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不斷滋長、集中管理並掌控的干涉主義打開了邁向自由市場之路，而且就這

樣一直敞開著。 

∼Karl．Polanyi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中國大陸與臺灣分別於二00一年十二月和二 00二年一月先後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TO)，開啟兩岸在國際經濟裡的新紀
元。WTO是現今最重要的國際組織，涵括了全球百分之九十的貿易，透過與聯
合國及各個專業性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世界關務組織、世界智

慧財產權組織等的密切合作，WTO已成為國際經貿體系的總樞紐，素有經貿聯
合國之稱。1 

 
WTO的前身為一九四七年生效的關稅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 以下簡稱 GATT)，一九四七年所完成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涵蓋
了規範國際貿易的規則。該項協定的基本目標之一，在於限制各國採取或繼續適

用有礙於國際貿易自由化的措施，例如關稅障礙、限制進口數量，對進口貨品適

用具有歧視性之稅捐課徵或規則、補貼、傾銷、以及其他非關稅障礙等等。2在

此一協定架構下所舉行的多次貿易回合，談判結果對國際經貿秩序影響深遠3，

而於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四年烏拉圭第八回合之談判中，更進一步決議通過建立

世界貿易組織協定4，並於「馬爾喀什設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5中正式確立設立。6WTO的
成立可說是市場全球化的一環，它連帶影響了政治、經濟、法律和建制等議題，

並可見於國內和國際兩層次。7 
 

  
                                                 
1 加入WTO新紀元---契機與影響，經濟部國貿局，民國九十年九月，頁總 1。 
2 黃立、李貴英、林彩瑜，WTO國際貿易法論，台北：元照出版社，民國八十九年十月，頁 9。 
3 同前揭註，頁 1。 
4 同前揭註，頁 24。 
5 Article I of the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WTO “) is hereby established .  
6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Status of Legal Instruments , Geneva , April , 1998.  
7 Fr`ed`eric Jenny, “Globalization , Competition and Trade Policy : Issues and Challenges”,Towards 
WTO Competition Rules,Key Issues and Comments on the WTO Report (1998) on Trade and 
Competition ,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The Hague-London-Boston 1999,p.4 .    



 
WTO包含以下四種功能8: 

1.溝通： 
WTO建構了一個資訊、諮商和談判之互動平台。 

2.強制： 
WTO拘束貿易會員國政府之貿易政策行為。 

3.例外： 
WTO允許會員國政府用規定內之理由運用規範下之工具，將WTO內之限制
予以例外處理。 
4.爭端解決： 

WTO提供會員國間一爭端解決之機制。 
 
在上述功能中，爭端解決機制提供了會員國解決貿易糾紛之互動平台9，且在

貿易爭端國諮商無效後訴諸法律解決途徑，將爭端提交WTO內之專家小組解
決，以實質法律保障會員國之貿易利益，在 GATT早期，爭端解決只是種外交活
動，大部分小組的裁判者也多是外交官，他們的規則通常都模糊不清且很難取得

承諾，小組決議後的有效執行是不存在的，真正唯一的制裁是單方的報復；此種

爭端解決對小國尤其不利，小國在和大國進行有效貿易對抗之過程中曾有一段艱

辛過程，而此問題在一九九五年之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 以下簡稱 DSU)中獲得
修補10，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中，國際政治權力較為弱小之國家亦能透過法律
途徑主張本國貿易權利。 

 
由於WTO是政府間的組織而非私人實體或非政府組織，故只有會員國有權

透過WTO爭端解決程序處理貿易爭端，非政府實體亦可讓政府知道其貿易難
題，促請政府透過WTO之適當途徑解決；WTO爭端解決機制即在鼓勵政府運
用正式的諮商管道找尋雙方皆可接受之解決方式，若雙方政府不能解決其爭端， 
 

                                                 
8 Alan V. Deardorff,“An Economist’s Overview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Joint U.S-Korea 
Academic Studies,Volume7,1997,KEI,1997,P.13-14. 
9 Article 1 of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is Understanding shall apply to disputes brought pursuant to the consultation 
and dispute settlement settlement provisions of the agreements listed in Appendix 1 to this 
Understanding (referred to in this Understanding as the “covered agreements”).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is Understanding shall also apply to consultations and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etween Members concerning thei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referred to in this Understanding taken in isolation standing 
as the “WTO Agreement”) and of this Understanding taken in isolation or in combination with any 
other covered agreement.”  
10 United States Senate,One Hundred Sixth Congress , second session,“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WTO”,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of the Committee on Finance,June 20 , 
2000,p.3. 



 
政府可以選擇下一步的爭端解決，包括調解和仲裁，政府可同時要求WTO爭端
解決機構(DSB)成立由貿易專家組成的小組(panel)調查兩造爭點並做出決議。11 

 
爭端解決機制之出現使得每一個國家都有權在國內產業受到重大傷害時以

合理合法的途徑自我救濟，在這樣規範保障的大環境下，不論是政治弱國或經濟 
弱國都可以透過此一法律機制維護利益；惟WTO目的係在為企業創造於國外市
場進行貿易甚至投資的機會，對國內市場加入競爭因素12，因此在使用WTO爭
端解決機制之時亦需在國內產業利益及WTO基本精神間做考量，避免破壞世界
貿易機制之秩序，也才易在進行爭端解決時贏得各方支持。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國對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積極佈署多年，並已於二 00二年一月正式成為

WTO會員國，此一入會成果對於我國貿易權利之開展具重大俾益。在眾多會員
國之中，中國大陸與我國地理位置接近，兩岸貿易呈現緊密之互動狀態，在雙雙

進入WTO後，海峽兩岸在經濟上的彼此依賴程度，已經因投資和商業往來增加
而更為緊密。13 

 
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以下簡稱外經貿部)台港澳司司長王遼平表

示：「二 00三年中國大陸與臺灣的貿易已超過四百億美元，並繼續保持良好的增
長態勢；二 00三年一至七月，兩岸貿易額達兩百三十五億美元，同比增長百分
之三十三。」目前，臺灣是中國大陸的第四大貿易夥伴，第二大進口市場；中國

大陸是臺灣第二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14而在另一方面，兩岸種種

複雜之政治因素已牽連多時，這些背景使得兩岸未來之貿易充滿不可預期之變

數，因此臺灣必須儘早熟悉WTO爭端解決機制之運作流程，並將當時之可能情
況做一番沙盤推演，以確保臺灣之貿易權利。 
  

 從中國大陸許多針對兩岸同屬WTO成員國之談話中可發現，中國大陸
對於透過正常的WTO爭端解決機制來解決未來兩岸所可能發生的貿易糾紛持相 

 
 

                                                 
11 Sanitary & Phytosanitary Measures,WTO Agreements Series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2 羅昌發，「WTO新回合談判我國關於競爭政策應有的立場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民
國九十年十二月，頁 1。 
13 路透台北，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4「今年海峽兩岸貿易可望超４００億美元」，新華網福州，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十日。 



 
當保留之態度，中國大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ＷＴＯ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大陸ＷＴ

Ｏ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張漢林博士即認為：「台灣業界最好不要透過ＷＴＯ解決兩

岸貿易爭端，這樣反而喪失台商在大陸取得的優惠政策。15」此外，國台辦發言

人李維亦表示：「兩岸經貿往來、接觸和談判，屬於一國內部的事務，沒有必要

放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多邊架構來談。16」上述發言皆可看出兩岸加入WTO
後面臨的不只是貿易問題，更有許多難解之政治因素在其中，即中國大陸並不希

望臺灣藉由WTO會員國身份做出具宣示國家主權意義之行為17，這樣的情況來

自於兩岸長期以來的政治背景和互動之影響。18 
 
此外，中國大陸企業與政府之關係緊密，不若日本等其他已開發國家之企業 

較獨立於政府部門19，中國大陸的相關學者亦認為，政府管理的作用是多重的，

在市場經濟中，政府除通過建立法律體制以維護市場秩序外，還應解決方向問

題、穩定問題、效率問題與平等問題。20因此中國政府在其貿易交流中扮演重要

角色，故臺灣在與中國大陸進行貿易交流時，學習WTO架構下政府間之爭端解
決模式有其必要。以臺灣和中國大陸目前之政經情勢觀之，在兩岸經貿頻繁交流

之時，若臺灣產業在此過程遭受不合理之傷害，爭端解決機制之熟悉與善用能確

實保障臺灣之貿易權益。 
 
兩岸經貿隨著中國大陸和臺灣背後複雜之關係而顯得棘手，因此本研究期待

將WTO爭端解決機制做一通盤介紹，透過爭端解決相關法令的解釋、他國運用
爭端解決之案例及相關文獻之整合，使臺灣熟悉WTO爭端解決機制；此外，本
研究亦對兩岸經貿現狀和WTO規範做出具體之描述、分析和預測，建構一套臺
灣日後面對與中國大陸貿易爭端時啟動WTO爭端解決機制之可行模式，使這樣
的模式成為臺灣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保障國內產業利益之教戰守策。 
 

 

                                                 
15 「大陸學者：兩岸經貿問題訴諸WTO不利台商」，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七日。 
16 經濟日報，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17 姚思謙，「WTO機制無法解決兩岸貿易爭端」，台北，中國時報論壇，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七
日。中共經貿官員在過去幾天的談話中皆以「中國台北」稱呼我方，雖然在WTO的正式文件中，
臺灣的簡稱為「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與「中國香港(Hong Kong , China)」、「中國澳門(Macau , 
China)」完全不同。我們已可明白看出，未來中共必定堅持海峽兩岸的經貿問題屬於國內事務，
不在WTO規範之內。 
18行政院陸委會，「兩岸關係發展的歷程」，網頁 http://www.mac.gov.tw/index1.htm。中華民國創
立於公元一九一二年，八十五年來有效統治的地區雖幾經變動 ，但繼續屹立不搖。民國卅八年
（一九四九年）因中共佔據中國大陸地區，政府播遷來臺，形成以臺灣海峽為界的兩岸分治局面。 
19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One Hundred Fifth Congress , second session,“WTO—dispute settlement 
body”,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and Trade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rch 30,1998.  
20 唐民皓編，WTO與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民國八十九年七月，頁
58。 



 

第三節 研究範圍和架構 
 
 由於兩岸在WTO下的互動並非單純的貿易法律問題，還大量牽涉到政治問
題，因此本論文的研究範圍將以爭端解決機制之法律規則為基礎，進而探討兩岸

政治、國際外交因素對臺灣於WTO架構下相關貿易權利之影響。 
 

本論文的研究範圍包括以下幾點： 
 

1、WTO爭端解決機制之歷史沿革、宗旨、適用情況和運作機制。 
2、兩岸之貿易爭端類型與現有的貿易糾紛調解機制。 
3、兩岸在WTO架構下之運作和互動。 
4、中國大陸加入WTO後對臺灣發動防衛措施和反傾銷案件探討。 
5、臺灣可對中國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必要條件。 
6、臺灣對中國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可行途徑。 
7、臺灣內部產、官、學各界對臺灣未來援引WTO爭端解決機制之看法。 
8、臺灣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對兩岸關係之影響。 

 
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分為六章，分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闡述本論文之基本架構、研究方法和限制：包括撰寫WTO爭端解決機

制之動機和想要達成之目標；以及完成本論文所需之方法、論述鋪陳和其會

遇到的限制。 
 
第二章 WTO爭端解決機制之內涵和運作機制 

討論WTO爭端解決機制之成立緣起、歷史沿革和目標；WTO爭端解
決機制之適用情況以及運作流程和機制。 

 
第三章 兩岸之經貿發展與貿易爭端類型探討 
  介紹臺灣和中國大陸在入會前後之經濟發展、入會承諾，以及雙方經貿

互動；另外，分析兩岸貿易往來之貿易爭端類型以及現有之貿易糾紛調解機制。 
 
第四章 臺灣對中國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可行模式 

 先介紹中國大陸與臺灣分別在二 00一年十二月、二 00二年一月先後 
加入WTO運作體系後，其在WTO架構下之經貿運作為何，有哪些成果和貢獻，
以及觀察兩岸以WTO會員國身份在此經貿聯合國體系下之新關係。 



  
 此外，由於臺灣從未有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和中國大陸正面交鋒的
經驗，故本論文將會以WTO爭端解決機制之運用條件和操作流程為基礎，模擬
臺灣對中國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背景與狀況，實際操作解決爭端之過
程。 
  
第五章 臺灣對中國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後續影響 
 將討論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對兩岸交流之影響，雖然爭端解決機制
之運用將可適時保護國內產業，但兩岸關係複雜且敏感，任何動作都能牽一髮而 
動全身，因此在討論臺灣對中國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同時，也必須探
討臺灣運用此爭端解決機制之過程和結果，對兩岸關係、臺灣本身之國家尊嚴及

經貿發展所帶來的影響為何。本章將會鋪陳正負兩面的影響，做一個整體、全面

的探討；此外，也將產官界對臺灣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看法做一歸納分析。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將前述各章做一收尾和整合並提出具體建議。 

 

第四節 研究方法和限制 

 

第一項 研究方法 

 
由於本論文牽涉較多法規和實務，因此研究方法將會著重於WTO爭 

端解決機制之相關法規分析、與業界、政府和學界之直接接觸、以及相關論述 
之蒐集、彙整等；臺灣還未有透過WTO規範向他國爭取權利經驗，因此本論文
帶有很高的預測性質，而其所用到的研究方法則以相關文獻資料之比較整合、實

際案例分析與目前兩岸經貿狀態評述為主。本論文所運用到的研究方法分述如

下： 
 

一、個案法21 

 
解釋、分析中國大陸對臺灣運用防衛條款和反傾銷調查之案例，以及 

其在施用上述條款時的國家思考角度，做為臺灣對中國大陸運用爭端解決機制之

參考。 
 

                                                 
21葉至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商鼎文化，民國九十一年。 



 
其中個案的分析著眼於中國大陸當時的國家狀態、發生衝突爭點、運用相關

措施之動機、和利益相關國家進行WTO相關諮商與調查動作的流程和影響、以
及在案件調查進行的同時，對臺灣的態度和處理方式。 
 

二、文獻資料分析 

 
將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相關資料和文獻做一整合和分析，使WTO爭 

端解決機制之全貌能更精緻地被勾勒出來。 
 

三、調查訪談22 

 
訪問相關政府部門負責WTO業務的人員以及產業界相關人士。訪問 

內容著重於加入WTO後兩岸經貿的可能變化和衝擊，以及臺灣面對大陸產品損 
害性競爭的可能性，最後將談到臺灣業界在遇到產業重大衝擊時，政府運用WTO
爭端解決機制保護本國產業的行為，其對整個臺灣經濟之影響為何。 

 

第二項 研究限制 

 
研究限制主要在於可取得的實際資料太少，臺灣和中國大陸都是新加入的

WTO會員國，臺灣於二 00二年一月一日加入至今約兩年時間23，中國大陸則於 
二 OO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才正式加入24，成為WTO會員國時間至今亦為兩年，
換句話說，臺灣和中國大陸皆沒有足夠的WTO運作經驗和相關資料，因此缺乏
兩岸參與WTO的足夠歷史經驗和資訊來源，故本研究預測性質較高。 

 
此外，由於本研究牽涉到中國大陸與臺灣之國際經貿策略25，因此較為機密

和關鍵的資料不易取得，此點會影響研究的準確性；又WTO爭端解決機制的運 
 

                                                 
22 同前揭註。 
23「我國WTO案之新聞背景資料」，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十四日。“我WTO入
會案已於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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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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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於90年12月2日

致函WTO秘書長表示接受我國入會議定書，並函送WTO秘書處存放，並於91年1月1日成為

WTO正式會員”。 
24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世界貿易組織司網站，網頁

http://www1.moftec.gov.cn/moftec_cn/dwmygl/jkspgl_57.html。 
25由於本論文觸及中國大陸和臺灣敏感之政治神經，故政府在提供相關訊息時態度較為保留。 



 
作過程中，政治因素仍有影響，但此部分較難取得直接證據，此亦為本研究缺憾

之一。 
 

第五節 預期成果 
 

一、建構兩岸發生貿易爭端時，臺灣可對其發動WTO爭端解決條款之模式。 
 
二、觀察兩岸政治因素在貿易互動中的衝突和影響。 
 
三、評估動用WTO爭解決機制所會付出之機會成本。26 
 
四、研擬透過貿易、法律及外交途徑解決臺灣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時之阻力。 

 
 
 
 

                                                 
26 經濟學概念，即“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任何一個決定或行為，不論其得到的利益多寡，
都必定會在其他方面有所犧牲，有所「得」必有所「失」，此「失」就是「得」的機會成本，例

如，選擇渡假將喪失賺取薪資之機會、購買房屋將失去資金運用他處之彈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