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兩岸之經貿發展與貿易爭端類型探討 
 

重大利益就是國際環境一變化，可能傷害到國家安全；不論此一威脅是什麼

形式，也不論它表面上多麼堂皇合法，都得加以抵抗。 

～Henry Alfred Kissinger 

 

第一節 兩岸之經貿現狀與雙邊互動 

 
 臺灣與中國大陸於二 OO 一年底和二 OO 二年初分別加入 WTO，雖然中
國大陸仍因主權歷史問題避免與臺灣在WTO架構下互動，但由於WTO之運作
原則為促進世界自由貿易化，在經貿全球化的世界趨勢之下，各國經濟利益乃一

體均霑，牽一髮而動全身，任何欲發展經濟的國家已不能自外於此一體系之外，

因此未來兩岸仍必須互相學習於WTO架構下之經貿互動。本節即在此基礎上觀
察兩岸於WTO架構下之互動現狀。 
 

第一項 臺灣之經貿現況 

  

第一款 臺灣之經貿發展 

 
 臺灣是典型「白手起家」的國家，中華民國政府從日本手中收回臺灣後，旋

即失去大陸政權，來到了臺灣，當時臺灣的產業資源只限於一些初級產業，如蔗

糖和稻米的生產。經過五十年的建設，臺灣從最初的農業國家、工業國家，一路

晉升到現今以科技產品掛帥的代工龍頭。回溯既往半世紀的經濟發展，可窺知臺

灣經濟總指標大致分為三個時期，茲分述如下： 

 

(一) 進口替代時期(Import Substitution) (一九五O年∼一九六二年)： 

  

此十年可說是臺灣經濟的「固守期」，由於當時產業發展方向未定，一切只 

能從既有基礎著手，一方面以臺灣當時的優勢產業—農業為出口品，另一方面也

從國外進口所需產品。由於臺灣內部經濟狀況惡劣，政府在當時不得不採行所謂

進口替代政策，該時期實施較高之進口稅率並對進口加以管制，輸出品則以農產 



品為首要大宗。1 

 

(二) 對外發展期(External Orientation) (一九六二年∼一九八O年)： 

 

臺灣內部的初級產業經過了十年發展漸趨成熟，不但活絡了內部市場的 

交易，其製造業、工業等相關產品也具有輸出國外的實力。由於國內產業發展迅

速，在國際市場上漸具競爭力，此外，由於國內市場也漸趨飽和，臺灣經濟遂以

出口為導向以求經濟成長，透過產品的大量出口賺取外匯，此時政府政策也從以

往的保護幼稚產業漸次朝向貿易自由化。2 

 

(三) 科技敏感期(Technology Sensitive) (一九八O年代以後)3： 

 

  一九八O年代至今，臺灣經濟已從勞工密集而發展到科技密集，一九八七

年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積電)的成立，更將臺灣的科技實力推

向高峰，成為世界極的晶圓代工市場。一九八O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成立，吸

引眾多高科技人才和高科技投資，政府迄今已投注新台幣347億元於園區的軟硬

體建設，大大厚實了臺灣的科技產業基礎。 

 

 臺灣之經濟發展至今已半個世紀，目前臺灣經濟總體指標於民國九十 

一全年經濟成長率約為3.27%4；民國九十一年度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約兩千四百三

十二億美元，其中進口約一千一百二十六億美元，出口約一千三百零六億美元5，

呈出超狀態；在產業結構部分，目前我國產業結構已由傳統農業型態轉型為現代

之工商經濟；而民國九十一年工業及服務業占國內生產毛額之比重已分別達31%

及67%。
6
 

  

  除了在經濟發展的成就之外，臺灣政府亦面臨許多新的經濟問題，例如勞工

成本不斷提高、勞工短缺、進出口不平衡，研發投資環境不足、環境及生活素質

惡化、以及漸次產生之反工業化現象等。此外，臺灣過去三十年之工業高度發展

形成對勞工的高度需求，但也造成了技術性勞工短缺的現象，而中國大陸勞工由

於文化相近、好管理及成本低廉補足了這個短缺。7勞工因素也是台灣許多產業

自從大陸開放市場以來，即陸續移往大陸投資之其一主因。上述種種變化皆迫使 

 

                                                 
1陳春山，國際經濟法-臺灣與世貿組織，台北：五南出版公司，民國八十四年八月，頁 66。 
2 陳春山，同前揭註，頁 67。 
3 陳春山，同前揭註，頁 66。 
4經濟部網站，網頁 http://www.moea.gov.tw/。 
5 同前註。 
6 同前註。 
7 Hoong Yik Luen,New China Rising : a social economic assessment of WTO 
entry,USA:Universe.com Inc,p.146.    



 

政府開始鼓勵國內產業結構改變並推行諸多國建計劃。8未來臺灣在經濟發展的

腳步上，需更進一步思考未來產業的走向，並重新佈署經濟相關的軟硬體設施，

才能再創另一階段的經濟奇蹟。 

 

第二款 臺灣加入WTO之歷史進程與入會承諾 

第一目 臺灣之入會過程 

 

  臺灣原為GATT原始締約國，後於一九五O年退出；臺灣於一九九O年一

月一日正式提出加入GATT，一九九二年獲理事會通過受理，同年十一月允許臺

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會議。WTO於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正式生效後，臺灣即依

據WTO協定之入會規定，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向WTO秘書處提出，改依

WTO協定第十二條申請加入WTO。 

 

  臺灣相繼與美國、歐盟等三十個提出市場開放諮商要求之WTO會員國完成

雙邊談判。二OO一年九月WTO舉行工作小組會議，於九月十八日完成臺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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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文件草案之採

認工作。嗣後該等文件送請WTO總理事會於二OO一年十月份之會議中討論，

二OO一年十一月再由總理事會提交在卡達(Katar)首府杜哈(Doha)舉行之第四屆

WTO部長會議正式採認通過，於十一月十一日通過臺灣之入會案。 

 

  隨後臺灣將入會議定書、工作小組報告、關稅減讓表、服務業承諾表等相關

入會文件送請立法院審議批准，並完成所有入會相關法案之立法工作，再致函

WTO秘書處，確認接受我入會議定書及工作小組報告。上述文件於存放WTO秘

書處三十日後正式生效，臺灣即完成入會之全部程序，於二OO二年一月一日正

式成為WTO會員。 

 

 

第二目 臺灣入會之相關文件內容 

 

一、入會議定書 

  根據入會議定書9之內容，臺灣必須遵守工作小組報告10中之各項承諾事項、

                                                 
8 陳春山，同前揭註 138，頁 67~68。 
9 WT/L/433. 
10 WT/ACC/TPKM/18, WT/MIN(01)/4. 



接受並遵守WTO各項協定規範，以及附件一【關稅減讓表及服務業承諾表】與

附件二【特別匯兌協定】之各項承諾。11茲將入會議定書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一)關稅減讓表 

  附見一關稅減讓表之內容涵蓋農產品、工業產品之關稅減讓承諾項目，包括

「最惠國關稅表」、「優惠關稅表」、「非關稅減讓表」，以及「農業產品補貼限制

承諾表」。關稅減讓方面，整體關稅減讓之平均名目稅率，於二OO二年入會時

為百分之七點O八；降稅完畢時（工業產品於二OO二年或二OO四年、農產品

於二OO二年或二OO七年）為百分之五點五三；降幅為百分之三十二點五六；

降稅項目包括四千四百九十一項。 

（二）服務業承諾表 

   

  服務業承諾表包涵臺灣服務貿易市場開放、國民待遇及相關承諾等項目。臺

灣提出水平承諾（指對各類服務業所涉及之共同措施所提出之承諾）、特定承諾

（就個別行業別所為之承諾），以及豁免最惠國待遇清單（如土地一項）。 

1、水平承諾 

(1)政券投資方面 

 外國投資人可投資臺灣上市公司股票，並於二OO二年年底之前取消個別及全

體外國投資人不得持有單一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持股比例限

制，惟個別行業對外資訂有持股比例限制，或禁止外人投資經營者除外。 

(2)人員進出及停留方面 

 臺灣承諾允許具商業訪客身份者進入臺灣，惟停留期間不得超過九十天。若為

跨國公司內部調動人員者，停留期間為三年，並得申請延長，每次一年，且無次

數限制。符合特定資格條件之外國人，得受國內企業僱用而進入臺灣，惟停留期

間不得超過三年。 

 此外，臺灣亦允許提供工程等十餘項服務，在國內無營業處所之外國人，為履

行與國內業者所簽合約，於每次入境不超過九十天或契約期間內，來台提供服務。 

 

2、特定承諾 

(1) 商業及專業人員服務業 

包含法律服務業、會計、審計及簿記服務業、租稅服務業、建築師服務業、技

師、獸醫師，以及其他商業服務業。12 

                                                 
11 WT/ACC/TPKM/18/Add.1, WT/MIN(01)/4/Add.1; 
WT/ACC/TPKM/18/Add.2WT/MIN(01)/4/Add.2. 
12 其他商業服務業包括電腦相關服務業，研發服務業、不動產仲介服務業、未附操作員之飛機、
一般機器設備租賃及汽車融資性租賃服務業、廣告服務業、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服務業、管理顧

問暨相關服務業、技術檢定及分析服務業、附屬於農、林、牧之諮詢服務業、附屬於礦業及製造

業(出版及印刷除外)之服務業、科技工程顧問服務業、設備維修(船舶、飛機及其他運輸設備除外)



(2) 視訊服務業 

包括快遞服務業、電信業、視聽服務業。 

(3) 營造及相關工程服務業 

臺灣承諾開放外人投資經營營造及相關工程服務業。 

(4) 行銷及批發交易服務業 

臺灣承諾開放經紀及經銷服務業，並開放批發及零售服務業(武器及軍事用品

除外)。 

(5) 教育服務業 

臺灣承諾開放以高中、高職及其以上之學生為對象之海外留學仲介服務業，並

開放外國教育機構以跨國提供服務方式，對國內高中、高職及其以上之學生提

供服務。 

而在國人擔任校長、負責人及董事長，以及外國人充任董事比例之限制條件

下，開放外人設立高中、高職及其以上之學校與教學機構。 

(6) 環境服務業 

臺灣承諾開放污水處理、廢棄物處理、環境衛生及類似業務、清理排氣設備、

防制噪音、其他環境保護業務、以及附帶於自然景觀保護之顧問等服務業。 

(7) 金融服務業 

包括保險服務業、銀行服務業，以及證券與期貨。 

(8) 健康及社會服務業 

臺灣承諾開放國人在國外接受醫療服務、人體醫療之跨國提供服務，以及在符

合相關之限制條件下設立醫院，以及開放醫療設備出租或租賃服務。 

(9) 觀光及旅遊服務業 

臺灣承諾開放觀光旅館、一般旅館及餐飲服務業，並開放旅行社服務業。 

(10) 娛樂、文化及運動服務業 

臺灣承諾開放新聞機構、運動等服務業。 

(11) 運輸業 

包括空運服務業、鐵路運輸服務業、公路運輸服務業、運輸輔助服務業等。 

臺灣並承諾於WTO海運談判開始時，提出海運服務業承諾表，並參與談判。 

 

(三)特別匯兌協定 

 附件二特別匯兌協定係依據GATT1994第十五條第六項之規定，臺灣應與WTO

簽署該項協定。目的在規範臺灣匯兌及貿易措施，使其符合GATT及國際貨幣基

金協定有關國際收支相關規定。 

 

 

                                                                                                                                            
服務業、建築物清理服務業、攝影服務業、包裝服務業、出版服務業、會議服務業、電話答覆服

務業、複製服務業、郵寄目錄編輯及郵寄服務業、特製品設計服務業，以及人力仲介(不得跨國
提供)服務業等。此等行業均開放外人投資經營。 



 

 

二、工作小組報告 

   

  小組報告內容為對臺灣外貿體制之審查結果，以及臺灣就外貿體制進行改革

之承諾事項，其中並逐項列舉臺灣現行體制不符合WTO規範之部分，並註明應

於入會前或過渡期間內完成修正或取消之期限。工作小組報告內容如下： 

 

1、價格政策 

  對工作小組報告附件A所列產品，或其他任何產品實施價格管制時，將以

WTO認可之方式為之。實施價格管制之產品價格，將依GATT1994第十條規定

公布。 

2、進出口廠商登記 

進出口廠商登記制度將符合WTO規範與輸入許可程序協定之規定，採自 

動許可程序。 

3、菸酒產品之廣告與貿易 

臺灣承諾入會後不運用廣告法令作業歧視進口菸酒產品的工具；進口菸酒 

之經銷商與貿易商應適用之稅率與應繳納之費用，將不高於經營本國產品之廠

商。 

4、關稅配額管理制度 

為確保關稅配額管理制度之透明與開放，以及配額之有效利用，臺灣應就 

任何會員之請求，進行關切事項之諮商。 

5、其他規費 

除臺灣入會議定書附件一關稅減讓表所列情形外，其他所有GATT1994第 

二條第一項b款所涵蓋之費用與規費將約束為零。 

6、具服務性質之規費 

推廣貿易服務費的收取，其費率將不超過輸出入貨品價格之0.0425％。 

7、貨物稅 

貨物稅課徵基準將改為銷售價格。 

8、菸酒專賣利益 

入會後菸酒專賣利益取消，有關菸酒產品應繳納之內地稅或其他費用，將 

不因商品為進口或國產有所區別，亦不應批發或經銷商為外國人而有所歧視。 

9、地區限制 

入會時取消若干小客車、小型商用車、汽車底盤及機車之進口區域限制。 

入會後，小客車與輕型商用車採用關稅配額制度，並應符合GATT1994第八條之

規定。其配額量以每年百分之二十之比率增加，該項關稅配額將於入會後八年取

消。 

  此外，除新鮮椰子將實施關稅配額外，其他採地區限制之農產品應於入會後



開放進口。 

10、進口簽審 

臺灣入會後輸入簽審規定及數量限制，將完全依據農業協定及輸入許可程 

序協定之規定，取消不符合WTO相關規範之限制。 

11、關稅估價 

  臺灣入會後完全執行WTO關稅估價協定，不要求任何過渡時期。 

12、原產地規定 

  臺灣承諾相關之原產地規則法符合WTO規範。 

13、裝運前檢驗 

  臺灣保證相關之裝運前檢驗法規符合WTO規定。 

14、反傾銷暨平衡稅 

  臺灣確保入會後對任何貨品所課徵之任何反傾銷及平衡稅，均依GATT1994

第六條、反傾銷協定，與補貼暨平衡措施之規定辦理。 

15、防衛措施體制 

  入會起，防衛措施體制完全符合WTO防衛協定之規範。 

16、加工出口區/出口補貼 

  入會起，凡適用於進口至加工出口區以外之臺灣貨物之所有稅捐、費用及影

響進口之措施，包括進口限制、關稅，及海關費用等，均將一體適用於加工出口

區之內銷產品。對區內業者提供之優惠措施，將在WTO規範下對其他各國業者

一體適用。 

17、工業政策(包括補貼)。 

  臺灣承諾不再採取禁止性補貼措施。 

18、技術性貿易障礙 

  臺灣於入會後將完全遵守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之規範，並且不要求任何調適

期。 

19、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 

  臺灣於入會後將完全遵守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之規

範，並且不要求任何調適期。 

20、貿易與投資措施 

  入會時將取消汽、機車自製率與零組件國內產製之規定，以及進口煤搭配台

煤之措施。 

21、國營貿易 

  臺灣承諾依GATT1994第十七條及其釋義瞭解書之規定，就相關國營事業提

出相關資訊之通知文件，所有GATT1994第十七條所定義之國營事業貿易將以透

明化方式運作。 

22、國營及民營化 

  為確保民營化計劃進行之透明性，臺灣將向WTO提供年度報告。 

23、臺灣省菸酒公賣局 



  入會後菸酒公賣局改制，其貿易與國內配銷措施應符合GATT1994之規定，

並確保國民待遇與不歧視原則。 

24、政府採購 

  臺灣確認將於入會時，或於符合政府採購協定之政府採購法規制定完成後一

年，簽署政府採購協定。 

25、紡織品及成衣協定 

  紡織品及成衣協定第二條十三項及第二條十四項所謂基本限額數依成長率

所作之調增，應於臺灣入會之日起分階段適用。 

26、農業政策 

  入會後將取消所有不符WTO規範之數量限制，約束農業協定附件一所列之

農產品之進口關稅，並將遵守農業協定第三條規定，不採取出口補貼及優惠本國

生產者之支持措施。 

27、與貿易相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著作權及其相關規定 

  臺灣修正相關條文，將電腦程式著作之保護比照文學著作，保護期間將增為

終身加五十年或自公開發表後五十年。  

28、與貿易相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  

  臺灣延長保護工業設計之期限至十年，並刪除外國人申請微生物專利、延長

專利權期間、及享有進口排他權需有雙邊互惠關係之限制。半導體技術之特許實

施，僅限於增進公共利益之非營利使用，或涉及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救濟等情形。

並授權司法機關處理侵害智慧財產權物品，賦予專利權人及其專屬被授權人，請

求銷毀侵害物、製造侵害物之原料及生產機具，或為其他必要處置之權利。 

29、與貿易相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執行 

(1)提供地理標示及著名商標充分保護。 

(2)建置一套涵括智慧財產權協定所列各項要件之商標註冊系統。 

(3)修正臺灣著作權法，以符合智慧財產權協定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4)將目前所有基於雙邊協定之互惠優惠，擴大及於所有WTO會員，並取消任何

互惠規定。 

(5)有效執行智慧財產權協定。 

30、影響服務貿易之政策 

  臺灣承諾自二OO一年七月起，增加核發第一類電信事業營業執照。並承諾 

入會後依據服務貿易總協定，不再限發執照數量。自二OO一年七月起開放國際

語音單純轉售服務。自開放之日起，以服務為競爭基礎之市場通路將全面開放。 

31、法規透明化 

  臺灣承諾有關WTO之法案將於入會時完成修正或制定，以符合入會承諾。

入會時我方公開有關貿易之所有法律、規定、司法判決及行政裁決。 

32、通知 

  最遲於入會議定書生效時，臺灣將依照WTO協定之要求，提出所有通知文

件。 



 

 

三、WTO各項協定 

  臺灣須遵守入會之各項承諾，以及WTO各項協定之規範，包括貨品 

貿易多邊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相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爭端解決規則

與程序瞭解書、貿易政策檢討機制，以及複邊貿易協定。
13
 

 

 第三款 臺灣加入WTO後相關經貿法規與政府管理機制 

 

第一目 臺灣加入WTO後兩岸相關經貿法規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現行我方政府規範兩岸人民往返暨經貿交流的母

法；且係我方政府單邊立法，未與中國大陸進行協商，屬委任立法(法律條文大
多授權行政機關訂定許可辦法)，故在兩岸法律無法競合下，屬於司法管轄權爭 
議的現實層面，難以發揮應有功能。14 
 
依行政院陸委會「加入WTO兩岸經貿政策調整執行計劃」，「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修正幅度超過百分之八十，已在修正條文已在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九日於立

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三獨通過，其中規範加入WTO後較具代表性之相關調整規
條可以下列幾項為例： 
1、「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五條： 
 規範大陸地區人士來台條件，使其能透過許可在臺灣地區從事合法活動。 
2、「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六條： 
 規定大陸地區人民得申請來台從事商務或觀光活動，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法條中並規定大陸地區人民得申請在臺灣定居之情況。 
3、「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二條： 
規定臺灣人民與經許可在臺灣定居者，其在大陸接受教育之學歷認證問題；以及

經許可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之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在大陸設立以教育臺灣人民為對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即大陸台商學校）

相關規範。依此條，此等學校之設立仍需向教育部申請備案。 
 

                                                 
13 參黃立、李貴英、林彩瑜，WTO：國際貿易法論，台北：元照出版社，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頁 61-73。 
14 張五岳、翁挺育，「我加入WTO的政經衝擊與兩岸政策與法律配套之檢討」，政治學報第三十
四期，台北：中國政治學會，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 



 
4、「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四條： 
 規範臺灣人民在大陸地區有所得者之所得稅課稅問題，為避免重複課稅狀 
況，在大陸地區已繳納之稅額，得自納稅額中扣抵。 
5、「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三條： 
 規定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擔任大

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職務或為其成員。 
6、「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五條： 
 規範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得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

合作。相關活動需經經濟部許可、投資或合作之產品項目需由經濟部會商有關機

關訂定項目清單及審查個案原則、其他相關投資合作之流程細則則依本條規定。 
7、「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六條： 
 規範金融保險證券期貨機構及其在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設立分支機

構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及其在大陸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設

立分支機構之相關規定，其規定為在財政部許可下可與之進行直接業務往來。 
8、「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八條： 
 規定大陸地區發行之幣券進出入臺灣問題，現由財政部訂其數額上限，所攜

幣券在限額上時須自動向海關申報，並自行封存於海關，出境時可被准許攜出。 
 

第二目 政府WTO相關管理機制 

 
有關兩岸經貿政策的兩個主要行政機關為經濟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其中

自有國家安全的考量，陸委會即涉及臺灣國家安全把關的角色，俟對大陸之法條

保護網建立後，再由經濟部執行相關細則。經濟部為經濟事務的主管機關，其中

涉及大陸部分，則透過陸委會就大陸政策層面進行協商，因此有關兩岸經貿政策

之原則與法規審議在陸委會討論，為在原則及基本規範確定後，實際執行及交流

細則的部分交由經濟部進行。15 
 
而由於WTO牽涉層面甚廣，以往政府部門人員認為只有經貿官員才會與

WTO或 GATT貿易規範有關，但由於WTO涵蓋範圍快速擴大，所以今日幾乎 
甚少有任何一個中央機關的主張和業務可以與WTO完全無關。16以臺灣為例，

WTO相關項目的眾多，使得大部分政府機關都多少涉及WTO業務，由以下表
列可略窺一二： 
交通部涉及海運服務及陸運服務的開放、商港建設費的課徵、海上娛樂船舶的開

                                                 
15 高孔廉，兩岸經貿現況與展望，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頁 6-7。 
16 羅昌發，「WTO對臺灣內外部的衝擊」，臺灣智庫通訊第三期，台北：財團法人臺灣智庫，民
國九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放； 
內政部涉及建築師服務與營建服務開放； 
法務部涉及律師服務開放； 
農委會涉及許多農產品開放進口及農產品補貼； 
衛生署涉及全民健保給付與藥品及醫療器材價格訂定、衛生檢疫問題； 
勞委會涉及若干外國白領階層人員在國內受聘問題； 
經建會涉及若干服務業開放市場問題； 
新聞局涉及電影影片開放進口以及出版品進口問題； 
環保署有關環保標章、環保標準、均與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有關； 
陸委會業務與兩岸在WTO下之權利義務關係決策有關； 
外交部則處理國際組織相關事務； 
國防部亦涉及管制進口品以及國防以外與WTO產生關聯的採購問題17； 
 
由上可知，WTO的相關業務與主要政府機關皆有關聯，因此為順應此趨勢，

政府因成立WTO相關政府業務之整合平台，能為一常設機構，定期集會，互通
資訊有無；尤其臺灣目前並無WTO爭端解決之相關主管機關，據經濟部人員表
示，若兩岸未來發生WTO架構下之爭端解決問題，臺灣之相關單位係採任務編 
組方式為之。 

 
本研究認為，臺灣應有一負責爭端解決事務之主管機關以為因應，將相關法

條和爭端解決程序更加細緻和戰略性地處理，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如

此才能透過法律途徑真正確保臺灣的經貿利益。 

臺灣加入WTO後之經貿現況變化 

 
臺灣入世所面臨到的問題和中國大陸一樣，即相關法令和機構業務的重組，以及

各產業將面對外國產品競爭等，因此臺灣亦應加速企業體質的改善、業者的輔導

和獎勵升級。而入世對臺灣影響最大的應屬臺灣失去外交考量下的貿易 
籌碼，由於目前臺灣的邦交國中，許多都是低度開發國家，若未來臺灣遵行WTO 
 
 
架構下之義務規範，沒有歧視的開放市場，則臺灣邦交國的優惠便不存在；因此

經濟部部長林義夫曾透露口風，考慮和邦交國進一步形成「自由貿易區」，彌補

邦交國面對全面開放而損失的獨家利益。18
 

第二項 中國大陸之經貿現況 

                                                 
17 羅昌發，同前揭註。 
18 陳雅惠，「臺灣不能迴避的六大挑戰---WTO新規則」，天下雜誌，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一日。 



 

第一款 中國大陸之經貿發展 

 
中國大陸自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其重點即在於吸引外商投資，此策略

第一步即在大量開放商業據點，進行「四沿政策」，略述如下19： 
1、沿海開放：經濟特區及沿海口城市之開放； 
2、沿江開放：沿長江黃河兩大江流之經濟開發區開放； 
3、沿邊開放：沿內陸邊境開放(東北、西北、西南邊境省區)； 
4、沿路開放：沿內陸鐵路開放。 
以上的開放政策吸引大量外國企業進駐投資，也使得中國經濟實力快速增長。  

 
中國大陸在一九七九年之前之經濟可說是採自給自足的鎖國政策，尤其在六

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間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國經濟一度呈限停滯狀態。而使中國

經濟得以持續成長的靈魂人物—鄧小平，其上臺後於一九八四年發表的「關於經
濟特區和增加對外開放城市問題」的談話可說是為中國大幅度的改革開放拉開序

幕，一九八四年的經濟開放和相關優惠的經濟政策更使一九八四年成為中國經濟

十年改革中最具成果的一年。 
 
中國大陸經濟自一九七九改革開放以來，歷經三階段的改革，參表 3-1-1： 

表 3-1-1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表 

階段 改革內容 

第一階段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 

農村的經濟改革，以提高農業生產誘因(如農產

品價格之提高與補貼)幫助中國農業快速發展。

第二階段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 

城市經濟改革，促進中國經濟的全面發展，具體

政策為方針為「放調結合、穩步前進，保持物價

總水平基本穩定」，造就此時期國民生產總值

(Gross National Product，簡稱 GDP)的年平均成

長超過 10％。 

● 治理整頓期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造成中國內部動蕩

不安，外部亦遭受多國譴責聲浪，中國的經濟改

革因此進入「停留試點」的階段，重點放在內部

政治經濟的整頓。 

第三階段 

(一九九二年迄今)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深化經濟改

革： 

                                                 
19 參鄭毓慶，「九十年代中國全方位經濟開放及發展戰略」，投資中國，第三期，民國八十三年
四月，頁 22-23。 



(1) 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使企業自主，政治

經濟分治。 

(2) 市場體系形塑：發展商品市場、金融市場及

技術、勞務、信息、房地產等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中國從改革開放至今已成為國民生產毛額(GDP)年平均成長率百分之十之國

家，從一九九一年至兩千年，中國國民生產毛額年平均成長率是百分之十點一。 
20而中國大陸在二 OO一年十二月加入WTO後，更成為世界經濟舞台的焦點， 

 
外國投資的源源不絕和硬體建設的不斷翻新，亦使得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不

斷攀上高峰。目前對大陸未來之經濟發展有樂觀和悲觀兩派論述：前者認為中國

大陸的經濟發展會成為亞洲經濟圈的火車頭，扮演整合和領導的經濟強權角色；

後者則認為大陸經濟會被政商關係不分的企業、體質不健全的銀行，以及龐大的

軍事預算壓垮，最終將走向衰退一途。不論是哪一種預言會成真，大陸目前經濟

實力的厚實及市場潛力的無窮已為不爭的事實。 
 

第二款 中國大陸加入WTO之歷史進程與入會承諾 

 

第一目 中國大陸之入會過程 

 
 中國大陸於一九八六年申請加入 GATT21，一九九五年WTO成立後，極欲 
成為WTO之會員，惟履受美國拒絕其以開發中國家身份加入為由而阻撓；一九
九五年至一九九七年間，美國認為中國大陸在智慧財產權以及人權方面保障不

足，且市場開放之腳步緩慢，使得其入會案一再拖延；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金

融風暴更使中國大陸的入會案一再延宕。 
 
 一九九九年四月間朱鎔基訪美，與柯林頓總統簽署聯合聲明，宣布雙方可望

於一九九九年年底完成入會協商。嗣後美國與中國大陸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

日簽署入會協定。二 OO年五月十九日，中國大陸亦與歐洲聯盟簽署入會協定。
至此中國大陸與主要貿易國之雙邊諮商已告一段落。WTO於二 OO一年九月十
七日舉行中國大陸入會工作小組最後一次會議，採認其入會工作小組報告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China）、入會議定書（Protocal on 

                                                 
20 Yongding Yu,”China’s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of the Open Economy and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China’s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Economy:Repercussi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2001,p.33 .   
21 依中國大陸之看法，其所為之入會行動乃恢復原有會籍。 



the Acce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2及相關入會文件，並在十一月九

日於卡達舉行之WTO部長會議期間正式採認，中國大陸並於二 OO一年十二月
十一日成為WTO第一百四十三個會員。 

 

第二目 中國大陸之入會承諾 

 
 中國大陸之入會承諾詳載於入會議定書中，此入會議定書具有三項特色：

一、承諾範圍包括農業、工業產品及服務業，並處理了經貿體制及關稅、配額與 
其他非關稅措施。二、中國大陸未享有特殊之優惠，應將貿易障礙減低至與主要

貿易國相當之程度，包括工業化國家。23三、中國大陸所為之承諾具有特定性

(specific)、可預測性(measurable)及可執行性(enforceable)。茲將入會議定書所為
之具體承諾事項分述如下： 
一、市場開放 
 在貨品關稅減讓方面，中國大陸承諾，所有貨品之平均關稅稅率至二 OO一
年為百分之十五點三。在服務市場方面，中國大陸承諾開放部分涉及商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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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服務、觀光及旅遊相關服務等市場，並逐步取消行業的投資型態、數量、地

域及業務之範圍與限制。 
 
二、貿易行政體制 
 中國大陸同意依據WTO會員應遵守之三項基本原則建立其體制，即：一致
性（uniformity）、透明化(transparency)及司法審查可能性(judicial reviewability)。 
（一）中國大陸承諾其於WTO協定及議定書下之義務將一體適用於全部之關稅 
領域。 
（二）中國大陸承諾執行有關或影響貨品、智慧財產權或外匯管制之法律、規章

及其他措施，並透過設立或指定之官方公報或官方查詢單位(enquiry points)將其
公布之，以使其他WTO會員、個人及企業得以輕易取得該等資訊。 
（三）中國大陸承諾設置或指定法庭、聯絡單位及程序以立即審查貿易行政行為。 
 
三、不歧視待遇 
 除入會議定書另有規定外，中國大陸承諾將賦予外國個人、企業及外資企業

不低於個人及企業所享有之以下利益： 
（一）生產所需投入、貨品、服務之購買；在國內市場之生產、行銷或銷售及出

口之條件； 

                                                 
22 WT/ACC/SPEC/CHN/1/Rev.8, 31 July 2001. 
23 中國大陸固以開發中國家身份入會，但對其要求所須的調適期，及WTO對開發中國家提供的
特殊及差別性待遇，皆予以適當調整。 



（二）國家機關、次級國家機關（sub-national authorities）、公營或國有事業在運
輸、能源、基本電信或其他公用事業及生產要素領域上所提供貨品及服務之價格

及可獲得性。 
 
四、特別貿易安排 
 中國大陸入會時應消除或使所有不符合WTO協定，與第三國及個別關稅領
域簽訂之特別貿易協定，包括相對貿易協定，符合WTO協定之規範。 
 
五、貿易權及國營貿易 
 中國大陸承諾將賦予所有企業及個人在對外貿易方面的平等待遇，並取消政

府對貿易權及國營貿易活動之控制。在國營貿易方面，中國大陸承諾將避免採行

對國營貿易事業我購貨品之數量、價格、原產國或其銷售造成影響或指示之任何

措施，並提供國營貿易事業為出口貨品所設之價格機制之完整資訊。 
 
六、貿易關稅措施 
  
中國大陸將進一步變革其貿易關稅措施，使其關稅體系符合 GATT及WTO

協定相關規定。 
 

七、非關稅貿易障礙 
（一）輸入許可制度應依據WTO協定及輸入許可程序協定予以調整。  
（二）中國大陸政府對可貿易財貨及服務之價格控制將完全取消。 
（三）中國大陸將嚴格遵守WTO之相關協定—補貼暨平衡稅措施協定之規定，
消除所有與該協定衝突之補貼，包括出口補貼。 
（四）中國大陸將在官方公報中刊載技術規章、標準或符合性評定程序之所有準

據，並使其技術規章、標準或符合性評定程序符合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 
（五）中國大陸在入會後三十日內，將就所有衛生及檢疫措施之法律規章及措施

通知WTO，包括產品範圍及相關國際標準、指導原則及建議。 
 
八、投資規範 
 中國大陸承諾入會後將立即執行 TRIMs協定，其將不適用 TRIMs協定第五
條有關開發中國家過渡期之待遇。 
 
九、智慧財產權 
 中國大陸承諾入會後，將修正相關法律、規章及其他措施以符合 TRIPs協定。 
 
十、農業 
 中國大陸承諾執行其所提出之關稅減讓表、貨品承諾、入會議定書及農業協



定之規定。 
 
十一、補貼及傾銷價格之認定 
 中國大陸認為依據WTO議定書之規定，WTO會員除應依據 GATT1994第
六條(簡稱反傾銷協定)、補貼暨平衡稅協定進行相關調查程序外，並應符合下列
要件： 
 
（一）依據反傾銷協定認定傾銷價格時，各國應採用受調查之中國大陸產業其國

內價格或成本；若不採用此法進行比較，則應依據下列規定為之： 
1、若受調查之生產者得明確證明，生產該同類產品之產業在該產品之製造、生
產及銷售方面，普遍存有市場經濟條件，WTO進口會員在認定價格的可資比較
性時，應採用受調查產業之中國大陸價格或成本； 

 
2、若受調查之生產者無法明確證明，生產該同類產品之產業在該產品之製造、
生產及銷售方面，普遍存有市場經濟條件，WTO進口會員得採用不與中國大陸
國內價格或成本進行嚴格比較為基礎之方法。 
（二）依據補貼暨平衡稅協定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及第五部分進行之調查，於處

理第 14a條、第 14b條、第 14c條及第 14c條所規定之補貼時，應適用補貼暨平
衡稅協定之相關規定。 
（三）WTO進口會員應將依據第 a項所採用之方法通知反傾銷實務委員會，並
應將依據第 b項所採用之方法通知補貼暨平衡稅措施委員會。 
（四）一旦依據WTO進口會員國內法確認中國大陸為市場經濟體，若該進口會
員之國內法於中國大陸入會之日涵括市場經濟標準，則第 a項禁止適用。在任何
情形下第 a(ii)項規定之適用應於中國大陸入會後十五年屆滿。又依據WTO進口
會員國內法之規定，若中國大陸確認市場經濟條件普遍存在於一特定之產業或行

業別，則第 a項非市場經濟條款應不再對該產業或行業別予以適用。 
 
十二、特定貨品防衛機制 
 「特定貨品防衛機制」（product-specific safeguard mechanism）多制訂於非
市場經濟國家之入會議定書中，屬於特殊型態之選擇性防衛條款。依據中國大陸

入會議定書之規定，WTO會員得透過雙邊諮商方式，單獨對中國大陸貨品採取
防衛措施，不受WTO防衛協定之限制。特定貨品防衛條款特定貨品防衛條款自
中國大陸入會後之十二年終止適用。 
 
十三、過渡性檢討機制 
 中國大陸承諾於入會後八年內，每年接受WTO相關附屬機構對中國大陸執
行WTO協定及本議定書相關規定之情形加以審查。在第十年或由總理事會決定



的較早日期，進行最終檢討。
24 

 

第三款 中國大陸加入WTO後之經貿現狀評析 

 
為了長期的經濟利益，中國成為貿易組織的會員，對世界貿易組織而言，若

少了中國大陸的加入將難以全球化，25此乃因為中國大陸目前擁有極大的市場，

其政治影響力更是與日俱增，凡此種種，皆使國際各國不能忽視這個崛起中的強

權。 
 
中國大陸在加入WTO前已隸屬於一千一百個政府間和非政府間組織，並在

其中盡其責任義務以提升國際地位26。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知名中國經濟教授拉

迪(Nicholas R. Lardy)指出，大陸「入世」具下列指標性意義27： 

1、大陸從此將遵循國際經貿體系的原則與規範。 

2、引進國際競爭，迫使大陸企業接受挑戰、提升效率，可進一步推動中國大陸

導向市場經濟。但大陸須同時承受轉型期間重大經濟與政治衝擊，付出可觀代價。 

3、大陸承諾進一步開放金融、電訊、行銷服務等產業，尤具劃時代意義，不僅

對外國企業帶來巨大商機，且將使大陸經濟進一步轉型。 

 上述觀點可看出，中國努力躋身世界貿易體系之路仍充滿挑戰，尤其大陸目

前國營事業體質重整之相關問題仍未解決，其缺乏法制化的經貿大環境亦是考

驗，在者，其剛萌芽的初級產業和工業相關產品在未來漸漸除去關稅保護之外衣

後，是否會危及中國大陸經濟和勞力市場的體質，皆是值得觀察的重點。 

 此外，關於中國大陸未來將會面臨的爭端解決，有學者預測其將會運用WTO
爭端解決途徑來保護其經濟利益，雖然過去中國面對商業挑戰時總是無能為力，

但成為WTO會員國後，中國將可針對不遵守公平貿易程序的國家動用WTO爭
端解決途徑。28而另一方面，WTO建立的會員體爭端解決機制亦會使中國的貿
易爭端在加入WTO後有效率地被解決。29。 

                                                 
24 參黃立、李貴英、林彩瑜，WTO：國際貿易法論，台北：元照出版社，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頁 48-61。 
25 Jason Z. Yin,China’s quest for the WTO : Barriers & Strategic Options,Singapore:East Asian 
Institute.14 September 1998.  
26 Jan S. Prybyla,China in the WTO : threat or Promise of Good Things to Come ?,Issues & Studies , 
January/February 2000.  
27 「大陸入世 將重劃經濟版圖」，經濟日報，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日。 
28 Nicholas R. Lardy,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Virginia : R.R.Donnelley and 
Sons,2002,p133 . 
29 Der-Chin Horng,The EU’ s New China Policy : The Dimension of Trade Relations,Issues & 



 
在中國加入WTO後，與亞洲其他經濟體的關係，從短期來看，由於其市場

開放，因此中國的開發中國家貿易夥伴會試著平衡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從長期來

看，中國的貨品在世界市場上將會變得更有競爭力，而其中亞太地區的開發中國

家是被此變化影響最大的區域，他們的勞工必須與中國勞工競爭，除非這些國家

有充分的改革，否則中國勞工的大量出口將危及這些國家本國的勞工競爭，使其

經濟成長律停滯。30因此，中國入世後，產品人力的互相流通固然可活絡亞洲經 
濟，使其能在資源分工上互通有無，但另一方面，中國產品的強大競爭力亦會對 
 
 
亞洲各國帶來威脅，故中國與亞洲各國在貿易的互動上是處於既競爭又合作的競

合關係。 

 

第三項 兩岸之政治背景與經貿關係 

 

第一款 兩岸之政治背景 

 
 兩岸曾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後歸還臺灣時短暫統一，之後國共內戰爆發，

當時轄有全中國(包括現今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政府失去大陸政權，轉移
至臺灣繼續維持其政治運作，而得到中國大陸的共產黨不久即宣告成立中華人民

共和國，自此，兩岸呈現分裂狀態。 
  
 目前兩岸的政治現狀可說呈現各自表述之態勢。以中華民國的說法，兩岸

現狀屬分治狀態，為兩對等政治實體；以中國大陸的說法，則中華民國不可算一

主權獨立之國，其為中國一地方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才為有權代表全中國 
的合法政府。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曾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四日、八月十二日 
兩度對李登輝前總統發表的「特殊國與國關係」31作出回應，回應內容中針對兩

岸法律地位明確表態，其認為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九年已被推翻，「中華人民共和

國」為代表全中國為一合法政府，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代表全中國。32而中國

大陸學者上海臺灣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周洪鈞更對兩岸法律關係有進一步的論

                                                                                                                                            
Studies,July 1998.  
30 Wook Chae and Hongyul Han,”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Asia-Pacific Developing 
Economies”,China’s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Economy : Repercussi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2001,p.333 . 
31 「總統：一個中國不包含臺灣」，民眾日報，一九九九年七月十日，一版。李登輝總統在一九
九九年七月九日接見世界歸正教會聯盟代表時強調，中國在國際上所主張的一個中國並不包含臺

灣，中華民國在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是國家與國家的對等關係。 
32 新華社，一九九九年八月四日、十二日電。 



述，即臺灣的法律地位應定位為中國內戰遺留下來與中央政府對抗的地方政權，

其在中國的臺灣地區「割據分治」。33 
 
 兩岸主權如此截然不同的認知，造成臺灣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不斷被限

制。根據外交部資料與統計，在二 OO一年一年間，中共對我國的外交打壓方式
如下34： 
 
1、中共否定我國家主權、矮化我國際地位。 
2、破壞我與邦交國關係。 
3、干預我與無邦交國的實際交流。 
4、打壓我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 
5、阻撓我高層首長出訪。 
6、拉攏、滲透、分化友我僑社並阻撓我僑務工作的推行。 
7、阻撓我參與非政府國際組織。 
  
 從上述背景可瞭解臺灣在國際政治中難以生存的主因，也是臺灣在

WTO架構下與中國大陸互動最關鍵的障礙。 
 

第二款 兩岸之經貿關係 

 

（一）兩岸經貿往來實質數據  

 

兩岸經貿交流近幾年漸趨頻繁，而其經貿往來的特點大致可歸類為以下三項
35
： 

1、 臺灣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不斷提高，而大陸對臺灣的進出口貿易依存度在近

年內呈下降趨勢。 

2、 臺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持續成長，兩岸貿易呈不均衡發展。 

3、 兩岸貿易有明顯的產業內貿易特徵： 

在貿易構成上，用於製造業的原料、零部件以及初級生產品佔有顯著比重，

此反應了兩岸經濟關係已由一九九0年代初期的資源互補型轉為現今的產業分

工型。 

 

由上述兩岸關係特點再佐以下列實際經貿數據，可知兩岸貿易關係之不可替

                                                 
33 周洪鈞，「台海兩岸關係評析」，上海臺灣研究第一輯，上海：臺灣研究所，民國九十年四月。 
34 詹滿容，「台灣經濟研究院委託研究報告：WTO架構下兩岸互動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編印，民國九十二年三月，頁 53。 
35 陳其林，「WTO架構下的兩岸經貿關係研討會：經濟發展與結構提升---入世後兩岸經貿的互
動關係」，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十七日。 



代性極高。由於兩岸經貿政策的改變和加入WTO之影響，兩岸貿易量由一九九

九年佔臺灣貿易總量的百分之三點零四提升至二OO一年的百分之四點六三，大 

陸在臺灣的貿易名次也由一九九年的第四名提升至二OO一年的第四名，僅次於

美國、日本和香港，顯示兩岸貿易依存度正逐步提高。36 

 

 此外，依中華民國行政院陸委會蔡英文主委於「中紐暨紐中經濟協進會第十

六屆聯席會議」演講更可明顯看出兩岸經貿交流頻繁之明確數據：「兩岸經貿關

係發展迅速，此現象使得兩岸經貿已是台灣經濟發展無法忽視的最重要部分。從

統計數字來看，二００二年兩岸貿易總額估計達三百七十四億美元，佔我對外貿

易比重百分之十五點四，其中對大陸出口佔我總出口比重百分之二十二點六，若

包括香港則接近三分之一；在台商赴大陸投資方面，截至今年九月底止，累計投

資金額達三百二十九億美元，佔我對外總投資比重百分之四十四；其中製造業部

分，對大陸投資佔對外總投資比重達百分之七十二點六。 
37參圖3-1-1： 

圖3-1-1兩岸貿易佔臺灣對外比重 

 

由以上統計可看出兩岸經貿緊扣，互為依存，除了貿易比重量龐大外，由數

據中可知，臺灣目前對大陸的投資比重已超過所有對外投資百分之七十之比重。 

                                                 
36 經濟部國貿局資訊，轉載於陳光榮，「加入WTO後，對臺灣經貿與兩岸產業互動關係之影響」，
經濟情勢暨評論第八卷第二期，台北：經濟部研究發展委員會編印，民國九十一年九月。 
37 「全球化的兩岸經貿關係」，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女士於「中紐暨紐中經濟協進會第十六屆聯席
會議」之演講，行政院陸委會網站，網頁 http://www.mac.gov.tw/index1.htm，民國九十二年十月
二十三日。 



據統計，二 OO二年一至七月，台商在大陸新辦企業兩千七百家，同比增長百分
之十八；貿易契約額五十億美元，增長百分之三十；實際投資額達二十一億美元。 
 
截至七月底，台商已累計在大陸投資五萬個專案，累計契約額六百億美元，

實際投資額三百一十五億美元。38自一九八 O年代以來，台灣企業已在中國大陸
投資約一千億美元，使其成為僅次於香港的第二大投資者。在二 OO二年前十個
月當中，兩岸間接貿易轉運站--香港，進口自台灣的貨物較去年同期激增百分 
 
 
之十四點三，攀升至兩百五十四億美元，打敗美國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39 

參圖3-1-2 

圖3-1-2台灣核准之對外投資金額 

 

中國大陸居臺灣對外投資之冠，由上圖可知，其高居百分之三十八點八二；

反之臺灣卻只佔中國大陸投資協議金額之百分之七點零七，由此可知臺灣對中國

大陸之貿易依存度較高，參下圖 3-1-3： 
圖 3-1-3 大陸外商協議投資金額 

                                                 
38 「今年海峽兩岸貿易可望超４００億美元」，新華網福州，民國九十一年年九月十日。 
39「臺灣雖然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但仍難增進兩岸貿易關係」，路透台北，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 



 

 
在這些林林總總的數目當中，可觀察出臺灣政府已無法在經貿交流中由上而

下地遏止產業活動，因為自由貿易中市場經濟運作的法則是隨市場上的供需運轉

的，貿易交流會在彼此具經濟利益的兩市場內產生。而兩岸經貿交流頻繁對臺灣

的正面影響為經濟腹地擴大，上中下游產業可互通有無並賺取利潤等，但負面風

險則為未來可見的經濟衝突提高，而臺灣的對手是一個非用國際法上主權平等原

則待我的國家，因此在經貿爭端解決的過程中將倍感壓力。 
  

(二)兩岸經貿關係之發展 

 

 兩岸經貿發展可依其經貿政策略分為下列四階段： 

1、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 

臺灣對大陸採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對兩岸間的接觸一

律禁止40，尤其針對經貿來往的「懲治走私條例」相關法令41，更使兩岸經貿交流

陷於停頓。 

 

2、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 

一九七九年開始，兩岸經由香港等第三地之間接方式來發展兩岸貿易42，此可

謂兩岸經貿關係建立之始。兩岸貿易額由一九七八年的七千八百萬美元增長到 

一九八O年三億一千一百萬美元，增加了百分之三百點一十八。 

                                                 
40 陳春山，兩岸經貿政策解讀，臺北：月旦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三月，頁 32。 
41 本法於一九九二年修訂前第十一條規定：「在動員勘亂時期，自淪陷區私運物品進入本國自由
地區，或自本國自由地區私運物品前往淪陷地區者，以私運物品進口、出口論，適用本條例規定

處斷。」 
42 李祥林、洛桑主編，經貿概論與政策體制，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民國八十二年，頁 277。 



 

3、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二年 

一九八八年，中共國務院公布「鼓勵臺灣同胞投資規定」，規範了臺商到中國

大陸投資之保障，造成我國廠商大量到大陸投資43，也開始了影響至今的「台商

現象」。臺灣更於一九八七年七月解除戒嚴和外匯管制，破先例公開宣布開放二

十七項大陸農工原料間接進口。44 

 

4 、一九九二年以後 

由於一九九二年年初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促成了中共「市場經濟」體制的確

立，刺激了大陸的經濟成長，也為臺灣帶來投資及貿易的機會，使得兩岸貿易自 

九二年起急速增長。45一九九四年間中共強調對台政策三原則46：「經濟上拉住臺

灣、軍事上壓住臺灣、外交上限制臺灣。」而此原則的發表對兩岸熱絡的經貿往

來並無太大影響，據數據顯示，兩岸貿易量仍不斷成長，甚至因台商企業經營需

要，臺灣政府陸續開放春節兩岸包機直航、小三通等政策、而兩岸所屬掛外國船

籍的權宜船在高雄港與夏門港間互駛，已開啟兩岸「直航」的開端47、二OO三

年底更修改「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之相關條文以因應兩岸經貿需要。 

 

第三款 兩岸經貿相關法規與政策 

  

 加入WTO後，經濟部完成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修正

草案，取消了該辦法第五條『兩岸貿易其買方或賣方應為大陸地區以外得直接貿

易的第三地區業者』的限制性規定，此限制的取消無異是為兩岸直接貿易、直接

通匯鋪路。
48
 

 

 目前臺灣已完成兩岸相關法令修改之相關議題有：第一，儘速解決大陸投

資盈餘匯回重複課稅問題；第二、配合大陸投資政策調整，准許未經核准赴大陸 

                                                 
43 王春源，「對兩岸貿易交流與經濟動態變化的回顧、檢討與展望」，兩岸交流與中國前途之展
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政大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民國八十二年七月。 
44 「我已擬定開放首批自大陸間接進口清單」，經濟日報(台北)，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第
一批清單中的商品項目包括農業種植用的種子、松鼠毛、馬毛、豬鬃、火泥、磁石等。 
45 廖光生，「導論：兩岸經貿互動與隱憂」，兩岸經貿互動的隱憂與生機，廖光生編，台北：允
晨文化，民國八十四年十月，頁 3。 
46 林慶宏，「臺灣與中國大陸經貿發展及九七後兩岸三地關係之探討」，兩岸經貿社會總檢驗，
周世雄主編，台北縣：河洛圖書公司，民國八十七年，頁 15。 
47 洪琇瑩，「九七後兩岸三地經貿展望」，兩岸經貿社會總檢驗，周世雄主編，台北縣：河洛圖
書公司，民國八十七年。 
48 李非編，海峽兩岸經濟一體論，台北縣：博揚文化，民國九十二年七月，頁 90。 



投資台商補報備登記；第三，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土地及不動產。針對上述三項，

已分別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四條49、三十五條50及六十九條51擬具修正

條文草案，並於二OO一年九月五日行政院會通過，九月七日送請立法院審議。
52 

 儘管兩岸有各種政府介面之影響因素，但臺灣和中國大陸之雙邊投資和貿

易仍不斷大幅成長，而依WTO相關法規亦會使得許多政府原本默示的雙邊貿易 

和投資現狀變得不合法，如何調整兩岸經貿的往來方式，使其更符合WTO規範，

亦即更趨向法制化，是兩岸政府需學習的課題。因此可以觀察出兩岸未來之經濟

關係仍將走向一個彼此適應和成長的階段。53 

 

 由於兩岸特殊的政治背景，使得彼此在對峙初期並無經貿交流，爾後隨著

經貿需求的增加，兩岸開始將經貿政策漸次調整開放。其相關法規參表3-1-2、

表3-1-3。 

表3-1-2 臺灣對大陸經貿類開放措施 

時間(民國) 措施 

78.6 大陸地區物品間接輸入臺灣地區，准許輸入之項目，可標明大陸產製 

79.8 臺灣地區廠商對大陸地區間接輸出貨品，出口報單可直接將大陸列為目的地 

79.10 赴大陸考察及參展，81.8放寬參展範圍與資格 

79.10 赴大陸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 

80.12 大陸出口、臺灣押匯 

82.7 「大陸出口，臺灣押匯」限額內再匯出 

82.10 一百五十八項服務業赴大陸地區投資 

資料來源：高孔廉，兩岸經貿現況與展望。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頁

42。 

 

表 3-1-3 臺灣對大陸經貿類許可辦法 

                                                 
49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段：「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有大陸地區來
源所得者，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但其在大陸地區已繳納之稅額，得自應納稅額

中扣抵。」 
50 同前揭註，第三十五條第一段：「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經經濟部許可，得
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之產品或經營項目，依據國家安全及產業發展之考慮，區分為禁

止類及一般類，由經濟部會商有關機關訂定項目清單及個案審查原則，並公告之。但一定金額以

下之投資，得以申報方式為之；其限額由經濟部以命令公告之。」 
51 同前揭註，第六十九條第一段：「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
資之公司，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但土地法第十七

條第一項所列各款土地，不得取得、設定負擔或承租。」 
52 張惠玲，「台海兩岸加入WTO對兩岸政經關係的影響」，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九期，民國九十
一年七月。 
53 Tain-Ji Chen,“The impact of China’s accession into the WTO and Taiwan-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China enters WTO : pursuing symbiosis with the global economy,Japan :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2001,p.153.  



時間（民國） 辦法 

82.3.1 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 

82.4.26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 

82.4.30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許可辦法 

82.5.3 大陸地區產業技術引進許可辦法 

83.1.31 在大陸地區從事商業行為許可辦法 

83.9.30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保險業務往來許可辦法 

資料來源：高孔廉，兩岸經貿現況與展望。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頁

42。 

 

 

 

 

 

 

表 3-1-4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一年兩岸經貿政策互動關係 

大陸對臺灣的經貿政策 臺灣對大陸的經貿政策 

●1979元旦，在「告臺灣同胞書中」提出「兩岸

應立即通商、通郵、通航」。 

 

●1977年行政院頒布「取締匪偽物品管理辦

法」，除中藥材或某些農工原料可自香港進口

外，其餘貨品如經海關認定來自大陸地區，一律

沒收。 ●1975年 5月，頒布「關於開展對臺灣貿易的暫

行規定」。 ●1984年放寬自港澳轉口輸入大陸產品的限

制，實際上等於允許民間經由轉口形式與大陸進

行貿易。 
●1981年 5月，取消對臺灣產品的優惠關稅，同

時也取消大陸輸往臺灣之優惠價格，規定一定要

在臺灣具有身份之人士親赴大陸，才能便宜 20％。

●1985年 7月，政府宣布「對港澳地區轉口三

原則」，即：(1)禁止與中共直接通商；(2)廠商不

得與中共之機構或人員接觸；(3)對轉口貿易不

予干預。 

●1987年 7月，開放二十九項大陸農工原料間

接進口。11月開放大陸探親。 

●1985年 6月禁止購買臺灣之消費品。指示台貨

集中由福建、海南島兩地負責進口，其他省市不

得進行。10月又恢復放寬進口臺灣產品，但以家

電和紡織品兩類為主。12月規定各省市經貿單

位，在申請輸入台灣產品時須先報統戰部門批准。

●1988年 8月，經濟部公告「大陸產品間接輸

入處理原則」及「准許間接進口大陸產出原料項

目」共五十項。國貿局擬訂「大陸產品間接輸入

預警措施作業要點」同時付諸實施。12月國貿

局對非法進口大陸貨品，改由海關依規定處理。

輕微案件逕退關不再處分。 

●1987年 7月，中共國務院發布通知，對台灣地

區進出口商品實行許可證管理制度，並須由「對

外經貿部」審批；該通知並規定，經營對台貿易

由經貿部負責全面集中管理，並嚴格限制黨政機

關、群眾團體設立對台貿易機構。 
●1989年 2月，財政部初步決定將大陸走私處

理方式比照一般走私物品，由海關各主管機關專



●1988年 7月，中共國務院發布「鼓勵台灣同胞

投資規定」二十二條。此投資規定給予台胞主要

優惠條件為：投資範圍廣泛；投資方式更加靈 

活，除舉辦「三資」企業外亦可購買股票、債券、

房地產；台胞可擔任企業董事長；對台胞投資的

審批手續更加簡化；台胞投資的經營期限不受限

制。 

理方式比照一般走私物品，由海關各主管機關專

案解決不另行訂定辦法。 

●1988年底，中共對外經貿部增設「對台經貿關

係司」，專門研訂對台經貿政策、管理對台進出口

業務，以及台商赴大陸投資事宜。緊縮對台貿易

政策之控制。 

●1989年 3月，經濟部國貿局重申規定，禁止

國內廠商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參加中共或大陸民

間企業所舉辦之任何商展。 

●1989年 3月，中共國務院發布台商投資大陸的

新措施，給予台商特別優待待遇；諸如承認台資

在沿海地區的土地開發經營權，以及公司股票、

債券、不動產之購買權。 

●1989年 5月，法務部積極研擬「台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作為處理兩岸人民事

務的準則。此條例並於 1990年 11月獲行政院院

會通過。 

●1989年 6月，經濟部整合過去相關法令，擬

訂「大陸地區品質管理辦法」，並公佈實施。 

●1990年初，將開放大陸農工原料的進口項目

增加到一五五項。 

●1989年 5月中共國務院正式披覆了福建省關於

設置「台商投資區」的報告。這兩個投資區為：(1)

廈門地區：擴大廈門經濟特區、開闢海滄、杏林

兩地為台商投資區。(2)福州地區：擴大馬尾開發

區、開闢閩江口琅岐島為台商投資區，隨後，中

共又決定新闢湄州灣地區供台商大型重工業投

資，以及開闢海南省海口和文昌的台灣投資區和

台灣工業區。 

●1990年 7月，經濟部通過「對大陸地區投資

及技術合作管理辦法」以及「對大陸地區間接輸

出貨品管理辦法」，正面表列包括二十四類的兩

千五百項產品可赴大陸投資。 

●1990年 8月，允許大陸水泥與材料的間接進

口。 

●1989年 7月中共對外經貿部宣佈限制從事對台

進口貿易的公司為 68家，經營出口的貿易公司不

再此限。 ●1990年 10月，經濟部正式公告，「對大陸地

區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正面表

列六十七類三三五三項產品准許赴大陸投資或

技術合作。 

●1990年 2月，中共對外經貿部外貿管理司發布

台商投資大陸新措施，給予台商在稅收、投資領

域和投資方式等方面的優惠待遇、以鼓勵台商投

資及開發土地。 
●1990年 11月，郝柏村表示希望廠商赴大陸投

資能集中在廣東、福建和上海三個地區。 
●1991年 7月，中共對外經貿部提出「促進海峽

兩岸交流」五項原則，即直接雙向、互惠互利、

形式多樣、長期穩定、重義守約。 
●1991年初，又開放九項大陸農工原料間接進

口；同時准許赴大陸投資或技術合作的正面表列

產品項目增加為 3679項。另外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及海峽交流基金會先後正式成立。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時報(1991年 1月)資料補充而成，轉載自簡澤源，崛起中的經濟金三角—中

國大陸、香港、臺灣，台北：永業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一月，頁 77-78。 

 

第三款 兩岸之經貿糾紛類型與解決模式 

 

第一目 兩岸關係之潛在衝突 

 

一、經貿衝突 

 

據中國大陸外經貿部的統計數字，二００一年，兩岸貿易額達到三百二十三

點四億美元，增長百分之五點九：其中大陸對臺灣出口五十億美元，下降百分之

零點八；大陸自臺灣進口兩百七十三點四億美元，增長百分之六點三；貿易逆差

兩百二十三億美元。截至二００一年底，兩岸貿易總額達兩千兩百三十二點六億

美元，其中大陸對台出口三百六十點四億美元，自台進口一千八百七十二點億美

元，兩岸貿易中大陸逆差累計已達一千五百一十一點八億美元。陸委會主委蔡英

文女士亦指出：今天台商在大陸的投資超過六百餘億美元，去年兩岸貿易總額高

達三百七十多億美元，台灣對大陸享有二百多億美元貿易順差。 

參圖3-3-1 

圖3-3-1兩岸貿易金額 

 

 

據中國大陸外經貿部台港澳司司長王遼平指出，今年大陸對台的貿易逆差 
還將進一步擴大，主要原因是臺灣設置各種障礙限制大陸産品進口，大宗商品如

農產品的小麥、玉米，機電産品冰箱、電視等向臺灣的出口都受到限制。他認爲，



這種做法破壞了兩岸正常經濟交流。 
 
從臺灣對中國大陸經貿順差的長期狀況，再加上中國相關官員之說法，可印

證早先預測，即臺灣可雖可藉WTO發展國際活動空間，並從中攫取經貿利益，
以彌補與對岸相較懸殊的國家實力，但另一方面，中共卻可能以經貿現狀不公為

由，透過WTO架構下的種種管道，要求臺灣在兩岸經貿關係的議題上，做更大
的開放和讓步。54 
 

二、政治因素之衝突 

  
兩岸入會最重大的爭執即在兩岸平等會員地位之爭，此類似之爭議於兩岸參

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已有前例，在中國大陸將主權議題無限上綱下，未
來兩岸在WTO架構內之主權相關衝突將層出不窮。 
 
 中國大陸對臺灣的貿易關係置入主權邏輯可從下列兩條相關法令看出： 
 

1、 一九九四年三月中國大陸公布「台胞投資保護法」，將其定義為特殊國
內法，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是一種特殊的國內投資，該法第二條所定義

的臺灣同胞投資者，包括在臺灣註冊的公司、企業、經濟組織、個人(涵
蓋持『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之台胞，未排除經第三地間接投資的

台商)。55 
 
2、 中國大陸於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日公布兩岸航運管理辦法第三條，明確
定義「兩岸航運屬於特殊管理的國內運輸」，特別是由於中國大陸對臺灣

問題國際化的疑慮，已使其將兩岸在WTO架構下之關係定位為「中國
主體同其單獨關稅地區之間的貿易關係。56」 

  

由上述可知，中國大陸在國際場合中絕不願以平等身份待我，以臺灣參與 
APEC為例，中國大陸堅持不讓臺灣國家元首參加 APEC領袖會議，外交部長亦 
不能參加年度部長會議，行政院副院長以上的官員無法參與 APEC各項會議與活
動，即臺灣不能參與在 APEC內具任何主權意涵的活動。雖WTO架構內，其並
無領袖級會議或其他高階官員之會議，因此沒有主權代表的問題，但兩岸仍有平

等會員地位的爭執，其爭執點即在兩岸是否能平等適用WTO的規範和機制處理

                                                 
54 張戌誼，「前進WTO臺灣準備好了嗎」，天下雜誌，民國八十六年四月。 
55 蔡宏明，「加入WTO建構兩岸特殊的經貿關係」，政策月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政策研究
工作會，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56 蔡宏明，「以世貿架構規範兩岸貿易關係」，交流，第四十九期，民國八十九年二月。 



兩岸經貿交流。57 

第二目 兩岸之經貿糾紛類型 

一、台商在中國大陸遭遇之經貿糾紛類型58： 
(一)投資糾紛：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對台商不得直接附大陸投資的禁令尚未開放，台商至大陸

投資需透過在第三地設立公司或事業，再到大陸與中方成立合資經營或以獨資企

業方式進行投資，在此投資形態下所發生之承包、合資、合營等方面的投資糾紛。 
(一) 貿易糾紛： 
在兩岸間接貿易形式下，兩岸對進出口商品各自有複雜之管制體系、以及 

大陸對商品進出口比例嚴密控制下，台商於大陸投資所發生之貿易糾紛。其中台

商向大陸當地廠商採購原料或退貨而發生之紛爭亦所在多有。 
(二) 土地廠房糾紛： 
大陸的土地制度與臺灣迥然不同，台商在不熟悉其使用權或稅制等相關規 

定的情況下，容易發生糾紛；此外，土地與廠房開發之相關事務亦多有糾紛實例

產生。 
(三) 智慧財產權糾紛： 
台商在大陸牽涉到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糾紛，如商標遭不當撤銷或 

搶註、專利侵害等。 
(四) 其他： 
如環保糾紛、非法攜帶外幣出境等。 

 
二、大陸廠商在台遭遇之經貿糾紛 
 大陸人民在台之爭訟，多以財產繼承及婚姻事件等民事案件為主，少經貿糾

紛案例。究其原因一為陸資來台實屬少數；二為在百分之二十間接投資下，發生

紛爭不以陸資公司之身份出現，難以查明背後陸資股東之身份。
59 

 

第三目 兩岸經貿糾紛解決機制 

 
一、中國大陸地區 
  

                                                 
57 趙文衡，「兩岸於WTO中互動對兩岸關係之影響：與 APEC比較」，理論與政策第六十三期，
民國九十一年十月。 
58 參『大陸投資經驗與兩岸經貿糾紛案例彙編』，台北：海峽交流基金會，民國八十四年；以及
『兩岸經貿通訊』各期之「兩岸經貿糾紛」專欄。 
59 參黃台芬，「兩岸經貿糾紛及案例評析」，海峽兩岸經貿仲裁 2001~2002論文集，台北：中華
仲裁協會，民國九十二年二月，頁 177~178。 



大陸國務院於一九八六年發布「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中，即揭

示了處理台商投資問題時比照外國人待遇受理原則。60一九八八年七月三日國務

院針對台商在大陸的投資，發布「國務院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中明言，

臺灣在大陸之投資者因合約或與合約有關之爭議，當事人應協商或調解解決，調

解不成者，可依合約中的仲裁條款或事後達成之書面仲裁協議，提交大陸或香港

仲裁機構仲裁，無上述條款或協議者，可向人民法院起訴。61 
 
 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

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簡稱「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其中十四條對投資糾紛

之解決機制，如同上述國務院規定，並無限制只能提交大陸或者香港之仲裁機

構。62但國務院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發布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

則」第二十九條規定，台商投資糾紛限於提交「中國的仲裁機構仲裁」。63 
 
(一)循訴訟制度： 
 大陸法院分為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法院

四級，在審級制度上採二審終結制。由於一九九四年國務院公佈的「臺灣同胞投

資保護法」第十四條僅單純規定臺胞的訴訟權利，並未對涉台的民事經濟案件作

出級別管轄的特別限制規定，故應依中國大陸現行的「民事訴訟法」第十九條之 
規定，作為劃分級別管轄之標準。根據第十九條規定，「重大的涉外案件」係由

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一般的簡易涉外案件，當事人可直接向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

法院起訴。64 
 
(二)循仲裁制度 
 仲裁制度可說是「私法自治」或「當事人自主」原則之具體展現，依中國大

                                                 
60 見國務院一九八六年發布的「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第 20條：「香港、澳門、臺
灣的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或者個人投資舉辦的企業，參照本規定執行。」 
61 「國務院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第 20條：「臺灣投資者在大陸投資因履行合同生的
或者與合同有關的爭議，當事人應當盡可能通過協商或者調解解決。當事人不願協商、調解的，

或者協商、調解不成的，可以依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或者事後達成之書面仲裁協議，提交大陸或

者香港的仲裁機構仲裁。當事人沒有在合同中訂立仲裁條款或者事後又沒有達成之書面仲裁協議

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 
62 「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第十四條：「臺灣同胞投資者與其他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公司、企
業、其他經濟組織或者個人之間發生的與投資有關的爭議，當事人可以通過協商或者調解解決。

當事人不願協商、調解的，或者經協商、調解不成的，可以依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或者事後達成

的書面仲裁協議，提交仲裁機構仲裁。」 
63 「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第二十九條：「臺灣同胞投資者與大陸的公司、企業、其他
經濟組織或者個人之間發生的與投資有關的爭議，當事人可以通過協商或者調解解決。當事人不

願協商、調解的，或者經協商、調解不成的，可以依照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或者事後達成的書面仲

裁協議，提交中國的仲裁機構仲裁。大陸的仲裁機構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聘請臺灣同胞擔任仲

裁員。當事人未在合同中訂立仲裁條款，事後又未達成書面仲裁協議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

訟。」 
64 譚湘龍，「兩岸貿易糾紛訴訟實務」，『兩岸經貿通訊』第一 O一期，民國八十九年五月，頁
40。 



陸對臺商之相關立法可知，國務院於一九八六年發布的「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投

資的規定」中，即揭示了台商投資比照外國人待遇受理原則，因此台商在使用大

陸仲裁機制時適用涉外仲裁制度65；但依一九八八年發布之「國務院關於鼓勵臺

胞投資的規定」，台商僅得將爭議提交大陸或香港之仲裁機構仲裁，而非如外商

得自行選定國際商務仲裁機構仲裁。66 
 
二、臺灣地區 
 
 外人來台投資基本上其權利義務與國人同，其訴訟權依法與本國人相同。本

國人有依法訴訟之權，亦可就仲裁解決相關事項，依所定之仲裁協議，提交國內

外之仲裁機構以仲裁解決。由於陸資來台只限於百分之二十以下之間接投資，形

式上難以直接窺見陸資之身份，在此限制之下，目前國內並無陸資來台投資之爭

議事項。
67 

 

第二節 兩岸加入WTO後之運作現狀與雙邊互動 

 

第一項 兩岸加入WTO後之經貿現狀評析 

 
兩岸加入WTO後雙邊貿易交流將會比過往更大幅增加，一方面是因臺灣現

行對大陸貨品進口的負面管制必須取消，回歸正常化之後，以兩岸互補分工的貿

易型態，臺灣自大陸的進口定會大幅成長；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國大陸出口條件

改變的誘因，加入WTO將使大陸立即享受 GATT歷經五十餘年八個回合多邊談
判的關稅減讓成果，尤其能夠享受WTO其他締約成員無條件、穩定和永久的最 
惠國待遇，這些改變將有利於大陸的出口貿易擴張。68 

 
兩岸加入WTO對亞洲區域的發展可從下列談話看出端倪，世界貿易組織副

秘書長哈維爾曾表示：「海峽兩岸同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將對現有美國和歐

盟主導的政經版圖重新進行權力分配。69此即意味著兩岸的經濟活動將更為頻

                                                 
65 大陸仲裁制度分為「國內仲裁」與「涉外仲裁」：前者仲裁機構只有大陸籍仲裁員，且人民法
院對國內仲裁裁決可作程序和實質審查；後者仲裁員不以大陸籍為限，人民法院對涉外仲裁裁決

只能進行程序審查。 
66 大陸投資經驗與兩岸經貿糾紛彙編，台北：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民國八十四年，頁
242~243。 
67參黃台芬，「兩岸經貿糾紛及案例評析」，海峽兩岸經貿仲裁 2001~2002論文集，台北：中華仲
裁協會，民國九十二年二月，頁 179~186。 
68 高長，加入WTO與兩岸經濟版圖重組研討會：兩岸加入WTO後我國各產業所面臨的衝擊與
因應策略，救國團社會研究院，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日。 
69 「兩岸入會，在三、四個月可完全程式」，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十日。 



繁，歧異性降低而有助大中華經濟圈的發展。70」兩岸加入WTO將加速兩岸的
經濟整合，臺灣的資本、產業知識和技術可和中國大陸低廉的勞工成本及市場潛

能結合71，甚至將相關產業擴展至亞洲區域，因為WTO原則裡自由貿易和市場
開放的結果，再加上亞洲經濟有其地緣上的便利性而極易在經貿交流上截長補

短，這樣產業的互動方式將使兩岸經貿整合不斷擴展至整個亞洲。 
 
 依據「中國社經情勢月報」之研究，兩岸加入WTO後，WTO法律規範對台、
中經貿關係的影響有有下列七點72： 
1、由於最惠國待遇原則為WTO會員國入會後所應遵循的基本義務，因此兩岸
入會後，我方要求中國產品必須經過第三地始可進入臺灣之規定，可構成違

反WTO義務。 
 
2、依據國民待遇原則，臺灣必須提供中國產品相同於我方產品的待遇；依據關
稅減讓原則，臺灣不得對中國產品課徵超過承諾的關稅上限。 
 
3、依據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除非兩岸各自在例外清單中有所保留，否則 
應對他方的服務及服務供應者給予「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且應在服務

貿易之「特定承諾表」(Schedule of Specific Commitments)中，承諾對中國大陸開
放之程度。 
 
4、 關於兩岸通航部分，由於 GATS並不處理航權交換問題，而依據 GATS的「空
運服務業附則」，兩岸航權交換問題，由雙方依照雙邊協定決定。 

 
5、 依據「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兩岸將有相互保障著作權、
商標、專利、積體電路佈局保護、工業設計、營業秘密、地理標示之義務。 

 
6、 依據 DSU，兩岸若有任何一方違反WTO相關協定之義務，並對他方造成損
害，他方可以依照 DSU內之條款要求諮商，甚至提出控訴。 

 
7、 關於兩岸投資問題，由於WTO「與貿易有關之投資措施協定」(TRIMS)僅規
範有關貨品貿易部分，並未包括市場開放及投資保障問題，因此投資市場開

放問題決定於臺灣在「特定承諾表」中對中國大陸服務業在臺灣開設商務據

點之承諾。 
 

                                                 
70 詹中原，「全球化的主權與經濟---兩岸加入WTO之分析」，國家政策論壇，第一卷第九期，民
國九十年十一月。 
71 Wook Chae and Hongyul Han,同前揭註 167。 
72 中國社經情勢月報第二期，摘錄於中國訊息資料彙編，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民國
八十八年七月。 



依國際建制73之角度觀之，兩岸加入WTO將會影響其經貿交流的相關政策
和實質現狀，茲分述如下74： 

 
(一)衝擊臺灣現有之大陸政策 
 
 臺灣自一九五 O年開始有經貿政策以來，對中國大陸之態度是極具防衛性
的，此乃因為兩岸政治高度的對立而來，因此臺灣基於國家安全的種種考量，須

對兩岸貿易採取較為限制之策略。 
 
 加入WTO後，兩岸種種經貿交流的若干法規和限制已不符WTO自由貿
易之規範，而兩岸在入會後皆未援引WTO設立協定第十三條有關「特定會員間
多邊貿易協定之排除適用」（Non-Application of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Between Particular Members）75，表示已默許兩岸未來將在WTO體系下互動，因
此進一步修正不符自由貿易化原則之兩岸政策乃勢所難免。 
 
(二)對兩岸貿易關係的影響 
 
1、擴大交流 
兩岸入世後，由於進口貨品負面表列的取消，以及出口關稅的漸次降低， 

將擴大雙方經貿交流。  
2、貿易依存度提高 
台灣目前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較高，尤其是出口依存更呈逐年上升形勢。入

世後許多優惠和限制都將漸次取消，進出口結構勢必發生變化，在各國商品(包
括回銷的台資產品)競爭下，臺灣對大陸的進出口依存度都將更大幅提高。 
3、產業競爭力增強： 
由於入世後許多關稅保護政策都須取消，短期內對產業是有損的，但長期來

看可促使產業提高其競爭力。 
4、貿易糾紛趨頻 
 兩岸愈緊密之經貿互動，將無可避免地帶來經貿事務的更多摩擦。 
5、兩岸雙向投資影響 
(1)法律的鬆綁將擴大兩岸雙向投資。 
(2) 兩岸納入WTO體系後，其爭端有特定法令可資解決，將保障投資者之權益。 
(3)國際競爭壓力增強，將使得兩岸投資者進一步健全本身體質與完善其投資策
略，以因應國際競爭。 

                                                 
73 依 Stephen D. Krasner之觀點：國際建制為一組隱性或顯性的原則、規範、法條、和決策程序。 
74 蘇恆宗，「兩岸加入世貿組織後對政經局勢之衝擊與影響」，共黨問題與研究，第八十八期第
十二期二十五卷，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 
75 引用此條款則特定會員間彼此不發生WTO的權利義務關係。 



  

第二項 兩岸於WTO架構下互動之爭端案件評析 

兩岸加入WTO後中國大陸仍不願以平等會員國地位對待臺灣，對於WTO
架構下之會員國互動常採相應不理態度，如最近在WTO所進行的服務貿易談
判，在二 OO二年六月底各國已提出初始要求（initial requests）76，我國向中國

大陸提出初始要求，大陸則不予理會。此外，中國大陸於二 OO一年十二月十一
日正式加入WTO，為保護多數缺乏國際競爭力的國有企業，避免因市場驟然開
放而遭受嚴重損害或威脅，因此採用反傾銷及防衛措施成為大勢所趨77；而中國

大入世不到兩年已對臺灣發動一起防衛措施與五起反傾銷案件，此現象值得臺灣

注意，並早日研擬反制措施。 
 

第一款 防衛協定案件 

 
一、案例背景 
 中國大陸防衛條款首度出現於其 1994 年實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
法」第 29條。該條文規定，「因進口產品數量增加，使國內相同產品或其直接競
爭產品的生產者受到嚴重損害或者嚴重損害威脅時，國家可以採取必須的保障措

施，消除或者減輕這種損害或損害的威脅。」直到中國大陸依「入會工作小組報

告書」第 154 段之承諾，「自加入時起，中國大陸將實施進口救濟防衛規定，以
規範未來之防衛措施，該法現正草擬中，內容將完全符合進口救濟防衛協定」，

自始才發佈較細節的執行規定，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障措施條例」（以下簡稱

「保障措施條例」），而保障協定即WTO防衛協定所稱之「防衛措施」。78 
 
 在保障措施事項上，中國大陸係由三個機關加以執行，分別為「對外貿易經

濟合作部」（簡稱外經貿部）、「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簡稱國家經貿委)、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依據「保障措施條例」，「外經貿部」負責「進口增

加」的調查與認定；「國家經貿委」負責「損害」的調查與認定。「外經貿部」作

為對外對外貿易事務的主管機關，有權決定是否採取「數量限制」形式的保障措

施，並予以公布；此外，「外經貿部」負責處理外國的諮商、通知及爭端解決、

立案調查的決定及公告等。「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則決定是否採取提高關稅

                                                 
76 提出要求的對象可自由選擇，提出要求後，他方需提出擬承諾清單（offer），雙方在進行要求
清單（request-offer）的互動。 
77 黃智輝，「前進WTO建立兩岸經貿安全網新思維」，台經八月號，民國九十一年。 
78 林彩瑜、張南薰，「中國大陸防衛措施規範對兩岸互動之影響」，WTO與兩岸研討會，台北：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WTO研究中心，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九日，頁 2。 



之保障措施，「外經貿部」對此僅有建議權。79 
 
 而兩岸長期以來在鋼鐵交易上的失衡現象，早以令中國大陸不滿，認為臺灣

無改善此不合理對中國大陸巨幅貿易順差現狀之誠意，因此不排除日後動用相關

措施反制，以保護中國大陸國內產業，這也為日後兩岸貿易戰的開打埋下了衝突

種子。 
 
二、案例事實 
 
 中國大陸於二 OO 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對四十八項鋼品展開「臨時性防衛措
施」，其中對我國九大類相關產品造成直接衝擊。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國大陸

開始對二十七項鋼品進口正式採取「防衛措施」，此措施為期三年，回溯於五月

二十四日，將於二 OO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到期。 
 
三、案例經過 
 
(一)中國大陸處理程序 
中國大陸於二 00二年五月二十日，針對八十四項進口鋼鐵產品展開防衛 

措施調查，五月二十一日即對其中四十八項產品採行為期一百八十天之臨時性防

衛措施。80其措施採行後實施關稅配額，關稅配額內進口產品仍執行現行進口關

稅稅率，關稅配額外進口產品則在執行現行進口關稅稅率的基礎上加徵百分之七

至百分之二十六的特別關稅，關稅配額係採全球配額之方式。 
 
依據防衛協定第十二條第四項81規定，施行臨時性防衛措施後應立即與相關

國家展開諮商，而中國大陸於一百八十天調查結束後，依據前項防衛協定規定，

在同年十一月一日將本案調查結果，及決定自十一月二十日起對熱軋普薄板、冷

軋普薄板、彩塗板、無取向矽電鋼、冷軋不銹薄板等五類（二十七項）進口鋼鐵

產品實施正式防衛措施等事，通知ＷＴＯ防衛措施委員會。依據防衛協定第十二

                                                 
79 林彩瑜、張南薰，同前揭註，頁 3。 
80 Article 6 of Agreement on Safeguards: “In critical circumstances where delay would cause damage 
which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repair , a Member may take a provisional safeguard measure pursuant to 
a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that there is clear evidence that increased imports have caused or are 
threatening to cause serious injury . The duration of the provisional measure shall not exceed 200 days , 
during which period the pertinent requirements of Articles 2 through 7 and 12 shall be met . Such 
measures should take the form of tariff increases to be promptly refunded if the subsequent 
investigati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 of Article 4 does not determine that increased imports have 
caused or threatened to cause serious injury to a domestic industry . The duration of any such 
provisional measure shall be counted as a part of the initial period and any extension referred to in para. 
1, 2 and 3 of Article 7 .    
81 Article 12,para.4 of Agreement on Safeguards:” A member shall make a notification to the 
Committee on Safeguards before taking a provisional safeguard measur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6 . 
Consultations shall be initiat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measure is taken .   



條第三項規定，中國大陸應提供與出口涉案產品具有實質利益之會員雙邊諮商機

會，以就相關資料及措施等交換意見。據瞭解，日本、韓國及歐盟等國已先後與

中國大陸進行雙邊諮商。82 
 
中國大陸駐WTO代表團於二OO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通知臺灣代表團及WTO

秘書處，表示：中國已準備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起，根據 WTO「防衛措施協定」
第十二條第三項，就中國對某些鋼品的防衛措施，在日內瓦進行「中國與中華台

北」間的諮商。惟其通知我「駐 WTO 代表團」，未稱呼我「台澎金馬關稅領域
常駐WTO代表團」，而是稱我為「駐WTO經濟文化辦事處」，此舉實有刻意將
我國駐WTO層級「港澳化」之嫌。 

 
 
 

(二)臺灣處理程序： 

臺灣亦為受影響之相關國之一，我國直接受到影響的鋼品包括冷、熱軋普薄

板，矽電鋼及不銹鋼板等三大類。臺灣駐WTO代表團自中國大陸於二OO二年

十一月八日通知WTO，自十一月二十日起對二十七項進口鋼品採正式「防衛措

施」後，於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正式通知中國，要求舉行雙邊諮商。 

我國依據防衛協定第十二條第四項條款83向中國大陸提出諮商要求，卻一直

未獲回應，幾經交涉，中國大陸終於同意和我國進行相關諮商。臺灣於同年十二

月十二日依據防衛協定第十二條第三項84，在日內瓦與中國大陸就「部分進口鋼

品防衛措施案」舉行雙邊諮商。 

臺灣並特別針對中國大陸生產不足或不能生產之鋼品要求其列為排除項目，

以及依據ＷＴＯ防衛協定第八條第一項85規定向中國大陸洽商補償事宜以及就中

國大陸所採防衛措施不符ＷＴＯ法律程序及實質規定，與中國大陸與會代表交換

                                                 
82 “我國頃與中國大陸就部分進口鋼鐵產品防衛措施案舉行雙邊諮商”，經濟部國貿局新聞
稿，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83 同前揭註 218。 
84 Article 12,para.3 of Agreement on Safeguards:” A member proposing to apply or extend a safeguard 
measure shall provide adequate opportunity for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ose Members having a 
substantial interest as exporters of the product concerned,with a view to , inter alia , reviewing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under paragraph 2 , exchanging views on the measure and reaching an 
understanding on way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set out in paragraph 1 0g Article 8.   
85 Article 8,para.1 of Agreement on Safeguards:” A member proposing to apply a safeguard measure or 
seeking an extension of a safeguard measure shall endeavour to maintain a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level of concessions and other obligations to that existing under GATT 1994 between it and the 
exporting Members which would be affected by such a measure ,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3 of Article 12 .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the Members concerned may agree on any 
adequate means of trade compensation for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measure on their trade.    



意見。86此會議雖未達成具體結論，但此諮商是兩岸第一次在WTO架構下解決

貿易糾紛，可說是兩岸WTO貿易史上一大進展。 

 

第二款 反傾銷案件 

 
一、案例背景： 

 
中國大陸於一九九七年三月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第三十條的

規定，正式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中華人民共和

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之宗旨在「維護對外貿易秩序和公平競爭，保護中國相

關產業」（第一條）；對於進口產品採用傾銷或者補貼的方式，並由此對中國大

陸已經建立的相關產業造成實質損害或者產生實質損害的威脅，或者對大陸建立

相關產業造成實質阻礙的，將採取反傾銷或者覽補貼措施(第二條)。87 
 
加入WTO後，中國大陸對外經貿部頒布主動提起專門針對反傾銷訴訟的立

法，除了在二 OO二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外，並於同年
三月十三日審議通過反傾銷的相關配套法規，在保護其國內產業的措施上，可謂

相當積極。 
 
但反傾銷調查一般是針對外國產品，因此大陸內部對於該如何處理臺灣傾銷

產品無定論。88依據中國大陸「反傾銷條例」第十九條規定，立案立案調查的決

定，由外經貿部予以公告，並通知申請人、已知出口經營者和進口經營者、出口 
國(地區)政府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立案調查的決定一經公告，外經貿部應當將
申請書文本提供給已知的出口經營者和出口國(地區)政府。 

 
因此若中國大陸依據此條例執行反傾銷調查程序，則外經貿部必須寄送立案

調查決定的通知書，收受雙方單位名稱、收受方式，此易觸及兩岸敏感之政治神

經，這也是中國大陸內部對向臺灣提起反傾銷調查程序意見不一的主要原因。 
 
二、案例事實： 
 
（一）冷軋板捲反傾銷案 

                                                 
86 同前揭註 219。 
87 蔡宏明，「大陸反傾銷條例的內涵與影響」，台研兩岸前瞻探索，台北：臺灣綜合研究院，民
國八十九年一月，頁 44。 
88 王泰銓，「世貿組織與兩岸發展：WTO架構下兩岸反傾銷案件之處理與爭端解決」，台北：國
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1、案例事實： 

 
由於兩岸鋼鐵業貿易日益頻繁，台灣每年對中國大陸享有二十億美元順差。

而迄今臺灣對於中國大陸鋼材進口仍採負表列管制，除層次較低的扁鋼胚及小鋼

胚因臺灣缺乏而允許至大陸進口外，其餘鋼材及鋼鐵加工製品，皆禁止自大陸進

口。 
大陸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於二 OO二年二月首度組團來台時，即以民間身份與

台灣業者進行貿易諮商，大陸鋼鐵協會長吳溪淳當時曾痛批台灣在兩岸加入世貿

後仍對大陸實施不公平貿易，並暗示不排除對台灣採取反傾銷稅。89 
 
由於諮商未果，中國於二 OO二年三月二十三日首次宣布對臺灣、俄羅斯 

、南韓、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五國進口冷軋薄板，進行反傾銷調查，調查期間

為二 OO一年一月一日至二 OO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產業損害調查期間為一九
九九年一月一日至二 OO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遭到調查的產品包括冷軋鋼板、
冷軋鋼捲、冷軋鋼帶。中國大陸指控，包括臺灣在內的五個地區國家的冷軋傾銷

幅度都超過百分之二十。 
 
臺灣在此案中，有中鋼、盛餘、燁隆、統一實、高興昌等須接受傾銷調查。

此乃兩岸經貿關係發展中，中國首次運用 GATT1994第六條執行協定(簡稱反傾
銷協定)對臺灣產品發動反傾銷調查，也是兩岸加入WTO後首宗貿易糾紛。 
 
2、案例經過： 
 
(1)中國大陸處理程序： 
 
中國大陸避開官方接觸，外經貿部直接通知臺灣中國鋼鐵公司，其已開始調 

查臺灣外銷大陸冷軋產品傾銷的行動。但依WTO規定，中國大陸對出口國展開 
反傾銷調查時，必須通知出口國政府及WTO反傾銷委員會，但我國駐WTO代
表團並未接獲中國大陸之通知。 
 
(2)臺灣處理程序 
 
 台灣鋼鐵協會在大陸提出傾銷調查名單後二十日的期限內前往大陸溝通，希

望爭取大陸撤銷對臺灣冷軋鋼品的反傾銷調查案。 
 
 中國大陸已針對反傾銷鋼品一事向日本、韓國等WTO會員國提出調查要
                                                 
89 「大陸不排除對我鋼鐵課反傾銷稅」，聯合報，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求，但未通知我駐WTO代表處。我國駐WTO代表團亦致函中國大陸，要求中
國大陸在WTO架構下與我協商反傾銷鋼品一案，惟未獲回應。 
 
3、案例結果 

 
原本應於二 OO三年三月宣判之大陸對台冷軋鋼傾銷調查案件，卻延後半年

宣判，於二 OO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完成終判。臺灣廠商被判定的傾銷差額從百分
之六至百分之五十五，但目前不實施。 
 
(二)聚氯乙烯反傾銷案 
 
1、案例事實： 

 
在宣布對臺灣「冷軋鋼」進行反傾銷調查後，中國外經貿部於一周之內(二

OO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又發布第十五號公告，決定對來自美國、日本、韓國、俄
羅斯和臺灣的進口產品「聚氯乙烯」(PVC)進行反傾銷調查。90聚氯乙烯的調查

是透過中國大陸的「鹼氯協會」，直接行文「臺灣區塑膠原料公會」控告臺灣廠

商傾銷，並未經過官方接觸，我駐WTO代表團亦未接獲通知，此舉實以違反
WTO規範。 

 
此次反傾銷調查申訴是由上海氯鹼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滄州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大沽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北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錦化化工(集團)
有限責任公司代表大陸國內聚氯乙烯產業所提出。臺灣涉案廠商包括台塑、華夏

海灣以及大洋三家廠商，在遭調查後統一以臺灣區塑膠原料工業同業公會作為協 
調應訴與聯繫政府的窗口。 
 
2、案例結果 
 本案於二 OO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完全終判。臺灣廠商被判傾銷幅度為百分
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七，自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實施五年。 
 
（三）苯酚反傾銷案 
 
一、案例事實 
  
 中國大陸外經貿部於二 OO二年八月一日發布公告，決定自即日起對來自日
本、南韓、美國和臺灣進口的苯酚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在此之前，中國大陸已

                                                 
90 王泰銓，「WTO架構下兩岸反傾銷案件之處理與爭端解決—比較歐美相關模式」，律師雜誌第
二七八期，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 



於二 OO二年七月三十日通知我駐WTO代表團，即日起將對我輸往中國大陸之
苯酚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此為中國大陸第一次循正式管道，透過WTO機制和
我方接觸。但此封公告是以中文寫成，且簡稱我為「中國台北」，隱含有純屬「兩

岸國內事務」之暗示，在稱呼我「臺澎金馬各個關稅領域」的正式名稱後，在簡

稱「中華台北」的部分，自行更改為「中國台北」。 
 
二、案例結果 
 
 二 OO三年六月九日完成初判結果，臺灣廠商被判定的傾銷差額為百分之七
至百分之二十不等，自即日起實施，目前尚未確定終判日期。 
 
（四）尼龍絲與尼龍加工絲產品反傾銷案 
 
 中國大陸商務部於二 OO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公告單獨對臺灣出口的尼龍絲
與尼龍加工絲進口涉案產品提出反傾銷調查，該案目前仍在調查階段。 
 
（五）乙醇氨反傾銷案 
 
 中國大陸於二OO三年五月十四日公告對包括我國在內廠商進行反傾銷調
整，該案目前尚未定案。 
 
三、中國大陸對臺灣發動反傾銷案件一覽表 
  
 中國大陸加入WTO不到兩年，已對我輸往大陸產品進行五次反傾銷調查，
此乃因為中國大陸是我國最大出口市場，且國部分產品在大陸市場占有率不低所

致，有關中國大陸對台反傾銷案件，參照下表 3-4-1： 
 
表 3-4-1 中國大陸二 OO三年對台反傾銷案件之調查案件與終判結果 

中共二 OO三年對台相關反傾銷案件 

冷軋板捲 ● 九月二十三日完成終判。 

● 臺灣廠商被判定的傾銷差額從6％到 55％，

目前不實施。 

聚氯乙烯 ● 九月二十九日完成終判。 

● 臺灣廠商被判傾銷幅度為10％到 27％，自九

月二十九日實施五年。 

苯酚 ● 六月二十九日公布初判結果。 

● 臺灣廠商被判定的傾銷差額為7％到 20％不

等，自即日起實施。 



● 目前尚未確定終判日期。 

乙醇氨 ●五月十四日公告對包括我國在內廠商進行反

傾銷調整。 

尼龍絲與尼龍加工絲產品 ●十月三十一日公告單獨對我國進口涉案產品

進行反傾銷調查。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四日，第六版。 

 
 
 
 
 
 
 
 
 
 

第三款 小結 

  
 由上述各案可看出中國大陸在WTO架構下與臺灣的法律互動，仍是十分政
治性的，並未遵行WTO反傾銷協定之相關規則。如中國在對臺灣「冷軋鋼」展
開反傾銷行為的過程中，僅透過鋼鐵公會間接知會，並未通知臺灣政府主管部

門；聚氯乙烯的調查亦是透過中國大陸的「鹼氯協會」，直接行文「臺灣區塑膠

原料公會」控告臺灣廠商傾銷，此兩案皆未「直接通知」臺灣政府，已與WTO
相關協定相違。91而WTO爭端解決乃「告訴乃論」性質，若臺灣未直接向爭端
解決機構提請控訴，中國大陸並不會受到任何指責或糾正。 
 
 關於兩岸經貿之爭端解決，大陸學者認為兩岸加入WTO後對台經貿政策的
規範，已有香港先例可循：即在香港回歸後，大陸仍將與香港之經貿關係視為對 
外經貿關係處理，兩地經貿往來基本遵行國際經貿活動的通行規則和慣例，即大

陸與香港間的貿易仍視同與外國公司、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間的進出口貿 
易，繼續執行現行的稅收政策；由此可知，中國大陸仍視臺灣為其單獨關稅區，

大陸對外貿易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單獨關稅區不適用本法。92」中國大

陸種種言詞和行為舉已可明顯看出其看待兩岸經貿糾紛的方式，是將臺灣比做香

港的地位來處理，仍難脫除既定意識形態之思考。 

                                                 
91 王泰銓，同前揭註 227。 
92 嚴元祥、張冠華，「加入WTO及對兩岸經濟關係的影響」，WTO與兩岸經濟關係論文集，上
海：臺灣研究所，民國八十八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