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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 

    兩岸分別在 2001 年底與 2002 年初正式成為 WTO 第 143 個會員與第

144 個會員，兩岸分別加入 WTO 後，使台灣與中國大陸的經濟更融入於世

界經濟體系。在 WTO 架構下，各會員國都必須在 WTO 規範的制度下，進

行所有的貿易活動，當然台灣與中國大陸也不例外，本研究主要以新制度

主義中的理性選擇論分析在 WTO 架構下，兩岸貿易政策的轉變過程，與

對兩岸經貿所產生的影響。 

   由於兩岸貿易往來逐漸頻繁，經常會產生貿易衝突，在未加入 WTO 前，

兩岸因無適當的官方溝通管道，只能依賴民間單位加以協調，且中國大陸一

向認為台灣是隸屬於中國大陸的一部分，並不認為台灣有對等的地位可與中

國大陸協商，導致協調的結果往往不如欲期，在加入 WTO 後，兩岸可運用

WTO 爭端解決機制，讓台灣與中國大陸可在對等的地位下展開協調，對兩

岸貿易將更有保障，本論文也將探討在運用爭端解決機制時兩岸的理性選

擇。 

   兩岸經貿交流至今已有二十多年，彼此間的投資與貿易日與劇增，投資

規模與金額也不斷的增加，經濟互賴的程度越來越緊密，但官方的溝通管

道仍然欠缺，至今仍以民間交流互動為主，加入 WTO 後，兩岸越益密切

的經貿互動是否能夠帶動政治上的互動，及尋求兩岸關係正常化的解決機

制，也是眾人所期待之目標 

 

 

【關鍵字】新制度主義、世界貿易組織、兩岸經貿、爭端解決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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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and Taiwan became the WTO 143rd member and the 144th member, after 

joined WTO,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economy integrates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Under the WTO construction, all members must under the WTO standard 

system, carry on all trade activity.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New Institutionalisms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under the WTO construction, Cross-Strait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rade policy transformation. 

    Because Cross-Strait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is more closely, to result in 

the trade conflict frequently. Before they did not joined WTO, cross-Strait only can rely 

on the civil interaction organization. As a result of China always thought that Taiwan 

will be subordinates in a mainland China part, did not think Taiwan have the 

coordinated status can consult with China. After joined WTO, cross-Strait can used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that will let Taiwan and China can negotiation in 

balance status. 

    Cross-Strait economics and trade interaction has more than 20 years, the 

investment and the trade date was more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scale and 

amount also unceasing increase. Cross-Strait economics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close. But the official communication channel was still not smooth, until now 

Cross-Strait still to rely on civil exchanges. People will look forward after joined 

WTO, Cross-Strait political interaction will how to develop and how to seek the 

normalization the solution mechanism. 

 

Keywords：New Institutionalisms；WTO；cross-Strait economic relations；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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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WTO 總理事會在 1995 年通過中國大陸觀察員的身分，經過多年協

商談判，2001 年 12 月 11 日中國大陸正式加入 WTO 成為 WTO 第 143 個

會員，2002 年 1 月 1 日台灣以「台灣、澎湖、金門及馬祖個別關稅領域」

名義正式成為 WTO 第 144 個會員，台灣雖然不是以主權國家的身分加入

WTO，但在 WTO 的架構下，與中國大陸的地位是相等的，這也是首次兩

岸以平等地位加入國際組織，這樣與過去不同的關係，對於兩岸關係是否

會有些改變，相當令人關注，本文欲以在 WTO 架構下，兩岸經貿關係互

動的轉變來加以探討。 

    兩岸自從 1949 年開始，分立分治進行了 30 年的獨立發展，由於政治

與軍事的對立，使得兩岸間的交流幾乎停止，直到自 1979 年改革開放之

後，大陸的經貿體制逐漸和西方世界接軌，此時台商也開始與中國大陸間

維持間接的經貿往來，但當時台灣採取限制的方式，使得台商大多從第三

地進入中國大陸投資。 

    爾後，台灣政治體制從威權資本主義轉向多元開放的民主體制，1986

年台灣展開大幅度的金融管制解除，允許民眾個人每年可以匯出五百萬美

元，企業更可以匯出五千萬美元，使得台灣資金的外移變得更為方便。 

    1987 年 11 月，台灣政府正式開放民眾赴大陸探親，使得商業性的考察

和投資行為可以藉探親名義來進行。然而，1992 年鄧小平的南巡時提出：

「不堅持社會主義，不改革開放，不發展經濟，不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

路一條。」從此確定了改革開放不會走回頭路的信心，在此之後台商才大量

展開對大陸的投資。這些投資在中共中央和地方的租稅優惠政策鼓勵之下，

極為快速地成長，台商投資成為大陸經濟成長極其重要的助力，自此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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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經貿交流發展得極為迅速，經貿交流也成為兩岸保持互動一個最主要的

交流方式。 

    此外，在加入 WTO 前，兩岸經貿互動關係的基礎已經形成，多年來

國際政治、經濟背景發生很大的變化，台灣也面臨著經濟結構提昇的現實

問題。兩岸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下，紛紛選擇與世界接軌，加入國際組織，

加入 WTO 後，兩岸經貿關係的互動基礎不僅沒有改變，而且更具急迫性、

現實性，也更加的緊密連結(陳其林，2002：1)。 

    台灣與中國大陸在加入 WTO 的同時都作出相當多的承諾，遵守 WTO

創造一個自由、公平之國際貿易環境的基本理念，於是我們可以預期的是，

在 WTO 的這些基本規範下，兩岸經貿互動關係會進一步的向前發展。 

    兩岸經貿交流至今已有二十多年，兩岸間的投資與貿易日與劇增，投

資規模與金額也不斷的增加，經濟互賴的程度越來越緊密，但政治上的互

動卻是相當少，由於中國大陸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在國際上處處打

壓台灣，抵制台灣加入任何國際組織，導致兩岸關係一直無法正常發展，

也使得兩岸間一直都處於「經貿趨合，政治趨離」的現象，這是現今兩岸

亟需改善的情況。 

    兩岸間基於政治因素，而使經濟問題錯綜複雜，如何透過理論還檢視

探討，乃為本文所欲探究之動機所在。 

    

貳、研究目的 

    兩岸經貿互動近年來一直是大家所討論的焦點，大家時常辯論但卻沒

有結論，中國大陸自從 1978 年實施改革開放後，由於廣大的市場與充沛的

人力資源，對各國產生相當大的吸引力，與中國大陸鄰近的台灣，由於文

化、語言的共通性，使得台商紛紛赴中國大陸投資。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參與國際性的組織對各國來說，是避免被的邊

緣化相當重要的方式，尤其對台灣而言，台灣希望藉由加入國際性組織改

善被邊緣化的國際地位，於是台灣積極爭取加入 WTO。對中國大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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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WTO 有助於其經濟穩定成長。 

    兩岸從選擇積極爭取加入 WTO 開始，到加入 WTO 後，必須遵守 WTO

對於國際貿易所規範的種種限制，都是一種理性的選擇，本論文欲從新制

度主義中理性選擇的研究途徑，來檢視探討兩岸加入 WTO 後的經貿互動，

主要目的有： 

一、 說明新制度主義中理性選擇途徑，要如何分析兩岸加入 WTO 後的經 

    貿互動？ 

二、比較分析兩岸加入 WTO 後，經貿政策的轉變為何？ 

三、探討制度對國家政策的影響，並且分析兩岸間密切的經貿互動是否能 

    夠帶動政治上的互動，及尋求兩岸關係正常化的解決機制。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壹、研究途徑 

    本論文的研究途徑以新制度主義中理性選擇制度論作為主要研究途

徑，理性選擇制度論起源於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或社會選擇(Social 

Choice)理論，其基本假設源自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y)、功利主

義理論(utilitarian theory)，以穩定的偏好、理性選擇模型和均衡分析法為理

論建構的核心要素，但引入不完全訊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及交易成本

(transaction cost)的概念，從而補強傳統微觀經濟學之缺失(吳經邦等譯，

1996：10-11)。 

    政治學者肯南(Kenneth A. Shepsle)表示，社會選擇與個人偏好之間通常

是經過調節的，主要依靠的就是「制度」。制度產生一種結構引導的均衡，

作用來源在於制度內所含的規則、程序及安排形成迫使行為達成穩定結果的

機制。如同傲爾森研究所指出的，不管個人如何精明的追求自己的利益，社

會的整體理性結果也不會自發的出現(陳冠維，2001：26)。換句話說，只有

藉助「制度」，才能追求有效的集體效果。 

    在經濟活動中，交易費用是普遍存在的一種費用，而交易費用也是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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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活動一種重要的限制與阻礙，而經濟制度的存在，起因就在於交易費用，

為了降低交易費用，實現更高效率的資源配置，人們不斷的尋找降低交易費

用的方法，人們最重找到的方法，就是各種交易費用的規則(王躍生，1997：

22)。為了將低交易的成本，各種集合規則與契約的制度，也紛紛出現。 

    WTO 成立的目的，是希望創造一個自由、公平之國際貿易環境，並且

擴大生產，在貿易開放、平等、互惠與互利的原則下，提升開發中與低度開

發國家之經濟發展。台灣與中國大陸目前皆已加入 WTO 七年左右，在加入

WTO 後，因 WTO 規範的多項制度制約之下，兩岸經貿上的互動關係與政

策，與過去相較有相當大的改變，探究制度如何影響兩岸間經貿互動以及兩

岸間政策的改變？正是本論文主要的研究的要點。 

 

貳、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經由文獻資料所進行的研究方法，其試圖以系統而客觀的

界定、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確實性和結論。其主要

目的，在於了解過去、洞察現在，以及預測未來（葉至誠等著，2002：138）。 

    本論文透過兩岸經貿議題專書、論文、相關大陸研究期刊、報章雜誌、

及網路資料，以文獻整理與探討的方式，加以分析加入 WTO 後兩岸經貿政

策與經貿交流的現況與困境，透過觀察相關學者的論點與看法，更有助於本

論文研究之完整。更重要的是透過中國大陸出版的相關書籍與期刊文章，對

中國大陸對於加入 WTO 後的經濟政策有更多的了解，也做較客觀的分析。 

 

二、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又稱類比分析法，是指對兩個或兩個以上的事物或對象加

以對比，以找出它們之間的相似性與差異性的一種分析方法，第一個可以稱

的上系統應用比較分析法的人是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而經典社會學家

涂爾幹也非常重視比較研究，其將比較研究法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之ㄧ(林聚任、劉玉安編，2004：152)。而比較研究法是在政治學中也是常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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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法之一，比較研究法可使研究者注意到個案間的差異或相似，並防止

了對政治議題的偏狹回應（陳義彥等譯，2007：310）。本論根據文獻分析

法所歸納的中國大陸與台灣分別對於加入 WTO 之後在 WTO 的規範下，關

於兩岸的經貿政策轉變加以比較分析。 

 

三、歸納與演繹法 

    歸納法指的是一種從特例推論到一般的過程，從個別案例中，推到一般

性的結論。使用歸納法的目的，是要藉著觀察特殊事件，導出有關的一系列

事件的推論（林嘉誠等著，1990：167）。而演繹法則是指從普遍推論至特

殊狀況的過程，亦可從適用的前題推出結論（林嘉誠等著，1990：85）。本

研究利用歸納法將兩岸經貿互動與政策進行歸納整理，並運用演繹法推論出

在 WTO 架構下，兩岸經貿互動關係如何對兩岸總體關係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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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壹、分析架構 

 
                    圖 1-1：分析架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兩岸加入 

WTO 之進程 

台灣經貿 

政策之轉變

中國經貿 

政策之轉變

貿易爭端 

解決機制 

新制度主義 新制度主義 

對台商的 

影響 

制度對政策

的影響 
新制度主義 新制度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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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章節安排 

本論文第一章為前言，內容主要為說明本篇論文欲探討之問題的研究 

動機與目的、論文中所採用的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論文的研究架構與各

章節安排。 

    第二章為文獻分析，文獻分析分為兩個部份，首先是針對新制度主義

的起源、形成及流派加以說明，並且提出批判與檢討。再者，對兩岸加入

WTO 後的相關規範詳盡介紹，並且蒐集在兩岸加入 WTO 後與兩岸經貿議

題相關的文章，加以分析說明。 

    第三章首先說明兩岸加入 WTO 的進程，首先由 GATT 談起，其次是

兩岸分別加入 WTO 的過程，最後則是兩岸對於加入 WTO 後在開放農業進

口、工業產品、服務業及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承諾加以說明。 

    第四章對兩岸加入 WTO 後在 WTO 規範下，台灣對中國大陸的經貿發

展、政策轉變進行說明，包括三通問題、開放進口、台商在中國大陸投資

情況，分別敘述。 

    第五章針對兩岸加入 WTO 後，在 WTO 規範下，兩岸可能發生的貿易

糾紛與爭端解決機制的運用，兩岸貿易糾紛發生時，除了 WTO 爭端解決

機制，更經常使用的是民間交流解決的方法。 

    第六章為結論，也是本論文的研究發現與建議，綜合分析兩岸加入

WTO 後，在 WTO 的框架下，兩岸經貿發展在制度的規範下，有別過去傳

統經貿關係的轉變，並且說明經貿發展對於政治關係發展的影響，同時也

提出作者對於兩岸未來經貿關係走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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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論文的研究時間自 2001 年中國大陸加入 WTO、2002 年台灣以「台 

澎金馬個別關稅領域」名稱加入 WTO 開始，至 2008 年止，針對這段期間

兩岸分別加入 WTO 後，在 WTO 架構下，台灣對中國大陸的經濟政策的改

變，與中國大陸對台灣經濟政策的改變，做比較性的探討，作者蒐集相關

文獻資料並探討，在制度的規範下，是否會影響政策？ 

    本論文也將討論加入 WTO 後兩岸的經貿互動與過去的經貿互動有何

不同，進而引出經貿互動對於兩岸政治關係的影響為何。 

 

貳、研究限制 

    本論文主要的限制，可分為兩個部份來說，分別是理論上的限制、文獻

上的限制： 

    理論上的限制：兩岸問題並非傳統的國際關係亦非國內關係，很難用單

一理論或研究方法來貫穿全文，本文使用新制度主義來分析，然而使用新制

度主義來探討實際政策或政策轉變，並不能夠完全的解釋透徹，總觀目前其

他所被提出的理論也無法全面性的完全解釋兩岸經貿關係的發展。 

    文獻上的限制：透過台灣與中國大陸發表的政策及官方文件，原始資

料取得不易，尤其是中國大陸方面相關資料的取得相當有限，是本文的一

大限制。 

    本研究以 WTO 架構下兩岸經貿互動為研究主題，以新制度主義中的

理性選擇制度論來說明，兩岸在選擇加入 WTO 的考量、選擇遵守 WTO 的

規範，都是基於計算過後的理性選擇，希望藉此研究提供國內其他研究者

另一種看法，在諸多的國際理論中，尋找不一樣的途徑來解釋兩岸經貿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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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新制度主義與相關文獻分析 

    新制度主義在近年來成為社會科學研究中重要的研究途徑，這是由於新

制度主義可應用的範圍極廣，包括：國際關係、比較公共政策、健保政策…

等議題，於是新制度主義也漸漸的備受重視。新制度主義主要是在 1950 年

代至 1960 年代，對過去的行為主義盛行而產生的反動，它對於行為主義以

個體行為作為研究的焦點抱持懷疑的態度，行為主義的缺失在於過度重視人

類的行為，而忽視制度在解釋政治產出的角色(謝俊義，2000：2)。 

    新制度主義反對以行為觀察做為政治分析的唯一基礎，行為無法解釋一

切政府現象與決策，行為只有發生在制度系統脈絡中才能充分的被理解

(Immergut,1998：6)。雖然新制度主義是新興的領域，但經過多年的研究與

發展，其應用的範圍不斷的擴大，本文將以新制度主義中理性選擇制度論作

為主要研究途徑，以探討兩岸在加入 WTO 後的相關經貿互動。 

    在本章中，將對新制度主義的背景、新制度主義中三個主要研究途徑、

新制度主義與國際組織關係分別進行分析，最後則統整兩岸在 WTO 架構

下，與兩岸經貿互動相關文獻。 

      

第一節 新制度主義的演進 

壹、古典制度主義的內涵 

    觀察政治學的發展歷史，我們可以發現：政治學是根植於制度研究之

中，這與近代「民族國家」或「國家的建構」有著微妙的連結關係(李英明，

2005：3)，政治學的古典制度主義，重視的是制度對於「人的行為」的影響，

將重心放置於法律、國家機關的構造等，因此古典制度主義也被稱為「法律

制度主義」。 

    總的來說，古典制度主義的政治學基本上是為政治或制度如何最好的運

作而存在，進而使其能夠表現出鮮明的國家主義色彩(Peters,1999：3-6)。 

    古典制度主義在方法論上是以整體主義的方式存在，在古典制度主義的

結構上，強調的是制度對於人的行為的影響與決定，從而表現出宏觀的決定



WTO 架構下兩岸經貿互動之研究 

 10

論或結構決定論，並且呈現出人或個體是制度性或整體性的存在，它們的行

動或行為，都必須從其在制度中或總體中的角色和位置才能夠被理解。 

    古典制度主義長期以來將焦點放在正式法規、組織的運作，研究方法是

描述各別行政、法律和政治的結構和特色，研究顯示的成果是將既有的各種

制度加以對照、類比，對於更深層的研究並無更多的著墨。Peters 曾將古典

制度主義的研究特徵歸納如下(Peters,1999：6-11)： 

一、 強調規範：在研究分析中加入強烈的規範性元素，並且關切的重點是，

何謂一個「好的政府」。 

二、 結構主義：假定結構決定政治行為，結構主義的特色為以強調政治系統

主要制度為主，較不重視個體間互動也可能影響政府這部份。 

三、 歷史主義：強調歷史的重大影響力，認為應該建立明確的歷史基礎，個

體間的行為是因集體歷史與被歷史所影響而產生的政治意義。 

四、 法律主義：法律扮演統治中的重要角色，強調法律建構了公部門的架

構、制度，也是影響公民行為的主要途徑。 

五、 整體論：關切整個政府體系的比較，且注重憲法、法律與正式結構的關

係，而非個別檢驗各個機構。 

    但古典制度主義在實際運用上產生了相當多的問題。如制度雖然是影響

個人行為的重要因素，但卻不是唯一的因素，因此獨斷的說法引起相當多的

批判。此外，在制度形成時，仍未產生限制作用效果之前，人們也可能根據

面臨的情境而做出決定或抉擇。再者，制度的產生時常是根據許多人的意見

或偏好，且經過互動過程所產生的結果，而非單純是個別意見的整合而已

(Powell and DiMaggio,1991：9-11)。 

    於是在 1950 年代，行為主義的興起就是對古典制度主義理論上的缺失

而形成的反動。在社會和政治分析中，行為主義強調的是探討為什麼人們會

表現出某些行為？有別於其他的社會科學家，行為主義者堅信兩個觀點(陳

義彥、陳景堯等譯，2007：53) 

一、 不論在個體層次或社會群體層次上的行為，可觀察的行為(observ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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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s)都應是分析的焦點。 

二、 對該行為的任何解釋都應受經驗性的驗證 

行為主義廣泛的應用在民主國家中大眾政治參與的投票行為研究，並且 

分析其背後主要形成的原因，也檢視許多的政治活動，例如：民眾示威、遊

行等。此外，行為主義也在菁英層次的研究上，分析菁英領導者的行為。這

也使得行為主義在 1950 年代和 1960 年代的社會科學研究中，佔有舉足輕重

的地位。 

    1960 年代後，行為主義者遭遇到來自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批評，認為行

為主義忽視了意識形態對人類行為的影響，到了 1970 年代新興的理性選擇

論同樣的也對馬克思學派的論點提出挑戰，其認為馬克斯學派過於重視方法

論上的集體主義，理性抉擇論者認為總體並不能脫離個體而單獨存在。 

    在這一波的論辯後，促成了各學派各自修正其論點，期望能增強各自的

理論結構，此時新制度主義適時的產生，相較與古典制度主義，新制度主義

以「方法論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為基礎 ，提出價值偏好、

集體行動與資訊才是人類歷史發展的關鍵，除此之外，也提醒了大眾，重新

關注社會科學中「制度」所扮演的角色。 

     

貳、新制度主義的內涵     

    最早提出「新制度主義」研究途徑的是 1984 年由 March 和 Olsen 在美

國政治科學評論(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所發表的論文：「新制度

主義：在政治生活中的組織因素」(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中所提出，他們首先就 1950 年代科學革命以來，以

社會中心研究途徑來研究政治現象的主流思維提出批判，並且提出新制度

主義的觀點。 

    March 和 Olsen 在這篇文章中，從五個面向對行為主義加以批評：首先

是系絡論(contextualism)，傾向於將政治視為社會組成的一部份，而不是將

政治組織從社會其餘部分區分出來；第二是化約論(reductionalism)，化約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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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將政治行為視為個別行為，而不是將政治的發生，歸因於組織的結構

變遷或適宜行為規則所造成的結果；第三是功利主義(utilitarianism)，功利

主義將政治行動視為自我利益計算的產物，而不是政治行動者對既定的義

務和責任所產生的反應；第四是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將歷史視為唯一

的、合適的、均衡的有效機制，較少關心適應不良的可能性和歷史發展的

多樣性；第五是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工具主義將決策的制定和資源

的分配界定為政治生活中的核心議題，較少注意政治生活如何透過符號

(symbols)、儀式(rituals)、典禮(ceremonies)意義的詮釋並加以組織的問題

(March and Olsen,1984：735-738)。此時 March 和 Olsen 所提出的抨擊，確

實引起了眾人的注意。 

    新制度主義之所以為「新」，是因為與古典制度主義的訴求有所不同，

新制度主義在許多情況下，仍奠基於傳統制度主義的最主要觀點上，但卻

給予更為明確的理論架構，新制度主義與古典制度主義的區別，在 Marsh

與 Stoker 合著，陳義彥、陳景堯等譯的「政治學方法論與途徑」(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一書中，用六個面向來分析： 

一、關注焦點從組織移至規則 

    政治制度不再等同於政治組織，反而被視為是引導、限制個體行為者

之行為的「規則」。此外，制度規則能夠提供他人未來可能行為的資訊，

以及對於不服從者的懲處。制度可說是規則的集合，其存在於組織「內」

與組織「之間」，雖然組織不等同於制度，但在新制度主義分析中仍是重

要的焦點；組織的角色是作為一種集體行為者受到更廣泛的制度所限制，

而組織也是做為一種場域，所有制度、規則存在於該種場域中(陳義彥、陳

景堯等譯，2007：116)。 

二、由正式的制度概念移至非正式的制度概念 

有別於傳統的古典制度主義，新制度主義研究途徑同時關注於正式的

規則以及非正式的慣例，因為新制度主義同時對於正式和非正式規則的重

視，因而增加了對政治制度理解的廣度與深度(陳義彥、陳景堯等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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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三、由靜態的制度概念移至動態制度概念 

制度並非是永久不變的，新制度主義者關切制度的穩定性要如何才能

經由人類行為而完成(陳義彥、陳景堯等譯，2007：118)，受理性抉擇理論

所影響的新制度主義者，主張制度性的安排只有為尋求功效的理性行為者

的利益服務時，該制度才會存續(Shepsle,1989：134)；而其他人則主張制度

傾向於回應環境的信號而逐漸的改變(March and Olsen,1989：34)。 

四、由信奉價值移至批判價值的立場 

古典制度主義認為制度與「好的政府」有明確且直接的關係，並且信

奉著特定的價值組合與政府模型；相反的，新制度主義者則是試圖去確認

制度具體化以及形塑社會價值的各種方式(陳義彥、陳景堯等譯，2007：118)。 

五、由整體論式的制度概念移至個體式的制度概念 

    古典制度主義者傾向於描述與比較整個政府體制，相較之下新制度主

義者則較著重於構成政治生活的制度，如選舉制度、賦稅與給付制度、內

閣決策、預算與決策安排、政府間關係或契約規則(Peters,1999：8-9)。這些

「制度」透過正式結構、正式程序，以及跨越組織界限之共識與慣例來表

現。制度並不一定要彼此相合而構成一個整體才可以，也可在個體式的個

人或團體情況下討論(陳義彥、陳景堯等譯，2007：119)。 

六、由獨立性移至鑲嵌性 

新制度主義的某些論點仍以古典制度主義為基礎，其中如強調政治制

度不是存在於空間、時間外的獨立實體。儘管相較於古典制度主義研究途

徑，新制度主義研究途徑者是由不同的角度出發，但其仍然是探索政治制

度「被鑲嵌」於特定脈絡的方式(陳義彥、陳景堯等譯，2007：120)。例如

「歷史制度論者」研究早先在政策領域發展中所做的制度選擇，如何影響

後來的政策選擇，藉此比較不同國家的政治體系，歷史制度論者說明了制

度如何深深的被鑲嵌，並且產生「路徑依循」(path-dependent)的政策制定

(Krasner,1984：22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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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新制度主義與古典制度主義，新與舊的區分到底在哪裡？學者

Powell 和 DiMaggio 曾以社會學的角度來分析兩者間的差異(見表 2-1)。 

 

表 2-1 新舊制度主義間的差異表 

 舊制度主義 新制度主義 

利益衝突 核心的 外圍的 

制度慣性來源 既得利益 合法性的規定 

結構的焦點 非正式結構 正式結構的象徵性角色 

組織鑲嵌於 地方社區 組織、機構或社會 

鑲嵌的本質 吸納(co-optation) 社會建構 

制度化的地方 組織 組織或社會 

組織的動態性 變遷 持續 

功利主義的批評基礎 利益匯集理論 行動理論 

功利主義的批評證據 非預期的結果 無反省的結果 

認知的主要形式 價值、規範、態度 分類、例行、計畫、策略 

社會心理學 社會化理論 歸因理論 

秩序的認知基礎 承諾 習慣、實踐行動 

目標 替代 模糊 

議程 與政策相關的 與學科相關的 

資料來源：Powell, Walter W. & DiMaggio, Paul J. (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13. 

     轉引自(楊和縉，2005：21) 

 

    新制度主義者認為制度是指一個「穩定且反覆出現的行為模式」，除了

以往所關切的憲法、組織結構外，新制度主義者還觸及政治生活中的非正

式慣例，故其新的注意力將移轉至探討制度如何將價值和權力關係具體

化，更重要的是，新制度主義不僅關切制度對於個人所造成的影響，更關

心制度與個人間的互動。總的來說，相較於古典制度主義，新制度主義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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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仰賴描述性的歸納法來產生結論，而是著重於了解制度如何影響行為。 

    然而，新制度者並不認為制度就可以決定一切，而是深知總體與個體

間，其實是一體兩面的。更貼切的說，就方法論而言，介於總體與個體之

間的，是一種「中層理論」(郭承天，1998：173)。一方面新制度主義論者

認為個人的行為，不僅是只依動機、策略、思考來分析討論，還應該結合

環境對上述這些因素的影響來思考；就另一個角度來看，新制度主義論者

亦不認為環境因素就包括了整體社會的政治、社會結構等等，應該是要了

解直接影響個人的中層因素。 

    但在吳玉山教授的「制度、結構與政治穩定」一文中，卻認為新制度

主義理論過於重視制度，而未能掌握制度性的因素，因此無法充分解釋政

治轉型時期的政治穩定現象，只有透過將制度與非制度的因素放在同一個

解釋框架中，著重於結構的分析，至於這樣的分析是不是符合新制度論的

訴求，事實上也不必在意(吳玉山，2001：1-50)。 

    而「制度」到底是什麼？王躍生提出，「制度」也許是我們普通人接觸

最多最容易忽略的東西之一(王躍生，1997：8)，制度並非高深、神秘的東

西，也不僅僅是離我們普通人生活相去甚遠的某種「主義」，而是我們隨時

都與其發生關係的無所不在的東西。新制度主義的特點之一，就是把「制

度」請下了「聖壇」，使制度成為與每個人活動有關的「世俗」概念，也正

因為如此，新制度主義的理論才具有這麼大的包容性與影響力。 

    雖然關於制度有各種說法，比較被一致接受的是舒爾茲(T.W.Schultz)

所提出的定義：制度可以定義為「一種涉及社會、政治和經濟行為的規則」，

也就是說，凡用來規範人類活動的規則就是制度(王躍生，1997：9)。 

    在過去新制度主義經常與新制度經濟學被劃上等號，認為新制度主義

研究的是制度與經濟成就間的關係(王躍生，1997：1)，事實上新制度經濟

學修正了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但仍受古典經濟學對個人型的分析基礎

所影響。在胡至沛所發表的〈新制度主義的檢視與反思〉一文中，歸納出

新制度經濟學主要研究途徑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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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易成本與資訊成本的關係 

     在交易成本方面，在現代的經濟體系裡，交易成本是無所不在的，新

制度經濟學重視的是交易成本在經濟組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該如何減低

交易成本。在資訊成本方面，重視的是在交易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資訊不對稱

(information asymmetry)情形。在此時，制度就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透過

制度的設計可以確立財產權，有效的減低交易成本，同時經由制度的設計，

以達到減低資訊不對稱情形的發生(胡至沛，2001：153)。 

二、集體行動 

    集體行動主要是在解釋個人動機的集體輸出，或是解釋在既有的個人利

益下，集體行動的成功或是失敗的可能性(Nabli and Nugent,1989：

1333-1345)。並認為如果能有特殊制度的安排，是可以解決集體行動的問題

的(胡至沛，2001：153)。 

    而以 North 為主的新制度經濟學，主張修正過去古典經濟學對於人類行

為的假設，並且加入制度本身也會受到正式與非正式規則影響的概念。更進

一步強調，在各種條件之下(例如知識技術的獲得)，就能促使原有的制度發

生變遷，促進高度的經濟成就。 

    按照 Schultz 對於制度概念的經典性分類，將之分為四類：第一類是用

於降低交易費用、使交易以較低的成本達成的制度，如貨幣制度、期貨市場

等。第二類，用於影響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風險配置的制度，如：合約、公

司企業、保險、社會公共安全計畫等。第三類制度用途是提供職能組織與個

人收入間的聯繫的制度，如財產制度。第四類，用於確立公共財或和勞務的

生產、分配框架的制度，如高速公路、機場(王躍生，1997：9-10)。 

    除了經濟學上的影響，近幾年來新制度主義對於政治學各個學門也有不

同程度的影響，這使得我們發現，社會體系中，政治與經濟關係是密切的。

在傳統的國際關係理論上，受到現實主義影響深遠，認為國際組織的結構與

行為，大多被控制在主要的世界強國手中，因此並非是一個重要的議題。然

而在 1970 年代後，國際間的貿易、金融、人權等議題的崛起，使得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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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互動越趨頻繁，國際間在這些議題上所採取的合作，早已超過傳統現實主

義的分析範圍。因此新制度主義的興起對於國際關係學派的發展，有重大的

貢獻。新制度主義者同時引進經濟學中的理性分析、集體行動分析、博弈理

論等觀念，以及社會學中的組織理論，來解釋區域組織與國際機制的形成、

功能、演變與興亡(林洸民，2002：14)。 

  

第二節 新制度主義的派別 

    新制度主義目前已廣泛的運用在社會科學領域，大多數學者採行的分

類方式是依據 1986 年由 Hall 與 Taylor 發表的「政治科學與三個新制度主

義」(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所提出的分法，將新制

度主義分為「歷史制度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理性抉擇制度主

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社會學制度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三種途徑(表二)。一般而言，理性選擇途徑重視管制面

(regulated)的制度；歷史制度論以規範性(normative)的制度為研究的對象；

社會學途徑則傾向探究制度的認知面(謝俊義，2000：5)，以下就這三種主

要的流派加以介紹： 

表 2-2：新制度主義各種途徑的異同比較表 

 歷史制度論 社會學 理性選擇 
行動者的

假定 
具自我反思的能

力 
有限的認知能力 理性的 

利益 行動者自我利益

的表達是藉由集

體組織所形塑，以

及循溯於自己歷

史的制度 

行動者無法了解

自身的利益，時間

以及資訊不完全

使得他們只能依

賴既存法規(有限

理性論) 

策略性因素促使

理性行動者選擇

次佳均衡(如：囚

徒困境、公用地悲

劇) 

政治過程 政治過程是由憲

法、政治制度、國

家機關、國家利益

團體關係、政策網

絡等所建構的 

組織內部與外部

過程互動形成結

果，像垃圾筒理論

模型，為達成政府

再造與政策執行

如果缺少秩序的

規則，那麼就無法

達成公共利益：國

會的投票規則會

影響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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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力 
規範 Lowi 的看法：民

生制度的植基於

國會功能的增

強，協商必須建構

於規則而非特定

的結果 

Perrow 的看法：對

於官僚權力與有

限理性的暗示 

Elster 的看法：若

缺法合法理性的

手段，則實質的目

的殊難達成 
Buchana 與
Tullock 的看法：

透過全體一致決

定法則，與買票已

達成效率最大化 
權力 由國家機關、決策

制定管道、政治代

表與心智建構共

同認知的結果來

決定 

視位於組織結構

的位置而定 
強調單方面的行

動能力 

制度機制 由規則、結構、規

範及理念共同建

構，對於利益選擇

及計算能力目標

的形成 

透過程式、慣例來

建構選擇及計算

利益的能力 

透過規則所建構

而成的選擇權 

資料來源：Ellen M.Immergut(1998)，“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and Society,Vol.26,No.1,p.18.，轉引自 

          (胡至沛，2001，152) 

 

  壹、歷史制度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歷史制度主義者往往重視制度(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所建構出的限

制性(constraining)及動能性(enabling)，接著觀察制度是如何「結構化」和「媒

介」行為主體的互動，進一步影響到行為的選擇及產生(胡婉玲，2002：

35-39)。 

    在胡至沛〈新制度主義的檢視與反思〉一文中，其認為歷史制度論是

植基於傳統政治科學，但卻更強化了制度的重要性，早期歷史制度論者較

傾向於整體社會與權力取向的觀點，以回應當時在 1960 年代至 1970 年代

結構功能論與團體決策理論(胡至沛，200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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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歷史制度論者承襲了團體決策理論者的假設，並且將研究的焦點放在

政治、國家與社會方面，其探究在不同國家的背景歷史下，它們彼此的關

係為何。歷史制度論者亦受到結構功能論的影響，將政體視為相互作用的

系統，反對將個人、社會、心理、文化的特質視為系統運作其中一部分的

看法，相反的其重視政體結構主義，但並非認同傳統系統論將政治產出視

為回饋系統需求的論點，而是將政體與政治經濟制度視為是集體行動的結

構化與區分不同結果所產出的成果(Hall and Taylor,1996：937)。 

    但近期的歷史制度論者受到詮釋學對於社會科學的影響，開始修正對

過去結構功能途徑的某些主張，並且加入社會建構與後現代的觀點融入其

中。因此歷史制度論轉變為集體的結構論者(collective to structuralism)，在

這樣的轉變下，歷史制度論者應用方法論上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來分析集體行為。 

   因此根據 Immergut 的分析，此時歷史制度論者的研究主題有三： 

一、個體與集體的行動者可能個別發展出能夠解釋自己利益與目標的觀 

    念，基於歷史的因素，而發展出有別於一般目的性的另一種理性 

    (Immergut，1992：18)。 

二、歷史制度論者認為制度中的因果關係是因為具有環境系絡性  

    (contextual)。尤其是因為歷史現象本身就較為複雜，眾多變數往往以 

    特定的形式與機制結合成一特殊複合體(configuration)，從而形成獨特 

    的歷史系絡，因此，歷史制度論者傾向將制度中的某些因素放在歷史 

    系絡中來加以檢視，藉此找出彼此的相關之處。簡單的說，歷史制度 

    論者認為單一變項很難做有效的解釋；同一變項在不同的歷史時空再 

    次出現時，可能因為不同的因素改變或行為者的理念更新，造成不同 

    的結果(Immergut，1992：18)。 

三、強調歷史的權變性(historical contingency)。權變性是指同樣的因素，可 

    能因為出現的時間點不同，或是出現的前後次序不同，或恰巧遇上某 

    些突發事件，因而造成一般邏輯無法推理出的意外結果，同時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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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同的歷史現象(Immergut,1992：19)。因此，歷史制度論者認為對於 

    特定事件的發展是受到眾多機會的限制，因此要從不同的角度來看待 

    歷史，才能夠鑑往知來(胡至沛，2001：151)。 

    歷史制度論者在解釋行為與制度的變遷方面，也越來越重視到路徑依

賴(path dependence)、投資報酬(increasing returns)、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等機制的重要性(徐斯勤，2001：116)。我們從長期的歷史演進來

觀察，許多行為與制度存在發展的越久，對行為者所帶來的邊際報酬便越

大，因此如果想要改變既有的行為或制度，這時的成本便越高。同樣的，

如果某些行為與制度在一開始並未被採行，可能因為行為者的偏好便被永

遠的排除在外。這也顯示歷史的演變強烈的受到過去發展路徑的制約，但

事實上在特定或關鍵的時間點，例如制度環境的重大變動或政治行動的策

略選擇，這樣原先的路徑可能會被打破，形成一條新的路徑型態。 

    總的來說，歷史制度主義最主要的是強調制度運作和產生過程中權力

的不對稱性、制度發展過程中的路徑依賴和政治結果的多元動因，歷史制

度主義力圖尋求對於不同國家的差異性後果做出更好的解釋。對於政治結

果的差異，其認為是源自於政治制度的多樣性和政治變量之間的結構關

係。歷史制度主義強調著過去對現在的影響，也即是前一階段的政策選擇

往往會決定和影響著後一階段的政策與方案(薛曉源、徐家剛編，2007：5)。 

    綜觀歷史制度論，Hall 和 Taylor 歸納其有四項特徵(Hall and Taylor, 

1996：938)，分別為： 

一、將制度與行為者行動間的互動關係做宏觀的界定 

    歷史制度主義結合理性選擇與組織理論學派中的計算途徑(calculus 

approach)與文化途徑(culture approach)，強調「計算」的重要性，並透過理

性的觀點將行動者的利益與結構相結合。 

二、制度發展與實際運作中所產生的權力不對稱關係  

    新制度主義各種學派對於權利的運作，均具有高度的研究興趣，歷史

制度主義特別注意偏差性(bias)的議題，此處的偏差性是指制度的產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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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制約行動者行為的一套標準程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行動者追求利

益下，所產生的特定秩序及規範，亦即主張每個制度的形成必然有權力不

對等的情形。 

三、強調路徑依賴與制度發展的偶發性與非預期性結果 

  歷史制度主義的學者相信制度與歷史存在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因

此他們相當強調制度的延續性，歷史制度主義的學者運用路徑相依的概

念，解釋制度如何受到歷史的影響，而產生制度依循的結果。而歷史之所

以會產生路徑相依的現象，是因為行動者在當時的環境與條件下所採取的

最合適的行動方案，但也不能夠完全的單以路徑相依對當時制度做出解

釋，因為行動者所做出的決策可能會受到偶發因素或非預期因素的影響。 

四、關注制度層面及其他因素對政治輸出的影響。 

  歷史制度主義雖然注重制度如何限制行動者的行為，但也相當重視制

度的限制性與被破壞的可能性，歷史制度主義者強調，制度並非政治的全

部，他們注重制度與其他因素相互調和的關係，特別是理念與思想對於制

度的影響。 

 

  貳、社會學制度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社會學制度主義的起源，是來自於研究組織理論的學者，諸如 Walter W. 

Powell, Paul J. DiMaggio, James G. March, Johan P. Olsen 等，其主要的代表

作就是 Powell 和 DiMaggio 所編的《新制度主義在組織的分析》(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社會學制度主義主要探討的重點

在於人鑲嵌(embeddness)於制度中與制度的同型主義(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的問題(Koelble,1995：234)，這些問題衍生出探究價值、規範、

利益、認同感與信念等制度構成要素的角色(March and Olsen,1989：17)。 

    組織理論者認為，制度等同於資訊處理的理論與分類系統，在制度中

真正限制行動者的不是時間與資訊，而是有限理性的缺陷，而行動者在組

織中因受到標準化作業程序的限制，所以往往無法表達自己本身真正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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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目前新制度主義應用組織理論上開始強調符號(symbol)的重要性，以及

制度的角色定位(胡至沛，2001：149)。 

    新制度主義中的社會學制度主義學者傾向於在更廣泛的意義上界定制

度，制度不僅包括正式規則、程序和規範，而且還包括了人的行動提供「意

義框架」的象徵系統、認知模式和道德典範。這種界定打破了制度與文化

概念之間的界線，傾向將文化本身也界定為制度(薛曉源、徐家剛編，2007：

4)，社會學制度主義認為，制度影響行為的方式是透過提供行為所必不可

少的認知模範、範疇和模式，影響個體的基本偏好和對自我身份的認同。

個體與制度之間的相互關係建立在某種實踐理性的基礎上，個體或組織尋

求以一種具有社會適應性的方式來界定並表達他們的身分(薛曉源、徐家剛

編，2007：4)。 

    雖然社會學途徑能夠充分解釋制度穩定、停滯與惰性，但在解釋制度

變遷則遭遇到了許多困境(Koelble,1995：235)，因為既然新的制度應受到舊

的制度所制約，因此制度應該傾向穩定而非變遷。在這部份 Powell 和

DiMaggio 提出「制度同型論的說法」(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認為制度

變遷的動力是為了適應制度環境的壓力而產生，試圖以制度環境外的因素

解釋制度變遷的原因。  

     綜合而言，社會制度主義論有下列幾項特徵(Hall and Taylor,1996：

946-948)： 

一、 採取社會學制度主義研究的學者對制度的界定比政治學研究途徑更為

廣泛，不僅包括了正式規則、程序或規範，甚至包括提供引導人類行

動意義的符號系統、認知圖與道德的圭臬。其認為制度與文化間是相

互通用的，這樣的說法挑戰了傳統政治學者以組織結構來解釋制度的

看法。社會學研究途徑者以文化共享的態度或從價值的角度來詮釋文

化，予以延續社會學的認知面向，他們將文化視為制度，而非將態度

與價值視為具有效率目的；相對的，文化是提供行為圭臬的例規、符

號或文字(March and Olsen,1989：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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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學制度主義論者在探究制度與個人的行動是採取文化詮釋的途 

    徑，早期社會學者從研究制度的規範面向(normative dimension of  

    institutional impact)研究，將行為的規範作為解釋制度與角色關係 

    的中介變項，這使得制度將特定的角色與行為社會化(謝俊義，2000： 

    13)。雖然至今某些學者仍然沿用這樣的概念，但更多的學者已經更重 

    視到制度的認知面(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institutional impact)。社會 

    學制度主義論者認為制度提供行動者不可或缺的認知圖與模型，但若 

    未透過認知的詮釋，事物將無法被賦予意義。社會學制度主義論者並 

    不主張個人是具有目的性、目標區向(goal-oriented)或理性的，而是傾 

    向將個人理性行動(rational action)視為社會建構(socially constituted)， 

    他們將個別行動者追求目標的過程擴大為一個更大的目標，相較於理 

    性選擇制度主義者，社會學制度論者通常是傾向個人或組織會以適 

    當方式回應來尋求認同感的建立(謝俊義，2000：13)。 

三、 社會學制度主義的另一項特徵是在解釋制度的起源與制度變遷的問 

    題，理性選擇制度論以符合目標的效率來解釋制度的發展，社會學 

    制度主義指出組織所採取新的制度形式並不是組織的目的與手段所 

    達成的效率，而是在於提升組織或參與者的合法性，逕自推論制度安 

    排的合法性與社會適當性的問題，組織是蘊含特定制度型式、習慣 

    以及在文化環境的價值。  

 

  参、理性選擇制度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理性選擇制度主義起源於理性選擇理論(rational choice theory)，也被稱

為是公共選擇理論(public choice theory)，其來源可以回溯至新古典經濟理

論(neoclassical economics)、功利主義(utilitarian theory)的經濟學假設，以穩

定性偏好、理性選擇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為理論建構的核心要素，但引自

不完全資訊與交易成本的概念，藉此補強傳統微觀經濟學的缺失(吳經邦等

譯，1996：10-11)。其假設個人行為是理性的且自利，且認為從自利的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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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會促使團體的利益達成最大化，除了增加團體上利益的極大化外，

不應對個人的自由加以設限，換言之，理性選擇制度主義論者反對「巨靈

式」的政府，主張小政府的意識形態與經濟的開放和自由。 

    而從經濟學領域研究理性選擇制度研究途徑的新制度經濟學者們包括

Moe, Weingast, Williamson, Alchian 與 Demsetz 等學者(謝俊義，2000：10)，

主要研究的起源是 Ronald Coase 的〈廠商的本質〉(the nature of firm)一文，

Williamson 則是從交易成本理論探討市場與層級節制的治理關係。除此之

外，Alchian 與 Demsetz 兩者提出的代理人理論，他們將制度視為治理結構

(governance structure)或是規則系統(rule systems)。而 Terry Moe 則是從經濟

學的角度列舉了構成理性選擇制度主義的要素，包括：組織契約的本質、

市場與層級節制、交易成本、結構化的理性主義等論點。 

    在政治學的理性選擇途徑泛指的是決策的理論，包括博弈理論(game 

theory)、社會選擇理論(social choice theory)以及公共選擇理論(public choice)

等，緣起於 William Riker, Kenneth Shepsle, Richard McCelvey 等學者，主要

研究「亞羅不可能定理」(Arrow’s Impossible Theorem)與「康多瑟弔詭」

(Condorcet Paradox)，發現多重面向的個人偏好並無法經由有秩序的方式形

成穩定的政策選擇，並且提出多數決在先天就有其疏失之處，如何將個人

的理性抉擇轉換成集體抉擇，即是理性選擇主義論者所欲探究的問題

(Immergut,1998：13)。 

    理性抉擇制度主義論者最早由美國國會立法行為開始研究，依照「亞

羅不可能定理」與「康多瑟弔詭」這兩個理論的假設，在國會議員個人的

偏好順序以及法案議題均具有多面向性，因此在國會上的多數往往會推翻

任何已通過的議案，因此任何議案都可能會被其他議案上的多數人所推

翻，這個循環現象也使得國會中無法建立穩定的多數和穩定的集體政治抉

擇。但事實上國會立法的結果卻又是穩定的，因此在 70 年代末期，理性選

擇制度主義論者開始思考，如何去解釋這種理論與現實無法符合之處(薛曉

源、徐家剛編，200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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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問題上，理性選擇制度主義論者認為，國會中立法的程序規則

以及委員會機制作為是集體決策的制度，一方面並非所有的議案都是依照

一定的先後順序被排進議程中，制約了個體行為者的資訊與選擇，另一方

面將重要的議案交給某些委員會，以服務議員們的選區利益，或提供議員

們彼此間在議案上交換支持的執行機制(Immergut,1998：11-12)。簡言之，

國會制度被認為降低了事務處理的交易成本，使得議員間能夠達成交易，

進而使得法案能夠穩定的通過，也可說制度解決了立法者們經常會遇到的

集體行動困境(Hall and Taylor, 1996：942-946)。 

    因此我們可以說，個體行為者在集體決策過程中的行為，並不完全反

映其真正的內在偏好，而是在制度規則下真實偏好與策略性行為的混合。

也可說集體決策並非個人偏好的加總，而是反映了制度規則如何制約塑造

個人間策略性互動行為的結果(Immergut,1998：13-14)。 

    理性選擇制度主義主張，制度是設計用來幫助個人克服市場失靈，以

及有限理性的問題，並且提供規則、程序和可增進預期穩定性，有助於解

決某些集體行動問題的實行機制(enforcement mechanism) (Michael,2001：

139)。制度是由具有效用極大化的個人所構成，制度因此也可以是理性的

抉擇者。它提供誘因並盡力降低組織的不確定性，亦能導出有效的政治、

經濟和社會政策(林洸民，2002：18)。 

    近年來，理性選擇制度主義者也將研究的範圍擴大到了跨國性聯合行

為、政治制度的發展、道德衝突的緊張程度，國際關係學者運用理性選擇

制度主義的基本概念來解釋國際制度，Hall and Taylor 則歸納出理性選擇制

度主義者的分析途徑有四個顯著特徵： 

一、 理性選擇制度主義者們對人類行為採用了一套典型的行為假設。總

體來說，他們假定相關的行為者都有某些固定的偏好與品味，行為

完全是偏好最大化的工具並且行為者在滿足偏好的過程中行為具有

通過算計而產生的高度策略性。 

二、 理性選擇制度主義者將政治視為一連串集體行動的組合，如當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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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大限度的滿足偏好而採取行動時，即有可能在集體層面上產生

出次優的成果。阻礙著行動者從集體行動獲得最好結果的因素，最

經典的例子包括「囚徒困境」、「共有的悲劇」(The Tragedy of 

Commons)，以及出現類似問題的其他政治情形(薛曉源、徐家剛編，

2007：201)。 

三、 理性制度主義者強調策略性的互動，以決定最後的結果，也就是說

行為者產生行為是因為基於策略的考量，而不是因為個人的歷史因

素，其次，行為者也會預期其他行為者的期望如何，而採取相對應

的行動。因此制度結構中包含了這些互動，以決定當中參與的行動

者如何從「交易」中各取所需。我們也可說理性制度主義論者採用

了一個經典的算計途徑來解釋制度對行為影響的方式。 

四、 理性選擇制度主義者發展一套解釋制度如何產生的途徑。透過推論

的方式，以了解制度的特殊功能及制度的成就為何，然後透過指出

對行為者產生影響的制度功能所具有的價值來解釋制度的存在。因

此，制度經過一個競爭性選擇的過程，行為者可以取得自願性的合

作機會，使得彼此都可在制度下受益。 

    儘管理性選擇制度主義的研究範圍已經從國會擴大到官僚體系、政

黨、法院的運作，甚至民主化問題、種族衝突、跨國聯盟(Hall and 

Taylor,1996：944)，但其核心的分析前提與立場是一致的。個體行為者被認

為是理性的，並且具有在一致的偏好，行為者的行為目標是追求效用的極

大化。制度的定義與角色，是透過對行為選項範圍、資訊、不確定性的控

制，作為行為者間在集體過程中互動的決策規則，使個體行為者在做決策

時，能夠選擇最佳的方案，即使無法做最佳選擇，也能夠做次佳的選擇。 

    總的而言，在理性選擇制度主義看來，制度就是種規則，該規則界定、

約束了政治行為者在追求自身最大效用時採用的策略；遵守制度不是道

德、義務使然，而是經過計算被認為符合自身利益，即「結果性邏輯」；制

度是可以設計的，其結果主要取決於所設計制度內涵的激勵與約束(薛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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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徐家剛編，2007：6)。 

    但理性選擇制度主義論並非是完美無缺的，部分學者仍指出此一理論

中有缺陷存在(Hall and Taylor,1996：951)： 

一、過度誇大理性能力 

    理性選擇制度論者認為行為者會利用理性計算能力來追求利益的極大

化。若未能實現最大利益，則可能是由於資訊的有限性或不對稱性和 

交易成本過高所致，並非行為者放棄了理性的考量，選擇次佳的方案。 

二、過度強調偏好形塑制度 

    由於將偏好視為「既定的」，因此部分學者批評理性選擇論無法提供可

以預測行為的理論，因為它無法回答偏好是如何形成、以及為何人與 

人之間的偏好會有極大的差異存在等問題。 

三、對制度的起源和存在的解釋力不足 

    批評者認為制度的效率或所產生的效益是其中的一個解釋面向，而 

非全部，除此之外還有情感、文化等因素在內，否則制度的發展應該是趨

向同化，國家間不應該有不同制度的存在。 

 

第三節 國際組織運用新制度主義之研究 

壹、以新制度主義為題之研究 

    在國外以新制度主義從事研究所發展出的成果已相當豐碩，台灣雖起步

較晚，但至今為止，國內以新制度主義為研究途徑所撰寫之碩、博士論文，

迄今累積約有六十多冊，主要研究範圍有憲政變遷、健保制度、制度改革、

外交政策等專題，如羅偉元《新制度主義觀點下的憲政變遷-比較威瑪共和、

法國第五共和與台灣》、李豫雙《大法官對於憲政制度變遷之分析－新制度

主義的觀點》、林洸民《新制度主義的迷思：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度之分析》、

胡婉玲《從新制度主義論歐洲議會職權之變遷》、伍向豪《中國大陸的金融

全球化戰略:從新制度主義論述》…等著作。 

   而以新制度主義為題的國內期刊文獻約五十多篇。其中有新制度主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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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論、研究方法的討論，也有應用國際政治、制度改革、政府改革策略、經

濟策略等專題的研究，如黃清賢〈「一國兩制」的新制度主義分析--以香港

為例〉、辛翠玲〈聯合國體系內 NGO 角色與參與機會變遷之分析：新制度主

義的觀點〉、陳景雲〈中國的農業改革：一個新制度主義的分析〉、朱蓓蕾〈中

共中央與地方政經互動關係：新制度主義之分析〉、林文彬〈制度變遷：

動態機制的觀點 --以臺灣中央銀行制度的變遷，1949-61 為例〉...

等。 

    由於運用新制度主義研究之範圍相當廣泛，作者在此並不一一列舉所有

論文、期刊之細項，惟近年來以新制度主義來研究國際組織趨勢相當明顯，

接下來將討論新制度主義與國及組織之關係。 

 

貳、新制度主義與國際組織 

    以新制度主義來討論國際組織，在近年來逐漸盛行，由於新制度主義介

於宏觀與微觀視野中的中層理論，所探討的行動者並不拘泥於國家行動者，

因此無論官方或非官方組織，都有學者運用新制度主義來研究與分析。 

    就國際關係而言，過去的兩大主流理想主義(idealism)和現實主義

(realism)在歷經了一次大戰期間的辯論，以及 1950 至 1960 年代傳統學代與

行為學派間兩次思想上的辯論與相互批評後，均有所修正，在 1970 年代後，

新現實主義因蘊而生。新現實主義較傳統現實主義將焦點更集中於體系結構

上，意嚐試從國際體制結構看國家角色的扮演，也將視野擴大於對合作的研

究。但在此時新現實主義也遭到批評，主要的批評認為新現實主義忽視相互

依存作用，在以國家為中心的模式中，國際組織的作用極為有限，其體系結

構分析不免偏頗(陳冠維，2002：3)。 

    在新現實主義開始被批評時，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熟，新自由主義強調國

際社會同質性、全球化問題的重要性和相互依存的加深，主張增強國際組織

的作用和國際合作，這也更貼近當今國際關係的現實，1990 年代以來新自

由主義的影響更為廣大，也成為美國政論界的主流，亦影響其外交政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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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年代以來美國建立以其為主導的國際和地區合作機制，可看出美國重

視區域勢力平衡，並且極力推動經濟全球化之發展，均可反應新自由主義學

賣的主張(陳冠維，2002：4)。 

    應用新制度主義來分析國際組織，多數學者研究歐洲聯盟的變遷，歐洲

整合運動歷經了將近半世紀，終在 1992 年成立歐洲聯盟，歐洲聯盟作為當

今世界上三大經濟體之ㄧ，在國際政治與經濟貿易上都有重要的影響力，在

歐洲聯盟的演進過程中，制度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陳冠維在其《歐洲聯盟

統治型態之研究─從新制度主義角度分析》研究中，說明新制度主意不同派

別對於制度的認知，並運用解釋力來說明分析歐洲聯盟制度的變遷過程。其

提出制度的變遷與轉型，是制度與制度環境辯證作用下的結果。 

    胡婉玲的《從新制度主義論歐洲議會職權之變遷》研究中，探討歐洲議

會成立以來，近五十年的職權變遷途徑，由制度的觀點來解析此一超國家議

會職權的變遷，找出其職權變遷的各項因素，並且嘗試從新制度主義中制度

變遷的理論主張，來解釋歐洲議會各項執行成、變遷及組織結構改變的原因

與動力，同時檢證與歐洲統合進程之關係。 

    在劉玲君的《國家適應世界貿易組織規範差異之研究—以制度變遷觀點

檢視》研究中，將 WTO 視為一個制度，而 WTO 的所有會員國都是用此一

制度，不同的國家在適用相同的規範時可能會產生不同的問題，在這此一研

究中，作者利用新制度主義的架構來分析國家對 WTO 規範適應性的問題，

在適用 WTO 的規範後，國家所遵守的制度必然出現改變，而在這樣的制度

變遷過程當中，對每個國家所產生的影響也不盡相同(劉玲君，2006：3-4)。 

    在劉玲君的研究中，作者也提出新制度主義中的理性選擇制度理論保留

新古典經濟學理性選擇的傳統，強調財產權的界定及交易成本對制度運作與

發展的重要性，透過制度的設計，可以提供其他行為者相關的資訊、建立出

履行契約的機制、制裁脫軌的行為，以確保交易關係的穩定，引導自立的行

為者產生相互合作的行為、並且極小化雙方交易成本。由此處可發現，新制

度主義中的理性選擇制度論的訴求，與 WTO 所期望透過制度的規定，以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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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國際貿易中關稅與貿易障礙的訴求，不謀而合。 

    由於 WTO 是以規則導向的體系，會員間的貿易行為與貿易活動受到

WTO 相關制度的規範，周旭華的〈我國 WTO 義務履行的國際法基礎〉一

文中，以米酒稅調降對美諮商事件為例，檢視 WTO 相關規定及我國在 WTO

下所作之承諾，以釐清我國在 WTO 下的國際法義務及其履行決策之空間。

此外，在此研究中，作者也嘗試在國際法義務的基礎上，運用新制度主義中

的理性選擇論，分析我國面臨類似事件之抉擇選項與決策思維。 

    由法律的角度來看，在國際公法的概念下，WTO 條約義務的內容包諾

WTO 架構下基本規範、一切具有條約性質之法律文件及其所衍生的法律規

則，也包括會員所提出的承諾。因此，作為 WTO 會員，除了有義務遵守

WTO 諸協定的實體規定、組織規定、程序規定，及各附件中所揭櫫的基本

原則外，亦有義務信守會員本身所提出的服務貿易特定承諾或關稅減讓承諾

(周旭華，2005：13)。 

    由此可得知，兩岸作為 WTO 會員國，必定要遵守組織內的各項制度，

但在遵守制度的前提下，加入 WTO 必定會對各國國內產業造成影響，影響

有利亦有弊，如何抉擇與運用，各國家必須經過理性選擇的途徑，尋求對國

家利益極大化之方法。 

    除了官方組織外，宋鎮照與林家如也曾運用新制度主義來探討非官方組

織－博鰲亞洲論壇，研究博鰲亞洲論壇對於中共和東協政經發展的影響，在

博鰲亞洲論壇中，能夠主導議題、議程、影響議會進行者，包括了地主國中

共、論壇的催生者東協、以及人數眾多的企業代表，固作者將這三方通稱為

行動者，分析這些行動者的資源，因為行動者依資源不同，彼此間常有等級、

主動和被動之分，而且資源的變化往往影響組織中制度的建立、維持和衰退。 

在此一組織中，中共、東協與企業分別運用資源爭取發言權，藉以提高自己

的地位，試圖影響制度的建立和維持，然而中共與東協對企業家的依賴，使

得他們必須時常考慮到與會中企業領袖的意見(宋鎮照、林家如，20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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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整理可發現，運用新制度主義為研究途徑來探討國際組織之研究

相當的多，新制度主義底下三個派別可適用於不同的主題的研究，本文則採

用理性選擇制度研究途徑來分析本論文。  

 

第四節 兩岸加入 WTO 後相關文獻回顧 
    在兩岸分別加入 WTO 後，2002 年 9 月兩岸交流遠景基金會曾舉辦一

場 WTO 架構下兩岸經貿關係學術研討會，且由當時的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協辦，在這一場研討會中，江丙坤發表了〈兩岸入會後對兩岸三地經濟發

展的影響〉演說，認為在加入 WTO 後，兩岸三地勢必會擴大彼此的交流，

彼此間的投資也會不斷的增加，其次是貿易量的擴增，第三是貿易失衡的

改善，我對中國大陸的出超將大幅降低，第四則是投資帶動貿易的遞減，

兩岸貿易糾紛將會更為增加(江丙坤，2002：XIV)。 

    在同場研討會中，當時行政院大陸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英文也發表了〈加

入 WTO 後兩岸經貿政策〉的演說，提到兩岸加入 WTO 後，可提供兩岸經

貿關係正常化，其原因有四，一為 WTO 提供了兩岸經貿發展的穩定環境

與架構，二為 WTO 多邊機制有助於平衡兩岸關係，三為 WTO 對兩岸經貿

交流提供規範性架構，四則是 WTO 為兩岸經貿官員提供互動的機會。此

外也提出加入 WTO 後兩岸經貿政策的調整方案，期望透過 WTO 建立逐步

正常化的兩岸經貿關係，加強經貿合作，使兩岸經濟互惠互贏(蔡英文，

2002：XVIII -XIX)。 

    國內對於加入 WTO 後，兩岸可能遭遇的衝擊與政策應如何轉變之文

獻相當龐雜，在學術期刊方面吳忠吉教授的〈全球化視野下的兩岸「三通」〉

一文中，將台灣對 WTO 的承諾區分為農業、工業與服務業三個面向來分

析，並且對於兩岸三通問題加以深入探討，其認為在三通的議題上，中國

大陸將此以國內事務來協商，但台灣是以對等會員國關係來進行，，雙方

南轅北轍的主權意識，是三通難以達成之主要癥結(吳忠吉，200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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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台灣對加入 WTO 做出削減規稅、取消非關稅壁壘相關之承諾，

中國對於加入 WTO 也做出了削減關稅、逐步取消非關稅措施、取消被禁

止的出口補貼、開放服務業市場等許多承諾，在魏艾教授的〈經濟全球化

下的兩岸經貿關係：問題與展望〉一文中，詳細的介紹了中國為加入 WTO

做出的承諾，首先在降低關稅方面，中國大陸承諾至 2005 年將平均關稅水

平降到 10%；在減少和消除非關稅壁壘，亦即進口配額、許可證問題方面，

承諾到 2005 年，全面取消四百種進口配額；在農業方面，根據中國與美國

達成的農業合作協定，中國承諾取消對美國七個州的小麥出口禁令、開放

美國六千多家肉類加工場對大陸的出口等；在服務業方面，則承諾逐步開

放銀行、保險、旅遊和電信等服務業市場(魏艾，2002：301)。 

    兩岸在加入 WTO 後所承諾的這些條件，對各自國內的產業勢必產生

相當大的衝擊，對於原有的兩岸經貿政策也會產生不同的影響，在 WTO

所限制的規範下，兩岸必須更加開放國內市場，即便是會對國內相關產業

造成不小的衝擊。 

    關於兩岸加入 WTO 後，許多學者紛紛提出對於兩岸經貿影響的看法，

在吳榮義先生的《WTO 時代－當前台灣經濟的省思與展望》一書中，提出

WTO 後台灣經濟的展望，並且說明加入 WTO 後對農業衝擊最大，因為關

稅減讓的承諾，農產品平均關稅稅率必須逐年調降，但值得注意的是，台

灣農民最大的威脅是來自中國農產品的進口，因為中國農產品種類與台灣

類似，但生產成本卻比台灣低很多(吳榮義，2002，44)。 

    吳榮義先生認為加入 WTO 對台灣工業的影響並不太大，因為大部分

的國內工業產業都已積極調整，相反的以外銷為主的或具外銷潛力的產

業，如機械業、資訊高科技業，反而會因入會而受惠。紡織業則是自 2005

年起外銷紡織品不再受到配額限制，而獲得好處。在服務業方面，因為加

入 WTO 前已大部份開放，而且服務業的客戶以國內市場為主，所以加入

WTO 的衝擊不會立刻顯現(吳榮義，20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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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的分析吳榮義先生所做的結論為，台灣產業結構必須進行調

整，也就是產業轉型，國內市場自 1980 年起因為開始大幅降低進口關稅，

迫使國內產業結構進行調整，因此台灣不論是產值或出口，再過去數十年

已經從勞力密集商品，轉變為以資本及技術密集產品為主(吳榮義，2002，

48-53)。 

    在《兩岸經貿》一書中，朱延智教授提到加入 WTO 後台灣應有的經

貿政策，當兩岸加入 WTO 後，台灣與大經濟發展皆已進入新的階段，彼

此競爭合作的關係，在這個新的互動模式下，產生實質的變化，尤其是兩

岸經貿關係。例如：兩岸都是 WTO 會員，當兩岸發生經貿衝突時，就有

國際規則可循，雙方若有糾紛自可依國際法解決(朱延智，2004：64)。如此

一來兩岸是站在平等的基準點上，而不是過去中國一像所認為的－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份。 

    朱延智教授提出兩岸加入 WTO 後，將發展出新的互動舞台，因此，

確立未來兩岸經貿長期互動的戰略，有迫切的需要。若未來我國擬定或修

正大陸經貿政策時，應從以下三個層面考量(朱延智，2004：65)。 

第一、國家總體安全：今後兩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必須建立在彼此尊重、

消除敵意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兩岸互補互利的關係。但由於我

國政府無法同意「一個中國」原則，兩岸間在政治上的分歧，短

時間無法弭平，因此我國必須建立經濟防線，以降低可能的政經

風險(朱延智，2004：65)。 

第二、整體經濟發展：針對產業外移日漸加速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台灣

的籌碼越來越少(朱延智，2004：65)，政府應該從如何使產業「根

留台灣」做起，配合我國經濟的基礎條件與國際經貿情勢的發

展，改善我國投資環境，吸引國內與海外廠商來華投資，鞏固台

灣經濟成長的根基。 

第三、整體產業發展：根據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報告指出，過去 10 年對 

      外投資的企業存活率遠超越未對外投資的企業，顯見對外投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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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於廠商生存(朱延智，2004：66)。 

    根據這些原則，來建構我國的經貿政策，也相對的位臺灣人民帶來最

大的利益。 

    顏聲毅在〈認同中華文化，發展經貿合作〉一文中，提出兩岸應該抓

住加入 WTO 契機，開創兩岸經濟合作新局面，他認為加入 WTO 將促使兩

岸相互投資發展。對台灣來說，加入 WTO 帶來的關稅減讓使在大陸投資

又須從大陸以外地區獲得原諒和設備的台商的生產成本因進口關稅的降低

而下降，其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力有利。其次大陸經濟的持續發展及市

場進一步開放對台商形成巨大吸引力。對中國來說，在 WTO 的框架下，

台灣不能繼續片面阻止大陸資本進入台灣，必須逐漸對大陸廠商開放市

場，允許中資企業在台投資，這也會使得兩岸投資格局由單項變為雙向，

兩岸經貿將由此護得良性的發展。 

    在顏聲毅教授的文章中提到，過去兩岸經貿主要以台商到中國投資為

主，但加入 WTO 後，台灣也必須開放市場讓中國投資，兩岸經貿政策勢

必會與過去有所不同。 

    在蔡學儀《兩岸經貿之政治經濟分析》一書中，認為加入 WTO 後對

兩岸雙邊經濟有所影響，對台灣而言，加入 WTO 意味著其經濟將進一步

融入全球化的潮流，短期內，台灣經濟不免因為外部貿易環境改變而受到

衝擊，但台灣應該加入產業昇級，提升國際競爭力，同時發揮資金、技術

與全球行銷方面之優勢，結合大陸價格低廉的生產要素，發揮兩岸產業分

工的總體效益，以維持台灣的經濟發展。 

    對中國大陸而言，在加入 WTO 後，短期內大部分的產業都可能會受

到衝擊，尤其以農業與傳統產業為甚，但就中長期來看，加入 WTO 卻有

助於大陸引進外資及技術、擴大內需與就業、推動國有企業革新、擴展國

際貿易，對其經濟改革有莫大的益處。 

    由於兩岸貿易互動頻繁，難免產生貿易糾紛，蔡宏明的〈入會後兩岸

貿易爭議與爭端解決之探討〉一文中，認為兩岸產業間因為競爭而衍生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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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爭議型態，主要是反傾銷和防衛措施，尤其是塑膠及其製品、鋼鐵、人

造纖維絲、人造纖維棉等產品，均在中國大陸市場有相當高佔有率。而在

台灣市場，雖然大陸產品及零件進口，有助於降低使用者的生產成本，但

卻對相同或直接競爭產業帶來競爭壓力，特別是鋼材、機電零組件、有機

化學產品、服飾品等產品。以上產品都有可能使得兩岸各自提出申請反傾

銷或防衛協定之可能。 

    而兩岸貿易爭端發生除了訴請 WTO 爭端解決機制解決外，在兩岸議

題進入 WTO 相關程序之前，也可先運用兩岸民間協商之方式，事先解決

爭議。此外，政府也可先針對中國大陸物品之防衛措施有相關的配套準備。 

    廖肇寧與劉大和〈如何運用 WTO 解決台灣與中國大陸之經貿爭議〉

一文中，探討如何運用 WTO 架構以解決兩岸之間可能的經貿爭議，首先

第一部份討論兩岸之間可能產生的經貿爭議，分別有商品傾銷問題、智慧

財產權問題、航運談判所涉及主權問題、市場開放程度問題、大陸產品進

口問題、各項有關進出口爭議所引發後續報復行為、加入政治因素之爭議

等七大項面向(廖肇寧、劉大和，2002：59-63)。進而討論 WTO 架構及爭

端解決機制的特質，以及如何運用 WTO 中的爭端解決機制解決兩岸經貿

爭議，其中積極運用多邊共識之壓力，來確保我國的國家利益，是台灣可

運用的籌碼。 

    邱正宗的〈世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現況與展望上、下〉兩篇文

章中，將 WTO 內的爭端解決機制主要的特徵與基本原則做了詳細的介紹，

並且對於爭端解決機制中各組織職權與爭端解決程序依依解說，最後則介

紹具體案例與爭端解決的過程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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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兩岸在 WTO 內的互動模式 
    在經濟全球化的歷程中，其所帶來重大的發展與改變，就是全球經濟 

治理機制的建立，例如：國際貨幣基金(IMF)、世界銀行(World Bank)…等，

在此之中，承襲自「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ATT)，於 1995 年正式成立的世

界貿易組織(WTO)以國際貿易自由化為其宗旨和規範國際貿易秩序為目

的，主要強調市場的自由競爭、資源的自由有效配置，更是成為現今全球最

重要的國際經貿組織。本章主要探討兩岸加入 WTO 的過程，以及詳細說明

分析加入 WTO 時，中國大陸與台灣分別做出的承諾，而在兩岸因應 WTO

所做出的經貿政策之理性抉擇過程，也將在本章做出比較。 

    雖台灣是以「台澎金馬個別關稅領域」加入 WTO，但本文基於使用慣

例與描述方便，將以「台灣」、「中華民國」等詞代表「台澎金馬個別關稅領

域」，也會使用「中國」表示現今在中國大陸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第一節 兩岸入會進程與承諾 

  壹、WTO 基本架構 

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是現今最重 

要之國際經貿組織，迄至 2008 年 9 月為止共擁有 153 個會員，另有 28 個觀

察員1。WTO 會員透過共識決或票決之方式，決定 WTO 各協定規範之內容

及對各會員之權利義務，將多邊貿易體系予以法制化及組織化，各會員並據

此制定與執行其國內之貿易法規。此外，WTO 為會員間討論如何建置經貿

規範之論壇，監督會員執行及遵守相關協定之規範，並協助會員進行執行協

定之技術合作。 

     WTO 前身為「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 GATT)，根據 GATT 第二十九條規定，GATT 之締結僅是「國

際貿易組織」成立前之暫時性措施，於國際貿易組織憲章生效後，GATT 之

                                                 
1 參考自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網站，http://taiwan.wtocenter.org.tw/WTOmember.asp， 
  檢索日期 2009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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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規定即失去效力(林正義、葉國興、張瑞猛合著，2000：51-52)。我們可

發現，此時的 GATT 的試用是臨時性質，但 GATT 卻是從 1948 年以來，唯

一一個管理貿易的多邊機制。在 GATT 時期的論壇經過了多次的多邊談判，

主要討論的議題為關稅談判為主，每次之多邊談判稱之為「回合談判」。 

 

                      表 3-1：GATT 歷次回合談判簡表 

年度 回合  談判主題 參加國家數 

1947 第一回合  關稅 23 

1949 第二回合 關稅 13 

1951 第三回合 關稅 38 

1956 第四回合 關稅 26 

1960-1961    第五回合 

 （狄倫回合） 

關稅 26 

1964-1967    第六回合 

（甘迺迪回合） 

關稅及反傾銷措施 62 

1973-1979    第七回合    

 （東京回合） 

關稅、非關稅措施及各項架

構性規約，如：輸入許可證

程序、海關估價、技術性貿

易障礙、牛肉及國際乳品協

定等 

102 

1986-1994    第八回合 

（烏拉圭回合） 

關稅、非關稅措施、服務

業、智慧財產權、爭端解

決、紡織品、農業、設立

WTO 等 

123 

               資料來源：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
http://taiwan.wtocenter.org.tw/WTOintro.asp 檢索日期：2009 年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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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GATT 時期，總計有八個回合談判，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應屬於第八次

「烏拉圭回合」談判，自 1986 年開始至 1993 年 12 月 25 日完成，為 GATT

史上規模最大且影響最為深遠的之回合談判。內容包括貨品貿易、服務貿

易、智慧財產權與爭端解決機制等，並且決議組成 WTO。此時所決議組成

的 WTO，在角色上是合法的國際組織，其所規範的爭端解決機制，對其會

員國也產生了拘束力。 

   1994 年 4 月各國部長在摩洛哥(Morocco)的馬爾喀什(Marrakesh)集會，簽

署「烏拉圭回合多邊貿易談判蕆事文件」（Final Act Embodying 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及「馬爾喀什設立世界

貿易組織協定」（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依上述之設立協定於 1995 年 1 月 1 日正式成立，總部

設在瑞士日內瓦，以有效管理及執行烏拉圭回合之各項決議(顏慶章，2005：

4-5)。 

    為利各國完成國內之相關立法程序，各國同意 GATT 與 WTO 並存一年

後，其後 GATT 功能即完全被 WTO 所取代，使 GATT 由原先單純之國際經

貿協定轉化成為實質之國際組織。在 WTO 架構下，原有之關稅暨貿易總協

定（即一九四七年所制定之 GATT，又稱為 GATT 1947），加上歷年來各次

回合談判對該協定所作之增補、解釋與決議，稱為「GATT 1994」，成為有

別於 GATT 1947 之另一個獨立協定，並納為 WTO 所轄之協定之一。 

    WTO 設立的基本理念在於創造一個自由、公平之國際貿易環境，並且

透過貿易開放的平等互惠原則，以促進世界貿易自由化目標的實現，並且提

升開發中國大陸家與低度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魏艾，2002：298)。WTO 的

基本理念與規範準則有不歧視原則、關稅減讓原則、透明化原則、促進公平

競爭、鼓勵發展與經濟轉型、特殊政策、及反補貼、反傾銷原則等六項(黃

立，2002：97、許光泰，2003：6-7、沈玄池，2002：150-151、林儀棣，2004：

61-65、顏慶章，2005：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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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不歧視原則(Non-discrim)ination 

    無歧視之貿易是指締約國之間在實施某種優惠或限制措施時，要求不能

對締約國一方採歧視行為(林儀棣，2004：61)。也就是在對外關係上須對來

自所有會員之貨品給予同等最優惠待遇之「最惠國待遇」（Most-Favored- 

Nation Treatment）；在對內關係上則須對自會員進口之貨品給予與本國貨品

同等待遇之「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 

    (一)最惠國待遇 

    依據 GATT 1994 第一條有關「最惠國待遇」之規定，會員對其他會員

之產品所給予之待遇，不得較對他國之優惠為低(許光泰，2003：6)；亦即各

會員不得對與其他會員之貿易採行特別利益或不利益之待遇，而應在平等基

礎上，共同分享降低貿易障礙之好處，並確保貿易減讓之成果，使各國均受

益。此外，在符合一定條件下，會員可在短期間內針對來自其他會員之產品，

採取防衛措施、反傾銷與平衡措施等方式(林儀棣，2004：62)，亦是最惠國

待遇規定之例外情形。 

   (二)國民待遇 

    依據 GATT 1994 第三條有關「國民待遇」之原則，貨品一旦進入本國

市場，在內地稅及其他貿易措施上，即應享受與同類國產品相同之待遇(許

光泰，2003：6)。除產品外，國民待遇原則亦適用於服務貿易以及智慧財產

權相關領域。 

二、關稅減讓原則 

    GATT 於 1948 年成立以來，迄至烏拉圭回合談判為止，歷經多次談判

後，關稅已大幅調降，某些產品甚至降至零關稅，同時關稅約束之範圍也大

為擴大。總計超過一百二十個國家參加烏拉圭回合談判，各國的關稅大致上

分為五年逐步調降。烏拉圭回合談判之範圍除關稅議題外，亦擴至非關稅障

礙，並納入服務貿易及智慧財產議題。 

    除了關稅逐年調降外，在服務貿易之市場開放與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

WTO 協定均給予調適期，允許各會員以漸進之方式開放市場及提高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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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之保護。 

 

三、透明化原則 

    透明原則是指各會員國要將有關影響貿易政策、法規(例如：關稅、海

關法規、進出口管理相關法規…等)，要迅速的、主動的公佈，並在全國範

圍中統一實施，以確保透明度，因為正確且充足的資訊室確保合作得以進行

及維持的重要條件(許光泰，2003：7)。 

 

四、公平競爭原則 

    WTO 主旨是希望規劃一個公開、公平與不扭曲之競爭體系，以確保公

平的貿易條件，例如，WTO 農業協定旨在提升較公平之農業貿易；與貿易

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則對涉及概念與創意部分改進其競爭條件；而服務貿

易總協定在服務貿易部分亦有公平競爭之相關規範；至於其他協定如：防衛

協定、執行關稅估價協定、原產地規則協定等，都視為推動公平競爭與不造

成扭曲貿易效果而設計(林儀棣，2004：64)。惟在自由貿易之外，WTO 允許

在少數情況下採取限制競爭之措施以維持公平貿易，例如：反傾銷措施與平

衡稅措施等。 

 

五、鼓勵發展與經濟轉型原則 

    WTO 有四分之三以上之會員為開發中國大陸家，或過去屬於非市場經

濟體系而正進行轉型至市場經濟之國家。在烏拉圭回合長達七年之談判中，

有超過六十個開發中國家為了談判之需要，自動自發的執行貿易自由化方

案。同時，開發中國家與經濟轉型國家在烏拉圭回合談判中所扮演之角色，

較歷次回合談判更為活躍亦更見影響。 

    此一趨勢逐漸改變了過去傾向對開發中國家免除某些 GATT 條款和協

議義務的傳統，此外，WTO 貿易與發展委員會亦提供技術協助給開發中國

家及正進行轉型至市場經濟之國家(劉文華，20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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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特殊政策 

   WTO 主要職能是能與貿易談判和執行談判達成的多邊貿易規則相關。除

此之外，對於執持這些職能也有些特殊政策值得我們關注，首先為促進出

口，其透過國際貿易中心對開發中國大陸家提出幫助，協助制定和實施促進

出口計畫，以及進口經營和技術。其次，與國際貨幣基金、世界銀行等其他

多邊組織合作，以增強全球經濟政策的一致性(林儀棣，2004：64)。 

    整體而言，由於 WTO 是一個以法律規則為基礎的經濟組織，其制定了

一套有系統的法律體系，透過具有法律拘束力的協定與規則，以確保充分體

現市場經濟規則的多邊貿易協定在各會員國中能夠順利推行，在 WTO 架構

下，各會員國都必須遵守 WTO 的規範制度。 

 

七、反補貼、反傾銷原則 

  指會員國採取措施以抵消和彌補傾銷和貼補對進口所造成之損害，以求

貿易之公平。 

 

貳、 台灣加入 WTO 進程與承諾 

1948 年 GATT 成立，中華民國簽署 GATT 議定書，成為 GATT 的締約

國，二年後因國民政府遷台，無法於大陸地區實現 GATT 之承諾，加上 1949

年 10 月中共政權成立，我政府乃於 1950 年 3 月 6 日通知 GATT 秘書處主動

退出 GATT，並於同年 5 月 5 日生效(蔡學儀，2003：267)。 

    1990 年 1 月台灣正式申請加入 GATT，1992 年 9 月 GATT 大會原則同

意台灣依 GATT 第 33 條規定，以「台澎金馬個別關稅領域」(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簡稱 TPKM)名義申

請加入 GATT，同年台灣正式成為 GATT 觀察員，GATT 大會並成立入會工

作小組審查我國入會相關事宜。由於 WTO 已於 1995 年成立，我國政府乃

於 1995 年 12 月 1 日正式向 WTO 秘書處提出改依 WTO 協定第 12 條申請加

入 WTO，並將 WTO 所規範之權利義務一併納入入會談判中，我國完成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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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程序即可成為 WTO 會員國(曾皇華，2004：17)。 

  在台灣入會過程中約有五十餘會員參與貿易體制審查工作，其中有 26

個會員要求與台灣進行雙邊關稅減讓談判。台灣的經貿體制大致符合 WTO

的規範，而由於來自中共方面之政治壓力及美國、歐盟與日本等 WTO 主要

成員普遍存在「中共先於台灣入會」之共識，中國大陸最終仍比台灣早約一

個月加入 WTO。 

    台灣的 WTO 入會工作小組於 2001 年 9 月 18 日在日內瓦召開第 11 次

工作小組會議，順利完成我入會文件2之審議。我 WTO 入會案於 2001 年 11

月 11 日經第四屆 WTO 部長會議順利通過，並於 11 月 12 日完成簽署。經立

法院 2001 年 11 月 16 日審查通過，並於 11 月 20 日咨請總統完成批准程序，

並在 2001 年 12 月 2 日致函 WTO 秘書長表示接受我國入會議定書，且函送

WTO 秘書處存放，我國在 2002 年 1 月 1 日成為 WTO 正式會員。 

    我國加入 WTO 後擴大了國際活動的空間，在國際上的能見度也明顯增

加，但加入的同時，台灣也做出相關的具體的承諾，其內容如下： 

 

表 3-2：台灣加入 WTO 承諾總表 

項目 承諾具體內容 
關稅 (一）整體關稅  

  1.整體關稅 2001 年為 8.20％，入會後降稅完畢時為 5.53%，

    降幅為 32.56％，降稅項目有 4,491 項。  
  2.農產品 2001 年的平均名目關稅 20.02％，入會後降稅完畢

    時為 12.86％，降幅為 35.76％，降稅項目有 1,021 項 
  3.工業產品 2001 年的稅率 6.03％，入會後降稅完畢時為 
    4.15％，降幅為 31.18％，降稅項目有 3,470 項。 
(二）零對零方案(計 897 項) 
  1.2002 年實施：藥品(141 項)、營建設備(67 項)、醫療器材 
    (78 項) 、傢俱(24 項) 、農業機械(30 項) 、烈酒(2 項) 、
    紙類(116 項)、玩具(35 項)。 
  2.2004 年實施：鋼鐵 (353 項) 。 
  3.2005 年實施：啤酒(1 項)。 

                                                 
2 包括入會議定書、工作小組報告、關稅減讓彙總表及服務業承諾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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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學品一致性方案：共計 1405 項；降稅期程為入會後第

   九年 
農產品的 
承諾 

1.關稅方面：入會後調降 1,021 項產品，名目關稅由 2001 年 
  的 20.02％降為 12.86％。大部份產品在 2002 年完成調降， 
  只有 137 項敏 感性產品可延至 2004 年。  
2.非關稅部份： 
 （1）2002 年 1 月 1 日已取消 18 項農產品之地區限制措施，

      開放自由進口。 
 （2）2002 年 1 月 1 日稻米採限量進口，依入會承諾，需進口

      144,720 公噸。 
 （3）2002 年 1 月 1 日起對 22 項農漁產品實施關稅配額措施。

  (4)採行特別防衛措施：2002 年元月 1 日開始對 14 項敏感 
     農產品，採行特別防衛措施(SSG)。即該等產品在當年之

     進口量超過基準數量，或進口價格低於基準價格 10％以

     上，可課徵三分之一額外關稅。 

工業 1. 關稅方面：平均名目稅率自諮商基期年 1992 年之 6.52％，

至 2000 年調降為 6.03％，於完成執行調降後，平均名目稅

率降為 4.15％。 
2 非關稅部份： 
 (1）承諾取消對購置國內外機械設備其投資抵減率相差 10％
     之優差別性待遇之補貼。 
（2）國人自行設計汽車引擎、車身及底盤抵減貨物稅措施 2002
    年元旦不再受理新案，2005 年全面取消。 
（3）2002 年元月 1 日取消汽機車自製率之規定。 
（4）取消國產品貨物稅課徵計算方式中之「百分之十二推廣 
     費用」之規定。 
（5）製藥業須符合藥品登記相關之技術性法規與標準，以及 
     審核程序之公平性與透明化之規定。 
（6）遵守烏拉圭回合談判達成之「紡織品及成衣協定 
     (Agreement on Textile and Clothing)」內容。     
3.進口管制方面：入會後兩年內開放柴油小客車進口和製造；

  小汽車和輕型商用車已於 2002 年元旦以關稅配額取代現行 
  進口區域限制。2011 年取消配額限制（關稅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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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 一、水平承諾： 
 1.證券投資方面 
（1） 外國投資人（包括專業投資機構、一般法人及自然人）

可投資我國上市公司股票，但個別及全體外國投資人

持有單一上市公司已發行股份，皆不得超過五十％。 
（2） 2000 年年底前取消外人投資股市之比例限制。（已於

2000 
      年 11 月 20 日提前實施） 

 2.人員進出及停留方面 
(1) 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可進入及停留三年，並可申請 
    展延，每次一年，且展延次數無限制。 

 （2）商業訪客停留期間由六十天延長為九十天。 
 （3）國內無營業處所之外國企業，其受僱者得為履行合約 
       來台，停留期間不得超過九十天或契約所訂期間。  
 3.土地暨其權利取得方面 
 允許外國人在互惠原則下，得為辦公室、住家、工廠及外僑

  學校等之用途，購置或租用土地。 
二、特定行業承諾： 
  1.商業 
    (1)法律：允許取得一定資格之外國人，設立事務所提供 
       服務；准許取得外國法事務律師資格者，設立事務所 
       提供國際法和其母國法之服務。 
    (2)會計、審計、簿記：除會計簽證業務外，開放跨國提 
       供服務和國外消費。 
    (3)租稅：除所得稅簽證業務，其他均開放。 
    (4)建築：除建築簽證業務，其他均開放。 
    (5)技師：除技師簽證業務，其他均開放。 
    (6)獸醫：允許取得一定資格者執行獸醫師業務 
    (7)人力仲介、廣告、攝影、不動產仲介等開放外人投資 
  2.郵政及電信 
    (1)郵遞：開放一端在國內陸地的快遞服務業，郵局寄送 
       者除外。 
    (2)基本電信：在境內提供服務者，須為股份有限公司組 
       織，並受電信法之規範。 
    (3)加值類電信：開放投資電子文件存送等業務。 
  3.視聽服務：取消單一外國電影片進口拷貝數和放映場所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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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開放外國製節目在國內電視台和電台播放，但受自

    製率限制。 
  4.營造：開放外人投資經營。 
  5.行銷：開放外人投資經紀及經銷服務；開放外人投資批發

    及零售服務；武器和軍事用品除外 
  6 環境：開放外人投資汙水處理、廢棄物處理和防制噪音等

  7 教育：開放以高中、高職及其以上之學生為對象之海外留

    學仲介；開放外國教育機構以跨國提供服務方式（即遠距

    教學）；開放外人設立高中、高職及其以上之學校與教學

    機構。 
  8 金融 
    (1)保險：開放跨國提供海運船舶及航空機體之保險、個 
       人純壽險之國外消費；開放外人投資經營壽險、非壽 
       險業務等。 
    (2)銀行：開放國外消費等。 
    (3)證券期貨：開放外人為自己或客戶從事衍生性商品及 
       可轉讓證券交易但不能跨國提供服務。 
  9.健康與社會：開放國人在國外接受醫療服務，人體醫療之

   「跨國提供服務」。開放醫療設備出租或租賃（未附操作 
    員）業務 

菸酒品 一、酒類： 
 1.2002 年元月 1 日菸酒稅制改變，由課徵的公賣利益改課徵 
   營業稅及內地(菸酒)稅;進口酒加課關稅。 
 2.關稅：接受「零對零方案」將啤酒、烈酒之關稅調降為零。

 3.內地稅：米酒在 2002 年每公升課 150 元，至 2003 年課 185
   元；2002 年料理酒 22 元、蒸餾酒 185 元、酒精 11 元、啤

   酒 26 元。 
 4.開放產製時程表(兩階段)： 
 第一階段：菸酒新制實施時，全面開放酒類產製及分裝銷售。

 第二階段：菸酒新制實施滿二年時，開放菸品產製及分裝銷

  售。 
二、菸類： 
 關稅稅率從 2002 年起降為 27％，不再調降；紙菸 590 元/仟 
 枝(菸絲、雪茄等菸品 590 元/公斤)的內地稅，250 元的健康 
 福利捐。 

資料來源：中華經貿科技網，http://www.icet.org.tw/discussion_3_2.htm， 
          檢索日期 2009 年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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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中國大陸加入 WTO 之進程與承諾 

    中共在政權成立之初，並不熱衷國際經濟事務，與 GATT 之關係中斷，

1971 年 10 月聯合國大會恢復「中華人民共和國」在聯合國之席位，因此中

共自 1970 年代中期起才逐步和 GATT 建立聯繫，由於中共為聯合國貿易暨

發展會議(UNCATAD)及 GATT 附屬機構國際貿易中心(ITC)之成員，藉由參

與該中心之活動而恢復與 GATT 之接觸。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82年 9月申請GATT觀察員身分，同年 11月GATT

理事會授與特別觀察員資格。1987 年 3 月 4 日 GATT 理事會通過成立入會

審查工作小組，並於 1988 年 2 月舉行首次工作小組會議。在 WTO 成立過

程中，中國大陸一直表示希望能成為 WTO 創始成員，但是未獲同意，中國

大陸在 1995 年隨 WTO 成立申請加入 WTO，中間歷經十五年的談判過程，

完成了與包括美國、歐洲、日本在內的三十餘個國家的雙邊談判，在 2001

年 9 月 17 日舉行中國大陸入會工作小組最後一次會議中，採認其入會工作

小組報告，入會議定書及相關文件，在 2001 年 12 月 11 日簽署「中華人民

共和國加入議定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 WTO 第 143 個會員國。 

    在中國大陸申請加入 WTO 的過程中，歷經的許多的困難與障礙，首先，

中國大陸國內的經濟制度和自由化的程度，與 GATT 和 WTO 所要求的市場

經濟機制未根本吻合。此外，不同經濟制度並陳在中國大陸的不同區域，經

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及其他地方之間的貿易體制相當大的差距，例如在不

同的經濟特區間，准許進如市場的方式和稅捐待遇都有所不同，這樣的制度

與 GATT 認為制度應適用於各級政府有很大的出入(林儀棣，2004：67-68)。 

    由於中國大陸內部存在的許多問題，使得加入 WTO 的談判歷經相當長

的時間，中國大陸在此時也針對經濟體制加以改革，在經過十五年的談判

後，中國大陸被同意加入 WTO，但在加入 WTO 的同時，中國大陸也做出

具體的承諾，主要是經貿體制改革與市場開放兩大類，其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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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中國大陸加入 WTO 承諾總表 

項目 承諾具體內容 
  農業 1.平均農產品關稅將逐年調降，2002 年調降為 17.9％，2005 

  年的 15.52％，2010 年調降至 15.15％。  
2.以關稅配額方式開放大宗農產品，包括小麥、玉米、棉 
  花、大豆油、棕櫚油、油菜籽油、糖、羊毛以及稻米， 
  配額內之平均進口關稅為 1％至 10％（糖為 20％）。  
3.入會後，大豆油、棕櫚油和油菜子油等植物油之進口仍 
  由國營貿易企業經營，採關稅配額進口。未來將逐年開 
  放部分配額供民間貿易業者經營，至 2006 年 1 月 1 日起 
  貿易權完全開放。  
4.承諾將遵守 SPS 協定相關規範，廢除沒有科學根據之食 
  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 

工業 1.平均名目關稅：將由入會年的 12.58％逐漸調降至 2005 
  年的 9.32％，2007 年的 9.23％。 
2.資訊科技產品：由目前平均 13.3％，至 2005 年降為零。 
3.汽車和零配件：從目前 70％-80％稅率降至 2006 年 7 月 
  1 日的 25％，汽車組件降至 10％。 
4.木材與紙類：木材關稅由現行的 12-18％降至 5-7％；紙 
  類由 15-25％降至 5-7.5％。 
5.化學品：將執行大部分的化學品一致性方案，將化學品 
  分為化學中間品、成品和原料三大類，分別調降為 6.5 
  ％、5.5％和零關稅，其中主要化妝品稅率由現行 30％以 
  上降為 10％。 
6.配銷權：三年內逐步取消限制，排除規定外商必須經中 
  間商進行批發、零售、售後服務、維修、運輸等障礙（化 
  肥、原油、石油產品延至五年內開放）。 
7.外貿經營權：承諾將在三年內逐步開放（保留項目除外）。 

服務業 (一)水平承諾 
 1.外資企業的限制：所謂「外資企業」包括外國獨資企業 
   及中外合資企業。合資企業有股權合資及合作經營兩 
   類。在中外合資企業中，外資股權比例不得少於合資註 
   冊資本的 25％。 
 2.祖父條款：現有國外業者，在相關股東協議、合約或已 
   發執照授權之服務提供等有關所有權的條件、範圍與業 
   務的運作等，於入會後，應不受到更多限制。 
 3.土地使用限制：中國大陸大陸境內土地係屬於國有。企 
   業或個人使用土地受以下最大年限之限制： 住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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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70 年；工業用途為 50 年； 教育、科學、文化、公 
   共健康等用途為 50 年；商業、旅遊及娛樂用途為 40 年；

   全面使用或其他用途為 50 年。 
4.人員進出及停留 
   (1)允許 WTO 會員國已在大陸設立商業據點之企業其內

      部調動資深人員進入境內，初次停留期間 3 年。  
   (2)WTO 會員國企業之資深人員在中國大陸大陸境內合

      資企業從事業務者，准予入境及長期停留，期間以 
      契約期限與初次停留 3 年期限中較短者為限。  
   (3)允許商業訪客入境，停留期間不得超過 90 天。 
(二)特別行業承諾： 
      開放商業及專業人員服務、視訊服務、建築及相關 
  工程服務、配銷服務、教育服務、環境服務、金融服務、

  證券服務、觀光及旅遊相關服務、運輸服務等服務業別。

 1.批發服務業：鹽及煙草之批發交易不開放；入會 1 年內

   除少數產品外，開放外資以合資型態經營批發交易服 
   務；入會後 3 年內開放書籍、報紙、雜誌、藥品、殺蟲

   劑及 mulching films 產品；入會後 5 年內開放化肥、 
   原油及成品油之批發服務。外資股權比例及設立型態限

   制最遲於入會後 3 年內取消：入會後 2 年內取消數量及

   地域限制。 
 2.零售服務業：入會時除少數產品外，開放外資以合資型

   態經營所有產品之零售業務；入會後 1 年內，開放書籍、

   雜誌、報紙之零售業務；入會後 3 年內，開放藥品、殺

   蟲劑、mulching films 及成品油之零售業務； 入會後 
   5 年內，開放化肥產品之零售業務。 
 3.電信方面：大陸入會後將逐年開放外資經營、取消地域

   限制以及允許外人投資擁有股份增加（最高達 49％）。 
   2001 年 12 月 11 日已允許在上海、廣州和北京從事增值

   服務與尋呼服務的合資企業，外資可持股 30％；在上 
   海、廣州和北京的合資從事移動話音和數據業務的合資

   企業，外資可持股 25％。 
 4.保險方面：2001 年 12 月 11 日中共允許外國壽險公司在

   華設立合資公司，持股不超過 50％；合資的保險經紀公

   司，外資持股可達 51％。非壽險公司在華設立分公司或

   合資公司，可擁有 51％的所有權，二年內可成立擁有獨

   資的子公司。 
 5.銀行方面：2001 年 12 月 11 日中共取消外資金融機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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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業務服務對象限制，並允許在上海、深圳的外資金融 
   機構正式經營人民幣業務；設在天津、大連的外資金融 
   機構可以申請經營人民幣業務。 

資料來源：中華經貿科技網 
http://www.icet.org.tw/discussion_3_3.htm，檢索日期：2009 年 4 月 1 日 
 
 

第二節  兩岸加入 WTO 後對兩岸經濟之影響 

  壹、對台灣經濟之影響 

根據魏艾教授的〈經濟全球化下的兩岸經貿關係：問題與展望〉一文 

提及，台灣在加入 WTO 後，如果可以利用 WTO 之爭端解決機制處理貿易

糾紛，取得與各國法律上平等互惠的地位之外，並可參與多邊貿易談判，避

免受到他國單獨對台灣採取不利的措施，同時亦可取得參與非傳統貿易之國

際政策決策，包括參與與貿易有關之環境保護措施、勞工問題競爭政策等議

題之討論(魏艾，2002：304)。這對台灣經濟發展而言，是有利的因素，但

因為加入 WTO，台灣也做出市場開放及經濟體制調整的承諾，這些承諾可

能會對台灣產業造成不小的衝擊。 

根據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3的評估，台灣加入 WTO 後所造成的經濟上

的影響，可分為總體方面與產業方面兩部分來談： 

一、總體面： 

    加入 WTO 固然因為市場開放而有若干衝擊，但另一方面，也可享受很

多好處，尤其是可以無阻礙地進入其他 WTO 會員（含中國大陸）的市場， 

擴大對外貿易，國內消費者物價亦可下降。從中長期來看，國內經濟資源可

以作更有效率的運用，提升國際競爭力及國民福祉。 

二、產業面 

   (一)農業： 

                                                 
3 參考自國際貿易局網站

http://wwwdoc.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8&category_id=CAT312&r
eport_id=1273，檢索日期 2009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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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市場因過去保護較高，開放後不免遭遇若干衝擊，根據農委會委託 

 研究機構以 89 年為基期年，利用農業部門模型進行分析，顯示加入ＷＴＯ 

 對農作物、畜牧及漁業等部門均有相當衝擊，其評估結果如次4： 

      1.農業生產方面：估計入會第一年（91 年）農漁牧業總產值將減少約 

   247 億元（6.8％），其中農作物減少 118 億元（7.1％），畜產減少 

   87 億元（8.1％），漁產減少 42 億元（4.6％）。至 93 年農業產值將 

   減少 385 億元（10.6％），其中農作物減少 168 億元（10.2％），畜 

   產減少 146 億元（13.6％），漁產減少 71 億元（7.8％）。 

 2.農地利用方面：參照前述農業產量之減少幅度，假設平均單位面積 

     產量維持不變，估計年種植面積入會第一年將減少 5 萬 3 千公頃， 

     至 93 年較基期年（89 年）將減少 8 萬 6 千公頃。 

 3.農業勞動力方面：參照前述農業產量之減少幅度，假設農業勞動投 

     入產出關係不變，估計 91 年農業勞動力與基期年（89 年）比較， 

     將有 1 萬 8 千人至 2 萬 7 千人受到影響；至 93 年受到影響的農業 

      勞動力累計增加為 2 萬人至 4 萬 6 千人。惟由於農業勞動力存在 

      兼業，以及低度就業或隱藏性失業情形，且農業勞動力易受工商 

      業景氣之影響，故加入 WTO 對農業勞動力之實際影響，仍需視 

      農民轉業意願、轉業能力及工商業景氣而定。短期間，可能產生 

      結構性失業的情況；長期而言，由於加入 WTO 對整體經濟仍有 

      正面的影響，如透過發展新的農地利用型服務，如休閒農業、照 

      顧服務產業，以及加強農民轉業訓練與第二專長訓練，將可增加 

      農民就業機會，降低衝擊(蔡學儀，2003：270)。 

 (二)工業 

    我國加入 WTO 後對工業部門所造成之衝擊較農業小一些，主要是過去

十多年來我國一直積極推動解除管制及降低關稅等貿易自由化措施。在關稅

                                                 
4 參考自國際貿易局網站，

http://wwwdoc.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8&category_id=CAT444&r
eport_id=105，檢索日期 2009 年 3 月 29 日。 
 



WTO 架構下兩岸經貿互動之研究 

 52

方面，加入 WTO 當年，84％之工業產品之關稅稅率在 10％及以下，現行平

均名目稅率為 6.03％，完成降稅計畫後之最終稅率為 4.15％(魏艾，2002：

304)。因此，加入 WTO，對整體工業產品影響並未如農業巨大，反而可能

因自由化結果，為廠商帶來更寬廣的貿易空間。惟對若干競爭力較弱之內需

型產業將面臨國外進口產品之強烈競爭，而造成較明顯負面影響，如汽車

業、家電業、重電業、造紙業及菸酒產業(蔡學儀，2003：271)。 

   (三)服務業 

    近年來，因在入會前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及全球運籌發展計畫，服務

業市場已大幅開放，入會後進一步開放之行業僅律師業、航空貨運承攬業、

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及電影業等。服務業市場開放，有助於吸收外資、提

升經營管理技術。最具影響者包括金融保險業、電信業及國際運籌管理相關

服務業(蔡學儀，2003：273)。而因開放致受到衝擊的產業包括電影業及少數

專業服務業，特別是律師業。 

三、政府採購市場 

我國將簽署政府採購協定，在簽署後，國內約 60 億至 80 億美元之政府採 

購市場將面臨開放，惟外國之產品、服務及工程營造商是否能進入我國市場，

仍須視我廠商競爭力高低及調適能力而定。一般而言，產品採購案件由於移動

性較強，較容易進入我市場參與競標；一般性質之服務採購案件及工程採購案

件，由於涉及人員、機具在國際間移動而有先天的障礙，但外國競爭者仍有可

能來台投資或與我國廠商進行合作(蔡學儀，2003：274)。 

        就我國廠商進軍外國政府採購市場而言，由於政府採購協定簽署國對其

他非簽署國都有嚴厲歧視、排拒的措施，當我國簽署政府採購協定後，國內

業者將可不必再受到歧視待遇。 

四、智慧財產權保護 

    「與貿易相關知識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 TRIPS）為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及執行之最

低保護標準，施行 TRIPS 之承諾，對於我國智慧財產權法制建制及執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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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強化裨益甚大。我國依據 TRIPS 規範，完成修正、制定保護智慧財產權

相關法令包括專利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積體電路電路布局保護法及營業

秘密法，可強化國人智慧財產權觀念，有助於鼓勵國人創新、發明，並引進

國外先進技術與經營管理資訊，進而提昇我國產業水準。 

 

  貳、對中國大陸經濟之影響 

    中國大陸加入 WTO 後，根據 WTO 的原則與規範，中國大陸將享有多

邊、無條件的和穩定的最惠國待遇、一般優惠待遇及其他給予開發中國大陸

家的特殊照顧，此外中國大陸可充分的利用爭端解決機制，以及獲得多邊貿

易體制中協商的權利等優勢(魏艾，2002：301)。根據中國大陸國務院估計結，

加入 WTO 有助於大陸總體經濟成長，在中國大陸逐步實現加入 WTO 的各

項承諾，預計在 2005 年大陸的實質 GDP 將提高 2000 億元，外商投資將增

加約 1.75%，城市居民的薪資所得將提高 4.6%，但農村居民收入卻可能因此

減少 2%。 

    在經濟結構方面，魏艾教授認為，加入 WTO 架構將對大陸的產業結構，

外貿結構和就業造成衝擊，其中勞動密集型產業將得到強化，而某些資本密

集型產業與高新技術產業將面臨較大衝擊(魏艾，2002：303)。此外，加入

WTO 後，將使得中國大陸面臨社會與經濟體制結構轉變，首當其衝的是失

業問題，由於勞動力會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部門之間的更大規模流通，

對於如何建立養老、失業、醫療以及社會救助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中國

大陸即將面臨的重要工作(魏艾，2002：303)。 

而在林祖嘉教授〈大陸加入 WTO 後市場開放所面臨的競爭與挑戰〉一 

文中，認為加入 WTO 後中國大陸面臨的影響可分為三部份來談，分別是農

業、工業與服務業： 

一、農業方面 

中國大陸一方面承諾降低部分關稅以外，一方面也將承諾進口相當數量

的農產品，其中又以糧食為大宗。就農業而言，農業佔全中國 GDP 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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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農業人口約 2.5 億，國內參與率高，加入 WTO 將會廢除主要農產品輸

入的禁止，同時關稅匯率也會大幅調降，造成對大陸農業的威脅(蔡學儀，

2003：279)。以美國為例，美國的小麥、玉蜀黍在國際上有一定部份市場占

有率，將會對中國農民造成重大的影響。換言之，加入 WTO 之後，國際大

宗糧食開放進口，將對大陸的相關農產品產生顯著的影響。 

 

二、工業方面 

 大陸在生產紡織、電子、雜項工業等傳統的民生產品具有優勢，這些產

品也是目前大陸出口的主要產品，因此加入 WTO 之後，這些產品獲利程度

將遠高於害的程度，以紡織業為例，紡織業約佔中國大陸輸出總額 20%，因

為對外市場擴大，加上生產要素低廉，因此具備相當的競爭力，其出口額預

估會增加到 50 億美元，佔世界市場的 10%。相反的，汽車、鋼鐵、化學藥

品、及醫療器材方面，大陸原先都是大型國有企業為主來生產這些產品在品

質、技術、及價格上都缺乏國際競爭力，許多企業和產品可能面臨了淘汰的

危險。因此，在加入 WTO 之後，這些產業將因國際競爭而遭到重大的壓力

(蔡學儀，2003：279)。 

三、服務業方面 

 由於傳統上大陸的服務業較不發達，第三級產業產值相較於歐美等先進

國家相對較低，因此國際競爭力本來就較為薄弱。另一方面，大陸的服務業

又缺乏大型的國有企業，除了少數國營銀行以外，這些中小型服務業根本無

法與國際性的大型服務性企業相抗衡。更困難的是，在美國的強大談判壓力

下，中國大陸大陸在銀行、證券、保險、電信、專業服務、及物流方面，都

分別做出相當程度的開放與讓步。因此，可預見的，在中國大陸加入 WTO

之後，國內市場受到衝擊最大的產業應為服務業(蔡學儀，2003：282)。 

 雖然大陸服務業市場對國際性企業開放，且其市場潛力無窮，但大陸內

陸市場中也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使得國際性服務型企業能否在短期內

獲利，仍有待觀察。其中有二個部分是外資服務業必須克服的，一個是大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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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信用問題與仿冒問題層出不窮，外資企業如何在金融產業上克服大陸的

信用問題，在產品市場上克服仿冒的問題，這可能是一個大挑戰。第二個問

題是，大陸市場雖然龐大，但各省之間卻經常出現各種形式的貿易壁壘，使

得商品的自由流動困難重重，這對於外資企業要開壁大陸內市場是一個最大

的阻力。 

最後，大陸自 1979 年改革開放以來，其經濟體制就不斷的在改變，希望

早日與西方先進國家接軌，以加強其經濟發展。時至今日，大陸是一個非常

龐大的區域，中央、省、市、及特區幾乎都有各自的法律與規定。尤其在「上

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思考下，各地方的法令想要整合一致，可說是一項非

常艱巨的工程。現在大陸中央希望藉助 WTO 的外力，來進一步達到法令統

一與市場統一的目的。然而，不可諱言的，其間必須付出的代價必然龐大，

尤其大陸仍然面臨著嚴重的區域失衡、勞動失業、及巨額呆帳的情況下，在

體制改革與自由開放下，其所付出的成本將更為可觀。 

 

 

第三節 兩岸經貿政策之理性抉擇 

    海峽兩岸的政府在多年來，對於政治理念的不同，導致所採取的經貿政

策也不相同，自中國大陸 1979 年開放市場且進行經濟改革後，與台灣的已

有近三十年的經貿交流，兩岸間投資與貿易密切的程度日與劇增，但因為兩

岸間的政治立場衝突，使得在經貿交流中往往被加入許多政治意圖，使得兩

岸關係一直無法正常化發展。但兩岸經貿迅速發展的程度是無庸置疑的，我

們可以從台灣對中國大陸的進出口貿易產值(表 3-4)與對中國大陸貿易總額

(表 3-5)就可以明顯看出，台灣多年對中國大陸貿易順差，且對中國大陸貿

易總額從 90 年的 310 億美元到 96 年的 1053 億美元，成長的速率相當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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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4：台灣對中國大陸出入口貿易統計表     單位：百萬美元；% 

年   

出口估算值 進口值 順（逆）差 

金額 比重 成長率 金額 比重 成長

率 

金額 成長率 

90 年 25,607.4 20.3 -6.7 5,903.0 5.5 -5.2 19,704.4 -7.1 

91 年 31,528.8 23.3 23.1 7,968.6 7.0 35.0 23,560.2 19.6 

92 年 38,292.7 25.4 21.5 11,017.9 8.6 38.3 27,274.8 15.8 

93 年 48,930.4 26.8 27.8 16,792.3 10.0 52.4 32,138.1 17.8 

94 年 56,271.5 28.4 15.0 20,093.7 11.0 19.7 36,177.8 12.6 

  95 年 63,332.4 28.3 12.5 24,783.1 12.2 23.3 38,549.3 6.6 

96 年 74,245.9 30.1 17.2 28,015.0 12.8 13.0 46,230.9 19.9 

97 年 73,977.8 28.9 -0.4 31,391.3 13.1 12.1 42,586.5 -7.9 
        資料來源：經濟部國際貿易局，http://cweb.trade.gov.tw， 

                  檢索日期 2009 年 4 月 5 日。 

 

            表 3-5：台灣對中國大陸貿易總額表     單位：百萬美元；% 
 

           資料來源：經濟部國際貿易局，http://cweb.trade.gov.tw， 

                     檢索日期 2009 年 4 月 5 日。   

      

    此外，在進出口至中國大陸來說，我們可以從各國對中國大陸出口比重

趨勢圖(圖 3-1)與各國對中國大陸進口比重趨勢圖來看(圖 3-2)，台灣從 91 年

年   
貿易總額 

金額 比重 成長率 

 90 年 31,510.4 13.4 -6.4 

91 年 39,497.4 15.9 25.3 

92 年 49,310.6 17.7 24.8 

93 年 65,722.7 18.7 33.3 

94 年 76,365.2 20.0 16.2 

   95 年 88,115.5 20.6 15.4 

96 年 102,260.9 21.9 16.1 

97 年 105,369.1 21.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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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相對於其他國家，台灣佔的比例也是最高，所以可說兩岸經貿關係不

論是對台灣或是中國大陸，都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對台灣而言，中國

大陸更是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 

 
          圖 3-1：各國對中國大陸大陸出口比重趨勢圖 
 
          資料來源：經濟部國際貿易局，http://cweb.trade.gov.tw， 

                   檢索日期 2009 年 4 月 5 日 

 
             圖 3-2：各國對中國大陸大陸進口比重趨勢圖 
    
            資料來源：經濟部國際貿易局，http://cweb.trade.gov.tw， 
                     檢索日期 2009 年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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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岸經貿政策制度上，在中國大陸方面，對於兩岸的經貿政策一直是採

取較為明確的政策，希望透過合作的方式來加速自身經濟成長，而台灣方面

在兩岸經貿政策則出現較為被動的狀態，主要是以維持「務實、穩健、前瞻」

為主要方向。「務實」是指台灣基於地緣、語言、文化等優勢與地理位置，

在世界各國的競爭下，不能放棄此一市場之開拓。「穩健」是指台灣不能因

政治立場的不同而減損經濟利益，對於台商的投資活動應採取漸進、穩健的

方式以保障台商企業的利益。「前瞻」所指的是經貿交流的目的是讓中國大

陸經濟市場化(周是忠，2004：45)。 

    在兩岸加入 WTO 的過程中，由於中國大陸堅持要比台灣早先入會，雖

然台灣的貿易體制較中國大陸更為貼近 WTO 的基本理念，但 WTO 各會員

國間的默契仍是讓中國大陸先入會，由此可看出兩岸在國際關係的角力，台

灣總是略遜一籌，台灣雖不認同中國大陸的打壓行為，但為了能夠與世界上

大多數國家貿易正常往來，加入 WTO 對台灣而言仍是理性抉擇，即便是在

過程中遭受到政治壓迫。而對中國大陸而言，雖不願承認與台灣在國際地位

上是平等的，但在加入 WTO 後，兩岸在 WTO 組織內是具平等地位事實，

中國大陸也無法抗拒，因為這就是組織制度的規範，在制度的規範下，每個

會員國都必須遵守遊戲規則。 

    在加入 WTO 的名稱方面，台灣並未能以主權國家的立場加入，而是以

「台灣、澎湖、金門及馬祖個別關稅領域」的名稱加入，這對台灣的國家尊

嚴來說，無疑是另一種傷害，即使了解無法以台灣名義加入 WTO，但台灣

仍堅持要加入 WTO，目的即是期望能夠成為全球化經濟下的一份子，而非

是被孤立的角色。如同理性制度主義者強調策略性的互動，以決定最後的結

果，也就是說行為者產生行為是因為基於策略的考量，而不是因為個人的歷

史因素，當無法以台灣－一個主權獨立國家的名義加入國際組織時，台灣必

須捨棄情感面的訴求，基於加入策略的考量，選擇傷害較低且能代表台灣的

名稱加入 WTO 甚至任何的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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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日馬英九總統所提出的「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備受關注，而台灣究竟應不應該跟中國

大陸簽署 ECFA 議題，更是近期朝野爭議不斷的話題。在 WTO 架構下，兩

岸貿易尋求正常化的發展，台灣近年來不斷的希望能夠與如日本、韓國等主

要的貿易夥伴簽署自由貿易協定（FTA），而中國大陸更是台灣主要貿易夥

伴的一員，因此馬英九總統認為與中國大陸簽訂 ECFA 是勢在必行且不可不

做的事。 

    近年來，兩國間簽訂 FTA，或於區域間成立自由貿易區蔚為潮流。這些

雙邊或多邊的貿易協定最大的特色，在於特定國家相互給予貿易免稅或極低

關稅之優惠。由於東協十加三5即將共成自由貿易區，如此一來對台灣的影

響將非同小可。東協加三的自由貿易區一旦成立後，屆時東協與中日韓三國

間的商品貿易將全部免稅，而這些國家佔我國出口總額的六成以上，東協加

三成形後將重創我國的紡織與塑化等行業。就台灣目前的經濟情勢來看，一

旦被屏除在東亞十加三自由貿易區域之外，對於以貿易出口為主要經濟支柱

的台灣而言勢必造成極大的影響。其中的影響不僅包括我國的出口產品、更

可能因為出口課稅問題造成台灣產業前往中國大陸、東協投資，而使得台灣

投資減少。因應當前經濟局勢，台灣自然應該積極與東亞各國進行自由貿易

區談判，然而在面對中國大陸大陸反對的壓力下，台灣近來年難以與東協各

國達成自由貿易的協定。因此，政府期望能夠與大陸簽訂 ECFA，希望能夠

推動兩岸關係正常化，更能避免台灣被邊緣化。 

    但 ECFA 的爭議在於有在主權問題上，被認為有自我矮化之嫌，因簽訂

ECFA 被認為就是承認台灣與大陸是在一個中國大陸架構下的「地區」與「地

區」之關係，被矮化成「準附庸國」之地位。涉及政治及主權議題，使得台

灣人民對於此一政策有不少的疑義。此外由於金融海嘯波及，台灣經濟開始

蕭條，失業率也節節攀升，兩岸簽訂 ECFA 之後，因關稅等貿易障礙解除，

大量中國大陸低價產品更易傾銷台灣，將使原本以台灣內需市場為經營基本

                                                 
5 東協十國分別為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汶萊、越南、寮國、緬甸及柬埔寨，  
  加三則是指中國、日本、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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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的傳統產業及農業部門大量倒閉或產能萎縮，減少勞動聘僱，此情況對於

台灣目前高失業率的情況而言，可能更是雪上加霜。 

    ECFA 另一爭議點是被認為一旦簽署了 ECFA，台灣將會更加依賴中國

大陸，事實上就筆者的認知，台灣在許多產業目前為止都已經有相當依賴中

國大陸的現象，台灣當局應該重視的是，對於國內的廠商或產業，該如何維

持其應該有的發展空間 

    日前經濟部長尹啟銘說明兩岸商討 ECFA 是由海基會與海協會負責，筆

者認為若兩岸能在符合 WTO 架構的前提下，討論 ECFA 此議題，應該是最

合適的狀態，但在 WTO 架構下，中國大陸與台灣是居於平等地位，中國大

陸長年以來對於這樣定位並不認同。因此，我們必須探討台灣究竟如何在不

矮化主權、不傷害台灣利益且嚴防過度依賴中國大陸的前提下，與中國大陸

簽訂 ECFA，而若簽訂 ECFA 有著無法避免的缺點，但也有相當的利益時，

兩岸政府如何做出最適當的理性抉擇，必須要密切觀察。 

    在第二章筆者曾提及，理性制度主義者強調策略性的互動，以決定最後

的結果，也就是說行為者產生行為是因為基於策略的考量，而不是因為個人

的歷史因素，其次，行為者也會預期其他行為者的期望如何，而採取相對應

的行動。因此制度結構中包含了這些互動，以決定當中參與的行動者如何從

「交易」中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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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主要交代兩岸加入 WTO 的進程，與在加入 WTO 時，兩岸分別做

出的承諾，而兩岸加入 WTO 後對各自國內經濟的衝擊與兩岸經貿關係的改

變，也一一的探究。由於 WTO 的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原則，是所有會員

國都必須遵守的制度，兩岸加入 WTO 後也不例外，兩岸將會更加開放國內

市場，同時解除不當的貿易管制，如此一來將會使得兩岸經貿關係結構上有

大幅的改變。 

    面臨加入 WTO 後的挑戰，政府與企業應該以提昇產業競爭力著手，維

繫產業的成長力，再加上 WTO 為一良好的溝通平台，兩岸可以同為會員國，

地位對等方式展開會談與溝通，解決長久以來兩岸因為政治歧見，對雙方經

貿政策所造成的困擾，將會對兩岸經貿關係正常化有很大的助益。 

    總體來說，兩岸分別加入 WTO 後，在短期內都會受到相當程度的衝擊，

但就長期而言，WTO 可以有效監督各會員國貿易自由化之執行，透過雙邊

及多邊諮詢建立國際貿易的規範，降低各會員國間關稅貿易障礙，提供一個

穩定的國際貿易環境，對台灣與中國大陸的對外投資、貿易擴展和競爭力提

升都有正面的幫助(趙永祥，2002：139)。 

    兩岸在加入 WTO 的過程中，許多談判協商的過程，都在理性選擇制度

下期望獲得對自己最有利的結果，至今兩岸是否簽署 ECFA 更是如此，透過

制度或規範的設計，有效的減低交易成本，對兩岸而言都是互惠互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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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加入 WTO 後兩岸經貿政策之發展 

    兩岸分別在 2001 年底與 2002 年初正式成為 WTO 的一員，此時的台灣

正由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在加入 WTO 之前台灣的大陸經貿政策以「戒急

用忍」6為主，但在加入 WTO 後，因遵循 WTO 原則與規範，陳水扁總統在

2001 年 7 月邀請產官學界召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經發會)中提出「積極

開放，有效管理」以代替過去「戒急用忍」的兩岸貿易原則。而中國大陸針

對對 WTO 所承諾的事項，對於其經貿政策也有所調整，本章首先從台灣與

中國大陸大陸的經貿政策轉變談起，最後則分析加入 WTO 後，對台商所產

生的影響。 

 

第一節 台灣經貿政策之調整 

    2002 年當時的行政院大陸委員會主委蔡英文發表在台灣加入 WTO 後，

台灣政府兩岸經貿政策之調整(蔡英文，2002：XX-XXIII)，將台灣政府經貿

政策之轉變分為六項來討論，分別為兩岸貿易、大陸投資政策、開放陸資來

台政策、兩岸金融問題、兩岸人員往來問題及「三通」與「直航」問題： 

  壹、兩岸貿易市場 

    兩岸貿易市場調整方面，在不對國內產業造成太大衝擊的前提下，盡可

能地開放台灣市場，2002 年 2 月台灣大幅增加准許自大陸進口之物品項目，

總計開放項目農產品 835 項，工業產品 1223 項，連同已開放項目總計達 7700

項，占產品總項數 72.57％，同時，建立每六個月一次的定期檢討機制(蔡英

文，2002：XX-XXI)。台灣截至目前為止，仍不斷的開放大陸物品進口，至

2007 年止，由經濟部公告開放進口之大陸物品項目共計 8,709 項，占全部貨

品 10,923 項中的 79.73%，較加入 WTO 第一年增加了約 7%，以下就台灣對

農業與工業所提出相關政策加以說明： 

一、農業 

    在開放國內市場方面，預期中造成最大衝擊的為農業，台灣由於地狹人

                                                 
6 「戒急用忍」為 1996 年 9 月 14 日前總統李登輝在全國經營者大會致詞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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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且農業屬小規模經營型態，而中國大陸農產品種類與台灣類似，且兩岸

的農業生產條件及消費習慣相近，但相對上，中國大陸工資便宜，農產品生

產成本低，因此，開放中國大陸農產品進口可能衝擊國內部分農業(蔡學儀，

2003：270)。 

    加入 WTO 後，因關稅減讓及撤銷非關稅障礙等市場開放措施，將使得

農產品進口量大增，致使國內部分農產品產量減少，降低農業產值，農民生

計將大受影響。其中影響較大者為生鮮蔬果、漁產品、畜禽肉等。另一方面，

部分具有優勢的水果、花卉、農用品及若干大陸供不應求的農產品，將有增

加對大陸出口的潛力。 

在農業政策方面，根據農委會所做出的報告顯示，農業政策必須將過去

以提升生產力為核心的農業政策，轉變為以提升競爭力為主軸，將農業推進

到發展知識經濟的階段，因此農委會研擬相關因應措施，提出八大政策7，

以下將重點內容摘要說明： 

    (一) 發展高科技農業 

    於農委會提供新興高科技農業所需的技術、產程、商品化方法及資金融

通誘因，鼓勵企業投資高科技農業，促進農業走向專業化、精緻化。同時規

劃設置高科技農業技術專業區（例如農業生技園區），兼具研發、產銷、加

工及轉運功能。 

    (二) 推動農業策略聯盟 

    加強輔導農民組成產銷班，並有效整合、結合農業合作社及農漁會等農

民組織，俾發揮規模經濟效益與技術效率(國際合作處，2001：40)。同時將

推動以農會為中心的產製銷策略聯盟，串聯全體農民的力量，建構完善的農

產品行銷網與農業金融體系，以提高競爭力。 

    (三) 農業工業化與企業化經營 

    農業生產將由初級產業，推升至二級、三級產業，達到產、製、銷一元

化的地步，並導入企業經營的觀點與策略，帶動農業工業化及企業化(國際

                                                 
7參考自行政院農委會網站，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181&print=1，檢索日期 2009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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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處，2001：41)，如此一來不僅讓農民不僅能獲取田間的利潤，也能從

發展食品加工、運銷、農村休閒及拓展外銷等方面提升產品之附加價值，獲

得更多利潤。 

    (四) 發展有潛力的精緻農業與休閒農業 

    加入 WTO 後，除稻米產業因兼具糧食安全與生態環境功能仍需給予適

當保護外，其餘農產品將儘量由市場競爭力決定產業發展(國際合作處，

2001：41)，因此農委會將選擇具市場潛力之農產品項目，全力輔導，發展

精緻農業，另配合休閒旅遊之興起，輔導發展休閒農漁業，推動休閒農漁園

區，建構農業休閒旅遊網，加速促進農業轉型為三級產業，提高農民所得與

提升國民休閒旅遊品質。 

    (五)拓展多元化行銷通路  

    農產運銷為聯繫農業生產與農產消費之服務性業務，加入 WTO 對運銷

業者直接影響不大，但對國產品之銷路則會產生競爭、排擠效應。因此未來

除提高農產運銷資訊系統功能，建構農民團體運銷策略聯盟外，也辦理生鮮

農產品品質認證制度，並結合產業文化與產季特色，辦理促銷活動，提升國

人對國產品認同度(國際合作處，2001：41)。 

     (六) 開發具競爭力之國外市場 

         首先針對目標市場規劃促銷之重點項目，積極組團參加國際性農產品

展覽，以提升台灣農產品之國際形象及知名度，並且拓展台灣農產品之外銷

機會。此外，配合個別產業特性與需求，協助相關公會、團體辦理國外市場

之拓展工作，重點拓銷產品包括花卉、蔬果、水產、茶葉、果汁、調理食品

及休閒食品等，將我國產農產品推薦給國外消費者，以促進商機。 

    (七) 採取短期價格穩定措施 

    我國於剛加入 WTO 之短暫期間內，因開放進口及預期心理的影響，價

格可能下跌，為有效穩定價格，農委會特別針對入會後最有可能受到衝擊之

18 種敏感性農牧產品以及主要的沿近海與養殖水產品擬定短期價格穩定措

施。短期價格穩定措施係區分成三種狀況，依不同狀況擬定不同的救助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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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即當產品之產地價格下跌至直接生產成本 90％以內（不明顯損害），將

採取促銷、收購、輔導加工等措施；當產地價格下跌至直接生產成本 80％

至 90％之間（明顯損害），除繼續辦理前述措施外，將加強辦理收購、冷存、

提供低利貸款及耕鋤廢園等；當產地價格下跌至直接生產成本 80％以下（嚴

重損害），除繼續辦理前述之輔導措施外，將增加廢園面積及次級品之收購

廢棄數量，並輔導不具競爭力之業者退出產業。  

    (八) 加強受進口損害救濟、救助措施 

    加入 WTO 後，如因開放市場或降低關稅而使進口量大幅增加，致國內

農業受到損害時，我國可依 WTO 規範，採取防衛措施；對於實施關稅配額

之 22 種農產品，將加強進口配額管理，以維護進口秩序；其中對花生、東

方梨、蔗糖、大蒜、檳榔、肌肉、液態乳、動物雜碎、紅豆、乾香菇、柚子、

柿子、乾金針及猪腹脅肉等 14 種敏感農產品，可採行「特別防衛措施」，亦

即該產品當年之進口量超過基準數量，或進口價格低於基準價格 10%以上，

可立即課徵額外關稅(國際合作處，2001：42)。並且擴大適用受進口損害救

助農產品範圍，以及允許在加入 WTO 前實施先期產業結構調整措施；受進

口損害或有損害之虞之農產品，得依不同損害程度，採取不同之救助措施。 

 

二、工業 

    在工業方面雖然衝擊不如農業嚴重，但根據經濟部國貿局所提出的對工

業影響評估報告8，台灣仍應積極提升總體工業產品競爭力，且積極運用

WTO 的防衛措施，以保持工業產業之發展。首先在提高競爭力方面，可分

為以下三個面向討論： 

    (一)提高競爭力 

   應持續透過科技專案計畫支持改善經營管理，提升產品品質、生產力， 

以支援工業升級。並且執行振興傳統產業政策，擴大專案輔導規模，努力協

助軍公營事業企業化經營。 

                                                 
8參考自經濟部國貿局網站，http://cwto.trade.gov.tw/kmi.asp?xdurl=kmif.asp&cat=CAT312， 
   檢索日期 2009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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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鼓勵工業創新 

        政府應落實執行「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獎勵「重大效益、高風險、需

扶植」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並擴及中小企業亦得適用優惠。 

    除此之外，透過科技專案計畫開發或引進新技術、新產品，並導入學術

資源，以支援工業創新，並且引介、運用新科技，加強工業設計及工程能量，

開發創意產品及提升核心競爭能力。 

    (三)因應產業結構調整， 

    政府應積極協助國際競爭優勢企業全球營運，加強建置相關設施及訓 

人才；針對協助國際競爭力消退之企業升級轉型，或海外營運。政府也極 

極促進技術服務業發展，培訓人才及建置相關設施，並針對新興產業提供訓

練計畫。 

為降低入會對部分競爭力較弱之內需型產業造成衝擊，經濟部提出 

相關產業可申請受害調查及進口救濟的計畫，政府可依反傾銷或防衛條款作

出保護措施。 

  貳、大陸投資政策 

1979 年中國大陸市場積極改革開放，由於當時台灣貿易環境正處

於對外尋求新市場的時刻，與台灣鄰近且文化、語言相近的中國大陸

大陸，變成了台商的第一選擇。中國大陸大陸天然資源豐厚，且勞動

成本便宜，經營成本較其他已開發國家低，能夠以低成本、高利潤吸

引外國投資。加上大陸有 13 億人口，市場潛力雄厚，特別是自改革開

放以來，經濟迅速的發展，更是吸引台商前往投資的另一原因。 

其次，由於中國大陸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極需外來資金協助，加

上「以商促統」的政治企圖，因此對吸引台商對中國大陸投資不餘遺

力。早期中國大陸給予台商經營自主權，並提供比其他外商更優惠之

獎勵措施，即使最近幾年因為總體經營環境改變，台商不再享有過去

那麼多的優惠，但重點發展產業，如新技術產業、軟體產業及積體電

路產業等，中國大陸仍給予優惠鼓勵(蔡學儀，200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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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0 年政府開放台商赴中國大陸投資以來，台商赴中國大陸活

動蓬勃發展。最初在 1991 年投資件數僅 237 件，投資金額 1.74 億美元，

佔當年政府核准對外投資金額比例 9.52%，然而到了 1999 年，投資件

數已累積到 22,134 件，投資金額累計為 144.95 億美元，以佔核准對外

投資金額比例為 27.97%。累積 1991 年至 2007 年底，台灣對大陸地區

投資金額 648.69 億美元，投資件數為 36,538 件，平均佔核准對外投資

比重 55.40%(表 4-1)，由此統計可看出，台商對於赴大陸投資金額逐年

來不斷的增加，中國大陸成為了台灣對外投資最主要國家。 

      表 4-1 台商對中國大陸投資金額統計表   單位：百萬美元 
期間 經濟部核准資料 中國大陸對外公佈資料 

件數 金額 平均每

件金額 
項目 協議 

金額 
實際 
金額 
 

1991-1992   501   421.15 0.84  9,870 8,243.53 1,894.10 
(含 1991 年以前) 

1993*  9,329 3,168.41 0.34 10,948 9,964.87 3,138.59 
1994   934   962.21 1.03  6,247 5,394.88 3,391.04 
1995   490 1,092.71 2.23  4,847 5,849.07 3,161.55 
1996   383 1,229.71 3.21  3,184 5,141.00 3,474.84 
1997*  8,725 4,334.31 0.50  3,014 2,814.49 3,289.39 
1998*  1,284 2,034.62 1.58  2,970 2,981.68 2,915.21 
1999   488 1,252.78 2.57  2.499 3,374.44 2,598.70 
2000   840 2,607.14 3.10  3,108 4,041.89 2,296.28 
2001  1,186 2,784.15 2.35  4,214 6,914.19 2,979.94 
2002*  3,116 6,723.06 2.16  4,853 6,740.84 3,970.64 
2003*  3,875 7,698.78 1.99  4,495 8,557.87 3,377.24 
2004  2,004 6,940.66 3.46  4,002 9,305.94 3,117.49 
2005  1,297 6,006.95 4.63  3,907 10,358.25 2,151.71 
2006  1090 7,642.34 7.01  3,752 － 2,135.83 
2007   996 9,979.55 10.01  3,299 － 1,774.37 
2008 年*   643 10,691.39 15.78  2,092 － 1,710.80 
累計至 
2008 年 12
月止 

37,181* 75,560.46 2.03  77,506 － 47,565.60 

註：*為含補辦 
資料來源：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http://www.mac.gov.tw/big5/rpir/sumain.htm 
           檢索日期 2009 年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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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加入 WTO 後，針對對大陸投資政策調整的方向，主要是落

實「積極開放、有效管理」的中心思想。積極開放，充分考量企業「全

球佈局」的需要，在 2002 年所公佈的相關調整措施包括： 

  第一，取消五千萬美元投資上限，以因應可能的大規模投資； 

  第二，全面放寬小額投資的管制，二千萬美元以下投資採簡易審查制 

        度，如果主管機關在投資人備齊完整文件後一個月內未作准駁 

        決定，即自動許可並生效。至於兩千萬美元以上的案件，也採 

        取標準明確的專案審查制度，盡可能減少政策的不確定性。 

    但根據 2008 年 8 月最新修定的「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

原則」，關於投資上限個人是每年五百萬美元；中小企業為新臺幣八千

萬元，或淨值或合併淨值之百分之六十，其較高者(表 4-2) 。在放寬小

額投資的管制方面，五千萬美元以下為簡易審查。 

 

      表 4-2 投資人對大陸投資金額上限表          單位：新台幣元 

類別 淨值或合併淨值 對大陸投資累計金額或比例上限 
(一)個人及中小企

業 
   

八千萬元 

(二)實收資本額逾

新臺幣八千萬

元之企業 

五十億元以下者 淨值或合併淨值之百分之四十或八千萬元（較

高者） 
逾五十億元，一百

億元以下者 
五十億元部分適用百分之四十，逾五十億元部

分適用百分之三十 
逾一百億元者 五十億元部分適用百分之四十，五十億元以上

未逾一百億元部分適用百分之三十，逾一百億

元部分適用百分之二十 
   資料來源：台北市法規查詢系統

http://www.law.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showmaster02.jsp?LawID=A04010
0061000100-20080829，檢索日期 2009 年 4 月 15 日 
 
     在有效管理方面，強調風險分散及資源雙向流動觀念。台灣經濟規

模小，資金有限，因此，廠商大陸投資資金來源應該多元化，並確保企

業財務的健全，同時也必須建立鼓勵利潤、資金回流的機制，以免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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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的問題。另外，也要求企業資訊透明化，廠商要將在大陸投資的資

訊充分揭露，以保障交易安全。 

 

 参、開放陸資來台政策  

考量兩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及資金的正常雙向流動，准許大陸資金

到台灣投資已是相當重要政策方向。開放陸資來台，依照行政院陸委

會規劃分為幾個階段推動： 

第一階段：准許大陸資金投入不動產。內政部並於 2002 年 8 月 8

日發布實施「大陸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物權許

可辦法」(蔡英文，2002：XXI)。 

第二階段：開放陸資來台投資服務業(蔡英文，2002：XXI)。在對

其他國開放的 108 項服務業中，已先開放 58 項，並希望後續檢討能讓

陸資進入更多行業；另外，將同步開放陸資進入製造業，但製造業之

開放必須完成相關條文修正後，才能實施。 

至於陸資進入證券市場部分，因涉及短期資金流動管理的複雜問

題且較敏感，必須先推動建立防火牆的工作，才能避免未來開放對國

內金融市場產生不可管控的風險。 

關於陸資來台，最新政策為在 2009 年 4 月行政院召開跨部會會議

討論「大陸地區人民來台投資許可辦法」，決議在開放產業別方面，

將採正面表列方式控管，但包括國防敏感工業、經濟上有獨占寡占和

壟斷性質者、對國內經濟發展有不利影響者等產業，都將列為禁止陸

資來台投資的範疇。經濟部長尹啟銘表示，陸資來台投資管理辦法與

開放項目，預計 2009 年 5 月中下旬完成，規劃製造業、服務業各開放

約 3 成、2 成，包括製造業 63 項、服務業 24 項，以及 11 項公共建設(黃

維助，2009：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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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兩岸金融往來  

在兩岸分別加入 WTO 後，兩岸金融的主要政策方向，是在維護整

體金融穩定的前提下，逐步讓兩岸資金能夠自由、正常的流動，並避

免長期性單向的流出，於是財政部於 2002 年 8 月初修正發布「台灣地

區與大陸地區金融業務往來許可辦法」，政府採取具體作做法包括(鄧

利娟，2002：110、林祖嘉，2005：118)： 

一、准許境外金融銀行與大陸金融機構直接往來 

    為落實發展國際金融業務分行(Offshore Bank Unit，簡稱ＯＢＵ)

成為海外及大陸台商資金調度中心之既定政策，於 2001 年 11 月開放

台灣地區銀行海外分支機構與國際金融業務分行得與大陸地區金融機

構為金融業務往來(林祖嘉，2005：118)。業務往來之範圍包括：收受

客戶存款、辦理匯兌、簽發信用狀及信用狀通知、進出口押匯之相關

事宜、代理收付款項、與前開業務有關之同業往來(鄧利娟，2002：115)。 

 

二、開放國內外匯指定銀行與大陸金融機構直接通匯 

    2002 年 8 月，開放國內外匯指定銀行與大陸金融機構直接通匯，

並放寬對大陸地區匯出款項目，增加文教商務、廣播電影出版品、兩

岸通信費用及經主管機關許可之兩岸直接經貿往來項目等四類匯出款

項目。兩岸直接通匯也結束了長久以來兩岸通匯必須經過「第三者」

或「第三地」之歷史 

 

三、開放金融機構赴大陸設置分支機構 

     依據 2003 年 10 月 29 日修正之「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

條例」，第 36 條第 2 項明定臺灣地區金融保險證券期貨機構在大陸地

區設立分支機構9，應報經主管機關許可(林祖嘉，2005：123-124)。台

                                                 
9 包括代表人辦事處、分行及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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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至今共有 7 家台灣銀行10在大陸設立代表處，2 家台商合資銀行，15

家台灣證券公司在大陸設立 25 個代表處11，但台灣方面長期以來對大

陸金融機構進入島內態度謹慎，迄今未批准已獲大陸官方批准的浦東

發展銀行、工商銀行香港子公司(工行亞銀)、興業銀行與招商銀行等 4

家銀行提出赴台設立代表處的申請。 

    兩岸金融合作若要進一步深入發展，正常化的溝通渠道仍不可

少，但要取得官方性質的交流機制較為困難，目前仍採取民間協商方

式，如 2008 年馬英九總統上台後，開始由海基會與海協會共同舉辦之

「江陳會」，便對兩岸金融合作積極地做進一步之討論。 

  

  伍、兩岸人員往來 

    就觀光業而言，《大陸地區來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12》第 3 條規定，

自 91 年 1 月開辦，開始試辦開放第三類物件，包括赴海外留學或旅居海矮

外取得當地永久居留權的大陸人士來台觀光。同年 5 月，將開放物件擴大至

第二類，即出國旅遊或商務考察的大陸地區人士可轉來台觀光，同時放寬第

三類物件的限制，允許赴國外留學、旅居國外取得當地永久居留權或旅居國

外四年以上，且領有工作證明者及其隨行之旅居國外配偶或直系血親，或是

赴香港、澳門留學、旅居香港、澳門取得當地永久居留權或旅居香港、澳門

四年以上且領有工作證明者及其隨行之旅居香港、澳門配偶或直系血親來台

觀光。 

    原先僅開放第二、三類人士來台，直到 97 年 7 月 18 日起開放第一類人

士，即有固定正當職業者或學生來台，至今大陸人士來人數激增，98 年 1、

2 月兩個月內，來台觀光人數有三萬六千多人，已達去年一整年來台觀光人

數的三分一(表 4-3、4-4)。 

                                                 
10 分別為彰化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土地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合作金庫銀行、中國大陸信託商 

   業銀行、華南銀行。 
11 參考自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http://www.npf.org.tw/post/3/1454 
   檢索日期 2009 年 4 月 22 日。 
12 參考自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http://www.mac.gov.tw/big5/law/economy/tourist1b.htm 
  檢索日期 200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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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3  大陸地區人民來台觀光統計表（含第一、二、三類） 

年月別 
申請 核准 入境 出境 

團數 人數 團數 人數 團數 人數 團數 人數 
91 188 2,662 178 2,526 160 2,151 154 2,065 
92 1,011 14,890 996 14,563 911 12,768 905 12,677 
93 1,424 21,214 1,390 20,549 1,347 19,212 1,326 18,880 
94 4,557 61,886 4,359 58,693 4,060 54,162 3,935 52,931 
95 7,649 104,624 7,652 104,160 7,342 98,545 7,338 98,629 
96 7,558 86,852 7,575 85,646 7,219 81,904 7,174 81,770 
97 8,081 92,376 8,149 91,636 8,185 89,256 7,863 87,520 
98 

(1-2 月) 
2,195 39,961 2,104 36,991 2,546 36,382 2,313 33,160 

98.01 1,005 20,393 1,066 20,958 1,386 19,724 1,130 13,109 
98.02 1,190 19,568 1,038 16,033 1,160 16,658 1,183 20,051 
合計 32,663 424,465 32,403 414,764 31,770 394,380 31,008 387,632 

資料來源：內政部出入國及移民署，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info9803.asp，檢索日期 2009 年 4 月 15 日。

  

           表 4-4 大陸地區人民來台觀光第一類統計表 

年月別 
申請 核准 入境 出境 

團數 人數 團數 人數 團數 人數 團數 人數 
97.07 212 5,928 186 5,072 162 4,476 100 2,761 
97.08 240 6,226 261 6,738 270 7,009 291 7,772 
97.09 406 10,281 370 9,313 364 8,822 265 6,302 
97.10 478 12,056 479 12,040 574 11,035 528 11,619 
97.11 482 11,448 481 11,434 709 12,548 676 13,190 
97.12 491 11,584 488 11,252 643 10,359 582 9,891 

97 年合計 2,309 57,523 2,265 55,849 2,722 54,249 2,442 51,535 
98.01 780 20,154 802 20,680 1,035 19,345 618 12,552 
98.02 717 19,052 594 15,561 861 16,348 905 19,761 

98 年合計 1,497 39,206 1,396 36,241 1,896 35,693 1,523 32,313 
總計 3,806 96,729 3,661 92,090 4,618 89,942 3,965 83,848 

資料來源：內政部出入國及移民署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info9803.asp，檢索日期 2009 年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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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政府也大幅放寬大陸高科技人才來台限制，希望能夠加強兩

岸學術及產業科技人才交流，同時，也將配合直接貿易、陸資來台等

政策，開放大陸人士來台從事商務活動，這也將進一步擴大兩岸經貿

的交流，並有利於跨國公司在台灣可以利用大陸人才處理兩岸間的運

作。 

 

  陸、「三通」問題 

     台灣政府在李登輝總統執政時期，當時所執行的兩岸經貿政策為

「戒急用忍」，限制企業赴大陸投資的上限和投資項目，但此時中國

大陸卻依然積極推動兩岸經貿往來與三通政策，1996 年 8 月中共頒佈

「台灣海峽兩岸航運管理辦法」，以及「關於台灣海峽兩岸貨物運輸

代理業管理辦法」，11 月又公佈「關於實施台灣海峽間兩岸航運管理

辦法有關活動的通知」，同時並開放福州、廈門兩港作為直航的港口，

這些動作都是中共方面為了加入兩岸直航所做的準備(蔡學儀，2003：

92)。 

    台灣直到 200 年政黨輪替後，陳水扁總統在 2000 年 12 月推動召

開兩岸跨黨派小組第一次會議，表現在兩岸關係中主動積極的一面，

全力推展改善兩岸關係，並期望兩岸在相繼加入 WTO 後，在協商方面

能有進一步的發展。2009 年 1 月 1 日，政府開始試辦金門、馬祖、澎

湖地區與大陸地區小三通(蔡宏明，2002：140)。此時可說政府已體認

到「三通」是兩岸經貿關係正常化不可迴避的問題。 

    所謂「三通」，狹義的定義是只單純的直接貿易、直接海空運輸、

直接郵政與通訊關係；若就廣義的定義加以界定，則 WTO 規範之貿易

行為包括商品、農業、服務市場開放，應屬於「通商」之範疇，其他

相關之人員、資金、資訊的雙向直接來往，皆屬於「三通」之範圍蔡

學儀，2003：94)。但一般而言我們談論三通時，多採狹義之定義，具

體內涵包括「直接通郵」、「直接通航」、「直接通商」三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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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郵部分，可能衍生的後遺症與可能產生的衝突為最小，也較

少引起爭議，在兩岸交流頻繁的的狀態下，台灣在 1989 年開始兩岸郵

件遞送服務，但此時仍透過第三地轉接兩岸的電話和電報業務。1993

年辜汪會談時，兩岸簽訂「兩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此

時兩岸政次開辦掛號郵件(蔡學儀，2003：97)。 

    2001 年，因應加入 WTO 後開放兩岸貿易往來，台灣政府提出增

辦兩岸包裹、快捷郵件等業務。在電信往來部份，在 1997 年前，兩岸

通話須經第三地電信局轉接，至 2003 年 2 月，兩岸通話改由兩岸分別

租用國際纜線直接通話，不再透過第三地轉接，兩岸通話成本大幅降

低(蔡學儀，2003：97)。 

    在「通商」部分，可分別兩部分來討論，分別為商品貿易與服務

業貿易： 

一、商品貿易  

    商品貿易是根據「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貿易許可辦法」辦理，目

前自大陸進口商品係採許可制，進口目前仍有相當限制，尤其是農產

品，因為國內農業影響重大，仍限制較多。而對大陸出口，則無產品

項目之限制，兩岸進出口貨品之運輸必須由第三地區以間接方式為之。  

二、服務貿易  

    服務貿易主要係以投資及人員直接提供服務方式進行，其規範重

點係在投資與設置據點。我國目前對陸資來台投資採嚴格管理方式，

禁止大陸自然人、法人直接來台從事直接（事業）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或證券投資（Portfolio Investment）。對於含有陸資之外國

企業來台投資，亦有嚴格限制，直接投資採「原則禁止，例外許可」

方式管理，證券投資則屬禁止。  

    2001 年兩岸加入 WTO 後，配合 WTO 之規範，開放兩岸直接貿易，

並考量降低大陸產品的貿易障礙，適度開放大陸物品進口，開放大陸

物品進口在先前已論述，此處則不再贅述。同時研擬設立「兩岸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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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包括中正機場、小港機場貨運園區、高雄港和台中港都將朝

自由貿易港區發展。而國際和大陸商務人士進出自由貿易港區，原則

上可享有七十二小時落地簽證及免簽證(蔡學儀，2003：101)。 

   「通航」部分，由於對台灣安全性顧慮大於政治性，相較於通郵和

通商，政府對於兩岸通航考慮更加保守，1994 年當時經建會主委蕭萬

長提出「亞太營運中心」構想，並表示可以在「國統綱領」原則下，

規劃「境外航運轉運中心」，以貨不通關，人不入境方式擴大兩岸實

質往來(行政院大陸委員會，2007：129)，當時中國大陸則表示願意在

「一個中國大陸，雙向直航，互惠互利」的原則下，促進兩岸航運事

業的發展(蔡學儀，2003：100)，但由於中國大陸將兩岸航運界定為特

殊管理的國內運輸，遭受到當時台灣政府的拒絕，使得兩岸通航一事

停滯不前。 

    直至兩岸先後加入 WTO，雙邊貿易關係進入新的局面，在 WTO

架構下，兩岸必須遵照國際規定開放並進行貿易往來，此時台灣政府

也對三通議題做出回應。2001 年 8 月台灣政府准許民間航運業者與大

陸洽談航運業務合作事宜(行政院大陸委員會，2007：128)。 

    兩岸直航最大的突破應是在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兌現其競選承諾，

首班兩岸週末包機於 2008 年 7 月 4 日啟航，台灣開放桃園國際機場、

台北松山機場、高雄小港機場、台中清泉崗機場、花蓮機場、台東機

場、金門機場及澎湖馬公機場等八個航點；大陸則開放上海浦東機場、

北京首都機場、廣州白雲機場、廈門高崎機場、南京祿口機場等五個

航點。大陸的機場則以起降上海機場 157 班次最高，其次依序為廣州

機場起降 62 班次、北京機場起降 61 班次、廈門機場起降 31 班次及南

京機場起降 9 班次，目前兩岸直航班次每週有 270 班。由於兩岸直航

後，大幅降低兩岸貿易交易成本，對於兩岸貿易互動將會帶來更實質

的貿易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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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雖然是兩岸間貿易不可避免的過程，但針對「三通」可

能產生的問題，也不可忽視，尤其是對台灣安全的衝擊，以下則分為

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三方面來討論(陳明通，2004：9-10)： 

一、政治安全 

在三通議題中，嚴格來說只剩下「直接通航」的問題，而此議題

也成為現階段中共對台政策尋求突破的核心目標，在其策略運用上，

主要以經濟利誘為手段，且以「一國兩制」政治目的為依歸。  

    中共要求兩岸直航，雖根植於政經利益的考量，但也不免重視政

治目的，所以為了追求早日達成兩岸直航，中共在政策運作上，是以

「經貿」與「兩岸交流」為主軸，期望能達到與台灣的互動是以一個

中國為前提的目的(陳明通，2004：10)。  

    面對中共採行的各種策略，過去台灣當局對兩岸直航採取一系列

的因應對策，也是以政治性考量為主，如早期的「三不」政策，「國

家統一綱領」將開放兩岸直航列為中程階段等等。 

但在兩岸交流頻繁，台商往來兩岸間因為成本因素，要求直航航

班增加的聲音將會越來越多，台灣當局如何在不傷害台灣主權的考量

下，在政治和經濟兩者之間取得平衡，將會是台灣當局的重要議題。 

 

二、經濟安全 

    兩岸三通及中國大陸入世兩件經貿大事，可說是對於台灣產業發

展有重大影響。三通可以讓兩岸人員物資互通有無，台灣可以取得低

廉的原料和產品，中共可以吸引台灣的資金與技術，因為中共市場相

對上具有極大的誘惑力，可以預見台灣擁有的資源會逐漸流失(行政院

大陸委員會，2007：130)，特別是傳統產業因為環境的關係，在台灣發

展已經遇到瓶頸，如不能另闢戰場，必然對台灣傳統產業造成損失。  

    兩岸加入世貿組織後，未來兩岸之間的經貿量必然大增，台商前

往中共投資的項目、產業、金額必然大增，在台商大量進入中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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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下，如何避免台灣產業外移，並且規劃對整個經濟產業發展及

經濟前景的相關配套措施(陳明通，2004：9)。 

 

三、社會安全 

    兩岸交流發展雖然有助於和緩兩岸關係，但頻繁的雙向往來，對

社會安全、治安、疾病防疫亦存有一定程度的影響(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2007：131)，特別是在社會治安部分，預期可見的未來非法打工、逾期

滯留、走私、偷渡等種種不法情事，越形嚴重，甚至兩岸三地組織犯

罪可能結合，影響台灣治安甚鉅(陳明通，2004：10)。 

    其中偷渡問題相當值得關切，除了因經濟因素偷渡來台者，也必

須考慮因政治因素偷渡來台者，無論是何種偷渡客，對台灣國家安全

與社會治安產生重大影響，有必要從國家安全與社會治安角度考量因

應對策與作法。此外，大陸人士來台後若尋求我方體系婚配、定居甚

至工作，都會進一步衍生出社會福利支出、教育問題、及整個人口結

構產生影響。 

 

 

第二節 中國大陸經貿政策之調整 

    政府職能的規範和管制的逐步放鬆是中國大陸改革開放政策中主要的

政策，同時，加入 WTO 將加快中國大陸經濟制度的市場化改革，為其提供

有益的參照和新的動力。根據 WTO 的規範和原則，中國大陸雖將享有多邊、

無條件和穩定的最惠國待遇等優惠措施。但另一方面，中國大陸應盡的義務

也相當多，例如：削減關稅、逐步取消非關稅措施、取消被禁止的出口補貼，

開放無物業市場，擴大知識財產權的保護範圍、放寬和完善外資政策，以及

增加貿易政策透明度(魏艾，2002：301)。對於中國大陸近年來政策的調整，

以下將分析貿易政策、政府職能轉變、改善宏觀經濟管理、削減關稅與取消

非關稅壁及服務業市場規範逐步放寬五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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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貿易政策 

  一、農業 

 為因應加入 WTO 之後，國外農產品進口所造成的競爭與衝擊，大陸方

面應採取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有13： 

第一，中國大陸須加快農業體制改革，其中又以加速國內農產品流動及

市場化為最優先(林祖嘉，2001b：19)，同時必須改革主要包括糧食、棉、油

等大宗產品由國營事業壟斷收購的規定，而大宗糧食進口亦應開放由民營企

業自由進口。 

第二，加強糧食儲備、調節、及監控等相關管理與制度，一方面可以維

持對進口糧食課稅及對國內生產補貼的目的，一方面可以達到使國內糧食市

場達到產銷平衡的目的(林祖嘉，2001b：9)。 

第三，對於農產品加工加值與農產運銷等功能，亦應加以擴大充實(林祖

嘉，2001b：9)。尤其中國大陸各省境內對於大宗農產口的流動尚有不少管

制，且各省規範不一，在此部分應立即加以鬆綁，以加速農產品的流動。 

第四，提升大陸農產品品質、包裝、衛生檢疫等功能(林祖嘉，2001b：

9)。一方面國外進口產品品質必然會高於大陸本地產品，造成中國大陸本地

農產品的壓力以外；另一方面，大陸產品出口也勢必遇到更多檢疫上的問

題，因此如何全面提升大陸農產品的衛生檢疫，將是一大挑戰。 

第五，加強農產品的研發，提升品質、增加產量、降低生產成本(林祖嘉，

2001b：9)，唯有不斷增加農產品的國際競爭力，才能夠與國外農產品競爭(蔡

學儀，2003：284)。 

除了農業轉型之外，農村人口失業問題也是中國當局必須重視的，如何

將大量的農村剩餘人力導向其他產業，尤其是製造業部門，將是另一個嚴峻

                                                 
13 參考自中國人民網網站，http://www.people.com.cn/BIG5/paper66/671/77919.html 
   檢索日期 2009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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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題。最主要的問題在於農業人口中，有相當人數為文盲或半文盲人口，

這些人轉業可能性非常低。 

 

 二、工業 

    在機械行業方面，中國大陸加入 WTO 後，中國大陸內市場將逐步

開放，進口關稅逐步降低，國外機電產品將蜂擁而來。對正處於結構

調整期的中國大陸機械工業來講，短期內有一定的壓力，但各個分行

業輕重有別，長遠而言則是利大於弊。 

    紡織服裝業，加入 WTO 後，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紡織品出口

方，中國大陸無疑將是紡織品貿易自由化最大的受益者，需進口加工

原料生產的紡織服裝企業，將會受惠於關稅降低後使得原料價格的降

低的好處，但須注意的是隨著進口服裝關稅較大空間的調低，進口國

外品牌將成為有力的競爭者(林祖嘉，2001b：12)。 

    在汽車行業方面，中國大陸加入 WTO 初期仍可尋求行業保護，保

護的主要措施是對汽車進口車仍然實行高關稅與非關稅壁壘和保護

期。在非關稅壁壘方面，中國大陸汽車及零部件實行進口配額和許可

證，但在加入 WTO 後，這方面需有一定的開放。 

    在石油化工行業方面，由於中國大陸石化工業與國外發達國家相

比有較大的差距，所以加入 WTO 將對中國大陸石化工業形成壓力(林

祖嘉，2001b：14)。 

    中國大陸較不具有國際競爭力優勢的產業集中在重化工業及資本

密集等產業，因為一方面大陸缺乏充裕資金，另一方面這些重化工業

大多屬於國有企業，在缺乏生產競爭誘因及管理知識情況下，這些大

型企業在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甚至加入 WTO 後，都已受到極大的影

響(林祖嘉，2001b：13)。無論是各個行業，鼓勵研發創新，加強推動

傳統產業升級，對於傳統產業加以輔導、提供技術及人力支援，都是

中國大陸對於加入 WTO 後相當重要的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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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轉變政府職能和行為 

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是中國大陸加入 WTO 後履行相應義務和對外

承諾的當務之急，也是中國大陸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內容。建立

符合 WTO 要求的高效的政府經濟管理體系，減少針對中國大陸的貿易

摩擦和爭端，同時也為各類企業參與國際競爭提供便捷周到的服務，

並且要加速改革政府管理體制，轉變政府職能，在加入 WTO 後，中國

大陸政府職能主要的轉變分別為改變政府對市場的調控方式與改變政

府對企業的管理方式是(林世傑，2002：72)︰ 

一、改變政府對市場的調控方式： 

政府以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工具來調節市場運 

作，取代過去以計劃方式或下達行政命令干預市場活動 

二、改變政府對企業的管理方式： 

政府不再以計劃方式直接從事生產與分配，而是透過市場來引導 

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以達到政府間接管理企業的目的。 

中國大陸全面清理已經頒布的經濟法律法規和政策的基礎上，建

立健全符合 WTO 規則的經濟法律體系，強化依法行政的意識，遵守嚴

正執法的大前提，加強執法的監督檢查工作，充分利用行政復議對執

法進行監督，換言之，中國大陸以前慣用的管制與審批管理經濟的模

式必須改變，在 WTO「公開、公平、公正」的精神下，中共政府的行

政和法律環境都必須朝透明化方向走。 

  参、改善宏觀經濟管理 

   加入 WTO 以後，中國大陸宏觀經濟管理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妥善應

對市場開放和更高程度上參與經濟全球化的各種衝擊，維持經濟穩

定。首先，在加入 WTO 市場開放的過渡期，實行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

防止經濟過熱或過冷，是應對外部衝擊的基礎條件。中國大陸宏觀經

濟政策必須針對市場開放帶來的宏觀經濟影響實行瞬時調節，防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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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小的失衡，影響經濟穩定。其次，加入 WTO 將進一步加快中國大陸

向開放型經濟的轉變，中國大陸必須建立健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宏觀

經濟管理機制，積極穩定的推進利率、匯率和其他經濟參數的市場化。

第三，面對更加頻繁的資本流動和與國際金融市場更緊密的聯繫，必

須改善金融調控，加強金融監管，強化對短期國際資本出入和大規模

資本流動風險的管理，避免感染國際金融危機，保障國家經濟安全。 

  肆、削減關稅及取消非關稅壁壘 

    在過去，中國大陸是一個實行貿易管制的國家，除了實行關稅壁

壘外，也存在種種非關稅壁壘，主要包括進口許可證、進口配額、進

口招標以及外匯管制、技術檢驗標準等非關稅措施。但加入 WTO 後，

根據《WTO 中國大陸入世工作組報告》的有關規定，中國大陸也將遵

守 WTO 相關規定，按照一定的時間表逐步取消非關稅壁壘(陳崢嶸，

2001：八版)。 

    中國大陸將在加入 WTO 後的 5 年內，根據不同產品的特點和對國內

企業影響的輕重緩急，從保護國內民族企業以及國內消費者的角度出

發，有計畫的逐步取消相應的進口許可證、進口配額和進口招標制度。

從具體的承諾細目來看，凡是國內相應產品具有較強的市場競爭力或

具有比較競爭優勢的產品和行業，或者是國內急需、而國內暫時無力

生產或者生產成本很高的產品，取消非關稅壁壘的時間就比較靠前，

一般是在加入 WTO 後或者兩年以內取消；而凡是國內在生產成本和技

術水平上處於相對劣勢，且具有改進潛力的產品和產業，都盡量給予

了相對較長的非關稅壁壘保護期，一般達到 4 至 5 年的時間(陳崢嶸，

2001：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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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1999 年 11 月 15 日中美雙方簽署的中美世界貿易組織雙邊協議14

為例，有關進口配額和非關稅措施的主要內容有： 

一、在農產品進口配額方面，隨著私人貿易成為中國大陸主要的貿易 

    方式，中國大陸將給予美國小麥、玉米、大米、棉花更多的進口 

    配額。中美雙方就大宗農產品在 5 年過渡期內的進口配額作了規 

    定，即從 2000 年起逐年增加，至 2004 年達到最高，如：小麥最 

    終配額為 930 萬噸，玉米最終配額為 720 萬噸，大米最終配額 

    為 530 萬噸，棉花對美配額最高為 89 萬噸，大豆油在 2004 年的 

    最終配額將達 330 萬噸。 

二、在工業產品的進口配額方面：中國大陸承諾將會消除對美國出口 

    品的廣泛的制度性障礙，例如限制美國產品進口的配額和許可證 

    之類的障礙。汽車配額將在 2005 年前逐步取消。在這期間，基本 

    水平的配額將為 60 億美元（先於中國大陸汽車工業政策的水平）， 

    以後將每年增長 15％，直到取消配額為止。 

三、在紡織品進口配額方面：中美雙方同意采取適當措施以避免在紡 

    織品配額取消的過程中出現市場混亂。根據世界貿易組織規定， 

    將在 2005 年取消進口配額，但美國可以有額外的 4 年時間採取防 

    止進口沖擊的安全措施。 

四、非關稅措施：中國大陸將在 5 年內取消所有的配額和數量限制。 

    除了一部分例外，大部分非關稅措施將在 2 至 3 年內逐步取消。 

    中國大陸將取消現有的美國優先配給（例如光纖電纜）進入中國 

    大陸市場的配額限制。中國也將逐步取消剩餘的配額，大致在 

    2002 年之前，但不遲於 2005 年。為了確保逐步增加市場准入和減 

    少數量限制的影響，目前貿易水平的配額將以每年 15％的速度上 

                                                 
14 參考自經濟部國貿局網站，http://cweb.trade.gov.tw/kmi.asp?xdurl=kmif.asp&cat=CAT322 
   檢索日期 2009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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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 

   

  伍、服務業市場規範逐步放寬 

 中國大陸在傳統的共產主義計畫經濟體制之下，商品的生產與分配是由

國家計畫所掌控，換言之，他們強調的是生產，而不是市場與分配。大陸在

1979 年採行改革開放之前，是一個嚴格實施共產主義的國家，故其傳統服

務業一直都是一個不被重視的產業。在改革開放之初，1979 年時大陸服務

業產值佔 GDP 的比例只有 21.4％。其後，隨著開放與市場化的加深，服務

業產值佔 GDP 比例逐漸上升，到 2000 年時達到 33.2％的水準。但距離一般

開放中國大陸家服務業佔 GNP 比例至少在四成以上仍有一段差距，與歐美

先進國家七成以上的標準更是無法相比(林祖嘉，2001b：15)。 

因此，當中國大陸在加入 WTO 之後，在市場開放的前提下，歐美先進

國家必然會挾帶其優勢的服務業大舉進入大陸。同時，傳統上大陸的大型國

有企業都是以製造業為主，屬於服務型的大型國有企業較少，因此外資進入

服務業可能遭受的競爭會更少(林祖嘉，2001b：15)。但另一方面，由於大陸

上各省份規範差異極大，許多商品在不同地區或省份之間流動時，經常會遇

到許多地域性的限制。 

 中國大陸服務業市場雖然是一塊很大的商機，但外資企業能否順利的在

其中獲得利益，仍有待觀察。不過可以確定的是，大陸服務業市場開放之後，

所遭遇的衝擊與挑戰，可能是所有產業當中最嚴峻的(林祖嘉，2001b：15)。 

 由於服務業範圍很廣，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只針對兩項最主要的服

務業部門，即金融服務業及物流業市場開放可能造成的衝擊，做深入的探討

與說明。 

 中國大陸金融市場近年來規模龐大且成長迅速，金融市場一旦開放必然

會吸引大量的國際金融業者進入大陸。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大陸的金融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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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其他產業而言是發展較為遲緩的產業，金融機構進駐後造成的衝擊必

然十分嚴重，因此大陸當局應儘早加以準備與因應(林祖嘉，2001b：19)。 

 在銀行業務方面，大陸銀行現存的問題相當多，根據林祖嘉教授在〈中

國大陸加入 WTO 後市場開放所面臨的挑戰〉一文中，將中國大陸銀行目前

所面臨的問題歸納為六類，分別為(林祖嘉，2001b：19-20)： 

第一，大多數的銀行都屬國有企業，在體制僵化及政策配合的要求下，

這些國有銀行在經營上缺乏效率與彈性。 

第二，由於國有銀行的貸款又集中在國有企業，在近年來國有企業經營

情況普遍不佳的情況下，造成大陸國有銀行的不良貸款比例過高，造成嚴重

的虧損。 

第三，中國大陸國有銀行的自有資本普遍不足，目前一般已開發國家通

常要求自有資本不得低於 8％。 

第四，銀行資金往來源大都集中在存款，銀行間彼此借款及其他來源比

例很高。 

第五，在銀行資產運用方面，超過 90％集中在信用貸款，一方面資產過

於集中無法分散風險，一方面又以信用貸款為主，更是加深了呆帳的機率(林

祖嘉，2001b：19)。 

第六，存放款業務以外的其他中間業務不足，且幾乎沒有跨業經營的情

況。 

 為因應外資銀行即將帶來的競爭，中國大陸大陸銀行體系勢必要加速改

革，首先應加速中國大陸大陸國有銀行的民營化，成立股份公司，將所有權

與經營權分離，同時減少政策配合的求要，才能有充分的彈性與效率來面對

競爭。第二，提高自有資本適足率達到國際的標準，一方面政府應增加財政

注入，提高資本，一方面應打消呆帳減資瘦身。第三，擴大存放款以外的中

間業務，包括外匯買賣、擔保、及其他金融業務，投資衍生性金融工具等等。

第四，為增加銀行業的競爭性並健全金融市場，大陸銀行體系應開始進行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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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經營的業務，例如保險、承銷等其他的重要金融業務(林祖嘉，2001b：

20)。 

至於在開放中國大陸內貿經營權與物流業之後，對中國大陸的內陸市場

將有很嚴峻的衝擊。一方面，外資擁有龐大的資金與經營管理上的優勢；另

一方面，大陸傳統上並沒有任何的大型服務性企業，因此幾乎完全無法與外

資企業競爭，大型連鎖百貨店或是量販店亦是如此。開放服務業市場對中國

來說是一個全新的挑戰，中國必須積極改善政府體制，快速加強與國外企業

之競爭力，才能將加入 WTO 後的衝擊減至最低。 

 

 

第三節 加入 WTO 後對台商之影響 

    兩岸在加入 WTO 後，除了兩岸各自承諾開放對其經濟產生的影響外，

對台灣而言，另一重要的影響為台商在中國大陸地投資的影響。但台商在中

國大陸投資經營上可說有得有失，也就是得到新的經營獲利機會，但同時也

遭遇到新的經營風險，即所謂「機會與風險並存」(李孟洲，2002：339)，根

據李孟洲的〈加入 WTO 對台商的影響〉一文中，將台商在大陸經營上的獲

利稱為新機會，相對的台商面臨加入 WTO 後的兩岸經貿關係，也有新的挑

戰，以下就台商經營的新機會與挑戰分別做出分析。 

 

壹、台商經營的新機會 

一、進出口門檻降低 

WTO 規範所帶來最大作用，是打破各會員國的關稅障礙與非關稅貿易 

壁壘。中國大陸加入 WTO 後，當然也有必要依據其承諾，放寬或取消本身

對外的貿易限制，但另一方面，中國大陸也同時得到其他會員國實行外貿鬆

綁所帶來的好處，這樣雙向的相互開放，讓大陸台商享受到進出口門檻降低

的便利(李孟洲，2002：341)。 



                                                 第肆章 加入WTO後兩岸經貿政策之發展 

 87

    關於海外市場的擴張，由於美國對中國大陸「最惠國待遇」永久化，即

同意定期取消中國大陸紡織品輸美配額，因此台商除了可按優惠稅率將產品

輸往其他會員國之外，輸往美國產品更可享受最惠國優惠待遇，因此可預期

勞力密集產品及出口導向之大陸台商將有更大商機。但部分美國關注產品如

紡織品等，若發生傾銷或衝擊美國生產商，則在大陸承諾之約定時間內，需

按美國標準處理。此外，過去台商無法享受大陸紡織品配額，在 2005 年美

國取消限制後，台商有機會將紡織品輸往美國。 

 

二、經營領域的擴大 

    中國大陸加入 WTO，使得台商得以進入許多新的經營領域，這些新領

域主要分布在服務業的範圍內(李孟洲，2002：342)。服務業市場開放是中國

大陸加入 WTO 協議中，對外商投資領域最大幅度的開放或讓步，這樣的開

放有助於原本使用大陸國營事業所提供之服務的台商，因為市場競爭，取的

更充裕、品質更好、價格更低的相關供應來源，降低兩岸貿易之服務成本(蔡

宏明，2000：182-183)。 

    服務業的經營，需與當地社會、家庭、居民做頻繁的互動，其經營成敗

與事業主能否迎合當地群眾的生活習慣、文化思維息息相關(李孟洲，2002：

342)。台商因為具有與大陸社會同質的文化背景、語言等特點，對大陸服務

業市場之經營，較其他國家更有優勢。 

 

三、內銷市場的開放 

中國大陸過去對於鼓勵外商擴大外銷以創造外匯收入，並且相對上 

對外商設定了相當多內銷限制，規定外商須依各種條件，分別訂定內銷比率

上限(李孟洲，2002：343)。諸如此類的內銷條款，在加入 WTO 後，必須退

出市場，換言之，以後外商在中國大陸投資，將不再受內銷比率的限制。 

    台商在中國大陸過去是以「加工出口」為主要生存發展利基，但中國大

陸加入 WTO 後，大陸內需市場成為其新增的經營獲利來源，這是加入 WTO

對台商帶來的重要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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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金融條件的改善 

    以往台商在大陸因受當地金融環境及兩岸關係政治因素所限，其金融條

件不佳，且大陸金融機構對於提供台商提供融資貸款態度相當保守，導致台

商在大陸的融資渠道不暢(李孟洲，2002：343)。 

    這樣的情況在中國大陸加入 WTO 後正在逐漸的改善，原因是中國大陸

正逐步放寬外商銀行在大陸設立經營據點的區位限制，此外也逐漸的擴展外

商銀行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家數與相關業務範圍，使得台商選擇往來銀行的彈

性增加許多。此時大陸台商可從外商銀行的到新增的人民幣貸款，而不必一

再的仰賴大陸本土銀行提供的人民幣資金。 

    此外，大陸加入 WTO 後，應依據 WTO 的「國民待遇原則」，允許外資

企業在大陸股市公開上市，台商因此可得到新的「直接融資」支持，可改

善大陸台商在融資的難度的情形。  

 

五、跨省市及跨部門行銷網路之暢通 

過去中國大陸一向有特權利益的問題存在，而對台商限制最多的，除了 

中央機構外，地方政府與其所掌管的企業體，對台商經營也有相當大的制

約。特權利益的存在，使得大陸市場出現「部門壟斷與地方壟斷並存」現象，

導致台灣以往若欲將產品銷售至外省市，就必須對各省市逐一商談，無法以

全大陸為範圍(李孟洲，2002：344)。 

    加入 WTO 後，大陸當局將必須打破此一情況，如此一來可使得台商得

以在大陸建立暢通的跨部門與跨省市的行銷網路。 

 

貳、台商經營的新挑戰 

一、外來產品的市場擠壓 

    WTO 規章對於會員體之間的商品流通，基本上採自由貿易原則與一視

同仁原則，因此在大陸加入 WTO 後，大陸進口非關稅障礙之撤除，乃至進

口關稅大幅降低，均讓外國產品有條件長驅直入進入大陸市場，是以台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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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內銷市場之營銷，必須比以往更加重視外國產品之競爭情勢(李孟洲，

2002：345)。 

     相較於其他國際市場，台商在大陸市場較其他美日等大型跨國企業所

具有的主要優勢是較早進入及文化語言上的便利，但是這些優勢是否能與美

日等大型企業的強大的行銷能力與豐沛資金競爭則是不無疑問。尤其美日大

型外貿公司因其大規模採購所帶來的價格優勢將是台商的一大壓力。 

 

二、大陸本土外貿業者的進攻 

    WTO 規章雖然使外商取得外貿經營權，但大陸本土企業同樣獲准跨入

進出口經營領域，大陸本土企業加入外貿市場競逐，是台商新面對的不利因

素。尤其是大陸民營企業、私營企業在出口的殺價競爭攻勢，最讓台商感到

壓力沉重，部分台商認為，儘管大陸已開放台商經營外貿，但在大陸民營企

業與私營企業的殺價競爭攻勢下，台商在外貿經營方面不一定有利甚至有得

不償失之處(李孟洲，2002：345)。 

 

三、內銷市場中外競逐不易出頭 

    加入 WTO 後，中國大陸進出口戰線競爭激烈，在大陸就地生產就地銷

售的內銷市場領域，台商也同樣面臨重大的挑戰，主要的挑戰有二： 

    (一)外資跨國企業 

    近幾年外資跨國企業大量進入大陸投資設廠，以為加入 WTO 後大陸內

銷市場的激烈競爭埋下伏筆，由於外資企業多屬跨國企業，資源豐富，各方

面競爭條件都優於屬中小規模的台資企業，因此不單在資本和技術密集程度

高的傳統重化工業方面，台商難有抗衡的能力，在其他輕工業產品方面，跨

國企業憑著其品牌優勢，在可以全力建立和擴展大陸市場銷售網路和服務體

系的條件下，運用其在大陸和海外的生產基礎，對台灣企業亦會構成嚴重的

競爭壓力(陳文鴻，2001：28)。 

    另一個更應注意的動向，是跨國企業已有相當多家在大陸設立研究、設

計中心，針對大陸市場之特性，就地開發具有高度競爭力的商品。這對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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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競爭壓力，又更加的明顯。 

    (二)大陸本土民營企業 

    大陸現有的各種類別企業中，民營企業的競爭力已受到大陸台商最多的

關注，因民營企業為 90 年代在大陸新崛興的企業體，發展空間上大，且資

本成份涵蓋國家資本、集體資本和私人資本，在所有制上屬於「混合制」，

在市場上的空間相對較大，經營手法亦可兼採各種所有制之長(李孟洲，

2002：346)。 

    現今台商與大陸民營企業仍為合作大陸於競爭的情況，但未來大陸民營

企業發展健全後，在配合對於當地市場之了解與地方政府的支持，將會對台

商造成重大的影響。 

 

四、內銷流通網路佈署建立不易 

    大陸加入 WTO 後，部分台商鎖定大陸內銷市場商機，積極投入佈建內

銷市場通網路，但台商在大陸內銷市場中的行銷網路佈署成本極高，手續繁

複，配套措施亦相當龐雜，並非一般中小型台商所能承擔。因市場的擴大，

公司、倉庫等有關通路投資，需花費相大的資金才能部署完成(李孟洲，

2002：345)。 

    除了硬體的配置，軟體的配置也是一大挑戰，以及經營管理人才的尋覓

也相當重要。大多數企業對在海外企業經營人才，仍是以台籍幹部為主，但

由於願意到大陸或東南亞就職人員較少，因此，企業主常需以數倍的員工在

台薪資，才能聘請到幹部級主管赴大陸任職。因經營成本之考量，許多大陸

台商也力行「幹部本土化」之策略，但由於幹部本土化容易造成當地人員在

技術純熟後，就自行另起爐灶之現象，在中國大陸，這種楚材晉用現象，所

培養的人才可能為台商以外之港商、日商、歐美廠商，甚至大陸企業所用，

日後都將成為台商之競爭對手。 

 

五、台商「暗盤優惠」喪失 

    過去台商在中共政策的積極誘導下，享有比外商更的投資優惠，今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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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WTO 的國民待遇原則，台商所享有的優惠條件將被逐漸的取消，未來

台商將必須和所有大陸內外資企業受到同等的待遇與競爭條件，相對使台商

可能藉人際關係與特殊行政措施而取得之利益不再。 

    另一方面，大陸過去為了吸引外資，而設立許多「特區」和「保稅區」，

並且給予外商在這些地區投資的優惠措施，但中國大陸加入 WTO 後，必須

制定全國統一的投資措施，不能因在投資地區之不同而有不同的優惠政策，

否則將違反「國民待遇原則」，因此特區及保稅區的優惠政策將逐步取消，

這將使台商未來赴大陸投資，特區及保稅區不再是最佳的選擇(李忠哲，

2002：14)。 

    再者，大陸加入 WTO 後，關稅減讓將導致稅收減少，為了避免財政突

然吃緊，中共勢必會減少對加工貿易進口的關稅優惠，避免外傷企業界加工

貿易出口「高近低出」轉移利潤，規避所得稅，這將是大陸未來積極走向的

政策，這也相對的帶給台商另一種壓力(蔡宏明，2000：183)。 

 

第四節 小結 

    兩岸分別加入 WTO 後，針對加入 WTO 後可能造成的衝擊，都做出了

相關應變措施，國家的經貿政策也不斷的修正，對台灣而言，在不對國內產

業造成過大衝擊的前提下，盡可能的開放台灣市場，直至目前為止，兩岸仍

不斷的對於市場開放的議題展開協商，而預期造成最大衝擊的農業，農委會

也提出相關報告及應映措施做出說明。至於兩岸三通問題，2008 年 7 月 4

日正式啟動兩岸周末包機，是兩岸成功大三通的契機，大三通所帶來最主要

的影響為大幅降低兩岸貿易交易成本，對兩岸經貿互動帶來更直接的貿易利

益。 

    對中國大陸而言，加入 WTO 後，與台灣雷同的是對其國內市場也造成

很大的衝擊，中國大陸政府從消減關稅到去消非關稅壁壘，放寬服務業市場

的規範，到開放大陸市場，許多經貿政策都在這段時間有了明顯的改變。 

    兩岸加入 WTO 後，對在中國大陸投資的台商而言，有利也有弊，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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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年來台商在中國大陸投資，其投資規模已越來越大，投資的類別也逐漸的

多樣化，中國大陸開放其國內市場，對台商而言是一大利多，但同時台商也

必須面臨更多國家的同時競爭的情況，更是台商所面臨的更嚴峻之挑戰。在

中國大陸投資優勢不如以往後，也有許多台商逐漸將投資重心移往東南亞國

家。 

    總體而言，作者認為，加入 WTO 事實上是有利於兩岸利用經濟的互補

性促進兩岸產業的分工合作，對兩岸而言會是雙贏的局面。經濟上的互補

性，源自於經濟的差異性，即兩岸在資金、資源、技術、人才、勞動力、

市場、管理等經濟要素方面有所差異，從而產生地域間分工協作的可能性，

發揮這些分工協作的可能性，對促進兩岸的經濟發展都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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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兩岸貿易糾紛與解決途徑 

    隨著世界經濟和貿易的發展，WTO 各會員國之間的貿易矛盾與糾紛也

逐漸增多，這些矛盾和問題目前可根據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中的「爭端解決

規則和程序瞭解書」(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簡稱 DSU)來解決。爭端解決機制在 WTO 中是相當重

要的組織，除了有單獨成立專家小組的權力，以對案件進行調查，並可接受

或拒絕專家小組的調查材料或結果，也監督世貿組織的規則和建議的實施情

況。爭端解決機制可以說是多邊貿易體制的主要支柱，也是 WTO 對全球經

濟穩定的最獨特貢獻。 

    兩岸貿易往來逐漸頻繁，難免會產生貿易衝突，在未加入 WTO 前，兩

岸因無適當的官方溝通管道，只能依賴民間單位加以協調，由於中國大陸一

向認為台灣是隸屬於中國大陸的一部分，並不認為台灣有對等的地位可與中

國大陸協商，導致協調的結果往往不如預期，在加入 WTO 後，兩岸可運用

WTO 爭端解決機制，讓台灣與中國大陸可在對等的地位下展開協調，對兩

岸貿易將更有保障。 

    如何透過 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來排除兩岸經貿來往時的困難，實為重

要，以下將介紹 WTO 貿易爭端解決機制的基本架構，以及兩岸貿易衝突時

爭端解決機制的運用，最重要的是闡述 WTO 爭端解決機制對兩岸關係的影

響為何。 

 

第一節 WTO 貿易爭端解決機制 

    WTO 貿易爭端解決機制包含 GATT 第二十二條與第二十三條，此為

GATT 時代爭端解決機制運作的基礎，但因為此時的爭端解決機制程序、身

分都存在許多爭議，烏拉圭回合談判時便通過 WTO 「爭端解決規則和程序

瞭解書」(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簡稱 DSU)，也是 WTO 爭端解決機制運作之原則。本節則從 GATT

爭端解決機制、WTO 爭端解決機制與兩者之比較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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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GATT 爭端解決機制 

    雖然自 GATT 成立以來，全球貿易在一個較為開放的貿易體系下逐漸成

長，其貿易規範也日漸增補，但由於各國對規範的解釋不一，且因國內法的

規範差異甚大，使得貿易糾紛與摩擦逐漸增多。根據蔡宏明的分類，其認為

一般來說貿易摩擦的解決途徑有二： 

一、國與國私下進行談判達成協議，其結果通常依雙方之相對勢力情況而 

    定，大國通常具有較多的優勢，小國往往自行承諾開放市場或自我設限。 

二、訴諸 GATT 爭端解決程序，在雙方所協議之規則上進行談判，必要時由 

    公正第三方進行裁決，而免除報復或醫方施壓之威脅 

    GATT相關規定原本並無對爭端解決案件的程序該如何作業有明確的規

定，於是 GATT 全體會員國則在 1966 年就第二十二條與第二十三條之程序

問題達成初步的協議，爾後在 1979 年 11 月 28 日的東京回合多邊貿易談判

中達成「有關通知、協商、爭端解決暨監督之協議」，以確立 GATT 爭端解

決之整體架構程序。   

    1982 年 11 月 GATT 部長級宣言曾就東京回合協議與以補充，並在 1984

年第四十次盟員整體會議中亦就有關專家名單與仲裁小組(Panel)工作進度

與時間表達成協議。GATT 秘書室法制室(Office of Legal Affairs)於 1985 年 7

月制定了仲裁小組的一般作業程序，經盟員整體同意後成為仲裁小組之標準

作業程序(蔡宏明，1993a：15)。 

    此外，在東京回合各項非關稅措施協定中，亦參酌傳統爭端解決程序，

訂有爭端解決條款，在 1989 年通過「GATT 爭端解決規則及程序之改進措

施」，至此 GATT 的爭端解決機制大致上初步完成其基本架構(陳淑惠，2003：

16)。GATT 爭端解決程序之發展，是由最初非正式程序開始，逐漸走向較正

式和公正第三國仲裁程序，不僅在程序上逐步發展，實質的法律概念亦日趨

具體。 

    根據蔡宏明的整理，其認為 GATT 爭端解決程序可分為五個階段(蔡宏

明，1990：12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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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諮商與協調 

    任何一會員國因其他會員國怠於履行總協定義務之結果；或其他會員國

所施行之符合或違反本協定之任何措施；或可能存在之其他情況，認為其依

總協定直接或間接可得知利益遭受剝奪或減損，或認為有妨礙總協定目標之

達成，為尋求該問題之解決，可向有關會員要求進行雙邊諮商(蔡宏明，

1990：129)。 

    若要求諮商或諮商未能有任何結果，涉案之當事國得依尋求第三方或透

過 GATT 秘書長加以協調。 

二、設立爭端解決小組 

    如因前項諮商或協調無法達成協議，利益受損之當事國可將案件提交締

約國全體，要求成立爭端解決小或工作小組協助調查。 

    締約國全體應依有關規定審查是否決定成立，經表決一致通過後，於三

十日內成立一個由專家三至五人組成之爭端解決小組，就該案件進行調查，

並研擬建議解決之道(蔡宏明，1990：129)。 

三、爭端解決小組之研究調查 

    當爭端解決小組成立後，立即開始蒐集有關資料，並進行相關之研究會

議。爭端解決小組調查時應與當事國雙方充分溝通之機會，並且研擬雙方皆

滿意之解決途徑。若仍無法達成協議，爭端解決小組應將包括相關事實與調

查結果之報告書，交予當事國雙方參考，以便達成協議。 

    爭端解決小組調查期限因案而異，惟對特殊緊急事件，締約國全體得要

求於三個月內提出調查結果(蔡宏明，1990：131)。 

四、爭端解決小組調查結果及建議之考慮 

    調查報告提交當事國後，若仍未達成協議，則該報告將分送全體會員

國，並提交理事會討論，以決定是否同意爭端解決小組調查結果。締約國全

體應於合理期間內將報告做成建議或裁決。 

五、執行與監督 

    報告一經採納，受指控之當事國即應決定是否遵從決議，並說明履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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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和不履行之理由。受指控方若未履行締約國全體所做成之建議或裁決，締

約國全體得授權利益受損國終止履行對該國依協定之關稅減讓或其他義

務。該當事國於授權向其報復後六十日內，得依書面通知秘書長有關退出

GATT 之意願，並自該通知收受之次日起六十日內生效(蔡宏明，1990：132)。 

    但 GATT 此時的爭端解決機制在運作時也產生許多問題，主要包括(蔡

明宏，1990：134、邱政宗，1993：146-148)： 

一、程序問題 

    根據 GATT 第二十二條規定，只有就貿易問題具有直接獲實質利益的會

員才有提出控告之權。然而如果該國是小國必須控告大國，則其控告的措施

必須三思而後行，因為即使被授權得以進行報復，未必能有效的解決問題。

也可說在這樣的爭端解決機制下，能充分利用者以美國、日本、加拿大或歐

洲等大國為主 

二、爭端解決小組問題 

    爭端解決小組成員大多是由各會員國駐日內瓦代表官員所組成，往往不

會做出不利於本國政府經濟政策與國家利益之協定；且可能缺乏相關專業知

識及擔任仲裁的經驗，導致在協助進行談判時，往往會考慮會員雙方之權力

地位，而非依現行法令之規定。 

    此外，爭端解決小組之組成為能機動化，常因提名作業及選擇授權調查

條款而延滯。使得案件之解決時常歷經數年而未決，使多數國家產生對該制

度之疏離感。 

三、調查速度緩慢 

    爭端解決小組之設立與調查結果缺乏嚴格時間表，導致調查結果過程耗

費太多時間，使得爭端解決運作效力大減，因而經常受到批評。 

四、洩密之虞 

    許多會員經常抱怨其所提交之爭端解決小組之文件未經同意即被公

開，而爭端解決小組報告亦常在理事會開會討論前公佈，嚴重損害其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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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爭端解決端賴各國之妥協 

    在 GATT1947 的規範下，爭端解決小組所做成之報告必須經由 GATT 理

事國或締約國大會以共識決之方式來表決，爭端當事方經常利用表決權的行

使，阻礙理事會對報告的通過，影響爭端解決程序之進行(蔡明宏，1990：

134)，這也是各國批評爭端解決程序的主因。 

六、缺乏監督機構 

    因缺乏強而有利的監督機構，導致未能有效的執行爭端解決小組之決

定，此與各締約國是否尊重 GATT 之爭端解決機制有關。 

    此外，由於爭端案件往往涉及當事國法律修正問題，若當事國政府在其

國內產業與議會壓力下，無法順利通過法令，將造成執行上之困難。如 GATT

理事會於 1987 年裁定美國課徵進口石油附加稅，違反 GATT 不歧視原則，

美國行政部門當時雖已建議國會修改，但在國會卻遭受到阻礙。 

七、程序之分歧 

    由於 GATT 訂定之初，只是臨時性之協定，因此其後訂定很多法律文件

以補充其不足之處，造成法律文件眾多、程序分散且複雜，缺乏一致性與連

慣性(陳淑惠，2003：24)，因此各國對規約條文之解釋不同時，就會造成了

適用上的困難。 

八、開發中國大陸家利用爭端解決機制意願不高 

    因爭端解決小組經常無法做成足以控訴大國的調查報告，即使作成調查

報告，也會因大國藉著決議方式杯葛爭端解決小組報告之通過，甚至不加以

理會，此一情形也促使爭端解決小組之裁決無法有效執行。許多國家對此深

感不滿，認為該制度僅有利於大國，因此開發中國大陸家對於利用爭端解決

機制來處理貿易糾紛的意願並不高(陳淑惠，2003：24)。 

    由於 GATT 爭端解決機制存在的缺失過多，較小的國家往往缺乏籌碼，

在不平等的政治權力下，貿易爭端之解決取決於政治實力而非法律規則，此

時權力較小之國家希望能夠出現去政治化的貿易爭端解決機制(Yue,1996：

117-118)，於是在 1986 年開始的烏拉圭回合談判，自然而然的將爭端解決機



WTO 架構下兩岸經貿互動之研究 

 98

制納入談判的重要議題之一。 

 

  貳、WTO 爭端解決機制 

    由於 GATT 體制上的設計傾向於傳統的妥協性，其有效執行主要依靠會

員間對規範的遵守，但當貿易爭端發生時，爭端解決小組往往無法作成足以

控訴大國的調查報告，即使爭端小組報告認為某國違反了 GATT 規範，但也

無法確保可以有效的執行裁決，因此許多國家質疑 GATT 爭端解決程序只是

單純的有利於大國。 

    因此，烏拉圭回合談判經過多次的會商，於 1911 年 12 月提出烏拉圭回

合最後議定書草案，將烏拉圭回合前 GATT 所實行的規則及某些 1989 年達

成改革而有帶烏拉圭回合完成之規則，加上締約國的新建議，會整而成「爭

端解決規則和程序瞭解書」(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簡稱 DSU)，其中針對 GATT 爭端解決程序之缺點

做了許多變革，主要改革內容包括(羅昌發，1999：833-835)： 

一、規則導向及法律導向較為顯著 

    DSU 之訂制傾向於以統一之程序規則，以裁判之方式解決爭端，當事

國無法強使相對國在法定之方式之外進行解決爭議，利益受到影響之國家有

權引用爭端解決小組之處理程序，以解決爭議(羅昌發，1999：833)。爭端解

決小組成員必須依照既定的規則與制度之程序來進行，而且必須適用於

WTO 之各項實體規範。這樣的程序確保了當事國的已利用上訴程序以審查

法律問題，爭端小組的報告也會較容易於被通過。 

二、設立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簡稱 DSB) 

    依照 DSU 第二條，WTO 應設置爭端解決機構，其權限在於管理爭端解

決程序，包括設立爭端解決小組、通過爭端解決小組報告與上訴機構報告、

監督裁決與建議之執行、授權相關會員國暫停減讓或其他義務(羅昌發，

1999：833)。 

    並且規定所有 WTO 會員國均可參與 DSB(但就複邊貿易協定之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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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該複邊貿易協定之締約國得參與 DSB 對系爭事項之決議)。DSB 之設立

也可說是烏拉圭回合談判中相當重要的一項改革。 

 

三、強化爭端解決機制 

    DSU 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為了強化多邊貿易體制，故其強調各會員國

應以 DSU 所規定之程序，為唯一之爭端解決處理程序。DSU 第二十三條15第

一項規定：「會員國對於有違反本暸解書所涵蓋協定之義務，或有其他剝奪

或減損利益之情形，或對於本瞭解書所涵蓋協定目的之達成有所妨礙之情

形，尋求救濟者，應依循本瞭解書所規定之規則與程序，並受其拘束。」在

此規定下，會員國不得尋求其他之爭端解決方式。 

    所謂「其他爭端解決方式」包括： 

    (一)除依照 DSU 所規定之程序，會員國不得自行認定其他會員國有違反 

        協定之措施、剝奪或減損利益之情事，或相關協定目的之達成遭到 

        阻礙，且會員國所作成之任何決定均應符合 DSB 所通過之爭端解 

        決小組報告或上訴機構之認定。 

    (二)會員國應遵守 DSU 第二十一條16之規定，以決定相關會員國執行 

        DSB 之建議與裁決之合理期間，而不得自行決定相關會員國必須執 

        行建議或裁決之期限。 

    (三)會員國應遵守 DSU 第二十二條17之規定，以決定暫停減讓或暫停其 

        他義務之程度，並且必須在對其他締約國實施暫停減讓或暫停其他 

        義務前，獲得 DSB 之授權，未獲得 DSB 授權之前，不可自行施行 

        報復或暫停減讓。 

四、改進爭端解決小組織設立與進行程序 

    以往 GATT 之爭端解決程序遭人所抨擊的就是其處理時間過長，DSB

對於小組之處理時間設有相當嚴格之規定，以避免不必要之延遲，以達到真

                                                 
15 參閱附錄四，本文第 159 頁。 
16 參閱附錄四，本文第 154 頁。 
17 參閱附錄四，本文第本文第 1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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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決貿易糾紛之目的。 

五、改善爭端解決小組報告通過程序 

    在 GATT 時代，爭端解決小組在作成報告後，必須由 GATT 締約國整體

或 GATT 理事會通過，但由於其採共識決原則，故利害關係國有機會在通過

與否之決議時，採取否定意見，以使報告無法獲的共識。為解決此一困難，

DSU 採取「負面」共識決，對於小組報告以及上訴機構之決定只要非全體

出席國一致同意不予通過，該報告即將視為已經有通過之必要共識。 

六、設立常設上訴機構 

    在 GATT 時代，爭端解決小組作成報告後，有若干結論被認為是錯誤

的，為解決此一問題，DSU 中增設上訴機構也對於爭端解決小組之報告，

在當事國上訴之時就其法律上問題作進一步之檢討。 

七、強化監督之機制 

    在 GATT 時代，當爭端解決小組作成報告後，並無一制式之監督程序，

以督促締約國執行通過之小組報告，以致於小組報告被遵守之情況未被追

蹤，實際上亦有若干情形相關締約國有未遵守爭端解決小組結論者。有鑑於

此，DSU 中特別強調 DSB 所做建議與裁決之執行。 

八、整合各協定之爭端解決程序，但仍容許各協定有其特殊之處。 

    依據 DSU 所設立的爭端解決機構(DSB)是具權威性的，管轄領域包括商

品貿易、服務貿易及貿易有關智慧財產權方面所發生之爭端。WTO 秘書長

負責爭端解決，總理事會在適當時間內召開會議，行使 DSU 中所規定的爭

端解決機構之職責(羅昌發，1999：835)。 

    爭端解決機構設主席一人，並建立必要之程序規則，行使職責。DSB

由 WTO 會員國代表組成，由總理事會、各理事會及其專門機構決定及執行

DSU 之規則程序，來解決爭端。當會員國間出現貿易爭端，且無法經由雙

邊談判解決時，由 DSB 對爭端進行裁決，成立專家小組，通過專家小組及

上訴機構之審查報告，監督裁決或建議之執行，授權中止義務之減讓(邱政

宗，2004：94-95)。以下分別簡述專家小組與上訴機構之內涵： 



                                                        第伍章 兩岸貿易糾紛與解決途徑 

 101

一、專家小組 

    專家小組一般依申訴國之請求，由 DSB 組成，負責有關協定、協議所

規定之調查、審查爭端事件，並在形成建議或提出爭端解決方法方面自維護

WTO 多邊貿易規則出發之審查結果，送由 DSB 批准(邱政宗，2004：94)。 

    DSU 中對專家小組人數、資格與成立時間均有規定，通常是由政府或

非政府組織之資深人士擔任，WTO 會員國可定期提名本國專家，以供秘書

處列冊選用。 

二、上訴機構 

    上訴機構為爭端解決機構所設常設之機構，由七人組成，成員由公認法

律、貿易專家擔任，不屬於任何政府，其任期為四年，得獲再提名一次(邱

政宗，2004：95)。上訴機構可以支持、修改或否決專家小組之法律裁決及

結論，並向 USB 報告。 

    而 WTO 的爭端解決程序(圖 5-1)，首先由爭端當事國先諮商；諮商不成，

則由 WTO 秘書長斡旋或調解；諮商協調不成，則進入專家小組程序，包括

成立專家小組，調查審案，通過專家小組報告，如一方上訴則由上訴機構復

議，作出裁決，並予執行(邱政宗，2004：95-96)，以下對爭端解決程序逐一

探討： 

一、諮商 

    USD 中規定爭端當事國應採取諮商方式解決貿易爭端(邱政宗，2004：

95)，任何會員國在接到諮商申請後十日內應對申請作出答覆，並在接到申

請後三十日內展開善意諮商，諮商通常秘密進行，以便給予爭端各國能夠自

行解決問題之機會。逾期或提出申請後六十日內諮商無結果，任何一方可以

要求 DSB 成立專家小組。 

二、斡旋、調解與調停 

    爭端當事國若諮商未果，得經雙方同意，將案件提請祕書長斡旋或調

解，但必須基於自願。斡旋、調解或調停以秘密方式進行。此一程序可在任

何時候開始，任何時候結束，一旦斡旋、調解或調停結束，指控國可請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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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專家小組，只要各國同意，在專家小組工作期間仍可繼續進行斡旋、調解

和調停的工作。 

三、成立專家小組 

    有關會員國在十日內對諮商如置之不理，或在六十日後諮商未能達成協

議，指控國可以要求 DSB 成立專家小組審理，這也是爭端解決機制的核心

程序。每一個案件的專家小組可自 WTO 列冊之符合資格人員名單中選擇，

專家小組以個人身分任職，不接受其所屬國家或政府之指示。 

    專家小組由三至五人組成，依當事人請求對爭端案件進行審查，聽取雙

方陳述，調查事實，並且提出調查結果，協助 DSB 做出建議或裁決。 

    一般而言專家小組報告應在六個月內提交，惟緊急案件可縮短至三個

月，並分送 WTO 各會員國，除非當事國決定上訴或 DSB 一致反對，否則

DSB 應在二十日至六十日內審查通過。 

四、上訴機構復審 

    上訴機構接到當事國不服專家小組裁決之上訴後，應對專家小組報告進

行復審，復審侷限於專家小組報告中之法律問題及法律解釋。上訴機構應該

六十日內，最遲不超過九十日內完成復審，並向 DSB 提交復審報告(邱政宗，

2004：96)。上訴機構可以維持、修正或撤銷專家小組之裁決結論，當上訴

機構報告在向 WTO 各會員國公佈三十日內由 DSB 通過，當事國必須無條

件接受，除非 DSB 一致未同意該報告。 

五、爭端解決機構裁決 

    專家小組或上訴機構之報告被採納後，即為 DSB 之正式建議或裁定，

從成立專家小組時起，若當事國未上訴，應在九個月內通過專家小組報告；

若當事國提起上訴，則不能超過十二個月。 

六、仲裁 

    爭端當事國可自願選用仲裁手段解決爭端，仲裁非最後的裁決，僅是選

擇性之輔助方法，且並非必要的程序，當當事國達成之協議進行仲裁，應在

仲裁程序開始前通知各會員國，其他會員國在徵得當事國同意後亦得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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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 爭端解決程序圖   

資料來源：作者參考 http://www.leeandli.org.tw/v1/web%20v1.1/debates/2003/2003C.ppt 網頁

繪製而成。。 

諮商(60日內無法解決時) 

所有階段： 

斡旋  

調停       

調解  

專家審查小組 

小組召開審查會

議(於當事國要求

時） 

執行時之爭議，儘

可能由原小組審理

(90日內提出報告)

具仲裁可能性 

上訴審查 

(90日內) 

執行監督列入DSB會議議程， 
直到解決爭議為止 

決定授權調查範圍(20日內) 
組成小組(20日內同意或祕書長決定) 

執行小組建議及裁決  
(合理期間不得超過15個月) 

DSB採納小組報告或上訴 
(60日內採納小組報告，除非上訴) 

(30日內採納上訴報告) 

期中審查階段 

向DSB提交報告(小組成立後9個月內) 

向當事國提交報告 
(小組組成後6個月內、緊急情況3個月內) 

小組審查 

設立爭端解決小組(DSB第二次會議前)    

未執行小組建議：經DSB授權報復及交叉報復

(合理期間屆滿後3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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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GATT 與 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比較 

    依據 1958 年羅馬條約所成立的歐洲經濟共同體(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來看，歐洲經濟共同體之會員國在合作期間所產生的爭端，大部

分是透過司法途徑來解決，也就是訴諸於歐洲共同體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來解決，因此歐洲整合之過程是遵守制度與規範的，在遵守制度與

規範的前提下，爭端解決機制運用的就相當成功，也是最佳範例(徐輝彥，

2002：179)。因此，也可說爭端解決機制之運作要能夠成功，必須依賴制度

的規範。 

    WTO 爭端解決機制的設計即是希望補充 GATT 爭端解決機制之不足，

但仍是以 GATT 爭端解決機制原有的模型為基礎，期望改正過去 GATT 實力

導向大於規則導向之弊病，因此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中的制度較具一制性、

程序精確、且調查程序時間遭受嚴密的控制，此變革乃是期望能夠真正的解

決各會員國間的貿易糾紛，使自由貿易發展更為健全，在爭端解決機制的部

份，WTO 比 GATT 更趨完善。關於 GATT 與 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比較，

可參考表 5-1。 

           表 5-1  GATT 與 WTO 爭端解決機制比較表 

 GATT WTO 

爭端解決小

組之組成 

 

 

由國家駐 GATT 代表所組成，

各代表著是其國家的身分，導

致運作上較偏重政治與外交的

考量 

由 3-5 人組成，以個人身分參

與，而非為國家政府之代表，小

組成員以具備個別專長為主，叫

色較為中立。 

報告通過方

式 

採共識決原則，爭端當事方經

常利用表決權的行使，阻礙

理事會對報告的通過，造成

爭端解決小組之裁決無法有

效執行。 

採負面共識原則，小組裁決生效

機率大，提高小組之裁決權威 

小組審查時

間 

無明確時間限制，一般情況下

應 3-9 個月完成。 

有嚴密的程序時間規定，原則上

不可超過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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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之適用

性 

除 GATT 內之規定外，還有

許多相關法律文件中的規

定，缺乏一致性與連慣性。 

以 DSU 中的規範為標準且共通

的爭端解決程序。 

解決導向 爭端解決當事國多以妥協方式

解決問題，以外交導向為主。 

以 DSU 中規範為實施的根據，以

法律導向為主。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第二節 WTO 架構下兩岸貿易爭端解決機制 

    兩岸經貿交流越來越密切，產生的衝突也逐漸的增加，由於兩岸並無一

正常的官方交流管道，往往只能依賴民間交流來解決經貿上的問題，但在兩

岸相繼加入 WTO 後，如何運用 WTO 中的爭端解決機制有效解決兩岸貿易

上的爭議，便成了最新的議題，本節先從兩岸貿易糾紛發生的原因談起，接

著探討兩岸貿易糾紛在 WTO 架構下，爭端解決機制的使用，最後談到除了

爭端解決機制，其他解決貿易摩擦的方法。 

 

壹、兩岸貿易糾紛發生原因 

    根據廖肇寧與劉大和的研究，其將兩岸之間可能的貿易爭議分為七大面

向來討論，分別為(廖肇寧、劉大和，2002：59-63)： 

一、商品傾銷問題 

    所謂的傾銷(dumping)意指某國廠商為擴大其海外佔有率或其他市場策

略之考量，而將該公司之產品以低於正常價格輸往他國進行商業銷售(廖肇

寧、劉大和，2002：59)。受到傾銷之進口國由於遭到低廉價格產品之入侵，

極有可能造成當地相同競爭產業之對手遭受實質損害。在兩岸相繼加入

WTO 後，鋼品為首宗遭受大陸方面控訴有傾銷之虞的商品。繼鋼品之後大

陸也指控台灣出口之聚氯乙烯(PVC)易有傾銷之現象，並展開反傾銷調查。 

    根據經濟部國貿局的統計，2008 年 1 至 12 月，我國對中國大陸主要出

口產品，以電機設備及其零件金額最大，約有 266 億美元，光學照相等儀器

及其零件約有 131 億美元，占我對全球出口的 61.3%，其他包括塑膠及其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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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機械用具及其零件，都是台灣主要出口中國大陸的商品(表 5-2)。 

 

           表 5-2  2008 年台灣對中國大陸出口主要產品彙整表 

順序 商品名稱 金額 

(百萬美元) 

佔我對全球出

口該項產品比

重(%) 

1 電機設備及其零件 26,659.0 30.6 

2 光學、照相等儀器及其零附件 13,154.5 61.3 

3 塑膠及其製品  6,542.2 38.1 

4 機械用具及其零件  5,087.2 18.7 

5 有機化學產品  4,677.5 44.2 

6 鋼鐵  2,296.9 20.0 

7 銅及其製品  2,245.7 55.9 

8 礦物燃料  2,086.8 11.2 

9 人造纖維絲  1,086.7 32.7 

10 雜項化學產品   681.0 29.2 

合         計 64,517.5  

   資料來源：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http://www.mac.gov.tw/big5/rpir/sumain.htm 
              檢索日期 2009 年 5 月 19 日 
 

    由於台灣出口依賴大陸市場甚多，且在當地有高市場佔有率之產品都有

可能成為中國大陸控訴傾銷的對象，中國大陸在加入 WTO 不久，即對自台

灣進口冷軋鋼品提起反傾銷調查，這也是兩岸加入 WTO 後，大陸首件對台

灣產業進行反傾銷調查。至今為止，中國大陸共計已對我輸大陸產品提起

13 件反傾銷案件調查，涵蓋鋼鐵、塑化、紡織、紙業等產業類別(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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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3 中國大陸大陸反傾銷控訴案件彙總表 
 

涉及 
國家 進口産品 立案時間 初裁時間 終裁時間 反傾銷稅/

裁定結果

韓國、俄羅
斯 、 烏 克
蘭、哈薩克
斯坦、台灣 

鋼鐵冷軋板
卷 (Cold 
Rolled Steel 
Products) 

2002..3.23 2003.5.20 2003.9.23 

 初裁傾銷幅度8%
～55%，暫緩實施臨
時反傾銷措施 
 課徵反傾銷稅0%
～55%，暫緩實施，
自 2004.1.14 起恢復
實施，自2003.9.23起
為期5年 
 2004.9.10期中復審
裁定終止徵收反傾
銷稅 

美 國 、 韓
國、日本、
俄羅斯、台
灣 

聚 氯 乙 烯
(Polyvinyl 
Chloride) 

2002.3.29 2003. 5.12 2003.9.29 

 臨時反傾銷措施
10%～115% 
 價格承諾 
 課徵反傾銷稅6%
～84% 

日 本 、 韓
國、台灣、
美國 

苯酚 
( Phenol) 2002.8.1 2003.6.9 2004.2.1 

 臨時反傾銷措施
7%～144% 
 課徵反傾銷稅3%
～144% 
 2006.9.5新出口商
復審裁定韓國LG石
油化學適用的反傾
銷稅稅率爲0%

日 本 、 美
國、德國、
伊朗、馬來
西 亞 、 台
灣、墨西哥 

乙 醇 胺
(Monoethanol
amine 、 
Diethanolami
ne) 

2003.5.14 2004.3.25 2004.11.14

 臨時反傾銷措施
9%～ 137%(終止對
德國調查) 
 課徵反傾銷稅9%
～74% 
 2008.1.31期中復審
裁定臺灣東聯化學
股份有限公司適用
反傾銷稅稅率由原
20％調整爲5.3%；日
本觸媒株式會社適
用反傾銷稅稅率由
原74％調整爲7.3%

台灣 

錦綸6.66長絲
（尼龍絲及
尼龍加工絲） 
Nylon 6, 66 
Filament 
Yarn 

2003.10.31 2004.8.27 2005.4.28
 臨時反傾銷措施
0%～29% 
 傾銷幅度均在2％
以下，終止調查 

美 國 、 泰
國、韓國、
台灣 

未漂白牛皮
箱 紙 板
(Unbleached 
Kraft 
Liner/Linerbo
ard) 

2004.3.31 2005.5.31 2005.9.30

 臨時反傾銷措施
7.2%～65.2% 
 課徵反傾銷稅7%
～65.2% 
 2006.2.23公告終止
徵收反傾銷稅

日本、俄羅
斯 、 新 加
坡、韓國、
台灣 

雙 酚 A 
(Bisphenol-A
) 

2004..5.12 - -  2005.9.28公告因申
請人撤銷，終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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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加
坡、韓國、
台灣、美國 

氨 綸
(Spandex) 2005.4.13 2006.5.24 2006.10.13

臨時反傾銷措施
0%～61% 
 課徵反傾銷稅0%
～61% 

日本、台灣 

聚對苯二甲
酸丁二醇酯
(Polybutylene 
Terephthalate 
Resin)

2005.6.6 2006.3.22 2006.7.22
 臨時反傾銷措施
12.78%～17.31% 
 課 徵 反 傾 銷 稅
6.24%～17.31% 

印度、台灣 
壬 基 酚
(Nonyl 
Phenol) 

2005.12.29 2006.7.10 2007.3.28
臨時反傾銷措施

9.07%～20.38% 
 課 徵 反 傾 銷 稅
4.08%～20.38% 

日 本 、 韓
國 、 新 加
坡、台灣 

雙 酚 A 
(Bisphenol-A
) 

2006.8.30 2007.3.21 2007.8.29
臨時反傾銷措施

5.3%～37.1% 
 課徵反傾銷稅5.3%
～37.1% 

日 本 、 台
灣、新加坡 

甲乙酮 
(Methyl Ethyl 
Ketone) 

2006.11.22 2007.8.8 2007.11.21
臨時反傾銷措施

9.6%～66.45% 
 課徵反傾銷稅9.6%
～27.3% 

台 灣 、 韓
國、日本、
新加坡 

丙酮 
(Acetonee) 2007.03.09 2007.11.

22 2008.6.9 

臨時反傾銷措施
5%～54.1% 
 2008.3.10公告調查
期限延長3個月，即
截止日期爲2008年6
月9日 
 課徵反傾銷稅5%
～51.6% 

資料來源：經濟部國際貿易局依據大陸商務部網站資訊整理。  

          http://ekm92.trade.gov.tw/BOFT/OpenFileService，檢索日期2009年4月20日 
      
 

二、智慧財產權問題 

    無論是中國大陸或是台灣，每每在與他國貿易談判上經常令人詬病的議

題就是有關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課題，由於兩岸使用相同語言，在文化上也有

重疊之處，故台灣出口之商品，無論是商業用電腦軟體或是音樂、電影相關

之 CD、DVD，在大陸盜版情況十分嚴重，也引發業者對於中國大陸官方查

緝盜版不利的指責。由於中國大陸各地對於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執行寬鬆不

一，導致台灣業者每年在大陸皆面臨不小的損失，在鼓勵創新的年代，台灣

給予大陸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壓力，就有如美國對台灣一樣，極可能成為貿易

爭端的來源之一(廖肇寧、劉大和，20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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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運談判所涉及主權問題 

    由於兩岸通航涉及海空運輸主體的國籍、相關的航政法令及航權談判，

故海空運輸的行政監督上，很難不涉及主權問題，由於中國大陸的一中原

則，使得兩岸在談判上進展有限。 

    在海運方面，直到 2000 年 12 月 13 日通過「試辦金門、馬祖與大陸地

區通航實施辦法18」，採台灣與香港間航運關係方式處理，自 2001 年 1 月起

金門與廈門、泉州、漳州、馬祖與福州間直接客貨通航的「小三通」。  

    在 2003 年 12 月 7 日，大陸方面公佈「兩岸三通政策說明書」19，說明

兩岸三通的基本立場和政策主張，中國大陸認為兩岸應擱置政治爭議，不涉

及「一個中國政策」含義，依「直接雙向、互惠互利、平等協商」原則，由

兩岸民間航業組織協商三通問題，達成共識。 

    然而，在空運方面，由於民航通航涉及航權問題，必須經由協商談判簽

訂航權協議，在兩岸民航機構尚未直接進行談判前，只能經由雙方民航業者

的交流與業務合作方式，改善必須經由第三地轉機的間接通航方式，直至

2008 年 7 月 4 日兩岸首度在周末包機直航，中國大陸開放北京、上海、廣

州、廈門和南京五機場，這也為兩岸直航開啟了新頁。 

    兩岸直航談判目前仍由台灣的海基會與中國大陸海協會來協商，但協商

的同時仍須確保台灣主權不受侵害，建立兩岸良性之互動。 

 

四、市場開放程度問題 

    在台灣正式加入 WTO 後，對於各項市場開放均有明確的承諾，但由於

兩岸間特殊的政治環境，某些商業行為可能會因為市場開放而引起爭議，以

服務業而言，較受到關注的有大陸學歷認證問題及大陸人士來台觀光問題，

除此之外，中資開放的問題也已討論許久。 

                                                 
18 參考自內政部出入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LawList1.asp?NodeID=113，檢索日期 2009 年 4 月 20 日。 
19 參考自國台辦台灣事務辦公室網站，http://www.gwytb.gov.cn:82/lajm/stzcsms.asp，檢索日期 2009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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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年來到大陸留學的風氣盛行，台灣至今仍未對大陸學歷開放認證，這

樣的限制是否違反市場開放精神，台灣人民有不同的看法，但可預見的，未

來與此相關議題必定會成為兩方在貿易談判中爭論的焦點(廖肇寧、劉大

和，2002：61)。儘管世界各國在國際會議中都朝向學力的交互承認，但就

現實個案而言，台灣與中國大陸特殊的政治因素，導致台灣遲遲未對中國大

陸開放學歷認證。 

    就觀光業而言，《大陸地區來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第 3 條規定，

原先僅開放第二、三類人士來台，直到 2008 年 7 月 18 日起開放第一類人士，

即有固定正當職業者或學生來台，如今大陸來台人士已比過去增加許多。 

 

五、大陸產品進口問題 

    由於大陸地區擁有價格低廉的勞動人口，故在勞力密集的產業，如農業

上將會有比較利益的優勢，雖然台灣對於大陸農產品的進口是採逐步開放的

策略，且進口關稅也是逐年調降，但大陸的農產品仍有可能以低廉的價格優

勢攻佔台灣部分農產品市場。雖然我國可引用 WTO 所賦予的特別防衛條款

來保護台灣遭受損害的行業，但特別防衛條款的引用亦可能引起對岸相關利

益團體的反制，引發貿易大戰(廖肇寧、劉大和，2002：62)。大陸產品低價

進口的問題類似於前述大陸方面指控我方的鋼品及傾銷問題，只不過角色對

調而已。 

 

六、各項有關進出口爭議所引發後續報復行為 

    無論各種貿易爭端都由可能引發產業與產業間甚或國與國之間的報復

行為，而各項貿易報復行為又將引發新一波的貿易爭端(廖肇寧、劉大和，

2002：62)，而這些爭端就像顆不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在不同的貿易環境下，

在各個產業引爆。 

 

七、加入政治因素的爭議 

    除了上述各項兩岸可能產生貿易糾紛之因素，不可否認最終影響兩岸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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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因素之原因就是兩岸的政治因素(廖肇寧、劉大和，2002：62)，至目前為

止，中國大陸仍主張兩岸經濟事務不必再 WTO 架構下討論，而是兩岸內部

事務問題，企圖矮化台灣主權之行為，往往將兩岸經貿爭議提升到政治層次

的爭議。 

 

  貳、兩岸貿易爭端解決機制的使用 

    根據李孟鎔之研究，其將台灣與中國大陸使用、不使用爭端解決機制之

背景因素作出分析，可從台灣與中國大陸兩個部份分別來看(李孟鎔，2004：

71-76)： 

一、台灣 

    對台灣而言，在 WTO 架構下，台灣當然可享有使用爭端解決機制或救

濟制度之權力，但必須考量使用行使任何權利所產生的利弊得失。由於中國

大陸仍堅持於「一個中國」原則，假設台灣貿然的使用 WTO 爭端解決機制，

將會使大陸對台灣的動機產生高度懷疑與高度警惕心理(李孟鎔，2004：71)，

這將有可能破壞台灣大陸雙邊與多邊非正式關係的維持，且會讓台灣的外交

處境遭到更艱難的打擊。 

    台灣使用爭端解決機制來處理貿易糾紛，理論上可行，但實務上操作不

易，依照中國大陸的想法，兩岸糾紛應以國內法解決，訴諸爭端解決機制不

但突顯中國大陸管轄權無法及於台灣，且雙方依照爭端解決程序下進行「訴

訟」之地位是對等的兩造關係，台灣若逕自使用，很有可能會惹怒中國大陸，

雙方必產生爭執，此時中國大陸可能會採取更多打壓台灣之行動，對台灣來

說得不償失。 

    台灣雖然可以運用爭端解決機制處理兩岸經貿問題，但為使兩岸和平貿

易，台灣也有不使用爭端解決機制之考量，尤其是 1979 年後，中國大陸積

極改革開放以來，兩岸貿易頻繁且兩岸分工逐漸成型，台灣具有充裕的資

金、先進的管理經驗和應用科技；大陸地區則擁有廣大的土地、充沛的勞動

力與消費人口，以及豐富的天然資源。若兩岸建立緊密的經貿合作關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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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資金、技術即使廠等方面互相彌補，使得兩岸經貿皆有良好的前景。

因此兩岸間以行程比較利益的互補關係，以透過商品及生產要素的自由移

動，促使產業分工和專業化(李炳南，2001：48)。 

    因此兩岸經貿關係已進入互依互存的的情況，當貿然的透過 WTO 爭端

解決機制處理經貿糾紛，反而有可能損害兩岸正常經貿關係之互動。台灣至

目前為止，僅在 2006 年對於原產於中國之毛巾產品，及 2007 年對中國大陸

進口的六大類鞋靴產品，確定課徵反傾銷稅。 

 

二、中國大陸 

    兩岸相繼加入 WTO 後，中國大陸頻頻向我國提出反傾銷調查，名義上

為維護正常貿易秩序、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及相關企業的合法權益，其實是因

為我國仍然維持著許多對大陸貨品的限制措施，追根究底，因為台灣對大陸

貨品進口實施諸多限制感到不滿所引起。 

    中國大陸認為由於世界貿易組織是各貿易國經大量討論的基礎上起草

並簽署的，因此 WTO 最主要的職能之ㄧ就是提供貿易談判的場所，而爭端

解決機制就是負責解決貿易摩擦最主要的機構。 

    在台灣加入 WTO 後，中國大陸仍認為台灣是隸屬於中國大陸的一部

份，認為在一個中國大陸的原則下，台灣應與香港、澳門採同樣的運作模式，

並且透過 WTO 秘書處向我國提出名稱由「常任代表團」改為與香港雷同的

「辦事處」，代表團成員職銜不得使用「大使」、「參事」等外交職稱，送交

WTO 的文書不能出現「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等具有主權國意涵之用詞，

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貫徹「一中原則」、「兩岸經貿仍屬中國大陸主權與其單

獨關稅區之間的經貿關係」之定位策略，避免兩岸對等之國際印象產生。(李

孟鎔，2004：74) 

    雖然中國大陸主張兩岸經貿問題應在一個中國大陸的原則下進行磋

商，不需要藉用包括 WTO 在內的任何國際場所，但 WTO 有關通知或諮商

的規範，卻是難以迴避的。例如反傾銷協定第五條第五項使其必須在發動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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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前通知台灣政府；防衛措施協定第 12 條有關諮商的強制性規定，更是促

成兩岸在 WTO 進行雙邊諮商的主要觸媒(蔡宏明，2003：49) 

    一個中國原則迫使中國大陸不願將兩岸事務提交到 WTO 爭端解決機制

進行諮商或解決，一方面考慮不願讓台灣在一個居於平等的地位下與之對

談，另一方面也不希望台灣在國際的能見度逐漸的開展。 

    

参、兩岸貿易衝突其他解決方法 

    在兩岸雙方尚未有機會共同發展出貿易的管理機制，也還沒有完全建立

在 WTO 架構下，建立貿易談判的互信基礎時，「民間協商」被視為是解決

兩岸貿易爭議的可行方式。尤其是在鋼品反傾銷案中，即有業者表示「已溝

通代替對抗對業界較有利」、「政府可能幫不上忙，不如由業者先自行溝通」

等聲音(蔡宏明，2003：51)。  

    事實上，由於中國大陸一向主張其加入 WTO 的身分是「主權國家」，

而台灣則是以「個別關稅領域」之名義加入，但依照「馬拉喀什設立世界貿

易組織協定」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只要加入 WTO 後，都是 WTO 的會員

(member)，就是為了避免政治爭議問題，因此不管是以何種身分加入 WTO，

只要成為 WTO 會員之後，均享有一樣的權利與義務(蔡宏明，2003：52)。

對台灣而言，仍然希望以 WTO 做為溝通的橋樑，幫助建立彼此的互信，使

雙方最終能在 WTO 以外的架構下，就更廣泛的議題進行有意義的對話與協

商 (蔡英文，2002：XIX)。 

    日本與中國大陸間青蔥、生鮮香菇及藺草之貿易爭議，被視為是民間解

決爭議之先例。2000 年日本決定對中國大陸青蔥、生鮮香菇及藺草之進口

展開調查，2001 年日本宣佈事實暫定進口防衛措施，此時中國大陸也決定

對日製汽車、行動電話等產展開報復。期間雙方雖然多次諮商，但並無任何

結果，此時中方業者自行同意自我設限，由中國大陸食品土畜進口商會約束

大陸業者(蔡宏明，2003：53)。我們可以發現，雙方民間協商，中國大陸透

過自我節制來減少對日本的出口，以解決此一問題之關鍵。 

     因此，如果兩岸間的貿易糾紛未能訴諸 WTO 機制下的運作，兩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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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可發揮的效果有四(蔡宏明，2003：58)： 

一、參考美國半導體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SIA)與 

    日本電子機械協會(Electro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 of Japan， 

    EIAJ)在 1996 年 8 月 2 日簽訂的「國際合作協議」，推動產業間合作活 

    動，並簽署反傾銷協議與諒解備忘錄，強調「迅速且有效執行反傾銷法 

    令規章以及加速反傾銷調查之重要性」，化解貿易摩擦的作法。透過經 

    常性(貿易爭議之前)產業交流合作，避免貿易爭議而衍生兩岸互動問 

    題。 

二、就國內廠商出口至中國大陸或台商在中國大陸營運所面對的各項障礙措 

    施，與中國大陸對口單位進行溝通與協調，透過中國大陸對口單位向主 

    關機關反映意見。 

三、對於台灣目前對中國大陸大陸之貿易限制，可透過民間組織與中國大陸 

    對口單位進行溝通與協調，以獲得由中國大陸廠商自我節制，以關稅配 

    額漸進開放之方式，逐步要求開放，以避免中國大陸貨品進口對國內產 

    業造成負面影響。 

四、就爭端解決的爭議事項而言，在訴諸 WTO 爭端解決體制之「諮商請求」 

    前，先與中國大陸進行民間「非正式諮商」，有利於尋求曼譯的解決方 

    案。 

    在處理兩岸貿易糾紛時，在 WTO 架構下訴諸爭端解決機制，是強化台

灣主權的方法，但並非任何糾紛都適合訴諸於 WTO 架構下，且唯有擺脫政

治爭議，才能夠進行有意義的諮商與談話。除了 WTO 中的爭端解決機制，

民間協商也是可繼續深根發展的一環，冀望兩岸貿易關係能夠在更多平台中

保持接觸與對話，但就長期觀點來看，如能在 WTO 架構下中的爭端解決機

制，就事論事，消除貿易障礙，才能真正確保產業及國家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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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本章首先介紹了 GATT 與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且區分兩者的不同之

處，再簡介兩岸在 WTO 架構下兩岸可能產生的經貿糾紛。各個國家在加入

WTO 後，自然而然擁有將貿易糾紛訴諸於爭端解決機制處理的權益，但由

於採行爭端解決機制也有可能遭受到報復，導致各國在提出爭端解決時，都

必須一再的深思熟慮，考量過所以可能發生的情況，在採取行動，各國家間

以理性抉擇之模式，處理貿易糾紛問題。 

    即使是中國大陸不願承認台灣與其在 WTO 中是屬於平等地位的會員

國，但一旦將貿易糾紛訴諸爭端解決機制，所有爭端解決程序都必須依 USD

中的規範為準，遵守制度上的要求，也可說在制度的規範下，貿易糾紛處理

程序有一制性的準則，而各國都必須遵守，在制度的前提下，展開一連串的

諮商與斡旋。 

    未來兩岸是否能在 WTO 架構下解決貿易爭議問題，將視中國大陸是否

在處理與台灣有關之議題時，能夠像處理一般正常會員國之間的經貿關係一

樣，依循 WTO 有關「通知」、「諮商」的義務，進而如同一般 WTO 會員一

般，針對兩岸經貿之爭議，依據 WTO 規範，進行協商並獲致協議而定(蔡宏

明，2003：51)。 

    根據目前兩岸關係發展來看，我們可以發現影響兩岸經貿關係最大的內

部因素是兩岸之間的貿易互動結果與政治因素，政治力因素在兩岸關係中扮

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兩岸長久以來的政治爭議，不但使得雙方無法在國際

社會上和平共處，連帶使得對彼此有利的經濟合作與整合都一直未能實現，

這使得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越走越窄，也讓台灣在全球經濟整合的潮流中逐

漸被邊緣化(蔡學儀，2003：298)。 

   兩岸如可以在 WTO 架構下促進彼此經貿關係的合理化與秩序化，以不

涉及政治問題的前提下，針對兩岸間與 WTO 相關之事務進行良性的互動，

才能開創彼此更美好的未來，但要建構兩岸正常化的關係，仍有賴雙方政府

的持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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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  結論 

第一節 研究發現 

   兩岸分別加入 WTO 至今已約七年，在加入 WTO 後，因應 WTO 規範，

雙方必須依照最惠國待遇及無歧視原則，進行談判以互相開放市場及取消貿

易障礙，雖然兩岸入會各自面對的挑戰不同，但朝向自由貿易方向發展則是

一致的。 

    在本論文研究目的第一點說明新制度主義中理性選擇途徑，要如何分

析兩岸加入 WTO 後的經貿互動？本文運用新制度主義中理性選擇制度主

義作為研究途徑，理性選擇制度主義主張，制度就是種規則，該規則界定、

約束了政治行為者在追求自身最大效用時採用的策略；遵守制度不是道

德、義務使然，而是經過計算被認為符合自身利益，即「結果性邏輯」；制

度是可以設計的，其結果主要取決於所設計制度內涵的激勵與約束(薛曉

源、徐家剛編，2007：6)。 

    在國際組織中制度、建制的規範下，各會員國都必須遵守國際組織中

所有的規範與制度，兩岸欲加入 WTO 就必須做出相當的承諾，並且遵守

WTO 組織內的相關規範，這是兩岸遭遇的第一次理性選擇，雖然做出承諾

將會對其國內經濟造成不小的影響，但雙方在理性的評估後，且尋求利益

最大的化的前提之下，仍期望能加入 WTO。 

    在研究目的第二點，比較分析兩岸加入 WTO 後，經貿政策的轉變為

何的檢視上，在當兩岸分別加入 WTO 後，對其農業、工業、服務業等產

業都產生了衝擊，因應 WTO 內的制度，兩岸的經貿政策也有所改變，兩

岸雙方政府針對各個產業，都提出了相關的政策，其中對兩岸都影響很大

的農業，也都各自有其相關配套措施，期望將損失降至最低，也可說在 WTO

架構下，遵循 WTO 的制度，影響了兩岸經貿政策的制定。而在兩岸在貿

易政策轉變中，最大的共通點是必須積極促進產業升級，因應外在競爭越

來越激烈，輔導產業轉型，是兩岸最迫切需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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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兩岸必須積極成立貿易合作機制，雖兩岸多年來未了政治因素、

主權問題在國際上互不相讓，但兩岸經貿往來一向密切，如兩岸經貿能夠尋

求正常化和制度化，不僅可保障兩岸的投資與貿易，更可落實兩岸的產業分

工和更有效率的資源分配。只有制度化的整合才能加強和保障兩岸的經貿合

作關係，如此一來，一方面有利全球化布局和區域經濟整合，另一方面也可

以降低全球化下不確定性增加的衝擊。兩岸必須拋下對於主權問題上的爭

執，以尋求彼此利益最大化為目的，找尋兩岸合作的新目標。兩岸是否能夠

尋求正常化與制度化的經貿合作機制，兩岸將再次面臨政策理性選擇的思考

中。 

    在尋求兩岸合作機制的同時，兩岸間的相互經爭也更加激烈，在 WTO

架構下，兩岸經濟都將更融入世界經濟體系，兩岸間對於市場、原料、資源、

資金等各方面需求，都將出現更激烈的競爭，尤其前進中國投資台商不斷的

增加，如台灣未能設置完善資金回流機制，台灣原先所享有的經濟優勢可能

將會流失。 

    當中國開放市場後，對於台灣在中國大陸投資的台商而言，雖然開放的

產業更多，但面臨的競爭者也相對的增加，雖台商對中國投資情況在近年來

已有減緩之趨勢，但至今中國大陸仍是台灣出口的第一大市場。在中國大陸

加入 WTO 後，由於各種經貿政策法規與程序的透明化，將使過去台商在中

國所能取得的優勢不再。依據國民待遇原則與最惠國待遇原則，大陸對台商

既有之特殊優惠，將無法繼續採行；加上中央與各地方優惠政策必須趨於一

致，於是中國入會後可能逐步取消特區和開發區之優惠政策，台商在大陸巿

場上將必須與大陸企業和外商公平競爭，這對台商而言，將是極為重大的衝

擊。 

    在研究目的第三點探討制度對國家政策的影響，並且分析兩岸間密切

的經貿互動是否能夠帶動政治上的互動，及尋求兩岸關係正常化的解決機

制的檢視上，其實在加入 WTO 之初，台灣曾期望在 WTO 這個國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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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兩岸經貿互動的基礎，帶動政治上的互動，但至今為止，兩岸官方交

流仍必須委託民間團體來進行，在國際地位上，中國仍堅持其一貫的一中

政策，兩岸「經濟趨合、政治疏離」的情況仍舊存在，兩岸政治上的歧見

並非短時間內就可消除，雖然政治上的互動仍然有限，但由海基會與海協

會近期所協商的 ECFA，若能在 WTO 架構下，且不損害台灣主權前提下簽

訂，對於兩岸經貿應會有正面的助益。 

    當兩岸經貿往來越頻繁，貿易摩擦自然就會產生，除了出口商品傾銷問

題，智慧財產權問題、貿易談判涉及主權問題，都會產生摩擦，對於所有貿

易爭端，兩岸應在 WTO 架構下，透過 WTO 的貿易爭端解決機制來處理，

才能確保，彼此的利益不受損害。 

    兩岸雖然都是 WTO 會員國，但是否使用爭端解決機制來解決兩岸經貿

糾紛，將是兩岸所遭遇的第三個理性選擇，由於兩岸對於將兩岸貿易糾紛訴

諸於 WTO 架構中，有不同的考量，導致真正成功運用 WTO 爭端解決機制

處理兩岸貿易糾紛的機會並不多，作者認為，若兩岸能夠順利簽定 ECFA，

可在 ECFA 架構下成立一「兩岸貿易糾紛協調委員會」(程家瑞，2003：1-2)，

當兩岸貿易糾紛產生時，可在先在協調委員會進行協調，除此之外，當兩岸

某一方因某國導致利益受損時，兩岸可以加以聯合對抗，將會使得兩岸經貿

合作關係越來越緊密。 

    加入 WTO 後，政府還可著利於下列幾個面向進行努力 

一、開放大陸貨品進口、開放陸資來台等政策，不可貿然進行，應針對相關 

    廠商、企業、及所有人民加強宣導，化解眾人疑慮，並且設置補救機制， 

    讓各廠商、企業、人民將損害降至最低。 

二、加強對於 WTO 架構下相關保障條款的宣導，令業者可以了解何時能夠 

    提出保障條款，進而保護自身權益。 

三、兩岸貿易合作機制推行應加快談判速度，對於談判議題應不加以設限， 

    以不傷害台灣主權為前提，利用兩岸貿易合作機制，借助中國經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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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推動，與全球化經濟接軌。 

四、民間交流機制須保持暢通，避免因政治議題上的歧見，切斷了兩岸經貿 

    交流的機會，在 WTO 架構下，尋求經貿上的積極互動，對兩岸雙方而 

    言才是雙贏的局面。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壹、研究限制 

    本文首先回顧新制度主義與相關文獻分析，進而探討兩岸加入 WTO 的

進程與兩岸相關貿易政策走向做了歸納與整理，及對加入 WTO 對台商的利

弊得失做出討論，此外，本文也探討了兩岸在 WTO 架構下，對於爭端解決

機制之使用，與兩岸貿易爭端解決機制。 

    但因與論文題目相關之文獻著實繁多，因研究時間的限制，在閱讀文獻

時未能做最廣泛的流覽與統整，是本論文不足之處。在蒐集方面，有關中國

大陸資料找尋較為困難，多數中國大陸書籍在台灣並未出版，相關資訊只能

依靠網路搜尋獲得，因此造成本文中有關中國大陸相關資料不足，若未來有

其他研究者欲研究此議題，可再加以改進。 

 

貳、未來研究建議 

    對於兩岸未來經貿關係之發展，經貿正常化與建立通暢協商機制仍是兩

岸目前所要追求的共同目標，面對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整合的各種機遇與

挑戰，兩岸尋求合作機制才能創造雙贏的局面， 

    作者對於未來對此議題有興趣之相關研究者有幾點建議： 

一、可嘗試用新制度主義中不同的研究途徑，來探討兩岸經貿政策之轉變。 

二、兩岸經貿互動可鎖定某一議題做深入探討，例如：兩岸貿易依存問題、 

    兩岸爭端解決機制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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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針對在台商在中國大陸投資情況可以訪談方式做深入研究。 

四、可探討兩岸在不同國際組織中的互動與影響。 

 



WTO 架構下兩岸經貿互動之研究 

 122

 
參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王信賢(2000)，〈當代西方中國研究之新制度主義典範分析〉，《中國大陸研   

     究》，第 43 卷第 8 期，頁 23-45。 

王忠義(2007)，《制度變遷下中國經濟改革之路徑選擇》，國立台灣師範大 

     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王泰銓(2006)，《毛巾戰爭：WTO 與兩岸貿易糾紛》，台北：台灣智庫。 

王躍生(1997)，《新制度主義》，台北：揚智出版社。 

王鵬(2003)，〈入世后臺灣對大陸經貿政策的調整及其走向分析〉，《廈門特區  

      黨校學報》，第 15 卷第 1 期，頁 26-29。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http://taiwan.wtocenter.org.tw。 

中華經貿科技網，http://www.icet.org.tw。 

內政部出入國及移民署，http://www.immigration.gov.tw。 

石之瑜(1997)，〈新制度主義建構理性中國的成本〉，《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11 期，頁 1-22。 

包宗和等編(1999)，《爭辯中的兩岸關係理論》，台北：五南。 

朱敬一主編(2000)，《WTO 架構下兩岸經貿關係研討會實錄》，台北：孫運 

      璿學術基金會。 

朱延智(2004)，《兩岸經貿》，台北：五南。 

朱德米(2001)，〈新制度主義政治學的興起〉，《復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 期，頁 98-113。 

台北市法規查詢系統， http://www.law.taipei.gov.tw。 

江丙坤(2002)，〈兩岸入會後對兩岸三地經濟發展的影響〉，《WTO 架構下的 

      兩岸經貿關係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遠景基金會，頁 VII-XV。 

沈玄池(2002)，《國際關係》，台北：高立。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http://www.mac.gov.tw。 



                                                                             參考文獻 

 123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2007)，《政府大陸政策重要文件》，台北：作者自刊。 

李宗哲(2002)，〈大陸加入 WTO 對台失可能的影響－下〉，《萬通銀行季 

       刊》，第 11 卷第 3 期，頁 12-15。 

李英明(2001)，《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和兩岸關係》，台北：生智文化。 

李英明(2005)，《新制度主義與社會資本》，台北：揚智。 

李計廣(2008)，〈入世以來兩岸經貿關系發展中的問題及其影響〉，《亞太 

       經濟》，第 1 期，頁 92-95。 

李炳南(2001)，〈加入 WTO 後兩岸關係之展望〉，《海峽評論》，第 125 

       期，頁 48-50。 

李孟鎔(2003)，《兩岸經貿互動過程中 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研究》，國立東 

       華大學公共行政研究所碩士論文。 

何景榮譯(2002)，Jan-Erik Lane & Svante Ersson 著，《新制度主義政治學》， 

       台北：韋伯。 

宋鎮照、林佳如(2005)，〈從新制度主義看「博鰲亞洲論壇」之政經發展： 

       中共與東協之機會與挑戰〉，發表於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年度論文 

       研討會，南投：暨南大學東亞所。 

林士傑(2002)，《中國大陸行政改革之研究: 以政府職能轉變的角度分 

       析》，國立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林正義、葉國興、張瑞猛合著(2000)，《台灣加入國際經濟組織策略分析》。 

       台北：業強。 

林洸民(2002)，《新制度主義的迷思：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度之分析》，私 

        立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林祖嘉(2001a)，〈加入 WTO 與開放三通對兩岸經貿之影響〉，發表於第一 

        屆台商研究學術研討會，台北：投資中國雜誌社。 

林祖嘉(2001b)，〈大陸加入 WTO 後市場開放所面臨的競爭與挑戰〉，《大陸 

        經濟發展研討會論文集》，台北：中華經濟研究院，頁 3-27。 

林祖嘉(2005)，《兩岸經貿與大陸經濟》，台北：天下。 



WTO 架構下兩岸經貿互動之研究 

 124

林嘉誠、朱浤源編著（1990），《政治學辭典》，台北：五南。 

林聚任、劉玉安等編(2004)，《社會科學研究法》。山東：人民。 

林儀棣(2004)，《中國加入 WTO 進程與展務之研究－由 2004 年板對外貿 

       易法觀察》，國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論文。 

吳玉山(2001)，〈制度、結構與政治穩定〉，《政治學報》，第 32 期，頁 1-50。 

吳忠吉(2002)，〈全球化視野下的兩岸「三通」〉，《WTO 架構下的兩岸經貿 

       關係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遠景基金會，頁 209-233。 

吳新興(1995)，《整合理論與兩岸關係之研究》，台北：五南出版。 

吳榮義(2002)，《WTO 時代—當前台灣經濟的省思與展望》，台北：時報。 

吳經邦等譯(1996)，Thrainn Eggertsson 著，《新制度經濟學》，北京：商務印 

       書館。 

周旭華(2005)，〈我國 WTO 義務屢行的國際法基礎〉，《政大法學評論》，第 

       87 期，頁 315-381。 

邱政宗(1993)，〈多邊貿易架構下之爭端解決制度〉，《進口救濟論叢》，第 3 

       期，頁 131-177。 

邱政宗(2004a)，〈世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現況與展望－上〉，《立法院 

       院聞》，第 32 卷第 1 期，頁 92-100。 

邱政宗(2004b)，〈世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現況與展望－下〉，《立法院 

       院聞》，第 32 卷第 2 期，頁 65-82。 

門洪華譯(2002)，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著，《權力與相互依賴》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 

胡至沛(2001)，〈新制度主義的檢視與反思〉，《中國行政評論》，第 11 卷第 

        1 期，頁 145-162。 

胡婉玲(2002)，《從新制度主義論歐洲議會職權變遷》，私立中國文化大學 

        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論文。 

程家瑞(2003)，《海峽兩岸如何在世界貿易組織架構下建立諮商與爭端解決 

        機制》，台北：行政院陸委會。 



                                                                             參考文獻 

 125

高長(2001)，〈兩岸加入 WTO 後產業可能的互動與競爭力變化〉，《經濟情 

        勢評論》，第 7 卷第 3 期，頁 1-20。 

高長(2002)，〈台灣銀行在大陸的前景與發展〉，《WTO 架構下的兩岸經貿關 

        係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遠景基金會，頁 71-88。 

高希均、李誠、林祖嘉主編(2006)，《兩岸經驗 20 年》，台北：天下文化。 

倪世雄(2003)，《當代國際關係理論》，台北：五南。 

徐斯勤(2001)，〈新制度主義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理論與應用之間對話的 

        初步觀察〉，《政治學報》，第 32 期，頁 95-170。 

徐輝彥(2002)，〈世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對法制之落實－美國貿易法第 

        01-310 條款案之分析〉，《東吳法律學報》第 13 卷第 2 期，頁  

        179-220。 

唐永紅(2005)，〈WTO 框架下海峽兩岸經濟交往及合作方式探討〉，《國際 

       經貿探索》，第 21 卷第 1 期，頁 52-56。 

許光泰主編(2003)，《世貿組織與兩岸發展》，台北：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 

       係研究中心。 

黃立、李貴英、林彩瑜合著(2002)，《WTO：國際貿易法論》，台北：元照。 

黃昆輝(1993)，《大陸政策與兩岸關係》，台北：行政院陸委會。 

黃維助，〈陸資來台 將正面表列控管〉，《自由時報》，2009.4.23，版 A2。 

楊和縉(2005)，《從新制度主義論中國大陸公務員考試錄用制度》，私立文 

       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論文。 

陳文鴻(2000)，〈中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對台灣的經濟影響〉，《中國事 

       務》，第 2 期，頁 6-31。 

陳明通(2004)，〈兩岸三通與台海安全前瞻〉，《新世紀智庫論壇》第 27 

       期，頁 8-10。 

陳其林(2002)，〈經濟發展與結構提升－入世後兩岸經貿的互動關係〉， 

      《WTO 架構下的兩岸經貿關係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遠景基 

       金會，頁 1-24。 



WTO 架構下兩岸經貿互動之研究 

 126

陳冠維(2001)，《歐洲聯盟統治型態之研究─從新制度主義角度分析》，私 

       立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論文。 

陳筱筠(2003)，《臺灣在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處理兩岸經貿爭端研究》，國 

       立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論文。 

陳淑惠(2003)，《WTO 爭端解決機制及其程序爭點之研究》，私立東海大學 

       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 

陳敦源(2001)，〈新制度理論的範圍與方法：一個理性選擇觀點的方法論檢 

       視〉，《行政暨政策學報》，第 3 期，頁 129-184。 

陳義彥、陳景堯譯（2007），David Marsh、Gerry Stoker 等編，《政治 

       學方法論與途徑》，台北：韋伯。 

曾皇華(2003)，《兩岸加入 WTO 後經貿競合之研究》，私立南華大學公共行 

       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論文。 

曾慧雯，〈WTO 架構下談 ECFA？經長不敢打包票〉，《自由時報》，  

        2009.4.14，版 A4。 

郭承天（2000 年），〈新制度論與政治經濟學〉，《政治學報》，第 31 期，頁  

        171－201。 

鄧利娟(2002)，〈兩岸入世後金融交流與合作問題的探討〉，《WTO 架構下的 

       兩岸經貿關係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遠景基金會，頁 109-128。 

趙永祥(2002)，〈加入 WTO 對台灣經貿發展之影響〉，《育達研究叢刊》，第 

       3 期，頁 131－149。 

羅昌發(1999)，《國際貿易法》，台北：元照 

國際貿易局－WTO 入口網，http://cwto.trade.gov.tw。 

童振源著(2003)，《全球化下的兩岸經濟關係》。台北：生智文化 

蔡宏明(1990)，〈貿易摩擦的政治特性與 GATT 爭端解決程序〉，《理論與政 

       策》，第 4 卷第 4 期，頁 129-132。 

蔡宏明(1993a)，〈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善用爭端解決機制－上〉，《今日經 

       濟》，第 367 期，頁 15-22。 



                                                                             參考文獻 

 127

蔡宏明(1993b)，〈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善用爭端解決機制－下〉，《今日經 

       濟》，第 368 期，頁 24-28。 

蔡宏明(2000)，〈WTO 架構下我國對大陸經貿政策之調適〉，《WTO 架構下 

       兩岸經貿關係研討會實錄》，台北：孫運璿學術基金會，頁 48-76。 

蔡宏明(2003)，〈入會後兩岸貿易爭議與爭端解決之探討〉，《經濟情勢暨評 

       論》，第 9 卷第 1 期，頁 24-61。 

蔡英文(2002)，〈加入 WTO 後兩岸經貿政策〉，《WTO 架構下的兩岸經貿關 

       係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遠景基金會，頁 XVII-XXVI。 

蔡學儀(2003)，《兩岸經貿之政治經濟分析》，台北：新文京。 

經濟部國貿局，http://cweb.trade.gov.tw。 

國際合作處(2001)，〈加 入 WTO 農 業 總 體 因 應 對 策 〉，《農政與 

       農情》，第 111 期，頁 36-43。 

劉文華(2001)，《WTO 與中國貿易法律制度的衝突與規避》，北京：中國城 

       市。 

劉玲君(2006)，《國家適應世界貿易組織規範差異之研究—以制度變遷觀點 

       檢視》，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論文。 

劉瑞華譯(1994)，  Douglass C. North 著，《制度、制度變遷與經濟成就》， 

       台北：時報。 

謝俊義(2000)，〈新制度主義的發展與展望〉，《中國行政》，第 68 期，頁 1 

       －26。 

顏聲毅(2001)，〈認同中華文化，發展經貿合作〉，《亞太情勢與兩岸關係學術

研討會論文集》，台北：遠景基金會，頁 327-345 。 

顏慶章(2005)，《WTO 論述文集－台灣國際化之機會與挑戰》，台北：作者 

       自刊。 

薛曉源、陳家剛主編(2007)，《全球化與新制度主義》，台北：五南。 

廖肇寧、劉大和(2002)，〈如何運用 WTO 解決台灣與中國大陸之經貿爭 

       議〉，《國際事務季刊》第 3 期，頁 56-68。 



WTO 架構下兩岸經貿互動之研究 

 128

魏艾(2002)，〈經濟全球化下的兩岸經貿關係：問題與展望〉，《WTO 架構下 

       的兩岸經貿關係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遠景基金會，頁 297-318。 

 

(二)英文文獻 

 

Goodin, Robert(1996),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rges, Michael J. (2001) “New Institu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A Note of Caution,” Politics, 21(2)：137-145.  

Hall, Peter A. & Rosemary C. Taylor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44 (5)：936-957. 

Immergut, Ellen M. (1998),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Political and Society, 26(1)：5-34.  

Immergut, Ellen M. (1992), Health Politics Interest and Institutions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rasner, S. (1984)“Approaches to the State：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Comparative Politics,16(1)：223-246.  

Koelble, Thomas A.(1995). “Th 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Comparative Politics, 27(1) : 231-243.  

March, J.& J. Olsen.(1984),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3)：734-749. 

March, J.& J. Olsen. (1989),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Nabli, M. K. and Nugent. J. B. (1989)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its 

Applicability to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17(9)：1333-1347. 

Nicholas Lardy (2003) , “Evaluating Economic Indicators in Post-WTO China,” 

Issues ＆ Stud, 39(1)：249~268.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well, Walter W. & DiMaggio, Paul J. (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參考文獻 

 129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bert Axelrod(2004),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  

Shepsle, k. (1989)“Studiyng Institutions：Some Lessons from 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1(2)：131-147.   

Yue, Chia Siow and Joseph L.H. Tan (1996), ASEAN in the WTO: Challenge and 

Respons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WTO 架構下兩岸經貿互動之研究 

 130

附錄目錄 

 〈附錄一〉台灣加入ＷＴＯ對農漁牧產業之影響及因應對策簡表 

 〈附錄二〉台灣加入 WTO 對製造業之影響及因應對策簡表 

 〈附錄三〉世界貿易組織架構圖 

 〈附錄四〉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 

 

 

 

 

 

 

 

 

 

 

 

 

 



                                                                                附錄 

 131

〈附錄一〉 台灣加入ＷＴＯ對農漁牧產業之影響及因應對策簡表 
 
甲 農業 

產業別 
開放

方式 

影響

程度 
產銷調整目標 因應對策 

稻米 限 

量 

進 

口 

衝 

擊 

大 

‧ 生產面：促使國內稻米供需

平衡，提升品質及國際競爭

力，確保國內糧食安全及維

護產業永續發展。 

‧ 運銷面：推動策略聯盟，建

立穩固通路；研發國產米之

加工用途及富中國大陸傳

統特色之米製產品。開拓內

外銷市場，以穩定市場價格

及國人米食消費量。 

‧ 生產面：調降稻作面積；配

合計畫生產，獎勵輪作、休

耕；鼓勵種植良質米、有機

米；委託育苗中心或代耕中

心經營，以降低生產成本。

‧ 運銷面：稻米進口管理；建立

預警制度；建立稻米分級及品

牌制度；提昇食米加工附加價

值；改進食米運銷通路。 

‧ 採取價格穩定措施。 

蔗糖 關稅

配額

進口 

 、 

可採

特別

防衛

措施 

衝 

擊 

大 

國內自產糖量規劃逐年調減，

減產以台糖公司自營農場為

主，蔗農面積不強制減少，台

糖公司與農民契約之蔗田，仍

維持每年簽訂一次契約，台糖

公司不得強迫蔗農放棄續約，

且契約甘蔗之收購維持現行田

邊交貨制。 

‧ 逐年調降台糖公司與農民

契作種蔗面積。 

‧ 輔導轉作、休耕。 

‧ 採取價格穩定措施。 

 
蔬菜、雜糧等 

產業別 
開放

方式 

影響

程度 
因應對策 

香菇 
關稅

配額

進口 

 、 

可採

特別

防衛

措施 

衝 

擊 

大 

‧ 增加鮮食香菇生產，減少乾

香菇生產。 

‧ 擴展多元化經營環境。 

‧ 新品種研發與改良、提升品質。

‧ 降低生產成本，如推動自動

化、機械化作業、改進栽培

技術等。 

‧ 調整運銷措施：如策略聯

盟、建立產銷預警制度、建

立品牌、與進口品市場區

隔、強化資訊體系、加強分

大蒜 ‧ 減少生產。 

金針 

‧ 減少生產，林班地輔導造

林。 

‧ 輔導設置觀光農園。 

落花生 ‧ 減少生產，輔導休耕種植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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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開放

方式 

影響

程度 
因應對策 

紅豆 

肥。 

‧ 輔導設置產銷設施。 

級包裝、拓展行銷網、國產

品促銷等。 

‧ 加強防疫檢疫措施。 

‧ 採取價格穩定措施。 

馬鈴薯 

開放 

自由 

進口 

略 

不 

利 

‧ 適度調整生產規模。 ‧ 新品種研發與改良、提升品質。 

‧ 降低生產成本，如推動自動化、

機械化作業、改進栽培技術等。 

‧ 調整運銷措施：如策略聯

盟、建立產銷預警制度、建

立品牌、與進口品市場區

隔、強化資訊體系、加強分

級包裝、拓展行銷網、國產

品促銷等。 

‧ 加強防疫檢疫措施。 

‧ 採取價格穩定措施。 

洋葱 

‧ 適度調整生產規模。 

‧ 實施進口監視。 

‧ 調整市場定位，以內銷為

主，外銷為輔。 

茶葉 自 

由 

進 

口 

影響 

不大 

， 

具外 

銷潛 

力 

‧ 適度調整生產規模。 

‧ 調整市場定位，以內銷為

主，外銷為輔；並以高品質

茶為主要生產目標。 

 
水果 

產業別 
開放

方式 

影響

程度 
因應對策 

檳榔 關稅

配額

進口 

 、 

可採

特別

防衛

措施 

衝 

擊 

大 

‧ 影響生態保育及健康衛生，政府不希望進口；對於產銷採

取不輔導、不鼓勵，加強宣導減少種植面積、輔導廢園造

林或種植綠肥，並取締違規種植。 

‧ 輔導轉型經營，專門採收檳榔頂芽供蔬菜（半天筍）食用。 

‧ 加強防疫及檢疫措施。 

東方梨 

‧ 建構外銷檢疫處理作業及

設備，拓展外銷。 

‧ 輔導設置產銷設施。 

‧ 採取價格穩定措施。 

‧ 調降種植面積，獎勵不具競

爭力果園廢園造林，或輔導

種植綠肥。 

‧ 新品種研發與改良、提升品質。 

‧ 降低生產成本，如推動自動

化、機械化作業、加強省工栽

培技術、加強病蟲害防治等。 
文旦柚 

‧ 輔導轉型為休閒農業。 

‧ 研發文旦加工品開發。 

‧ 採取價格穩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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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開放

方式 

影響

程度 
因應對策 

椰子 
‧ 輔導轉型為休閒農業。 

‧ 採取價格穩定措施。 

‧ 調整運銷措施：如策略聯

盟、建立產銷預警制度、建

立品牌、與進口品市場區

隔、強化資訊體系、加強分

級包裝、拓展行銷網、國產

品促銷等。 

‧ 加強防疫檢疫措施。 

柿子 ‧ 採取價格穩定措施。 

龍眼 ‧ 實施產期調節。 

青梅 
自由

進口 
‧ 輔導轉型為休閒農業。 

李子 

開放

自由 

進口 

略
不
利 

‧ 調整生產結構：鼓勵平地及

低海拔地區加工用李果園轉

作；輔導中高海拔地區生產條

件佳之果園，提高競爭力；不

具競爭力果園廢園造林。 

‧ 建立優良國產水果認證制度。

‧ 新品種研發與改良、提升品質。

‧ 降低生產成本，如推動自動

化、機械化作業、加強省工

栽培技術、加強病蟲害防治

等。 

‧ 調整運銷措施：如策略聯

盟、建立產銷預警制度、建

立品牌、與進口品市場區

隔、強化資訊體系、加強分

級包裝、拓展行銷網、國產

品促銷等。 

‧ 加強防疫檢疫措施。 

鳳梨 

關 

稅 

配 

額 

進 

口 
影 

響 

不 

大 

‧ 採取價格穩定措施。 

‧ 建立優良國產水果認證制度。

‧ 實施產期調節。 

芒果 

‧ 調降種植面積，獎勵不具競爭力

果園廢園造林，或輔導種植綠肥。

‧ 實施產期調節。 

‧ 建立優良國產水果認證制度。

‧ 拓展外銷。 

香蕉 

‧ 建立優良國產水果認證制度。

‧ 採取價格穩定措施。 

‧ 拓展外銷。 

番石榴 

開 

放 

自 

由 

進 

口 

‧ 實施產期調節。 

‧ 建立優良國產水果認證制度。

‧ 拓展外銷。 

橙類 

‧ 調降種植面積，獎勵不具競爭力

果園廢園造林，或輔導種植綠肥。

‧ 拓展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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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開放

方式 

影響

程度 
因應對策 

柑桔類 

‧ 調降種植面積，獎勵不具競

爭力果園廢園造林，或輔導

種植綠肥。 

‧ 拓展外銷。 

檸檬 

‧ 調整生產結構，獎勵不具競

爭力果園廢園造林。 

‧ 實施產期調節。 

‧ 拓展外銷。 

葡萄柚 

‧ 調整生產結構，獎勵不具競

爭力果園廢園造林。 

‧ 建立優良國產水果認證制度。

‧ 拓展外銷。 

桃子 

‧ 調整生產結構，獎勵不具競

爭力果園廢園造林。 

‧ 建立優良國產水果認證制度。

蘋果 
‧ 調降種植面積，獎勵廢園造林。

‧ 輔導轉型為休閒農業。 

葡萄 

‧ 調整生產結構。 

‧ 加強產期調節。 

‧ 建立優良國產水果認證制度。

‧ 拓展外銷。 

荔枝 

開
放
自
由
進
口 

具

競

爭

力 

‧ 縮減生產面積：輔導廢園造

林或種植綠肥。 

‧ 新品種研發與改良、提升品質。 

‧ 降低生產成本，如推動自動化、

機械化作業、加強省工栽培技術

等。 

‧ 調整運銷措施：如策略聯

盟、建立產銷預警制度、建

立品牌強化資訊體系、加強

分級包裝、建立優良國產水

果認證制度、拓展行銷網、

國產品促銷等。 

‧ 加強防疫檢疫措施。 

木瓜 

‧ 以鮮果內銷為導向，並可拓

展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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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漁業 

產業別 
開放

方式 

影響

程度 
因應對策 

養 殖 漁

業 

調降

關稅 

衝 

擊 

大 

‧ 生產調整措施：發展海上箱網養殖、水產種苗、海水魚養

殖、休閒養殖等各種高科技技術密集、且有競爭力養殖及

相關事業。 

‧ 運銷調整措施：建立產品品牌，區隔市場，發展新興運銷

通道。 

‧ 資源調整措施：減少陸上魚塭養殖面積，開發應用漁村婦

女勞力，減少魚貨上市壓力。 

沿 近 海

漁業 

調降

關稅 

‧ 生產調整措施：推動減船措施、縮小漁業規模；加速漁船

作業自動化；輔導發展娛樂漁業；加強漁民組訓。 

‧ 加工運銷措施：建立產品品牌，區隔市場，發展新興運銷

通道。 

‧ 復育資源措施：加強漁業資源管理，棲地保護，減少漁獲

壓力，促進漁業資源永續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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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牧業 

產業別 
影響

程度 

入會

承諾 
因應對策 

毛猪 

衝 

擊 

大 

關 稅

配 額

進口 

 、  

可 採

特 別

防 衛

措施 

‧ 生產調整策略： 

(1)選育具特殊性能國產毛猪，建立優良黑毛猪產銷策略

聯盟體系；(2)強化優良種猪精液供應體系，建立契約產

銷及統合經營制度；(3)推動養猪場認證及查核制度，加

強國內、外產銷資訊蒐集及建立產銷預警機制；(4)加強

斃死猪及畜牧場廢棄物處理。 

‧ 運銷調整策略： 

(1)輔導國產優良猪肉品牌之建立；(2))提昇國產生鮮猪肉

品質及販售場所衛生；(3)輔導肉品市場多角化經營及轉

型；(4)建立肉品市場與肉商合作銷售通路。 

‧ 防疫檢疫調整策略： 

(1)清除及監測猪隻重大動物傳染病；(2)輔導養猪戶落實

自衛防疫體系；(3)建立猪隻藥物殘留監控體系及強化屠

宰衛生檢查。 

‧ 採取價格穩定措施。 

‧ 開發國內外猪肉產品市場，確保及擴大市場需求。 

家禽： 

衝 

擊 

大 

 ‧ 推動生產調整策略，使我國禽品供需平衡，價格穩定，

並提升禽品品質與產業競爭力： 

(1)改善種雛品質，提升種禽場育成率；(2) 透過策略聯

盟(統合經營)體系，降低產銷成本；(3) 推動設立家禽

產業公共投資；(4) 強化家禽產銷資訊預警系統，穩定

產品價格；(5) 改善雞蛋計價制度，促進運銷通路多元

化；(6) 建立優良禽品認證制度，區隔與進口產品之市

場；(7) 建立零污染之家禽產業，提升產業形象 

‧ 強化防疫檢疫(驗)措施 

‧ 採取價格穩定措施。 

‧ 開發國內外禽品市場，確保及擴大市場需求。 

-火雞、

鴨 、

鵝、蛋

類、部

分禽雜 

開 放

自 由

進口 

-雞肉、

其他禽

雜 

關 稅

配 額

進口 

 、  

可 採

特 別

防 衛

措施 

鹿茸 鹿業  ‧ 推動生產調整措施，使我國鹿茸供需平衡，價格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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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影響

程度 

入會

承諾 
因應對策 

-溼鹿茸 

關 稅

配 額

進口 

並提升鹿茸品質與產業競爭力： 

(1)研究鹿隻飼養管理方法，提高年產鹿茸次數與數量；

(2)建立國產牧草品質分級制度並發展牧草栽培管理及

收穫調製技術，提高牧草品質；(3)輔導草農與鹿農簽約

契作生產；(4)加強鹿隻結核病檢查及預防；(5)研發更

人道之鋸鹿茸技術。 

‧ 調整運銷功能，提高鹿茸行銷措施： 

(1)建立國產品品牌，以與進口鹿茸區隔市場；(2)透過

公賣局及中藥店等商家之策略聯盟，加強宣導國產鹿茸

特色並辦理推廣促銷；(3)建立預警制度。 

‧ 採取價格穩定措施。 

‧ 強化防疫檢疫措施。 

-乾鹿茸 
自 由

進口 

乳牛、乳

羊： 
  

‧ 調整生產結構，提升經營效率措施： 

(1)協助酪農購置省工設備；(2)鼓勵酪農整併；(3)鼓勵

淘汰劣質、低生產力之乳牛；(4)建立國產牧草品質分級

制度並發展牧草栽培管理及收穫調製技術，提高牧草品

質；(5)輔導全面使用完全混合日糧及青貯料，改善生乳

品質、乳量及減少飼料費用；(6)改善生乳、儲乳及集運

設備，並輔導乳品工廠每日集運、當日製造、隔日銷售，

且加強藥物殘留監測，以確保國產生乳品質及發揮鮮乳

新鮮特性；(7)研商配合農地利用調整計畫，推廣種植高

品質芻料作物；(8)鼓勵農民轉種植高品質芻料作物，並

-  液態乳 

衝 

擊 

大 

關 稅

配 額

進口 

 、  

可 採

特 別

防 衛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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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影響

程度 

入會

承諾 
因應對策 

-  其他 

(煉乳、

乳水、食

用 奶

粉、乳酪

及 乾

酪、凝態

發 酵 乳

等) 

影 

響 

不 

大 

自 由

進口 

輔導草農與酪農分工合作，簽約契作生產。 

‧ 調整運銷功能，強化國產乳行銷措施： 

(1)強化認證，區隔鮮乳與保久乳市場；(2)輔導廠農合

作提高生乳品質，生產高溫短時間殺菌方法（HTST）

鮮乳，區隔使用超高溫滅菌法（UHT）之保久乳，建立

特色；(3)加強市場消費調查，並透過策略聯盟，加強宣

導國產乳品特色與辦理推廣促銷；(4)建立預警制度，擬

定牛乳產銷調節之各項配套措施；(5)輔導產業團體設置

乳業發展基金，以穩定產業之發展。 

‧ 強化防疫檢疫(驗)措施。 

‧ 採取價格穩定措施。 

‧ 研發及開創國產鮮乳新興消費方式，促進國產鮮乳消費

多元化；辦理各類行銷宣導活動，帶動消費流行趨勢，

以確保及擴大市場需求。 
 
資料來源：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編(2002)，《我國加入 WTO 後對經濟之影響 
          及因應對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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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台灣加入 WTO 對製造業之影響及因應對策簡表 

 

產業別 
影響

程度
因應對策 

整體產業 

影

響

不

大

 

（一）提高競爭力。 

1. 持續透過科技專案計畫支持改善經營管理，提升產品品

質、生產力，以支援工業升級。 

2. 執行振興傳統產業政策，擴大專案輔導規模，並協助軍公

營事業企業化經營。 

（二）鼓勵工業創新。 

1. 落實執行「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獎勵「重大效益、高風

險、需扶植」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並擴及中小企業亦得

適用優惠。 

2. 透過科技專案計畫開發或引進新技術、新產品，並導入學

術資源，以支援工業創新。 

3. 引介、運用新科技，加強工業設計及工程能量，開發創意

產品及提升核心競爭能力。 

（三）因應產業結構調整 

1. 協助國際競爭優勢企業全球營運，加強建置相關設施及培訓

人才。 

2. 協助國際競爭力消退之企業升級轉型，或海外營運。 

3. 促進技術服務業發展，積極培訓人才及建置相關設施。 

4. 加強實施工業技術人才培訓，並針對新興產業提供訓練計

畫。 

(四)運用下列 WTO 架構下之救濟措施： 

1. 反傾銷及平衡稅措施。 

2. 進口救濟。 

3. 產品別特別防衛條款。 

4. 紡織品過渡性防衛措施。 

5. 建構「貿易救濟防火牆機制」及「貿易救濟個別產品預警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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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影響

程度 
因應對策 

汽車業 

負

面

影

響

 

1. 採取關稅配額且逐年調降關稅，給予緩衝期。 

2. 鼓勵業者朝量產發展以降低成本。 

3. 促進國內業者整合分工。 

4. 鼓勵生產量產車型與高自製率車種。 

5. 透過整車廠技術合作對象之國際行銷管道，推動整車及其零組件外

銷。 

6. 加強自主開發設計能力 

7. 繼續推動關鍵性零組件發展，如共用引擎、安全氣囊等案，以

提昇技術水準。 

8. 配合環保署車輛環保有關規定，鼓勵業者發展低污染車輛。 

家電業 

1. 逐年調降關稅，給予緩衝期。 

2. 輔導開發關鍵性零組件，以支援傳統家電業之需求。 

3. 推動自動化生產，以降低生產成本。 

4. 鼓勵研發高附加價值新產品。 

重電業 

1. 逐年調降關稅，給予緩衝期。 

2. 於「政府採購協定」談判中爭取將重點發展之設備與器材列為保留

項目。 

3. 塑造有利環境，引進技術或促進投資。 

4. 運用政府主導之研發專案，建立自主技術及測試能力。 

5.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將部分重電機項目列為國內

廠商價差優惠項目，並視產業需要適時公告之。 

造紙業 

1. 加強輔導業者改善製程，推動自動化生產，以降低生產成本。

2. 協助業者建立良好的工廠管理制度及檢驗技術，以提升產品品

質。 

電子資訊業 

正

面

影

響

或

影

響

不

1. 持續投入科技專案以建立領先技術，且運用相關補助及輔導辦

法協助業者加強研發以調整產業結構。 

2. 持續蒐集各國對我國電腦產品歧視資料，以備加入ＷＴＯ後與

對手國進行諮商消除歧視。 

鋼鐵業 

1. 鋼鐵公會成立「產業結構合理化研究小組」探討鋼鐵業之投資

促使結構合理化，降低無謂的惡性競爭，鋼品國際競爭力調查。

2. 原料及半成品開放大陸地區進口，以降低業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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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影響

程度
因應對策 

機車業 加強業界間之合作關係，以開發新市場，並建立兩岸合作關係。 

石化業 協助業界建廠用地之取得、專用港的興建、水電等設施的配合。 

製藥業 

1. 國產藥與進口藥採相同審查標準及符合 GMP 規範。 

2. 進口藥在台設立檢驗室或委託化驗。 

3. 訂定合理藥價基準、標示中文化。 

4. 推動策略聯盟。 

5. 保障智慧財產權。 

6. 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投資、相互認證，建立品品牌形象。 

塑膠製品業 

1. 促進研究發展。 

2. 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 

3. 加強人才培訓。 

4. 提高經營效率及競爭力。 

5. 規劃專業區提供設廠用地。 

紡織業 

1. 對於在未來面臨解除配額限制之紡織品，加強提升技術、品質

及自動化能力。 

2. 繼續推動生產合理化、自動化及策略聯盟產銷。 

3. 獎勵開發新合成纖維，研究產製高附加價值紡織品，繼續推動

紡織品提升設計能力計畫。 

4. 加強拓展外銷市場。 

食品業 

1. 供應充裕價廉之農產原料，並放寬大陸地區農產原料進口，以降低

成本。 

2. 改善原料與成品關稅稅率結構之合理化。 

3. 協調合理降低糖價、減輕業者用糖成本，並促請台糖公司加速

轉變經營策略。 

4. 整合國內食品相關認（驗）證制度、有效建立產、製、儲、銷

及消費者之共同品保體系。 

5. 開發高品質、高附加價值及低環境成本之產品，凸顯國產品之

特色，以強化競爭優勢。 

6. 輔導業者改變經營策略，朝向保存期限較短之產品以與進口產

品區隔市場。 

7. 加強食品衛生安全檢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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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影響

程度 
因應對策 

航空業 

1. 運用軍事採購工業合作機會，引進技術、培育人才，及取得產品認

證拓展外銷。 

2. 烏拉圭回合新的民用航空器交易協定尚未達成協議，密切注意其後續

發展。 
資料來源：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編(2002)，《我國加入 WTO 後對經濟之影響及因

應對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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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世界貿易組織架構圖 

 

資料來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中心  http://taiwan.wtocenter.org.tw 
檢索日期 2009 年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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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20 

會員茲同意如下： 

第一條 

範圍及適用  

1. 本瞭解書之規則及程序，適用於依本瞭解書附件 1 所示之協定（以下

簡稱「內括協定」）有關諮商及爭端解決之規定所提起之爭端。本瞭

解書之規則與程序，亦應適用於世界貿易組織（以下簡稱〝WTO〞）

之會員就其於 WTO 協定所享之權利義務所生爭端之諮商與處理，及

本瞭解書單獨或與其他內括協定有關之爭端之諮商與處理。  

2. 本瞭解書之規則與程序應適用於本瞭解書附件 2 內括協定有關爭端解

決之特別或附加規則及程序。若本瞭解書之規則及程序與附件 2 所規

定之特別或附加規則及程序有差異者，則附件 2 規定之特別或附加規

則及程序應優先適用。如爭端涉及一個以上之內括協定之規則及程

序，且涉及之特別或附加規則與前揭附件 2 內括協定程序有衝突，而

爭端當事國未能於小組成立後二十日內就處理之規則及程序達成共

識，則依第二條第一項所設爭端解決機構（以下簡稱 DSB）之主席，

在與爭端當事國諮商後，應於任一當事會員提出請求後十日內，決定

應遵守之規則及程序。主席應儘可能適用特別或附加規則及程序，另

為避免衝突，應適用本瞭解書所訂之規則及程序。  

第二條 

處理程序  

1. 茲設立爭端解決機構，以執行前述規則及程序，且除內括協定另有規

定外，亦包括內括協定有關諮商及爭端解決之規定。DSB 有權設立小

                                                 
20 引用自國際貿易局網站 

http://wwwdoc.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8&category_id=CAT450&report_

id=30，檢索日期 2009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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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通過小組及上訴機構之報告、監督相關裁決及建議之執行，並得

授權暫停依內括協定所為之減讓及其他義務。有關依內括協定之複邊

貿易協定所生之爭端， 本瞭解書所謂之「會員」意指簽署複邊貿易

協定之會員。當 DSB 執行複邊貿易協定有關爭端解決條款時，唯有

該協定之會員方得參與 DSB 與此爭端有關之決議或行動。  

2. DSB 應就與各內括協定規定有關爭端之進展，通知 WTO 之相關理事

會及委員會。  

3. DSB 應經常召開會議，俾依本瞭解書所訂之時間表執行其職務。  

4. DSB 依本瞭解書之規則及程序作成決議，應以共識決之方式為之21 。  

第三條 

總則  

1. 會員茲重申其恪遵 GATT 1947 第廿二及廿三條處理爭端之原則，及本

瞭解書所進一步解釋及修正之規則及程序。  

2. WTO 之爭端解決制度係提供多邊貿易體系安全性及可預測性之重要

因素。 會員咸認此制度旨在維護其於內括協定下之權利義務，並依

國際公法之解釋慣例，釐清內括協定之規定。DSB 之建議及裁決，不

得增減內括協定所規定之權利義務。  

3. 會員認其於內括協定下所享之直接或間接之利益，因其他會員採行之

措施而受損時之迅速處理，對 WTO 之有效運作及會員間彼此權利義

務適度平衡之維繫是必要的。  

4. DSB 作成之建議或裁決，依本瞭解書及內括協定所規定之權利義務，

應謀求爭端之圓滿解決。  

5. .依內括協定之諮商及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所提起之案件，其解決方案

（包括仲裁判斷）應符合內括協定之規定，且不得剝奪或損害任一會

                                                 
21 如無出席 DSB 決議會議之會員正式就所提決議提出異議，則提交 DSB 討論之案件應視為已獲

共識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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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於協定下所享之權益，或阻礙內括協定目標之達成。  

6. 依內括協定之諮商及爭端解決條款所提起之案件，如雙方合意解決，

其解決方案應通知 DSB 及其他相關理事會及委員會，任何會員可對

此提出詢問。  

7. 會員提出指控時，應先自行判斷依本程序所提之案件能否獲致有效解

決。爭端解決機制旨在有效解決爭端，如解決方案為當事國所合意接

受且符合內括協定之規定，最為適宜；如無合意之解決方案，爭端解

決機構之首要目標係撤銷不符合內括協定規定之措施。 

有關補償規定之適用，僅限於無法立即撤銷不符合內括協定之措施，

且應僅為撤銷該措施前之臨時措施。本瞭解書對提起爭端解決程序之

會員所提供之最終解決方案係該會員於獲 DSB 授權後，得對其他會

員以差別待遇方式，中止執行減讓或其他內括協定所訂之義務。  

8. 倘有違反內括協定所定之義務之情事，即得視為具有表面證據構成對

會員利益之剝奪或減損；違反義務一詞通常係指對內括協定其他會員

有負面影響。在此情況下，被指控之會員負有舉證責任。  

9. 本瞭解書之條款，不得損及會員依 WTO 協定或複邊貿易協定決定，

而要求解釋內括協定條款之權利。  

10. 會員咸瞭解調解之請求及爭端解決程序之援用，不得以好訟之目的為

之或被視為好訟。 

如有爭端，會員應本誠信原則致力解決爭端。會員亦應瞭解有關案件

之控訴及反訴不應互為關連。  

11. 本瞭解書僅適用於自 WTO 協定生效後，依內括協定諮商條款所提出

之諮商請求。至 WTO 協定生效前依 GATT 1947 或其他內括協定之先

前協定所提之爭端諮商請求，仍持續適用 WTO 協定生效前仍屬有效



                                                                                附錄 

 147

之相關爭端解決規則及程序。22 

12. 除前揭第三條第十一項規定外，如依任一內括協定而提起之指控，係

由開發中國大陸家會員控訴已開發國家會員，指控國得依本瞭解書第

四、五、六及十二條之規定，引用一九六六年四月五日決議之相關規

定（BISD 14 S/18）， 惟若小組認為前述決議第七項有關期限之規定，

將不及提出諮商報告且獲指控國之同意，得延展期限。如本瞭解書第

四、五、六及十二條之規則與程序及前揭決議之相關規定及程序相異

時，應優先適用後者。  

第四條 

諮 商  

1. 會員茲重申強化及改進會員所採行諮商程序效率之決心。  

2. 一會員對其他會員抗議其於本身領域內所採行之措施影響內括協定

之實施，應予以審慎之考量並提供充分之機會進行諮商。23 

3. 如依內括協定提出諮商請求，除當事國另有合意外，被指控國應於收

到請求後十日內答覆，並於三十日內以善意進行協商，以期獲致雙方

滿意之解決。如會員未能於收到請求後十日內答覆，或三十日內展開

諮商，或於其他合意之期間內為之者，則請求諮商之會員得逕要求成

立小組。  

4. 諮商之請求，應由請求之會員通知 DSB 與相關之理事會及委員會。

諮商之請求，應以書面為之，並說明請求之理由，包括指明引起爭端

之措施及請求之法律依據。  

5. 依內括協定所為之諮商，會員於依本瞭解書採取進一步行動前，應儘

量使爭端獲滿意之安排。  

6. 諮商應予以保密，且不損及會員於任何後續程序之權利。  
                                                 
22 本項規定亦應適用於小組報告尚未通過或完全執行之爭端。 
23 任一內括協定有關由會員領域內之地區或地方政府或當局採行措施之規定，不同於本項規定

者，該內括協定應優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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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未能於收到請求諮商後六十日內解決爭端，指控國得要求設立小

組。於上述六十日期間內，如當事國均認為諮商無法解決爭端時，指

控國得要求設立小組。  

8. 遇有緊急案件，包括涉及易腐產品，會員應於收到請求後十日內展開

諮商，如諮商未能於收到請求後二十日內解決爭端，指控國得要求成

立小組。  

9. 遇有緊急案件，包括涉及易腐產品，爭端當事國、小組及上訴機構應

盡全力加速諮商程序之進行。  

10. 於諮商過程中，會員應特別留意開發中國大陸家會員所遭遇之特別問

題與利益。  

11. 如遇有諮商會員以外之會員， 認其於依 GATT 1994 第廿二條第一項

及 GATS 第廿二條第一項及其他內括協定之相關規定舉行之諮商中24

有實質之貿易利益，得於前述規定之諮商請求傳送之日後十日內，通

知諮商會員及 DSB 欲加入諮商之意願。如被告知之諮商會員同意其具

有實質利益之說明，則得加入諮商，渠等應將此同意通知 DSB。如加

入諮商之要求未被接受，則申請加入之會員得依 GATT 1994 第廿二條

第一項或第廿三條第一項及 GATS 第廿二條第一項或第廿三條第一項

                                                 
24 內括協議有關協商之條款列示如後： 
  原產地規則協定，第七條 
 裝船前檢驗協定，第七條 
 一九九四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六條執行協定，第十八條第６項 
 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al Barriers to Trade，第十四條第１項 
 輸入許可發證程序協定，第六條 
 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第十三條及第卅條 
 農業協定，第十八條第１項及 Part C 
 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第卅五條 
 與貿易有關投資措施協定，第八條 
 紡織品與成衣協定，第八條第４項 
 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第六十四條 
 民用航空器貿易協定，第八條第８項 
 政府採購協定，第七條第３項 
 國際乳品協定，第八條第７項 
 國際牛肉協定，第六條第６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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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內括協定之相關規定，自行要求諮商。  

第五條    斡旋、調解及調停  

1. 如爭端當事國同意，得自行約定採取斡旋、調解及調停之程序。  

2. 斡旋、調解及調停之程序及爭端當事國在此等程序所採之立場，應予

保密，且不得損及任一當事國在此等程序下採行任何後續程序之權

利。  

3. 任一爭端當事國得隨時請求斡旋、調解及調停，並得隨時開始或終

止。一經終止斡旋、調解及調停程序，指控國得要求設立小組。  

4. 如斡旋、調解及調停於收到請求諮商後六十日內為之， 指控國必須

俟屆滿六十日後，方得要求成立小組， 惟如爭端當事國均認為斡旋、

調解及調停無法解決爭端時，指控國於六十日期間內得要求成立小

組。  

5. 小組成立後，如爭端當事國同意，亦得繼續進行斡旋、調解及調停程

序。  

6. 秘書長得依其職權，提議展開斡旋、調解及調停，以協助會員解決爭

端。  

第六條 

小組之成立  

1. 倘指控國要求，最遲應於是項要求列入 DSB 議程後之下次會議成立

小組，但 DSB 於該會議中以共識決決議不成立小組者，不在此限。25 

2. 成立小組之要求應以書面為之，並述明是否曾進行諮商、引起爭端之

措施、並提供指控之法律依據之摘要，以釐清問題之所在。如請求國

要求以非標準授權調查條款成立小組，則書面請求並應包括所提議特

別授權調查條款之內容。  

                                                 
25 如指控國作此請求，則為此 DSB 會議應於請求後十五日內召開，開會通知至少於十日前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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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小組之授權調查條款  

1. 除爭端當事國於小組成立後二十日內另有合意外，小組應以下列之授

權調查條款為基礎：「基於（當事國所援引之內括協定名稱）之相關

條款之規定，審查由（當事國名稱）於文件（編號 DS/…）提請 DSB

處理之事件，並作成調查結果以協助 DSB 依該協定而為建議或裁決。」  

2. 小組應處理當事國所援引之內括協定之相關規定。  

3. 於設立小組時，DSB 得授權其主席依上述第一項之規定，於徵詢當事

國後，草擬授權調查條款。 該授權調查條款於擬定後，應傳送全體

會員。如各方合意訂有非標準授權調查條款，任一會員得於 DSB 對

此提出意見。  

第八條 

小組之組成  

1. 小組應由合格之官方或非官方人士組成，包括曾於 DSB 服務或主辦

案件者、WTO 會員或 GATT 1947 之締約成員或任一內括協定或其前

身之理事會或委員會之代表、或曾於秘書處服務者、曾教授或發表國

際貿易法或政策之著作者、或會員負責貿易政策之資深官員。  

2. 小組成員之選擇，應注重成員之獨立性、多元化之背景及廣泛的經驗。  

3. 除當事國另有合意外，當事國之一方26或如第十條第二項所訂之第三

國，其公民不得擔任該案件小組之成員。  

4. 為協助挑選小組之成員，秘書處應備有具備上述第一項資格之官方及

非官方人士之名單，俾便從中挑選。前揭名單應包括一九四八年十一

月三十日（BISD 31S/9）所確定之非官方小組成員及依其他內括協定

所確定之人員，且應在 WTO 協定生效時，登錄上述名單。會員得定

                                                 
26 如關稅同盟或共同市場為爭端之當事國，則本條規定於關稅同盟或共同市場之成員國之人民適

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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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推薦官方或非官方人士之名單，並提供其於國際貿易及內括協定等

事務有關之專業知識之資料，且於 DSB 核可後，即可列入名單。就

名單上之個人，名單上應註明其對內括協定有關事務之專業經驗及專

長。  

5. 除爭端當事國於小組成立後十日內同意增加至五名，小組應由三名成

員組成，並應就小組之組成立即通知會員。  

6. 秘書處應向爭端當事國提名小組之成員。非有堅強理由，爭端當事國

不得反對提名人選。  

7. 小組成立後二十日內，如未能就小組成員達成共識，經任一當事國之

請求，秘書長於徵詢 DSB 之主席或其他相關委員會或理事會之主席

後，應依內括協定，或爭端所涉及之內括協定之任何相關特別或附加

之規定或程序，並與爭端當事國諮商後，指派其認為最適任之人選，

以決定小組之組成。DSB 之主席應於收到是項請求後十日內，通知各

會員有關小組之組成。  

8. 則上，會員應承諾容許其官員擔任小組成員。  

9. 組成員應以其個人身分，而非代表政府或任一機構而行使職權。會員

因此不得就小組所審議之案件，給予小組成員任何指令或企圖影響小

組成員。  

10. 當爭端係發生於開發中國大陸家會員與已開發國家會員間，倘經開發

中國大陸家會員請求，小組至少應有一名成員來自開發中國大陸家會

員。  

11. 小組成員之費用，包括差旅費及膳食費，應依預算、財務與行政委員

會建議且經總理事會採取之標準，由 WTO 預算支應。  

第九條 

多數指控國處理程序  

1. 倘一個以上之會員均對相同事件要求成立小組時，得成立單一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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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量所有相關會員權利之情形下，審議此等控訴。在可行之範圍內

宜儘量成立單一小組以審議此種控訴。  

2. 此單一小組應以使爭端當事者原享有受個別小組審議之權利不致受

到減損之方式安排其審議並向 DSB 提出其報告。若爭端當事者之一

有所要求，小組應就所涉之爭議提出個別之報告。每一控訴者所提出

之書面文件應讓其他控訴者可以獲得；每一控訴者均有權在其他控訴

者向小組陳述其意見時在場。  

3. 倘成立一個以上之小組審議相同事件之指控時，應儘可能由相同人選

擔任任一個別小組成員，且有關此爭端之小組審議過程時間表應予以

調和。  

第十條 

第三國  

1. 當小組進行審議程序時，應充分考慮爭端當事國與爭端所涉其他內括

協定會員之利益。  

2. 任何對小組所審議之案件有實質利益並通知 DSB 之會員（本瞭解書

簡稱〝第三國〞），應有機會使小組聽取其意見及向小組提交書面意

見。該書面意見亦應提供予爭端當事國，並應反映在小組報告內。  

3. 第三國應收受爭端當事國於小組第一次會議中所提出之書面意見。  

4. 第三國認為小組所討論之措施影響剝奪或損害其於任一內括協定下

所享有之利益，該第三國得依本瞭解書正常爭端解決程序請求救濟，

該爭端亦應儘可能交由原小組處理。  

第十一條 

小組之功能 

小組之功能，係協助 DSB 履行其依本瞭解書及內括協定所應負

之責任。準此，小組應向 DSB 提出案件之客觀評估，包括案件

事實與相關內括協定之適用性及一致性之客觀評估，協助 D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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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內括協定作建議或裁決之其他調查。小組應定期與爭端當事

國諮商，俾讓雙方有足夠機會尋求找出相互滿意之解決。 

第十二條 

小組程序  

1. 除小組與爭端當事國諮商後另有決定外，小組應遵循本瞭解書附件３

所訂之作業程序。  

2. 當不致不當地延誤小組進行過程時，小組之程序宜予充分彈性，以確

保高品質之小組報告。    

3. 在與爭端當事國諮商後，小組應儘可能在其成員及授權調查條款確定

後一週內，確定小組處理時間表，倘有相關，亦應參酌第四條第九項

之規定。  

4. 決定小組處理時間表時，小組應給予爭端當事國充足之時間以準備提

出意見。  

5. 小組應設定當事國提交書面意見之明確期限，而當事國應遵重該期

限。  

6. 任一爭端當事國應將其書面意見送交秘書處以便立即轉交小組及其

他爭端當事國。除小組依本條第三項確定處理時間表並與爭端當事國

諮商後，決定當事國雙方應同時提交第一次意見外，指控國應在被指

控國提交第一次意見前提出意見。倘對首次意見之送交有順序之安

排，小組應設定收受被指控國意見之明確期間，其後之任何書面意見

均應同時提出。  

7. 爭端當事國未能獲致彼此滿意之解決時，小組應向 DSB 書面報告提

出調查結果。在此情形下，小組報告應闡明所認定之事實，相關條文

之適用性、及其所作任何調查與及建議之基本理由。倘爭端當事國間

已獲致案件達成解決，小組報告內容僅須簡要說明案情並報告已有解

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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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為使爭議處理程序更有效率，小組之進行調查期間，即自小組成員組

成及授權調查條款確定起至提交最終報告予爭端當事國止之期間，原

則上不得超過六個月。遇有緊急案件，包括涉及易腐產品，小組應力

求於三個月內向爭端當事國提出完成報告。  

9. 當小組認為其無法在六個月內或無法對緊急案件於三個月內提出報

告時， 應以書面告知 DSB 遲延之原因及提出報告之預估期間。惟自

小組成立起至向會員傳送報告之期間，不得超過九個月。  

10. 因開發中國大陸家會員所採取措施而產生之諮商，諮商當事國得同意

延長第四條第七項及第八項所規定之期間。若相關期間已屆，而當事

國無法同意諮商已獲致結論，DSB 之主席在與當事國諮商後，應決定

是否延長期間及所延長期間。此外，在審查有關開發中國大陸家會員

之指控案件時，小組應給予開發中國大陸家會員充裕的時間以準備及

提出其主張。第廿條第一項及第廿一條第四項之規定不受依本項所從

事行為之影響。  

11. 如爭端當事國有一個或兩個以上為開發中國大陸家時，小組報告應明

白指出已依開發中國大陸家會員於爭端處理程序中所援引之內括協

定，給予開發中國大陸家會員不同且較有利之待遇。  

12. 組經指控國之要求，得隨時暫停其作業，但期間不得超過十二個月。

遇有暫停之情況，對本條第八項及第九項，第廿條第一項及第廿一條

第四項所規定之期間，應給予暫停相等期間之延長。若小組暫停超過

十二個月時，應終止設立小組之授權。  

第十三條 

蒐集資訊之權利  

1. 小組有權向其認為適當之個人或機構蒐集資訊及尋求技術上之建

議。在一會員之管轄領域內，小組蒐集資訊或尋求建議前，應先知會

該會員之政府。 任一會員接到小組要求其提供小組認為必需且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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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訊時， 應立即且詳細地答覆。未獲得提供資訊之個人、機構或

會員之政府之正式授權，已提供之機密性資訊不得洩露。  

2. 小組得利用任何相關來源以蒐集資訊，亦得就案件之某一部分徵求專

家之意見。倘一爭端當事國所提出涉及科學或技術層面之事實問題，

小組得要求專家審查群提出書面建議報告。設立專家審查群之規定及

程序詳述於附件 4。  

第十四條 

保密  

1. 小組之審議應以秘密方式進行。  

2. 小組應根據所獲得之資料及書面意見撰擬報告，無需爭端當事國出

席。  

3. 任何小組成員在報告中所表達之意見，應不予記名。  

第十五條 

期中審查階段  

1. 小組於衡酌所收悉之答辯意見及言詞辯論後，應提交其報告初稿中有

關陳述部份（事實及辯論）予爭端當事國。在小組所設定之期間內，

當事國應提出書面意見。  

2. 於收受爭端當事國意見之設定期限屆滿後，小組應向當事國提出期中

報告，包括陳述小組之認定及結論。在小組設定之期間內，當事國一

方得以在期終報告向各會員傳送前，向小組提出審查期中報告之書面

請求。在接到請求時，小組應與當事國就其對書面意見之問題舉行進

一步之會議。若在期間內未收到任何當事國意見，則期中報告即視為

期終報告，並立即傳送各會員。  

3. 期終報告之調查內容，應包括於期中審查階段時所提出爭論之討論。

期中審查階段應在第十二條第八項所設定之期間內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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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條 

組報告之通過  

1. 為使會員有充分時間考慮小組報告，於該報告向會員傳送二十日後，

始得提交 DSB 討論。  

2. 對小組報告有異議之會員，至少應在 DSB 討論小組報告前十日，以

書面說明反對傳送之理由。  

3. 爭端當事國有權充分參與 DSB 對小組報告之檢討，且其意見應全部

予以紀錄。  

4. 在向會員傳送小組報告六十日內， 除爭端當事國一方正式通知 DSB

其決定上訴或 DSB 以共識決議不予通過小組報告外，DSB 應於其會

議通過該報告，若有當事國一方已通知其上訴之決定，應俟完成上訴

程序後，始得認為 DSB 通過小組報告。通過程序不得損及會員對小

組報告表示意見之權利。  

第十七條 

上訴審 

常設上訴機構  

1. DSB 應設立一常設上訴機構，以審理小組案件之上訴。上訴機構應由

七人所組成，每一個案件應由其中三人處理。上訴機構成員應採輪流

方式處理案件，輪流方式應依上述機構作業程序之規定。  

2. DSB 應指派上訴機構之成員，其任期四年，且得連任一次。惟在 WTO

協定生效後立即指派之七人中，由抽籤決定之其中三人之任期應至二

年後屆滿。遇有空缺時應予以補足。被指派接替任期未滿之成員，其

任期以前任人員未滿之任期為準。  

3. 上訴機構之成員應由一般公認具備法律、國際貿易及內括協定事務之

專長之權威人士組成。該等成員應與任何政府無關。上訴機構之成員

應能概括代表 WTO 之會員。上訴機構各成員皆應隨時待命，並應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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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WTO 爭端解決活動及其他相關活動。惟不應參與任何會產生直接

或間接利益衝突之爭端之認定。  

4. 對小組之報告僅爭端當事國得提起上訴，第三國不得為之。已依第十

條第二項之規定通知 DSB 其對此案件有實質利益之第三國，得向上

訴機構提出書面意見，並得使上訴機構有機會聽取其意見。  

5. 原則上， 自爭端當事國一方通知其上訴決定起至上訴機構作成決定

止，不得超過六十日。在確定時間表時，倘有相關，上訴機構，應參

酌第四條第九項之規定。當上訴機構認為無法在六十日內提出報告，

應以書面告知 DSB 遲延之原因及提交報告之預估期間。惟此一程序

最長不得超過九十日。  

6. 提起上訴，限小組報告之法律爭議及小組所為之法律解釋爭議。  

7. 上訴機構於需要時應獲得適當之行政及法律支援。  

8. 上訴機構成員之費用，含差旅費及膳宿費，應依預算、財政與行政委

員會建議且經總理事會採取之標準，由 WTO 預算支應。  

 

上訴審程序  

9. 上訴機構於與 DSB 主席及 WTO 秘書長協商後，應草擬作業程序，並

告知會員。  

10. 上訴機構之程序應以秘密方式進行，並根據所獲得之資料及書面意 

     見撰擬報告，無需爭端當事國在場。  

11. 任何上訴機構成員在上訴機構報告中所表達之意見，應不予記名。  

12. 於上訴程序中，上訴機構對依本條第六項規定所提出之各項爭議應 

     予以處理。  

13. 上訴機構得維持、修正或撤銷小組之法律上見解及結論。  

上訴機構報告之採認  

14. 除 DSB 於上訴機構報告提交會員三十日內，以共識決定不通過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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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27，上訴機構報告應經由 DSB 通過且當事國應無條件接受。通過

程序不得損及會員對上訴機構報告表達意見之權利。  

第十八條 

與小組或上訴機構之溝通  

1. 就小組或上訴機構審查中之案件，不得與小組或上訴機構單方溝通。  

2. 提交小組或上訴機構之書面意見應予以保密，但應使爭端當事國隨時

可取得。本瞭解書並不禁止任一爭端當事國對外公開其自身立場之聲

明。會員送交小組或上訴機構之資料，經註明為機密者，他會員應對

上述資料予以保密。基於會員之要求，爭端當事國亦應提供其書面聲

明中可公開之非機密性之摘要資料。  

第十九條 

小組及上訴機構之建議  

1. 若小組或上訴機構認定某一措施不符合某一內括協定之規定時，應建

議該相關會員28使該一措施符合協定之規定29。除上述建議外，小組或

上訴機構並得向相關會員提出執行此建議之方法。  

2. 依照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小組及上訴機構之認定及建議，不得增減內

括協定所規定之權利及義務。  

第廿條 

DSB 決定之時間表 

除爭端當事國另有合意外，自 DSB 成立小組之日起至其通過小

組或上訴報告之日止，原則上，若無上訴，其期間不得超過九

個月；若有上訴，則不得超過十二個月。當小組或上訴機構已

依第十二條第九項或第十七條第五項延長提交報告期間，則上

述期間應另計延長期間。 
                                                 
27 如 DSB 之會議未排定於本期間召開，DSB 會議應為此目的而召開。 
28 「相關會員」意指小組或上訴機構之建議所指之爭端當事國。 
29 閞於未涉及違反 GATT 1994 或任一其他內括協定案件之建議，請參見第廿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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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條 

建議及裁決執行監督  

1. 為確保爭端之有效解決使各會員獲致利益，立即遵行 DSB 所作之建

議或裁決乃屬必須。  

2. 有關為爭端解決所採取之措施，足以影響開發中國大陸家會員之利益

者，應予特別注意。  

3. 在通過小組或上訴機構報告之日後三十日內所召開之 DSB 會議中30，

相關會員應通知 DSB 其執行 DSB 所作之建議及裁決之意願。倘無法

立即遵行該建議或裁決時，相關會員應有一段合理期間執行；此合理

期間應為： 

(a)相關會員自行提出之期間，並經 DSB 批准者；倘無 DSB 之批准， 

(b)爭端當事國在通過該建議及裁定之日後四十五日內互相同意之期

間；倘無此合意， 

(c)於通過該建議及裁決之日後九十日內，由具有拘束力之仲裁所決定

之期間31。 在仲裁時，執行小組或上訴機構建議之合理期間，自通過

小組或上訴機構報告之日起不得超過十五個月為仲裁人32之準則。惟

期間之長短得視特殊情形而定。  

4. 除小組或上訴機構已依第十二條第九項或第十七條第五項之規定延

長提交報告期間外，自成立小組之日至決定合理期間之日止不得超過

十五個月， 但經爭端當事國同意者不在此限。而當小組及上訴機構

已延長提交報告之期間，則十五個月期間應另計延長期間，惟總期間

不得超過十八個月，但遇有特殊情形，經爭端當事國同意，不在此限。  

5. 對為遵守該建議或裁決而採行之措施是否存在或符合內括協定有爭

                                                 
30 如 DSB 之會議未排定於本期間召開會議，則 DSB 會議應為此目的而召開。 
31 案件提交仲裁後十日內，如當事國未能同意仲裁人人選，則秘書長與當事國諮商後，應於十日

內指定之。 
32 所指「仲裁人」應解為個人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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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時， 則此爭端應藉爭端解決程序尋求救濟，並應儘可能由原先之

小組審理。小組應於受理案件之日後九十日內傳送其報告。當小組認

為無法於此期間內提供報告時，應以書面告知 DSB 遲延之理由連同

可能提交報告之估計期間。  

6. DSB 應監督所通過之建議或裁決之執行。任一會員得在通過後任何時

間向 DSB 提出建議或裁決之執行爭議。除 DSB 另有決定外，建議或

裁決之執行爭議應於依本條第三項規定決定合理期間之日後六個月

內，列入 DSB 會議議程中討論，且應列入議題並應保留議題直至解

決爭議為止。每次 DSB 開會前至少十日，相關會員應以書面向 DSB

提交建議或裁決之執行進展之現況報告。  

7. 若所爭端案件係由開發中國大陸家會員提出，DSB 應考慮採取適合此

一情勢之進一步行動。  

8. 若案件係由開發中國大陸家會員提出，於考慮其應採取何種適當行動

時，DSB 不但應考慮受指控措施之貿易層面，且應兼顧此等措施對相

關開發中國大陸家會員經濟之影響。  

第廿二條 

補償及減讓之暫停  

1. 補償及減讓或其他義務之暫停，係於建議或裁決未能於合理期間內執

行情況下之暫時性措施。惟建議之充分執行使採行之措施符合內括協

定，應優先於補償及減讓或其他義務之暫停。補償係自願性，倘承諾

給與，應符合內括協定之規定。  

2. 若有關之會員未能使與內括協定不一致之措施符合內括協定或未能

於依第廿一條第三項所規定之合理期間內遵行建議及裁決時，該會員

因他會員之請求，應於合理期間屆滿前，與提起爭端解決程序之任一

當事國進行諮商， 以尋求雙方可以接受之補償。若雙方在合理期間

屆滿後二十日內未能獲致滿意之補償，提起爭端解決程序之任一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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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得要求 DSB 授權，暫停內括協定有關減讓或其他義務對相關會員之

適用。  

3. 考慮暫停何種減讓或其他義務時，指控國應適用下列原則及程序： 

(a)指控國應先就小組或上訴機構已發現有抵觸或其他剝奪或損害情

事之同一產業，要求暫停減讓或其他義務； 

(b)如指控國認為對同一產業暫停減讓或其他義務不切實際或無效，則

得在同一協定下對其他產業要求暫停減讓或其他義務； 

(c)若指控國認為在同一協定下對其他產業尋求暫停減讓或其他義務不

切實際或無效且其情況相當嚴重時，則得對其他內括協定要求暫停

減讓或其他義務； 

(d)在適用上述原則時，指控國應考慮： 

(i) 該產業之貿易現況，或經上訴機構認定已將觸特定協已牴觸

剝奪或損害某特定協定所規範之貿易，及該項貿易對指控國

之重要性； 

(ii) 與剝奪或損害有關之泛經濟性因素，及暫停減讓或其他義務

所造成之泛經濟性後果； 

(e)如指控國決定要求授權依上述第(b)款或第(c)款規定，暫停減讓或其

他義務，應在要求中述明理由。在向 DSB 提出要求同時，應向相

關理事會提出；若依第(b)款提出要求；則亦應向相關機構提出； 

(f)本項所稱「產業」之定義為： 

（i） 關於商品：包括所有商品； 

（ii） 關於服務業：如現行「服務業分類表」所指明之主要產業33； 

（iii） 關於與貿易有關智慧財產權： 如與貿易有關智慧財產權協

定第二篇第 1、2、3、4、 5、6、7 節所訂之各類智慧財產

權或第三、四篇所訂之義務； 
                                                 
33 於 MTN. GNS/W/120 文件表中，列有 11 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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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本項所稱「協定」之定義為： 

(i) 關於商品：指 WTO 協定附件 1A 所列之各項協定，若爭端

當事國為複邊貿易協定之會員，則亦包括該複邊貿易協定。 

(ii) 關於服務：服務貿易總協定 

(iii) 關於智慧財產權：與貿易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  

4. DSB 所授權減讓或其他義務暫停之程度，應與受剝奪或損害之程度相

當。  

5. 內括協定禁止，DSB 不得授權暫停減讓或其他義務。  

6. 本條第二項所訂之情事發生時，DSB 經請求，應在合理期間屆滿後三

十日內，授權暫停減讓或其他義務，但 DSB 以共識決議拒絕該請求

者，不適用之。惟如相關之會員反對所擬議之暫停減讓之幅度，或認

為指控國於依本條第三項第(b)款或第(c)款請求授權暫停減讓或其他

義務時，並未依循本條第三項之原則及程序，該案件應交付仲裁。仲

裁應儘可能由原小組負責處理，或由秘書長指定一名仲裁人處理34。

仲裁應在合理期間屆滿之日起六十日內完成。在仲裁程序進行期間，

不得暫停減讓或其他義務。  

7. 依本條第六項所指定之仲裁人35，不得審查被暫停減讓或其他義務之

本質，而應決定該暫停之程度是否與受剝奪或損害之程度相當。仲裁

人亦得決定所提議之暫停減讓或其他義務，是否為內括協定所准許。

惟如訴請仲裁之案件，包括主張本條第三項之原則及程序未被遵從，

仲裁人應就該主張進行審查，若仲裁人認為該等原則及程序未被遵

從，指控國應使其符合本條第三項之規定。爭端當事國應接受仲裁人

之最終決定，相關當事國不應請求第二次仲裁。DSB 應儘速被告知仲

裁人之決定，且經請求而該請求符合仲裁人決定者，應授權暫停減讓

                                                 
34 所指「仲裁人」應解為個人或團體。 
35 所指「仲裁人」應解為個人、團體、或充任仲裁人之原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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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義務，但 DSB 以共識決議拒絕該請求者，不適用之。  

8. 減讓或其他義務之暫停，應屬暫時性，在下列情況時應即停止：當不

符合內括協定之措施已袪除時；或應履行建議或裁定之會員已對利益

受剝奪或損害之會員提出解決之道；或已達成相互滿意之解決時。依

照第廿一條第六項之規定，DSB 應繼續監督所通過之建議或裁決之執

行，包括已獲補償或已暫停減讓或其他義務而仍未執行建議使措施符

合內括協定之建議案件。  

9. 當一會員領域內之地方政府當局所採取之措施，對內括協定之遵守有

影響時，可援用內括協定爭端解決之規定。當 DSB 裁定內括協定之規

定未被遵守時，應負責之會員須採取一切可行之合理措施以確實遵守

規定。內括協定及本瞭解書有關補償及暫停減讓或其他義務之規定，

於不可能遵守之情況下適用之。36 

第廿三條 

多邊制度之強化  

1. 會員對內括協定義務之違反，或基於內括協定得享有之利益受剝奪或

損害，或內括協定之任何目標之達成受阻礙，欲尋求救濟時，應援用

及遵照本瞭解書之規則及程序。 

2. 如有上述情況，會員應： 

(a) 不得逕自決定違反之行為已經發生、利益已受剝奪或損害、或

內括協定之任何目標之達成已受阻礙；但依據本瞭解書之規則

及程序處理爭端解決者，不在此限；且會員所作決定應與由 DSB

通過之小組或上訴機構之報告或依本瞭解書所為之仲裁判斷之

認定相符； 

(b) 遵行第廿一條所規定之程序，以決定相關會員履行建議及裁決

                                                 
36 如任一內括協定有關地方政府於會員之領域內所採行之措施之規定，與本條款不符者，前者優

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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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合理期間； 

(c) 於相關會員未能於合理時間執行建議及裁決時，遵行第廿二條

所規定之程序，以決定減讓或其他義務暫停之幅度，並於依內

括協定暫停減讓或其他義務之前，依該情勢獲得 DSB 之授權。  

第廿四條 

對低度開發國家會員之特別程序  

1. 在決定爭端之肇因及在爭端處理程序之各個階段，涉及低度開發國家

會員者，應對低度開發國家會員之特殊情況予以特別考量。此時，會

員依此程度於提出涉及低度開發國家指控時，應作適當節制。如發現

利益受剝奪或損害，係由低度開發國家會員採取之措施所造成，指控

國依此程序要求補償或授權暫停減讓或其他義務之適用時，應作適當

節制。  

2. 涉及低度開發國家會員之爭端解決案件，若諮商過程未獲致滿意解

決，於請求設立小組之前，秘書長或 DSB 之主席基於該低度開發國

家會員之要求，應提供斡旋、調停及調解，以協助當事國解決爭端。

秘書長或 DSB 主席在提供上述協助時，得向認為適當之任何來源洽

詢。  

第廿五條 

仲裁  

1. 以迅速仲裁作為 WTO 解決爭端方式之一，能加速解決當事國已經清

楚界定之爭端問題。  

2. 除本瞭解書另有規定外，仲裁須依當事國同意遵守一定程序之相互合

意為之。雙方若同意訴諸仲裁，則應在仲裁程序實際開始前，預先通

知各會員。  

3. 其他會員經同意訴諸仲裁當事國之合意，得成為仲裁程序之當事國。

仲裁程序之當事國應同意遵守仲裁判斷。仲裁判斷應告知 DSB 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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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協定理事會或委員會，任何會員可就該判斷提出有關之意見。  

4. 本瞭解書之第廿一條及廿二條，準用於仲裁判斷。  

第廿六條  

1. GATT 1994第廿三條第一項第 b款之非違反性指控於GATT 1994第廿

三條第一項第 b 款之規定可適用於內括協定之情形，爭端當事國一方

認為其依相關內括協定直接或間接所享有之任何利益而受剝奪或損

害，或使協定目的之達成受阻，係肇因於他會員措施，且不論該項措

施是否與該協定相抵觸，小組或上訴機構僅得為建議或裁決。於當事

國及小組或上訴機構認定受指控國之措施並未與得適用GATT1994第

廿三條第一項第 b 款規定之內括協定相抵觸，應按下列規定適用本瞭

解書之程序： 

 (a)對於措施未違反相關內括協定者，指控國應提出詳細之說明，以

支持其指控； 

(b)某項措施被認定剝奪或損害相關內括協定下之利益，或妨礙該協

定目的之達成，但並未違反協定之規定時，採取該措施者並無義

務撤銷該措施。惟在此情形，小組或上訴機構應建議相關會員作

一相互滿意之調整； 

(c)雖第廿一條已有規定，惟依第廿一條第三項所規定之仲裁，於任何

一方提出要求時，得包括決定利益受剝奪或損害之程度，並得建議

達成相互滿意之調整方法；且該建議對爭端當事國不具有拘束力； 

(d)雖第廿二條第一項已有規定，補償得作為爭端最終解決相互滿意

調適之一部分。 

2. GATT 1994第廿三條第一項第 c款之控訴於GATT 1991第廿三條第一

項第 c 款之規定下適用於內括協定之情形，當事國認為其基於相關內

括協定直接或間接所享有之利益受剝奪或損害，或使協定目的之達成

受阻，係肇因於得適用 GATT 1994 第廿三條第一項第 a 款及第 b 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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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情形，小組僅得為裁決及建議。若當事國及小組均認定該事件係

受本項所規範者，則本瞭解書所規定之程序應僅適用至小組報告傳送

各會員止。一九八九年四月十二日之決議（BISD 36S/61-67）所包括

之有關爭端解決之規則及程序，應適用於考慮建議及裁決之通過、監

督及執行。下列規定亦應適用： 

 (a)指控國應提出詳細說明以支持任何本項所涵蓋問題之指控。 

(b)對適用本項之爭端案件，如小組認為該爭端案件亦牽涉非本項所

涵蓋之爭端事項時，則小組應向 DSB 傳送陳述該等事項之報告，

及屬於本事項之各別報告。  

第廿七條 

秘書處之責任  

1. WTO 秘書處有協助小組之責任，尤其對處理案件之法律、歷史、程

序等方面，並提供行政及技術支援之責任。  

2. 當秘書處因會員要求而協助解決爭端時，該處亦有需要對開發中國大

陸家提供額外之法律諮詢及協助。為此，秘書處應自 WTO 技術合作

部門指定一適格法律專家，對作此請求之任何開發中國大陸家會員提

供協助，該專家應確保秘書處一貫公正性態度，以協助開發中國大陸

家會員。  

3. 秘書處應為有興趣之會員，就爭端解決程序及慣例開設特別訓練課

程，俾使會員之專家對此有較深入之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