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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mailto:teema@teema.org.tw] 
Sent: Saturday, January 7, 2023 4: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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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函
 

公會地址：11490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
路6段109號6樓

電 話：（02）87926666 分機 245
傳 真：（02）87926088/87926141
電子郵件：mac@teema.org.tw
聯 絡 人：國際業務室 周柏恆先生

受文者：全體會員廠商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月7日
發文字號：電電貿字第11201-0034號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22-2023年對臺貿易障礙報告

調查表」，敬請本會會員廠商於2月6日前惠覆本會彙

整，敬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12年1月5日貿綜字

第1110650601號函辦理。

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為調查各國對臺貿易障礙，供作政府

對外諮詢參考資料，國貿局每年均定期更新旨揭對臺貿

易障礙報告，並置於國貿局經貿資訊網供各界參閱。國

貿局為使該報告更臻完備，請本會協助蒐集會員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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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函  
 


公會地址：11490台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6段109號6樓 
電  話：（02）87926666 分機 245 
傳  真：（02）87926088/87926141 
電子郵件：mac@teema.org.tw 
聯 絡 人：國際業務室 周柏恆先生 


受文者：全體會員廠商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年 1 月 7 日 
發文字號：電電貿字第 11201-0034 號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經濟部國際貿易局「2022-2023 年對臺貿易障礙報告調查表」，


敬請本會會員廠商於2月6日前惠覆本會彙整，敬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經濟部國際貿易局112年 1月 5日貿綜字第1110650601號函辦


理。 


二、經濟部國際貿易局為調查各國對臺貿易障礙，供作政府對外諮詢參


考資料，國貿局每年均定期更新旨揭對臺貿易障礙報告，並置於國


貿局經貿資訊網供各界參閱。國貿局為使該報告更臻完備，請本會


協助蒐集會員廠商於 111 年度曾反映遭遇之各國對臺貿易障礙資


料，填具「2022-2023年對臺貿易障礙報告調查表」。 


三、國貿局將邀請涉及貿易障礙認定之主政機關共同審查，因各主政機


關對貿易障礙之認定採從嚴認定立場，爰請各會員廠商撰寫時，用


詞及語意表達以中性立場並力求精璀。 


四、檢附「填報各國對臺貿易障礙報告注意事項及相關說明」，請參酌。 
 
正本：全體會員廠商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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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1年度曾反映遭遇之各國對臺貿易障礙資料，填具

「2022-2023年對臺貿易障礙報告調查表」。

三、國貿局將邀請涉及貿易障礙認定之主政機關共同審查，

因各主政機關對貿易障礙之認定採從嚴認定立場，爰請

各會員廠商撰寫時，用詞及語意表達以中性立場並力求

精璀。

四、檢附「填報各國對臺貿易障礙報告注意事項及相關說

明」，請參酌。

 
正本：全體會員廠商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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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