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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第9屆「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會議在台北舉行
據經濟部10月1日新聞稿，第9屆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會

議於本年10月1日在經濟部舉行，經濟部卓政務次長士昭及美國貿易代

表署（USTR）副貿易代表何禮曼（Robert Holleyman）大使代表雙方主

持會議。我方期待透過TIFA會議與美方就智財權、藥品及醫材、投資、

技術性貿易障礙、區域經濟整合及農業等議題交換意見。何禮曼大使表

示，TIFA係台美間重要的貿易對話機制，美方盼透過該機制處理雙方關

切經貿議題。美方歡迎我相關部會所進行的自由化落差檢視工作，以期

強化雙邊經貿關係。

本次會議極具建設性，重點包括：

一、有關投資方面：

 在投資議題方面，美方歡迎我為吸引外資及與國際體制接軌，已完

成企業併購法修法，有助資訊揭露，亦可增進我投資環境之可預測

性及透明化。此外，我已完成僑外投資條例修正草案，美方對此表

示歡迎。

二、在智慧財產權及醫藥品方面：

 美方歡迎我就營業秘密法之修法，雙方並同意分享檢調單位之偵查

經驗，落實營業秘密之保護。在促進智慧財產權與創新的議題方

面，雙方同意持續進行台美雙方專利審查官交流，以提升我國專利

審查品質。

 另為保護智慧財產權及提升國民健康福祉，我政府正參考國際規範

趨勢，研議推動專利連結與資料專屬權保護制度，美方對我該項作

為亦表示歡迎。

三、有關技術性貿易障礙方面：

 美方關切我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修法，美方歡迎我方設立化學物

質登錄單一窗口受理申請案件及簡化登記規定，將有效減少雙方業

者負擔，雙方未來將持續在TIFA技術性貿易障礙工作小組討論相關

議題。

四、農業議題方面：

 有關美方長期關切肉品出口之食品安全議題，美方強調我國相關措

施不論在處理牛肉或豬肉產品，都應以科學為基礎，符合國際標準

規範。我方仍依據政府既定立場，重申「牛豬分離」政策。

 雙方亦就我基改食品標示規定將於年底實施及美國有機產品輸台

案交換意見。此外，我方盼美方協助處理我所關切之文心蘭帶介

質、熱處理加工肉品、番石榴及有機同等性認證等議題。

五、在區域及多邊合作方面：

 我方在會議中向美方說明我刻正進行自由化落差盤點工作，並表達

我方加入TPP之意願。台美雙方盼續在WTO多邊場域密切合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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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推動資訊科技協定擴大談判及環境商品協定談

判作為本年底WTO部長會議成果。

整體而言，TIFA為台美推動經貿合作主要平台，

且有助推動我經貿體制與國際接軌、吸引外人投資

及強化台美經貿夥伴關係等，雙方將持續透過TIFA對

話，為雙邊經貿關係注入動能。

 經濟部沈榮津次長出席亞太經濟合作
（APEC）第12屆能源部長會議
據經濟部10月14日新聞稿，APEC第12屆能源部

長會議於10月13日在菲律賓宿霧舉行，我代表團由

經濟部沈榮津次長率外交部、經濟部能源局及台灣經

濟研究院等相關單位人員出席。會議在「邁向具能源

韌性的APEC共同體」之主題下，各國能源部長代表

分就「能源韌性之全球挑戰」、「提倡以社區為基礎

之潔淨能源使用於能源貧困地區」、「先進之潔淨能

源技術以達成永續能源」，與「擴大私部門於能源貿

易與投資之參與」等議題進行熱烈討論。

本屆會議中我方代表除針對各項議題發表意見及

相關立場說明，另提出「APEC綠能融資倡議」，並

針對「促進APEC區域液化天然氣貿易倡議」之後續

辦理情形進行說明，此外，亦宣布參與APEC化石燃

料補貼同儕檢視，獲得各會員體認同支持，相關成果

均納入本屆能源部長宣言。

在能源韌性議題上，各會員體同意將加速進行區

域內能源基礎設施的脆弱性評估，並透過油氣安全倡

議的實施及建立完善的石油和天然氣儲備等緊急應變

系統，以強化能源緊急情勢之因應能力。在促進潔淨

能源議題上，各會員體同意將發展建築、能源家電、

工業設備、智慧電表裝置之最低能源效率標準，並將

進一步探討區域內檢測中心共享之潛力。此次會議並

呼應APEC包容性成長的目標，強調透過為偏遠社區

提供能源如微電網，並研擬能源生態觀光發展框架，

以鼓勵能源貧困地區之經濟成長、永續環境發展與創

造新的就業機會。另外，亦將成立能源韌性任務小

組，以進一步執行強化區域能源韌性之計畫。

總體而言，本屆能源部長會議之參與，經由與會

能源政策議題的討論，瞭解亞太區域會員體能源發展

趨勢，以及各會員體追求兼顧能源安全與永續發展

之具體作法，將可作為未來我國規劃相關政策的參

考。同時，我國在會議過程中積極參與，所提出之

「APEC綠能融資倡議」，呼籲APEC強化綠能融資能

力建構，以支持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的投資永續，確

保APEC區域能源安全，獲各會員體支持納入本屆能

源部長宣言，未來將由我國主辦或與會員體共同執

行相關計畫，推動APEC區域綠能融資對話之各項活

動。

我國期盼成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第2輪談判之成員
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0月5日新聞稿，美國貿易

代表署於10月5日晚間9時多對外召開參與TPP談判

12個成員國部長記者會，宣布完成TPP談判並達成協

議，後續將交由律師進行法律文字之檢視。我國樂見

TPP成員歷經5年之談判，達成一個具有高企圖心且

全面性之協定。對於TPP成員國能在最後階段解決智

慧財產權、汽車原產地規則及乳製品市場開放等議題

非常不容易。TPP完成後，經濟規模可達28兆美元，

約占全球生產總值的36%，是亞太地區最大之區域

經濟整合，將帶動亞太地區之經濟永續發展、創造就

業機會。

我國為是高度仰賴出口貿易的海島型經濟體，倘

被排除於TPP之外，我國廠商未來將面臨關稅歧視、

非關稅貿易及投資障礙，使我國企業處於不利之地

位，在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影響下，關稅及非關稅貿易

障礙將可能迫使我國廠商出走，產業外移至TPP成員

國家。另一方面，台灣與亞太供應鏈高度整合，為重

要零組件供應國，倘我國無法加入TPP，對亞太供應

鏈亦難以避免負面影響。

我國身為亞太地區重要的經濟體，為儘早達成我

國於TPP第二輪參與談判的目標，去年開始政府積極

進行相關準備工作，以高標準的美韓FTA為基礎，檢

討我國法規與國際規範的落差，行政院已於本年8月

18日公布盤點結果。一旦TPP文本公布，經濟部將會

同相關部會、國外律師事務所、國內4所法律研究所

及中華經濟研究院等共同組成團隊，在現行盤點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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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上進一步檢視我國經貿體制，以為與TPP成員

國展開談判預作準備。

本年度相關部會已規劃近120場有關我國加入區

域經濟整合的溝通，以舉辦研討會及座談會方式諮詢

各界意見，經濟部主動於公協會舉辦理監事會議或會

員大會之際，說明我國參與TPP之準備情形，已獲得

許多公會的支持。我機械公會等10餘個重要產業公

會議表達支持我早日加入TPP，以進一步拓展海外商

機。

另一方面，本年第9屆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

定」會議（TIFA）中USTR副貿易代表何禮曼大使表示

「TPP現有12個成員已明確表示，接受新會員案須經

全體成員之共識決決定」，相關部會將會持續透過各

種雙邊對話及APEC會議場域，向成員國爭取支持，

透過對內經貿體制調整及對外爭取支持之策略相輔相

成，俾儘早順利取得參與TPP的門票。

政府全力支持創新創業發展　

提升國際能見度

據行政院10月7日新聞稿，毛院長出席2015「國

際創新創業活動」（MOSA）表示，台灣的技術與人

才都已俱備，足以挑戰國際市場，政府也將全力支持

台灣創新創業發展，希望大家能夠「dream big，go 

global」，創造更多成功故事，提升台灣創新創業的

國際能見度，使台灣成為全球新創版圖上的新亮點。

台灣推動創新創業發展具許多優勢，第一，在過

去台灣以科技業、製造業起家，擁有優秀的軟硬體工

程人才；另一方面，台灣在產業供應鏈有完整群聚，

從設計、製造、物流及行銷，均可快速為顧客提供完

整的服務。第二，台灣具備高品質的小量生產技術。

第三，台灣網路基礎設施普及，民眾接觸數位、科技

產品的頻率相當高，也樂意嘗試新科技與產品。第

四，台灣的生活機能便利、環境舒適、社會治安良

好，且鄰近大陸及東南亞市場等，可望成為全球創新

群聚的新據點。

為強化新創事業的籌資管道，今年4月開放辦理

「股權式群眾募資」，我國成為亞洲第2個實施此

制度的國家，並通過「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允許非金融機構提供網路交易的支付服務。今年

3月，政府打造國際創新創業園區「台灣新創競技

場」（TSS），聚焦在國際市場的創新驅動新創事業

（IDE），如物聯網、行動應用服務等，提供各項服務。

為協助國內新創事業邁向國際，政府也在矽谷成

立「台灣創新創業中心」（TIEC），成為亞洲國家首

例。台灣創新創業中心的任務是邀集台灣具國際發展

潛力的新創團隊，提供補助到矽谷進修一至三個月，

協助國內新創事業快速融入矽谷創新創業生態環境，

並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創業者交流，目前已選拔14隊

補助赴美，其中3隊已進駐矽谷加速器。 

在健全創業生態體系部分，目前政府對於生態體

系內的資金、社群活動、學校育成機構皆有提出相關

政策，我們希望「帶出民間的活力」、「強化大企業

的參與」。以往在政策推動模式上是由政府主導、民

間參與，未來可改由民間主導，政府提供部分經費或

行政協助，讓民間的自發性和活力得到更好發展。此

外，我們也鼓勵國內外企業與新創團隊進行深度交

流，希望以企業的資源、經驗，與新創團隊的創新思

維相互激盪，促成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在引進國外創業資源方面，未來將強化快製中心

的功能，積極爭取案源，且提供創業家簽證、資金協

助等套裝服務，例如可鎖定在創業競賽中的優秀團

隊，主動接洽，積極爭取來台。政府並持續邀請更多

的國外知名創業家來台，希望將國際的經驗、知識及

人脈帶入台灣，強化台灣與國際接軌。 

行政院啟動「系統整合推動平台」

據經濟部10月5日新聞稿，行政院毛院長率領經

濟、財政、金管、外交、交通、衛福等部會代表，以

及十大系統整合領域之關鍵產業代表、資策會、金屬

中心等法人機構，共同啟動「系統整合推動平台」，

正式宣布成立系統整合推動辦公室，共同誓師為系統

整合推動平台啟航，行銷台灣優質整體解決方案目標

努力。

為打破過往台灣對外輸出關鍵零組件等「中間

財」薄利化出口模式，經濟部在行政院指導下，成立

系統整合推動平台，透過跨部會推動平台整合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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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協助產業掌握海外市場商情、推廣優質案源，

以及提供金融支援，積極鏈結重點市場，以協助優質

系統整合解決方案輸出海外。現階段經濟部已優先選

定電子收費、綠色運輸、智慧物流、智慧健康、智慧

校園、電子化政府、LED照明、雲端系統、石化、太

陽能等十大關鍵系統整合解決方案，希望短期將有實

績與潛力者推廣至海外，積極行銷目標市場；中長期

則透過孵育機制，育成潛力出口旗艦。

台灣是海島型經濟國家，出口占GDP比重達

70%，而環視國際重要發展與新興國家採行進口替

代策略，壓縮我國出口空間，對於著墨在低毛利紅海

市場的傳統出口策略面臨極大挑戰，必須藉此時機再

尋找附加價值高的系統性、規模性產品與服務，重新

塑造產業價值鏈，開拓海外新興市場布局。

台灣產業具有優異的自我轉型能力，近年來已發

展出優質的系統整合產品、服務，以及多元的出口模

式，政府後續將整合經濟、財政、外交等相關部會資

源，從技術發展、行銷推廣、資金融通支援力量的角

度，提供系統整合產業催化新服務模式、快速複製經

驗與擴散出口的有利環境，深度挖掘具有外銷潛力的

系統化產品與服務，加強對外推廣行銷，開拓出口動

能。

毛院長期許推動平台除了整合跨部會資源外，也

需要各優質系統整合與整廠整案業者積極加入，希望

透過平台的整合，將有實績、有潛力的系統整合方案

輸出海外，協助產業出口轉型，全力提高出口效益。

經濟部次長楊偉甫表示，經濟部已在行政院指導

下成立跨部會推動平台，並優先選定十大關鍵系統整

合案例，未來將從整合相關部會資源，協助出口障

礙排除、並結合外館力量協助國際行銷，拓展海外

市場。也期盼藉此將我國出口模式，從過去「零組

件、中間財」為主的模式，逐漸轉換為附加價值更

高的「系統化商品與服務」新模式，開拓出口新藍

海。

經濟部推動多項出口拓銷措施

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0月7日新聞稿，財政部

發布我國海關進出口資料，9月貿易總額減19.2%

（398.4億美元），出口減14.6%（225.4億美元），

進口減24.4%（173.0億美元），出超增48.4%（52.5

億美元）。由於全球經貿大環境不佳、國際油價偏

低、電子產品去庫存持續及大尺寸面板報價續跌，使

9月出口續降。累計1∼9月貿易總額3,862.4億美元減

12.7%，出口2,124.0億美元減9.4%，進口1,738.4

億美元減16.5%，出超385.7億美元增45.8%。

針對本年出口不佳情勢，行政院啟動「系統整合

推動平台」，整合跨部會資源，打造「系統化商品與

服務」新出口模式，期能開拓出口新藍海。此外，貿

易局加強推動多項拓銷措施，包括：

一、 走出去（籌組海外展團拓銷）：10∼12月規劃

推動超過50個海外展團活動，例如10月之車

用電子土耳其商機合作團、中亞新興市場拓銷

團；11月之西北非利基市場拓銷團、電子電機

產業赴越南及泰國拓銷暨考察團，以及2項哥倫

比亞拓銷團，以協助廠商爭取哥倫比亞降稅商

機。

二、 拉進來（廣邀買主來台採購）：10∼12月規

劃推動8場買主來台採購洽談會，例如非洲商

機日（10/19∼20）、東協六國商機商機論壇

暨媒合大會（10/30）、漁業產業聚落採購日

（11/19）等。 

三、 補能量：挹注新台幣60億元與輸銀合作辦理

「強化貿易金融貸款方案」，今年1∼9月核准

件數成長44.0%，核准金額亦成長43.95%。 

四、 擴網絡：1.協助我中小企業利用歐洲經貿網

（EEN）與歐盟境內參與EEN之2萬3千家歐商交

流合作，拓銷歐盟5億人口市場。2.增設駐奈及

利亞代表處經濟組以掌握非洲商機。

五、 塑形象：結合國際專業展覽設置台灣精品館（9

月印尼電腦展、10月菲律賓設計展）、於購物

中心辦理消費者體驗活動（9月越南胡志明市、

10月菲律賓馬尼拉、緬甸仰光）、於重要通設

置台灣精品展售專區（12月菲律賓資通訊通路

Octagon）、邀訪媒體採訪台灣產業、刊登形

象廣告，並透過數位網路及社群媒體等口碑行

銷，提升國際知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