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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中秋結果後天氣轉涼，正好開學用功；本季英文專題文章上線，請多多支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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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Digital Autonomy and Taiwan–EU Partnership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顏慧欣 副執行長

Government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have actively invested in initiatives that

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ensure nations’ digital autonomy, with the EU as one of the

leaders. The recent disinformation war-fare undertaken by Russia as part of its invasion to

Ukraine further underscores the threat to, and importance of digital autonomy. Based on both

the EU and Taiwan’s efforts in promoting digital autonomy, this chapter offers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creating a systematic dialogue and information-sharing

mechanism, as well as forging partnerships in R&D collaborations, talent development and

data/privacy governance.

收錄於 Decoding EU Digital Strategic Autonomy: Sectors, Issues, and Partners

全文請見 European Liberal Forum 網站

https://liberalforum.eu/publication/decoding-eu-digital-strategic-autonomy-sectors-issues-and-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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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世界銀行提供 317 億美元響應氣候融資行動

世界銀行宣佈，該集團在 2022 財政年度（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提供了 317 億美元，幫助各國應對氣候變化，比前年增長 19%，創下史上最高紀錄。世

界銀行集團總裁戴維･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表示，2022 年財政年度世界銀行提供

了創紀錄的 317 億美元，協助各國發展與推動最優先的氣候相關計畫。今後，該集團仍

將繼續提供多種解決方案，匯集全球資金以支持影響大、可擴展的計畫，從而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提高韌性並促進私部門參與氣候行動。

世界銀行在去年 4 月 2 日召開的董事會上，通過了「2021-2025 氣候變化行動計畫」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 2021–25），2022 財政年度氣候行動融資佔世銀集團融資總

額的 36%，超過了「2021-25 年氣候變化行動計畫」提出的將 35%資金用於支持氣候行

動的目標。其中，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和國際開發協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DA）共提供 262 億美元

的氣候融資，有將近一半（129 億美元）專門用於支持氣候適應與韌性方面的投資。另

外，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也提供了私部門 44 億美元的

氣候融資，並額外動員了 33 億美元；而專責政治風險保險和信用增級機構的多邊投資

擔保機構（MIGA）也提供了 11 億美元氣候融資。

氣候融資行動是國際社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緩解和適應行動，在通過《聯合國氣

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和《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等文本的架構下，

募集更多擁有財政資源的締約國向資金不足和更脆弱的國家提供財政援助。目前世銀已

是開發中國家最大的氣候融資多邊提供方，並且近兩年的融資成長不斷刷新歷史紀錄。

其在去年通過的「2021-2025 氣候變化行動計畫」，主要透過以下策略實現目標：（1）增

加世銀的氣候融資：在未來五年中，35％的世銀融資計畫將具備氣候共同收益；50％的

IBRD 和 IDA 之氣候融資支持適應和復原力，且隨著美元的漲勢，世銀的總融資也有所

增加。（2）優先考慮氣候影響：更關注新指標對於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適應和抵禦力

目標的影響，更著重衡量結果並發揮正面影響。（3）改善和擴大氣候診斷：協助全球和

個別國家建立強大的分析基礎，包括引進新的國家氣候與發展報告，以支持國家自主貢

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和長期戰略（Long-Term Strategies, LTS）

的準備和實施，並將其納入所有世銀國家合作夥伴架構（WBG Country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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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s）。（4）減少關鍵系統的排放和氣候脆弱性：支持對排放最大、氣候脆弱性最

大的關鍵系統進行轉型投資，例如能源、食品系統、運輸和製造業。（5）支持煤炭轉型：

對請求援助的國家/地區大幅增加減碳適應方面的支持，特別是將動員更多大規模的私

部門資源，例如炭業從業人員的就業和技能，或者運用私部門進行資源開發及擴展新氣

候智能技術，幫助各國用可負擔的、可靠的和清潔的替代能源。（6）使世銀的資金流與

《巴黎協定》目標保持一致：在 2023 年 7 月 1 日之前調整所有業務，包括在 2023 年 7

月 1 日之前調整 IFC 和 MIGA 的 85％業務，並在 2025 年 7 月 1 日之前完成所有業務

的調整，以使各國在選擇實現低碳和具有氣候適應力的發展目標方面擁有更大的自由度，

同時確保世銀的業務不妨礙達成巴黎協定。

除了超過了既定目標之外，世銀也在近期發布了「國家氣候與發展報告」（Country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Reports, CCDRs），其為前述第(1)項的成果，透過運用新型的核

心診斷分析方法，幫助各國找出可以最有效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促進氣候適應的優先

行動。

【由蘇怡文報導，取材自世界銀行，2022年 9月 7日】

▲IPEF 部長聲明宣布四大支柱的談判目標

今（2022）年 9 月 9 日，由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部長級會議於洛杉磯落幕，14 個成員國分別就貿易、供應鏈、潔淨能源與公平經

濟「四大支柱」的談判目標達成共識，並公布四份部長聲明。

首先，在貿易方面，成員國將在勞工、環境、數位經濟、農業、透明和良好法規作

業、競爭政策、貿易便捷化、包容性與技術援助和經濟合作領域制定高標準規定。在勞

工領域，成員國將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The ILO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採用、維持和執行基於國際公認勞工權利

的國內法、鼓勵追究企業違反勞動法的責任與針對新興勞工問題發展合作機制等，保障

勞工權利並確保自由和公平的貿易；在環境領域，成員國將透過有效執行環境法律、保

護海洋、打擊野生動物販運、非法砍伐及相關貿易、加強生物多樣性對話等方式對環境

保護做出有意義的貢獻，同時透過現有的氣候承諾如推動潔淨技術、環境產品和服務的

貿易與投資、提高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增加綠色投資與循環經濟等方式因應氣候變遷；

在數位貿易領域，成員國將推動和支持可信任和安全的跨境數據流、包容和促進可持續

增長的數位經濟，以及負責任地開發和使用新型技術來推動包容性數位貿易；在農業領

域，成員國將推動糧食安全和可持續農業實踐，並根據 WTO 協議加強糧食和農業供應

鏈的韌性及連結、避免限制糧食和農業進出口的不合理措施、提高監管流程及透明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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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IPEF 成員國還將促進、支持和提高規則制定的透明度、尋求合作以維護公平競爭，

以及透過有效執行 WTO《貿易便捷化協定》促進貿易便捷化。

其次，在供應鏈方面，IPEF 成員國將尋求協調行動以減輕和預防未來供應鏈中斷，

並為製造商確保關鍵部門和產品的安全；確定對國家安全、經濟韌性以及公民健康和安

全至關重要的產業及產品，並採取集體行動提高這些關鍵產業的韌性如創造就業和經濟

機會；確定關鍵供應鏈中的瓶頸，並透過合作投資新的基礎設施加以解決；使用數據改

善供應鏈物流；投資新的培訓及發展機會以提高工人技能，確保所有公民都能分享提高

供應鏈韌性的好處。最後，IPEF 成員國將確保提高勞工標準以支持公平、可持續和具韌

性的供應鏈。

再者，在潔淨能源方面，隨著 IPEF 成員國釋放印太地區豐富的潔淨能源資源以及

巨大的碳存儲（carbon sequestration）潛力，IPEF 成員國將尋求擴大投資機會、刺激創

新並改善公民的生計。對此，IPEF 成員國將推動潔淨能源和氣候友好型技術方面的合

作，以及動員投資和促進低排放和零排放的商品和服務的使用。此外，IPEF 成員國還將

尋求與私部門、工人及當地社群在內的利害關係人合作，推動氣候、能源和環境的公正

轉型。

最後，在公平經濟方面，IPEF 成員國認識到公平、包容、法治和問責制的重要性，

將透過預防和打擊貪腐、遏制逃稅和提高透明度，為國內企業和工人提供公平的競爭環

境。同時，IPEF 成員國還將透過創新和強化的方式實施反貪腐和稅收措施，促進成員國

之間商業和投資的流動，推動自由、開放和繁榮的印太地區。

此次談判結果，除了印度選擇暫不參加貿易支柱外，其他所有成員都同意參加 IPEF

的四個支柱。對此，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表示 IPEF 成員國已經在目標上

取得真正的進展，IPEF 將為印太地區帶來巨大的經濟價值，並且成為世界其他地區效仿

的榜樣。

【由黃哲融報導，取材自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2年 09月 12日】

▲小馬可仕出訪東協鄰國以強化經濟聯繫並預計近期將訪美以帶來更

多投資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自 2022 年 6 月正式就任後，於同年 9

月 6 日與 7 日展開上任後首次國是訪問。首站為同為東協國家且為區域主要經濟體之一

的印尼，第二站為主要貿易夥伴新加坡。在以推動國家疫後經濟復甦為執政首要目標下，

小馬可仕本次出訪也聚焦在菲國與印、星雙邊的經貿活動，以強化雙邊經濟聯繫。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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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訪官員包括貿工部長巴斯克華（Alfredo E. Pascual）、財政部長狄歐克諾（Benjamin

Diokno）、外交部長馬納羅（Enrique A. Manalo）、國家經濟發展局（National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EDA）局長巴里薩坎（Arsenio Balisacan）與央行總裁米達

拉（Felipe Medalla）等人。

在本次國是訪問中，小馬可仕表示菲國與印、星兩國共簽署 10 份意向書（letters of

intent）以及 12 份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s of understanding），將在可再生能源、數據

中心、電子商務、新創產業、政府住房以及農業等領域加強合作。據估計，小馬可仕訪

問印尼所帶來的投資承諾將為菲律賓創造 7,000 個就業機會，而訪問新加坡帶來的承諾

投資則將創造 15,000 個就業機會，共計有約 2.2 萬個新就業機會；而預計帶來的投資金

額共約為 143.6 億美元。

對此，菲律賓非營利組織 Go Negosyo（前進企業）創辦人兼前任菲國總統顧問康謝

普遜（Joey Concepcion）認為小馬可仕的出訪對菲國的投資環境具有正向的影響，將使

國外投資人對來菲投資更有信心。再者，據菲律賓駐美大使羅慕德斯（ Jose

ManuelRomualdez）表示，小馬可仕預計在本年度 9 月下旬出訪美國，至紐約出席聯合

國大會，並發表演說。屆時除向西方世界介紹自己外，小馬可仕也將透過數場與美國企

業團體的雙邊會議，邀請美國投資者來菲投資，康謝普遜認為這會使更多外國企業對來

菲投資感興趣。

據菲國統計局（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 PSA）最新統計顯示，2022 年 7 月，

美國、印尼與新加坡為菲國前六大貿易夥伴，名次與貿易總金額分別為：美國（第三名；

17.4 億美元）；印尼（第五名；12.9 億美元）；新加坡（第六名；11.9 億美元）。如以外人

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分析，最新數據顯示新加坡為菲律賓 2022 年

第二季 FDI 第二大來源國，核准投資金額為 158.9 億披索（約為 2.8 億美元），占比為

34.4%；而美國核准投資金額為 8.5 億披索（約為 0.2 億美元），占比為 1.8%。其中，新

加坡更為菲國 2021 年全年最大 FDI 來源國。鑒此，與上述國家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

對新政府而言為重要的任務。

受到俄烏衝突下惡化的全球通貨膨脹衝擊，菲國 2022 年第二季 GDP 略為下滑至年

增率 7.4%，略低於原先預期的 7.5%。為達成原定 2022 年全年 GDP 成長 6.5%-7.5%之

目標，菲國陸續透過央行升息等方式，避免國內經濟情勢惡化。小馬可仕政府亦積極推

動經濟復甦，尤其聚焦於吸引外資。2022 年 7 月，小馬可仕發表上任後首次國情咨文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SONA）時即提及為吸引外資將放寬外國投資限制、建立更

多經濟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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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巫佩蒂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Manila Times，2022年 9 月 11日】

各國消息剪影

▲美國貿易代表署確認將繼續對中國大陸實施 301 關稅

美國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在 2018 年 7 月 6 日及 8 月 23 日根據 1974 年貿易

法第 301 條針對中國大陸技術轉移、智慧財產權等方面的行為、政策以及措施進行調查

並對其徵收懲罰性關稅，合計對價值 500 億美元的工業及戰略產品課徵關稅（清單一及

清單二）。隨著後續美中貿易戰發展，301 關稅涵蓋範圍擴張至價值 3700 億美元的產品，

其中包括一般消費品（清單三及清單四）。根據 1974 年貿易法之規範，301 關稅的實施

期限為四年，除非有持續實施之請求的提交，否則該關稅將自動失效。因此美國貿易代

表署（USTR）於今（2022）年 5 月 5 日就清單一和清單二之關稅期限屆滿前啟動檢討

程序，通知受益於該關稅的國內產業代表，並對 2018 年所進行的兩批關稅開放公眾評

論。9 月 2 日，USTR 表示已收到數百份來自美國公司與同業公會的請求，要求繼續對

中國大陸產品徵收 301 關稅，因此依法該關稅將繼續進行，同時 USTR 將對此些關稅的

執行進行審查工作。

根據 9 月 2 日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之公告，USTR 共收到 358 家公司及 76

個同業公會所提出的繼續徵收關稅之請求，由於依規定在四年期限的最後 60 天內有至

少一位受益於該措施的國內產業代表提交書面請求，因此關稅將持續有效。公告指出，

美國國內產業代表們於所提交之請求中表示，國內產業受益於 2018 年 7 月 6 日所採取

之措施（清單一），包括中國大陸因該措施之實施而停止被針對的有害政策與措施，並且

表示301關稅的實施使其能與中國大陸進口之產品競爭，並投資新技術與擴大國內生產，

雇用更多人力。同樣的，對於川普政府於 2018 年 8 月 23 日所啟動的措施（清單二），

產業代表們表示額外的關稅創造了更多的槓桿，使中國進一步消除有爭議的政策，並有

助於解決中國大陸技術轉移的相關政策所導致的不公平競爭，鼓勵中國大陸採行更好的

政策。

另一方面，也有眾多立法者與商業協會對此 301 關稅的執行表示反對。除了美國法

律即規範要求 USTR 對此些關稅的執行進行審查，為回應國會中結束該關稅之聲浪，美

國總統拜登亦決定對於川普政府施加的關稅擴大審查。目前美國政府中有一些聲音認為，

關稅的削減可能有助於減輕通貨膨脹，然而對此觀點，分析師表示該效果可能微乎其微。

對於四年審查工作的後續行動，USTR 表示近期將會公布細節。其表示，該程序將

包括啟動備審程序，供相關人士提交評論，該評論將對於關稅措施對達成調查目的之有

效性、可採取的其他措施，以及措施對美國經濟以及消費者的影響等內容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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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唐于晴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USTR，2022年 09月 02日】

▲泰國、越南、緬甸尋求深化與俄羅斯關係以緩解經濟困境

為促進疫後復甦與抑制通膨，東南亞國家正尋求加強與俄羅斯的經濟聯繫，以促進

貿易活動。此將使俄羅斯得到喘息空間，阻礙歐美等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全面制裁行動。

東協 10 國中迄今只有新加坡跟進西方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其餘國家多保持緘默、

不選邊站之態度。

泰國方面，俄羅斯航空（Aeroflot）將於 10 月底重啟莫斯科和普吉島之間的固定航

線。普吉島一直是俄羅斯遊客的熱門旅遊地點，俄烏衝突爆發後，該航線暫停營運，在

此之前的 1 月和 2 月，俄羅斯曾是前往泰國旅遊的前五大來源國。泰國觀光局局長育他

薩（Yuthasak Supasorn）表示，復航將有利於泰國觀光業復甦。

泰國為東南亞觀光大國，新冠疫情爆發前，2019 年國際旅客高達 4,000 萬人次，是

推動泰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惟在疫情期間各國實施旅行限制與邊境管控，大大重創

其觀光業發展。中國大陸旅客過去是泰國國際旅客的最大來源，然中國大陸至今仍在「清

零」策略下實施嚴格的旅行限制。為儘快帶動觀光業復甦，泰國正積極多元化其旅客來

源，以填補中國大陸旅客的空缺，而俄羅斯、歐盟等西方國家便是泰國欲積極吸引旅客

的重要對象。

泰國觀光局設定 2022 年吸引 100 萬人次俄羅斯旅客及 250 萬人次歐盟旅客，整體

2022 年目標將吸引 1,000 萬人次的國際旅客，至 2023 年旅遊總收入達到 1.73 泰銖，約

占疫情前旅遊總收入的 80%。2022 年 5 月泰俄貿易部長會議時，就擴大雙邊貿易達成

共識，預計 2023 年達到 100 億美元，將是 2021 年的四倍，泰國將向俄羅斯擴大出口汽

車和食品，並進口俄羅斯的原油與化肥。根據 ITC Trade Map 統計，2021 年泰俄雙邊貿

易額約 28 億美元，較 2020 年成長 9%。而泰國也是 2022 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主席國，其疫後復甦策略「生物、循環與綠色經濟」（Bio-Circular-Green Economy, BCG）

已是本次會議主軸。

越南方面，越南與俄羅斯於 8 月 18 日就擴大小麥貿易達成協議。由於被發現混入

了越南限制的薊種子，俄羅斯對越南的小麥出貨量從 2018 年 260 萬噸驟降至 2021 年 19

萬噸；為了重新擴大對越南出口，俄羅斯計畫在 9 月採取新措施以防止混入薊種子，並

啟動試驗供貨。鑒於俄烏衝突後全球小麥價格飆漲，越南亦期望能透過增加自俄羅斯進

口的小麥，來抑制越南境內不斷攀升的小麥價格。小麥目前在越南廣泛用於製作麵包和

麵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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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與俄羅斯至今仍保持密切關係，在俄烏衝突上，越南至今仍未公開譴責俄羅斯

軍事行動。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在西方孤立俄羅斯之際，將目光轉向

亞洲、非洲與中東，於 7 月訪問越南，與越南外長裴青山（Bui Thanh Son）會晤，雙方

同意在廣泛領域加強雙邊關係。根據 ITC Trade Map 統計，2021 年越俄雙邊貿易額約 71

億美元，較 2020 年大幅成長 45%，在新冠疫情衝擊下仍維持正成長。俄羅斯目前也是

越南最大武器供應國，占比高達八成。

緬甸方面，緬甸軍政府是東協中唯一高調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軍事行動的國家，對

緬甸而言，維持與俄羅斯友好關係將有助於軍政府的政權穩定，而俄羅斯和中國大陸也

在許多國際場合上反對西方單方面對緬甸實施經濟制裁。緬甸軍政府領袖敏昂萊（Min

Aung Hlaing）上台以來已三度訪問俄羅斯，7 月訪俄時，協議自 9 月起開始進口俄羅斯

原油；最近 9 月 4 日赴俄羅斯海參崴參加東方經濟論壇，其表示將進一步加強雙邊經濟

和其他領域的合作，並宣布開始購買俄羅斯石油產品，並以盧布支付費用，也代表緬甸

將以實際行動展現對俄羅斯的支持。

緬甸在西方經濟制裁、新冠疫情及俄烏衝突三重夾擊下，經濟已雪上加霜，當地緬

元快速貶值及原油價格飆漲，汽油價格自軍方接管後已上漲兩倍多，因此軍政府盼能儘

快遏止通膨，以免更不得民心。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統計，2021 年緬甸經濟成長

率暴跌至-17.9%，預計 2022 年將回升至 1.6%，復甦程度遠不及其他東協國家。

【由李明勳報導，取材自 Nikkei Asia，2022 年 9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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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外匯管制 Exchange Controls

係指政府對其居民持有或交易外匯所為之限制。WTO 會員不能隨意施加外匯管制

措施，僅在遵守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規定下，始得實施外匯管制。然而依據 GATS

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在會員已針對特定資本交易做出承諾之場合，除非基於 IMF 之請

求，或滿足 GATS 第十二條有關確保國際收支平衡之例外規定，否則不得實施與承諾不

一致之外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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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Trade adjustment in Asia : Past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網址：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trade-adjustment-in-asia

摘要：
This volume aims to close this gap by providing new insights into how Asia’s

labor markets and firms have adjusted to trade opening. Written by leading trade

economists with expertise in the region, the publication shows that trade opening has

led to a mor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capital and labor, but this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significant adjustment costs. The book sheds light on the effects of trade on

workers and firms, with the aim of improv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adjustment process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debate on how to make globalization work for all.

期刊介紹

篇名：
Racial Capital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on Slavery:
(Re)membering Hacienda Brasil Verde

出處： https://doi.org/10.1093/jiel/jgac020

作者： Adelle Blackett

摘要：

Refusal of abject commodification undergird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definitions of slavery and their growing linkage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greements through injunctions against the use of forced labor. Yet there are

screaming silences in ongoing attempts to grapple with the preval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contemporary slavery in the global economy. This contribu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racial capitalism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calls for a

reckoning with the past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contemporary slavery. By

foregrounding resistances to erasure, and squarely addre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race to the perpetuation of slavery, this article seeks to harness their promise for a

reconstruction of a contemporary law of slavery that understands racialization as

offering an essential social justice challenge to the decommodification of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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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2022 年當前國

際經貿新情勢」研討會-

台美經濟合作之動向及展

望

顏慧欣

1.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的真實意義

2.美國政策演變：看出臺美經貿新局的脈

絡

3.臺美 21世紀倡議，為拜登政府雙邊方

案最佳級別

4.臺美 21世紀貿易倡議：臺美 FTA「拼

圖」的第⼀步

5.臺美新架構性質與 IPEF 對接，仍需努

力

6.未來臺美經濟合作方向

7.從美國經貿政策主軸，推動臺美合作

8.供應鏈合作--「友岸」及「新聯盟」

9.臺美已有合作基礎與未來領域

10.確保臺灣業者與產品的公平待遇

11.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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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9/29
2022 非洲市場研討會：熟⼿引路！⻄、北部非洲市

場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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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africa

國經協會 10/1 10/4 第 13 屆臺巴(⻄)經濟聯席會議 https://tinyurl.com/3w33meup

中經院區域中心 逕自洽詢 10/5 國際線上研討會：建立半導體產業之全球韌性供應鏈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91181

外貿協會、中國輸出入銀行 逕自洽詢 10/11 「透視全球政經情勢及政策，為產業把脈」研討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210

11

國經協會 10/5 11/8-13 2022 年「第 35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https://tinyurl.com/2p9dh4xt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q4afric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q4africa
https://tinyurl.com/3w33meup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9118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2101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21011
https://tinyurl.com/2p9dh4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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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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 2022 智慧醫材採購大會 https://tinyurl.com/bdyuk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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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膠中心 逕自洽詢
9/27-

10/1
台北國際塑橡膠展(TaipeiPLAS)實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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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ndex.html

商發院、資策會 逕自洽詢
9/27-

10/13

2022 臺灣-新南向數位貿易人才培訓計畫：創造吸

睛社群電商策略

https://www.twcsi.org.tw/News.aspx?ID=1

386&pg=1&key=&d=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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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自洽詢 10/5 2022 年歐洲商機日_EBS https://tinyurl.com/4f2ksc64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0/13 2022 年紡織機商機日 https://tinyurl.com/ynnhsuwr

國經協會 逕自洽詢 10/17-29 2022 秘魯及智利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 https://tinyurl.com/3mnasb4z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0/19-21 台灣國際智慧能源週
https://www.energytaiwan.com.tw/zh-

tw/index.html

外貿協會 9/30 10/20 2022 年全球視訊採購大會-綠能環保 https://tinyurl.com/58etfks6

https://tinyurl.com/bdyukusd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HF202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HF2022
https://www.taipeiplas.com.tw/zh-tw/index.html
https://www.taipeiplas.com.tw/zh-tw/index.html
https://www.twcsi.org.tw/News.aspx?ID=1386&pg=1&key=&d=9254
https://www.twcsi.org.tw/News.aspx?ID=1386&pg=1&key=&d=9254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ETZEROEMISSION2022I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NETZEROEMISSION2022I
https://tinyurl.com/4f2ksc64
https://tinyurl.com/ynnhsuwr
https://tinyurl.com/3mnasb4z
https://www.energytaiwan.com.tw/zh-tw/index.html
https://www.energytaiwan.com.tw/zh-tw/index.html
https://tinyurl.com/58etfk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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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0/20 2022 桃園國際採購商機大會-實體洽談會 https://tinyurl.com/3ptjhh3p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0/26-28
台北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台灣國際人工智慧暨物

聯網展
https://www.taitronics.tw/zh-tw/index.html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1/3 2022 年中東歐貿易 Hybrid 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2CEE

資策會 9/23 11/10 科技產業園區台日商談會廠商需求調查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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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11/27-

12/7
2022 年新南向智慧產業經貿訪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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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2thmyvn

外貿協會 逕自洽詢
11/28-

12/1
⾺來⻄亞冷鏈物流商機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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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MATPH

外貿協會 9/23
23”1/18-

20
2023 年日本國際醫療產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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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lJapan2023

外貿協會 9/23
23”1/31-

2/2
2023 年全美五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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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NHS

https://tinyurl.com/3ptjhh3p
https://www.taitronics.tw/zh-tw/index.htm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CE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2CEE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817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d=1817
https://www.tiim.com.tw/zh-tw/index.htm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tra2thmyv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2-tra2thmyv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ATPH/CMS/MATP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MATPH/CMS/MATPH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edicalJapan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edicalJapan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3NHS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2023N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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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協會 9/30
23”2/20-

24
2023 年波灣國際食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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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lfood2023

外貿協會 10/15
23”3/28-

30
2023 年巴拿馬國際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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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comer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Gulfood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Gulfood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xpocomer2023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xpocomer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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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2 年 9 月 17 日～2022 年 10 月 16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9/21 三  Structured Discussions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JI

9/22 四  Committee on Budget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9/22-23 四～五  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9/23 五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Special Session

9/23 五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9/27-30 二～五  WTO Public Forum

9/30 五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Timor Leste

10/3 ⼀  SPS Transparency Champions Course in English

10/5，

10/7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Mexico

10/6-7 四～五  GENERAL COUNCIL

10/7 五  Committee on Import Licensing

10/11 二
 Committee of Participants on the Expansion of Trad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10/12 三  Committee on Trade 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10/12 三  Council for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10/12，

10/14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Djibouti

10/13 四  Committee on Rules of Origin

10/13 四  Council for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10/14 五  TBT Symposium on Alleviating Regulatory Bottlenecks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9/26 ⼀  OECD: OECD Interim Economic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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