Higgins and Marco Stimolo

摘要： In a novel experimental design,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exogenous variation

in economic growth and inequality on trusting behaviour. In addition to a control

with uniform endowment, three treatments were implemented where the initial

endowment is exogenously changed to produce inequality and three growth

scenarios where average endowments increase (boom), decrease (recession) or

remain unaltered (steady state). We find that aggregate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both decrease due to the induced heterogeneity in endowments. Also, trust (but not

trustworthiness) decreases (increases) due to recessions (booms). The impact of

inequality on trust is greatest in a recession and absent in a boom. These aggregate

effects are driven mainly by the reactions of those who, after treatment, end up at

the bottom of the endowment distribution. These findings are close in sign and in

the order of magnitude to those reported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wth, inequality and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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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7/S174413742100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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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議題系列課

程 01-國際投資協定

（⼀）

顏慧欣

1.國際投資協定之架構、內涵及發展趨勢

2.國際投資規範之來源

3.雙邊投資法制之形成背景

4.雙邊投資協定之架構與重點要素

5.投資保護適用階段之差異

6.投資之定義

7.協定適用對象

8.禁止實績要求

9.高階經理人及董事

10.投資人保護 vs.地主國政策權

11.協定其他重點義務

12.投資人-地主國爭端仲裁（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及歐盟推

動國際法院系統（ICS）之進展

13.美歐投資協定之趨勢觀察

14.歐中全面投資協定開展的新趨勢

15.WTO便捷化協定草案對CAI 之影響

16.結語：疫情後之國際投資協定未來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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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經濟協會 逕自洽詢 7/27
中華⺠國東亞經濟協會暨台灣向研會「聯合經貿講

座」：面對第四波浪潮的國家戰略
https://tinyurl.com/3uhn4dz5

中經院日本中心 逕自洽詢 8/1 台日數位醫療與智慧健康城市發展研討會 https://tinyurl.com/4xj32td8

金融總會 8/2 8/3 台波國際金融科技線上座談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746

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8/5 「國內外經濟情勢與景氣展望」研討會
https://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

px?id=7247

中經院WTO中心 8/15 8/17 2022 年當前國際經貿新情勢研討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40m

2UzN294

https://tinyurl.com/3uhn4dz5
https://tinyurl.com/4xj32td8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46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46
https://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7247
https://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724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40m2UzN29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40m2UzN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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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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貿協會新竹辦事處 逕自洽詢 7/26 國際市場開發免費諮詢會(新竹/線上免費諮詢)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

10726a

經濟部貿易局 逕自洽詢
7/27，

8/5

「國貿條規(Incoterms)解析與運用」說明會(臺中/

線上免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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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x?nodeid=52&pid=682

外貿協會、工研院 7/28 7/28
減碳行動力出口服務列車 - 國際品牌減碳策略與商

機剖析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6220

914273749165730

資策會 7/29 7/29 台日亞太新創技術發表座談會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722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8/3-5 ⾺來⻄亞臺灣形象展
https://mys.taiwanexpoasean.com/zh-

tw/index.html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8/5
非洲、中東市場商機研討會－奈及利亞、土耳其、

沙烏地阿拉伯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

10805f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8/5-7 2022 印尼國際連鎖品牌展 - 臺灣連鎖品牌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FRA2022/

CMS/活動訊息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0726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0726a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682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682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6220914273749165730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206220914273749165730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22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22
https://mys.taiwanexpoasean.com/zh-tw/index.html
https://mys.taiwanexpoasean.com/zh-tw/index.htm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0805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hsinchu1110805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FRA2022/CMS/%E6%B4%BB%E5%8B%95%E8%A8%8A%E6%81%A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FRA2022/CMS/%E6%B4%BB%E5%8B%95%E8%A8%8A%E6%81%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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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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策會 7/31 8/5-9/8 【論壇＋⼯作坊】⾺來⻄亞及泰國商機媒合活動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753

外貿協會 7/31 8/5-9/16
冷鏈物流⾺來⻄亞(OMO)、越南及菲律賓線上拓銷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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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 8/1 8/9
【FTS 國際新創講座】從監理政策到人才引進，看

澳洲如何推動金融科技發展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744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8/10 2022 年中國大陸商機日 https://tinyurl.com/nfc532vf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8/16-17 2022 年拉丁美洲線上商機日 https://tinyurl.com/3bubxbk2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8/19
2022 Taitra x Newegg 疫後北美電商市場商機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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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g617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8/31-9/2 2022 年線上泰國臺灣形象展-淨零碳排形象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NETZEROEMISSION2022

外貿協會 8/5 9/15-27 2022 年中國大陸宅經濟產業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TMC-

2022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9/25-28 2022 年科隆五金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HF2022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53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5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ATPH-onlin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ATPH-online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44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744
https://tinyurl.com/nfc532vf
https://tinyurl.com/3bubxbk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ttnewegg61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ttnewegg61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ETZEROEMISSION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ETZEROEMISSION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TMC-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TMC-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HF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HF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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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協會 7/29 9/27-29 2022年⾺來⻄亞智慧國家展(OMO)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smartnation

外貿協會 7/30 9/28-29 2022 年日本消費產品大型Hybrid 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JPTM

-047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9/28-30 2022 年線上印度臺灣形象展-淨零碳排形象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NETZEROEMISSION2022I

外貿協會 7/29 10/12-15
「2022 年印尼國際包裝暨食品機械展(ALLPACK

Indonesia)」樣品及型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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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K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0/19-21 2022 年印尼澳紐Hybrid 拓銷團暨印尼臺灣週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IANT

RADE

外貿協會 7/30 10/26-28 2022 年加拿大電力轉型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ETC2020

外貿協會 7/29 11/9-12 2022 年 SIAL 印尼國際食品飲料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SIALInterFOOD2022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1/23-25 2022 年「台灣國際智慧製造系統整合展」 https://www.tiim.com.tw/zh-tw/index.html

外貿協會 7/31
11/28-

12/3
2022 年精密零組件赴日本拓銷團 https://tinyurl.com/5n7ytsc9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smartnatio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smartnatio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JPTM-04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JPTM-047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ETZEROEMISSION2022I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ETZEROEMISSION2022I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ALLPACK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ALLPACK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IANTRAD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IANTRAD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TC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TC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SIALInterFOOD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SIALInterFOOD2022
https://www.tiim.com.tw/zh-tw/index.html
https://tinyurl.com/5n7yts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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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2 年 7 月 23 日～2022 年 8 月 22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7/25-26 ⼀～⼆  GENERAL COUNCIL

7/27 三  8th Global Review of Aid for Trade

7/28-29 四～五  8th Aid for Trade Global Review

7/29 五  Accelerating progress towards the SDGs through Aid for Trade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7/28 四  WB: Deepening Linkages between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8/7 日  APEC: Ministerial Meeting on Foo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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