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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眾智眺望前路 第36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成功閉幕

女性之於後疫情時代經濟賦權與安全合作

繼WTO後最重要之國際經貿行動，我國正式申請加入CPTPP

東協5國對2050年淨零碳排具體作為的契機與挑戰

我國參與APEC三十週年活動微電影競賽報名開跑！

第36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
場次二主持人桃園市政府資訊科技局局長余宛如（左一）介紹該場次講員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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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眾智眺望前路
第 36 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
國際研討會成功閉幕

周子欽博士

CTPECC秘書長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年度最重大的國際活動「第 36屆太

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於 10月 14日盛

大舉行。本次活動匯集了 PECC社群中重要的成

員共聚一堂，以「疫後亞太區經濟轉型及工作型

態的未來」為題探究區域合作的前路，雖然處於

疫情下依然盛況不減，在滿堂采聲中落幕。

研討會的第一場次眾星雲集，印尼、泰國

與加拿大三個 PECC成員的主席透過視訊的方

式，在主席吳榮義董事長的幽默帶領下，分享他

們各自對疫後「區域治理」趨勢的看法。印尼的

Jusuf Wanandi 期待東協與東亞峰會等機制依然

可以引領多邊主義的發展，為太平洋區域展開新

局。所有講者都同意當年太平洋地區面臨更多的

對抗而非合作，但是不認為已經走到必須考慮兩

套貿易、金融與科技體制並存的狀態。

場次二的三位講者分別具備金融、英國商

會與數位醫療產業的經驗，渠等分別從各自產業

的創新經驗出發，為推展新型態的公私部門伙伴

關係提出看法。公、私部門經驗俱豐的主持人─

桃園市政府資訊科技局余宛如局長，恰如其分地

扮演串接對話的角色。

場次三的討論也令全場驚喜連連。美國的

Stephen Ezell以精彩的圖表說明美國數位技能發

展的趨勢與未來重點，深具宏觀視野。藝珂人事

顧問的陳玉芬女士提醒大家在推動數位技能發展

時，必須留意勞、雇雙方心態的調整。鄭乃豪與

洪堯泰先生分別介紹在偏鄉以數位科技推動兒童

教育的經驗，以及如何鼓勵個人運用數位科技成

為產品的設計與製造者，令全場驚艷。

CTPECC董事長張建一博士於閉幕時感謝

各方參與，激盪出具啟發性的思想交流，為活動

劃下完美句點。

亞太事務

我國外交部曾厚仁次長凝神聆聽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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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精彩的活動，您是否正好錯過了？本刊將在下一期規劃專號，
更細緻地呈現第 36 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的精彩時刻：
●什麼因素導致了本區域愈來愈多的對抗，而非合作？

●東協與其他次區域的組織或協議，可以有助於彌合區域中的異見與分歧？

●金融業者關於數位創新下的公私部門伙伴關係，有何願景？

●數位醫療的趨勢，能否激起政府、企業結盟的高潮？

●美國的數位技能提升，還有哪些待處理的課題？

●台灣用數位科技強化偏鄉教育，還有哪些新招？

●我笨手笨腳，可以用數位科技來製造自己想要的創意產品？

下一期的相關內容，您不能再錯過…

上午與會貴賓大合照：前排左起為眾匯智能的王欽堂董事長、泰國駐台代理代表 Mr. Sunh Arunrugstichai、我國
外交部曾厚仁次長、台杉投資吳榮義董事長、台經院國際處鍾錦墀處長，以及我國財政部國財司李雅晶司長。

台經院國際處鍾錦墀處長（左）與場次一主持人台杉投資吳榮義董事長合影。 場次三講員，藝珂人事顧問的區域

總監陳玉芬，展現演說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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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之於後疫情時代經濟賦權與
安全合作

賴彥宏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兼任助理

我國長期關心婦女議題，並在國際合作上

積極貢獻並展現成果。以 APEC為例，我國在

2017年的領袖會議上，與美國、澳洲共同宣

布捐款成立「婦女與經濟子基金」，藉由補助

APEC相關計畫資金的方式，促進 APEC各次級

論壇將女性議題融入它們的提案規劃當中。歷年

來我國持續向該子基金捐款，充分展現我國全心

支持在該議題上的區域合作。

今（2021）年 9月 24日，經濟部長王美

花率性別平等處、經濟部、外交部及婦權基金

會等公私部門代表參與 APEC婦女與經濟論壇

（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 WEF），並在

高階政策對話會議（HLPD）中分享我國對於疫

情時代下女性照護壓力的關照與消除性別暴力的

積極措施。同時，該會議亦公布 2021年 APEC

健康女性、健康經濟體研究獎」(APEC 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y Research Prize)，其中

受性別平等處委託，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林明仁與陳冠銘、項振緯等 2名研究人員進行之

「長照需求對女性勞動力供給之影響」研究獲得

首獎，為 APEC各經濟體提供規劃長期照顧政

策之實證性政策建議，殊值肯定。足見我國在女

性賦權議題之努力，並展現於國際場域，取得豐

盛的成果。

承接上述會議和榮譽，我國持續透過呼應

APEC近年跨論壇議題合作之趨勢，展現對女性

議題的重視。由外交部指導，太平洋經濟合作理

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和 APEC研究中心主辦，

以及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協力合作的

「婦女的角色：經濟賦權與安全合作」研討會，

將於 11月 26日上午 9時至 12時在香格里拉台

北遠東國際大飯店大都會廳舉行。本次會議特別

擴大視野，將研討的主題從「婦女經濟賦權」向

「安全合作」的方向延伸，邀請來自各國公私部

門專家與學者一同探討後疫情時代的女性賦權議

題，以及女性在區域安全所扮演的角色。針對主

題內容，本研討會前後分為兩個場次：

第一場次以「後疫情時代的包容性成長－

婦女於數位時代的領導力與經濟參與」為題，

探討近年面對 Covid-19疫情挑戰，APEC各經

女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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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體應加強疫情防治及經濟復甦的經驗，並協助

中小型企業數位轉型及防疫能力的強化，藉此提

升其適應性與韌性。有鑑於此，由女性領導的企

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將在此扮演強化包容性的

關鍵角色。本場次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

民國委員會秘書長周子欽主持，並邀請三位講

者，包括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論壇（PPWE）主

席Renee Graham、菲律賓婦女委員會（Philippine 

Commission on Women） 主 席 Sandra Sanchez-

Montano，以及我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胡

貝蒂，分別針對其所司單位過往經驗與本年度任

務進行探討。

第二場次以「女性於區域安全合作所扮演

的角色」為題，談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1325號

關於婦女、和平與安全（WPS）的決議以降，

WPS儼然成為全球安全的主要議題，各區域組

織如歐盟和太平洋島國論壇陸續發展執行方案，

以及 2017年東南亞國協有關WPS的共同聲明

等。本場次由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

究員李瓊莉主持，並邀請三位講者，包括太平洋

論壇（Pacific Forum）副總裁 Crystal D. Pryor、

印尼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donesia）研究員 Fitriani，

以及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陳婉宜，討論在亞

太區域的二軌外交針對WPS的努力，以及我國

能有所貢獻的可能方向。

每個場次皆有來自各國各界，針對女性賦權

議題和區域安全的專業人士雲集擔當講者，希望

博得滿堂喝采，同時也期待廣納更多寶貴意見、

錦上添花進行深度交流，展現我國對於女性議題

的積極行動，也為各經濟體樹立典範。請讀者稍

後留意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官

網上即將公開的報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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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 5 國對 2050 年淨零碳排具體
作為的契機與挑戰

林士清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博士生
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

為因應氣候變遷及能源轉型議題，歐盟決

定挺身而出領導相關議程設定，最受矚目者乃歐

盟自今年（2021 年）7 月中旬宣布，將從 2023 

年開始，對鋼鐵、鋁、水泥、化肥和電力等 5 類

產品，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從 2023 年起，

開始要求申報義務人須繳交進口品生產過程碳含

量等報告，預期在 2026 年後，申報義務人須購

買 CBAM 碳權的制度會正式上路。相較於國際

輿論較關注美國、中國、英國、澳洲、加拿大、

日本、韓國等國對歐盟 CMAM之回應，本研究

探討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印尼及泰國等東

協 5國 2050年淨零碳排具體作為遇到之契機與

挑戰，並分析對台灣的借鏡之處。

 馬來西亞在意淨零碳排對大型

製造業之影響

馬來西亞乃 2016 年巴黎協定簽署國之一，

並宣示加入 2050 年淨零碳排目標，並於國家自

定貢獻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

中承諾 2030 年前減少 45%溫室氣體排放 (相較

於 2005 年排放量 )。自 2009年 10月以來，馬

來西亞政府立法通過「綠能科技總體規劃」(The 

Green Technology Master Plan, GTMP)下，GTMP 

著重於 6 大主要領域，包含：能源、製造、運輸、

建築、廢棄物及水資源等，邁向自然資源永續發

展之目標。

馬國政府致力於低碳發展，除降低 45%碳

排放量外，更與國際接軌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SDGs)，在 2030 年前達成再生能源發電量達 

30%之願景，並提升馬來西亞為先進及高收入

國家。馬來西亞針對能源業重心放在資源多角

化、新基礎建設之投資及新技術之應用，主要

挑戰在於能源儲存技術。再生能源發電量盼於

2025 及 2030 年時分別達到 23%及 30%。另一

方面，針對運輸業主要以改善能源效率及降低碳

排放為目標，如海運業有綠色港口政策 (Green 

Port Policy)，協助海運業者改善基礎建設以提高

能源使用效率。

現階段馬來西亞國內再生能源佔國家發電

的產能比率不到 3%，加上新冠疫情衝擊，馬國

第十二大馬計畫 (the 12th Malaysia Plan, 2021-

2025)並未在綠能推動上著墨太多，較專注於如

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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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振興經濟。不過，輿論評估在經濟與環境之權

衡下，馬國政府仍較在意大型製造業之經濟影響

力。馬國僅少數企業針對 2050 年淨零碳排目標

發聲，如國油公司 (Petronas)宣布將最適化其碳

排放效率及採行低碳技術以達碳中和目標；馬來

亞銀行 (Maybank)週宣布停止提供新涉及碳排放

活動之企業融資工具等。

馬來西亞政府推動減碳政策，與台灣推動

之「5+2 產業創新計畫」項下「綠能科技」相符。

例如：我方太陽能產業雖技術領先全球，然卻苦

無空間及氣候發展，馬來西亞陽光充足且地廣人

稀，適合我太陽能業者前來深耕當地市場，協助

馬國加速達成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量提升之願景。

此外，鑑於馬來西亞政府綠能技術發展仍於初級

階段，我方與馬國合作時，應輔以技術輸出與協

助基礎建設，可提供馬國政府之意願。

 菲律賓針對氣候變遷政策須優

先考量 7 個領域

菲律賓於 2017 年 2 月 28 日簽署「巴黎協

定」 (Paris Agreement)之加入書，並於 2017 年 4 

月 22 日正式成為該協定第 138 個締約國。菲國

政府承諾於 2030 年達成將碳排放量減少 75 ，

並在 2020 年至 2030 年間減少 75 的之溫室氣體

排放，其中 2.71 是無條件減量，而 72.29 是有

條件減量，致力減少農業、廢棄物處理業、工業、

運輸業及能源產業之溫室氣體排放。

鑒於菲律賓群島易受氣候變遷之潛在危險

影響，例如海平面上升、乾旱、火災、洪水，以

及暴風雨之頻率與嚴重性增加，菲國願與國際社

會合作解決氣候變遷問題，減少災害風險，達成

永續發展，並已於 2009年通過《氣候變遷法》

(The Climate Change Act , RA9729)。該法要求中

央機關必須分配部分年度預算，並提供技術援助

予地方政府，以制訂及執行氣候變遷計劃，而地

方政府亦須將部分年度收入上繳中央政府執行全

國減碳計畫。

依據菲律賓國家氣候變遷行動計畫 (The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 2011 – 

2028,NCCAP)，氣候變遷政策須優先考量 7 個領

域，包含：糧食安全、水源充足性、生態及環境

穩定、人類安全、智慧氣候產業及服務業、永

續能源，以及知識及能力發展。關於再生能源

部分，菲國能源發展公司 (Energ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EDC)表示將協助菲國企業由現行使

用傳統能源，過渡至使用乾淨及可再生之能源，

不僅有益於企業營運，並將對環境作出貢獻。此

外，菲國最大房地產開發商 Ayala Land 承諾將減

少 91 碳排放，並盼於 2022 年前全面使用再生

能源以實現淨零碳排。

菲律賓政府目前之節能減碳及淨零碳排放

相關政策僅設定目標，政策執行上缺乏實質行動

計畫，台灣可推動我在菲投資廠商，利用菲國政

府提供之資源，投入能源轉型及減少碳排放之製

程，為菲國節能減碳及淨零排放作出貢獻。

 越南爰亟需仰賴外國資金及技

術上之協助

越南雖為巴黎協定之簽署國，惟迄今尚未

如美、歐、日等國家宣示加入 2050年淨零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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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僅作出 2030年減碳排 9%至 27%之承諾。

如同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目前越南在執行減碳排

及因應氣候變遷目標之主要困難仍在於財政及科

技能力上的不足，爰亟需仰賴外國資金及技術上

之協助。

2030 年越南政府無條件貢獻（NDC）之減

碳排目標為減量 9%，然倘有國際資源挹注，此

目標將可進一步提升至 27%(有條件貢獻 )。越

南政府於 2020年 11月修正環境保護法，該法訂

定諸多突破性的政策，包括推出投資計畫之環評

制度、環境執照、循環經濟、環境變化之因應、

環境事故防制及因應責任、採用最佳可行技術、

環境稽核，以及提升環保法律遵循之機制。

又例如，溫室氣體減量為落實越南於國際

承諾下之溫室氣體減量路徑圖及實施方式；溫室

氣體之存量；發展國內碳市場，臭氧層之保護在

管理損害臭氧層或造成溫室氣體之物質的製造、

進出口、消費與排除。在發展碳市場上，此全新

市場機制除將達成越南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承諾

外，亦將協助本國企業發展及使用低碳科技，更

重要者為將建立國內碳交易市場並與國際接軌。

台灣已與越南政府在氣候變遷領域有若干

成功具體合作個案，例如越南北部老街省沙壩

(Sapa)土石流監測預警系統、越南北部空氣品質

感測系統，建議可在此基礎上擴展至更多合作領

域，特別是針對越南社會近年來日益關注之天然

災害問題 (如風災、洪災、土石流、地層下陷、

海平面上升及廢棄物處理等 )擬定因應管理及解

決計畫。越南近年來持續修訂相關能源法規與政

策，例如2020年11月國會通過修訂環境保護法，

該等法案包括 4個主要策略：碳排放交易、禁止

破壞臭氧層之化學物質、企業排放通報規定，以

及建立碳排放及減量措施之資料庫，可供台灣進

一步借鏡。

 印尼提出在 2070 年實現淨零碳

排的目標

2015年 9月印尼提交國家自主減排貢獻

(NDC)，承諾 2030年之前將溫室效應氣體排放

量降低 29%的目標，並減少砍伐森林、復育的

森林，預計在 2025年，將全國能源總量中的再

生能源佔比提高至 25%。倘若能獲得國際支援，

如財政支持，印尼承諾在 2030年之前可減少

41%的碳排放量。2021年 3月下旬，印尼政府

在考量維持經濟成長 5-7%及人口成長，提出在

2070年實現淨零碳排的目標，預計在今年 11月

將此納入國家自主減排貢獻的承諾。

今年 4月下旬，印尼佐科威總統於氣候峰

會上致詞表示，在此全球加速處理氣候變遷帶來

的挑戰之時，印尼也盡本身的能力致力於相關工

作，印尼預計 2024 年藉培育復原大範圍的紅樹

林 (約 62 萬公頃 )，其碳吸附能力將是熱帶雨林

的 4 倍。在技術轉型部分，印尼開放外人投資節

能減排項目，推動傳統能源轉向新能源，包括生

質燃油 (Biofuel)、鋰電池技術 (lithium battery)、

電動車 (EV)等。

為達成在 2030 年之前的減排幅度，印尼選

出 5 個產業分別訂定需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森林產業減少 17.2%、能源產業減少 11%、農業 

0.32%、工業 0.1%、廢棄物產業 0.38%。關於再

生能源，2021 年 5 月上旬在印尼獨佔國營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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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PLN 承諾在 2050 年達成碳中和，將以發展

太陽能、風力發電、燃煤電廠採用生質能源共

燃、燃油電廠轉成使用再生能源等方式，以再生

能源逐步取代化石能源來達成目標。 

印尼智庫「氣候分析」指出，印尼極有可

能受氣候變遷衝擊，又是排碳大國應該要朝去探

經濟轉型，而不是固守煤炭產業。印尼有極高的

潛力升級氣候行動，並達成經濟去碳化，如果能

從電力供給、公路與鐵道運輸，以及森林和土地

利用等三個關鍵領域著手。不過，台灣必須瞭解

印尼的再生能源項目招標幾乎沒有透明度，且沒

有實施可再生能源項目的明確時間表，此外在印

尼徵收主地也是一大難題，高昂的土地價格和地

主對再生能源的消極態度。最後，關於森林復育

與防災合作，台灣在森林復育與自然災害防治有

相當經驗，可探尋與印尼的相關合作機會。

 泰國各項經濟政策著重於提升

能源效率、安全、降低碳排放

2015 年 10 月 1 日泰國傳達其國家自主貢獻

(NDC)的目標，該計畫到 203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

量減少 20 ，並有條件在技術和財政援助下期望

在此期間將排放量減少 25 。根據 NDC 指出，泰

國將持續發掘雙邊、區域和國際市場的潛力機制

和各種方法來支持泰國實現永續、低碳和氣候適

應性成長。此外，依據泰國政府頒佈 2015-2050

國家氣候變遷總體規畫，在碳市場機制方面，泰

國透過 TGO 來實施和管理溫室氣體排放項目。

該公共組織在 2013 年啟動兩個計畫：首先，

乃泰國自願減排計畫、基準和信貸計畫：到 2020 

年，已有 191 個註冊項目，這些項目將每年減少 

5.28 Mt CO2 當量的排放；其次，是泰國碳補償

計畫：鼓勵公共和私人組織計算其碳足跡併購買

碳信用額度，以抵消其不可避免的排放量。

泰國在 2050 年之前實現永續的低碳成長和

氣候變化適應力採取下列策略：首先，透過在國

家和國家以下各級的所有部門整合方向和措施，

將氣候適應能力納入國家發展政策，以確保國家

適應氣候變化；其次，建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

導致永續的低碳成長的機制；第三，透過增強所

有發展夥伴的潛力和意識，使總計畫執行準備就

緒；第四，發展數據庫、知識和技術，以支持氣

候變化適應和永續的低碳成長。 

泰國近幾年在推動零碳排相當積極，除制定

一系列路徑圖與計畫，各項經濟發展政策皆與提

升能源效率、安全、降低碳排放息息相關。針對

爭取與泰國方面的合作，本文建議台灣可參考泰

國與日本、瑞士之合作，日本似藉由類似 ODA 

模式，藉由提供資金貸款，帶動該國協助低碳

排、節能製造產品之機器、系統輸出泰國，亦為

台灣可合作方向之參考借鏡，有助台灣廠商盤點

具對外輸出能力之智慧節能系統、產品，加強相

關產品拓銷及布局。

參考資料

1、外交部駐馬來西亞函附件（1100512）

2、外交部駐菲律賓函附件（1100514）

3、外交部駐越南函附件（1100514）

4、外交部駐泰國函附件（1100511）

5、外交部駐印尼函附件（11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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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參與 APEC 三十週年活動
微電影競賽報名開跑！

活動官方網站：首頁 | 我國參與 APEC 
30 週年微電影競賽 (wixsite.com)

1989年成立的亞太經合會 (APEC)，是亞太

區域各國促進經貿、投資與合作的官方論壇。我

國自 1991年加入 APEC成為正式會員，2021年

已是我國入會第 30週年。

對我國而言，除了讓我國於過去 30年來，

能夠在此一國際場域積極貢獻，讓國際社會看

到之外，也應探討未來我國如何透過參與 APEC

來進一步取得、擴大國家利益。因為在我國所參

與的國際組織中，議題涵蓋面最廣、參與層級最

高者，非 APEC莫屬，亦即 APEC對我國而言，

是最重要的國際外交、社會與經濟平台。

身為我國參與 APEC的智庫，APEC研究中

心特此舉辦三十週年紀念活動，鑒於數位媒體日

益普遍，本次活動以「微電影競賽」方式進行，

徵求國內學子以數位與創意的影像形式，呈現對

於 APEC的觀察與印象，並藉此展現 APEC邁

入「數位經濟」時代。

「微電影競賽」活動廣邀國內各大專院校

大學部暨研究所在學學生，以我國參與 APEC設

計相關主題，從外交、政治、社會、經濟等面向，

或自由發揮，於期限（2021年 11月 20日下午

17:00）前提供微電影作品參賽。APEC研究中

心將邀請相關領域的國內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

秉持公開透明原則，選出優秀作品：冠軍、亞軍、

季軍，以及佳作，得獎最高獎金達 10萬元。

徵選辦法、報名方式及競賽時程等更多資

訊，請見「我國參與 APEC三十週年活動微電

影競賽」官方網站。

亞太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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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WTO 後最重要之國際經貿行動  
我國正式申請加入 CPTPP

陳宥喬

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我國在 9月 22日下午正式申請加入跨太

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行政院經

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鄧振中表示，我國以

「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名稱遞交申請。這

也是我國政府繼加入WTO後最重要的國際經

貿行動，CPTPP相關討論又再次浮上檯面，但

到底 CPTPP的重要性何在？台灣為何要申請加

入呢？

CPTPP 的前身可追溯至汶萊、智利、紐

西蘭與新加坡四國 2005年發起的跨太平洋戰

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SEP）。 在

美國、澳洲等國陸續加入磋商後，這些國家在

2011年亞太經合會（APEC）高峰會宣布泛太

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綱要，至此進入 TPP時期，各成員國也

展開一系列的貿易談判。TPP也以制定「高品

質、高標準、涵蓋範圍廣泛」之協定內容為目標，

希望成為 21世紀 FTA的典範。

TPP迎來重大轉折為時任美國總統川普在

2017年 1月宣布退出後，日本積極主導 TPP後

續進程，剩下的 11個成員國於當年越南峴港

區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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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領袖會議間發表聯合聲明，將 TPP改名為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CPTPP 成員目前有日本、加拿大、澳洲、

墨西哥、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智利、紐西

蘭、祕魯和汶萊共 11國。這些國家占全球 GDP

的比重 約 13%，且多為我國重要貿易夥伴，占

我國國際貿易總額超過 24%，是當前亞太地區

乃至於全球最重要的區域經濟整合協定之一。

目前有 8個國家已完成國內審議程序並送

交議定書，CPTPP正式在 2018年 12月 30日生

效。國內尚在審議協定的國家為智利、汶萊及馬

來西亞。CPTPP 大抵維持原 TPP簽署內容，但

暫停適用 22項原依美國要求而納入之條文，內

容涵蓋「投資人及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智

慧財產權保護」及「政府採購」等議題。

依據行政院經貿辦提供的新聞稿附件，我

國在提交加入 CPTPP 申請書內明確表達依據協

定程序，要求展開入會諮商，並請協定存放國紐

西蘭儘速通知各國。信件說明我國目前為WTO

及 APEC會員，長年積極參與這兩個國際組織，

並已和紐西蘭、新加坡兩國簽署高標準 FTA，

期望透過加入CPTPP以塑造高標準的經貿環境，

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力。

信件也介紹台灣的重要產業政策目標，以

及近年在法規透明化、稅制、智慧財產權、金融、

專業人士、漁業等領域的體制改革，並透過重要

國際評比呈現改革成果。

根據 CPTPP新入會國申請程序，在遞交

正式書面申請後，須與各會員進行諮商，在

CPTPP部長會議決議同意入會申請後，成立工

作小組進行談判，提出各項開放措施，最後在

部長級會議上再以共識決方式採認申請國的入

會程序。

今年 2 月英國正式提出申請，6 月 2 日

CPTPP部長會議同意其申請案。中國則在 9月

16日遞交申請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