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臺灣對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模式 
 
 每逢面臨重大議題的決策，我總會盡力模擬各個途徑可能產生的後果。

在思考的過程中，多次改變心意也無所謂。許多人之所以匆匆作出決策，純粹是

煩惱事情懸而未決，乾脆一刀兩斷暫且圖個舒坦。話說回來，思考的時間愈長，

作出的決策應可更加細膩周密而臻於成熟。 

∼Rudolph W. Giuliani 

 

第一節 臺灣對中國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程序之考量 

 

政府部門於獲得相關資訊並充分了解後，如發現外國措施確實造成我國廠商

之影響，應進行下列之分析： 

（一）法律上之初步分析 

為確保控訴之法律立場無礙，政府部門發現有影響廠商利益之外國措施，首

應考慮其是否屬於WTO相關權利義務之範圍？有無違反協定？我國所掌握之證

據是否充分？產業受損之情況如何？以此作為進入 WTO 爭端解決程序之合法

性。 

又由於現今國際貿易彼此環環相扣，加上中國大陸市場涉及眾多國家之經貿

利益，因此臺灣在考慮中國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時，應納入其他國家立 

場，以免引起其他國家之反對意見。 

 

在DSU相關規定下，控訴國可以主張對手違反協定，亦可以主張對手國雖

未違反協定，然仍造成我國在WTO下之利益受到剝奪或減損。後者情形在WTO

下不易勝訴。故如僅在諮商階段時提出並未違反協定之利益受損指控，固無妨

礙；然如欲正式提出控訴，則不宜僅依賴利益受損作為根據；而宜盡量以違反協

定為基礎作為控訴之依據。 

 

由於DSB受理WTO爭端解決案件時，係以是否屬於DSU所涵蓋範圍（亦

即是否屬於WTO各實體協定之涵蓋範圍）為基準，因此在進行法律上分析時，

此為相當重要之一項因素。若在範圍之外，則DSB將拒絕受理。 



不過，倘若WTO與其他國際協定或國際組織均有管轄權時（例如我國有雙

邊自由貿易協定之爭端解決機制及WTO爭端解決機制可以選擇），則應考量在

WTO之下解決，對維持該其他協定存在之目的及雙邊或多邊關係，是否會有影

響；何者勝算較大等因素，予以適當之決定。在考量法律上勝算等因素時，是否

有其他國家亦一同提出控訴，亦可納入決策參考。多數國家一同對單一國家提出

控訴，將會大幅增加被指控國應訴之困難性。在中國大陸頻頻逃避與臺灣在WTO

架構下協商之情形看來，臺灣若利用多數國家控訴之模式將大幅增加勝算機會。 

 

（二）經濟利益 

政府亦應分析該項外國措施對我國貿易利益影響之程度，包含已受到影響之

可見利益及將來可能受到影響之潛在利益。 

經濟利益考慮之範圍，包括出口受到影響之貿易效果，以及廠商受到救濟所

可能提供正面之影響。 

以本研究訪問相關廠商得知，廠商並不希望政府政治力介入兩岸貿易，除非

保證廠商將可獲得大幅利益，否則其認為現今民間交流諮商方式並無不妥。 

（三）其他可達到相同目的之替代方式 

進行諮商程序固然尚未進入耗費龐大之人力物力之階段，但亦相當有可能因

而必須進行下一階段之爭端解決小組程序。故若有其他有效方式可達成相同之目

的時，可能即無將爭端提付爭端解決機構之必要。如中國大陸對臺灣鋼鐵和聚氯

乙烯反傾銷案，皆透過民間交流方式進行瞭解、溝通。 

（四）人力及費用問題 

在發動諮商前，應將未來可能接續進行各項程序（除諮商外，尚包括爭端解

決小組階段等）所需人力及一切費用（包含蒐集資料之費用、律師費用等），納

入評估。 

（五）外交及國際政治問題之考量 

政府應考量提出諮商（包括後續程序）與否，於國際上對我國與對手國關係

及國際地位之影響。例如不提出諮商及後續程序是否將造成他國持續對我國採行

不公平合理之貿易措施、或繼續歧視我國地位等。此外，亦應考量勝訴或敗訴時

之可能影響。 

 

 

（六）時程之規劃與掌握 



DSU 對於諮商有相關之時間規範。政府部門應參照該等規定，預先規劃相

關之行動時程。依 DSU 第十二條第十二項之規定，爭端解決小組於爭端控訴國

提出暫停請求時，必須暫停案件審查程序，故小組原訂之調查期限六個月(至多

可延長至九個月)，加上暫停期限十二個月，使爭端解決程序常長達二十一個月，

甚至二十四個月（上訴機構審理期限為六十日，可延長至九十日）。因此，必須

考慮將爭端提付爭端解決機構所需耗費之時間是否過久，是否造成縱使勝訴亦緩

不濟急且無實益之結果。
1
 

 

第二節 臺灣對中國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必

要條件與可行途徑模擬 

 

第一項 臺灣對中國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必要條件 

 
依 DSU第二十六條之條款，在 GATT1994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b款之規定中，

臺灣只要認為中國大陸某些措施使臺灣依內括協定直接或間接享有之任何利益

受剝奪或損害，或使協定目的達成受阻2，皆有採取控訴之權，不論其措施是否

與該協定相抵觸。3 
 
因此，若臺灣要將兩岸爭端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在控訴的過程中，必

須負相關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造成損害之事實。若為違反協定行為之控

訴，則在實務上，即被推定造成其他國家利益之剝奪或減損；若臺灣認為中國大

陸所為之侵害為非違反協定之侵害，臺灣必須提出詳盡說明以支持指控4，但中

國大陸並無義務撤銷相關措施。5 
 
中國未來運用防衛協定或反傾銷條款的可能性極高，中國大陸學者指出：入

世意味著中國要大幅度的開放國內市場，更多的外國商品會湧入中國市場，而外

                                                 
1 參考臺灣大學法律學院WTO中心小組研究報告。 
2 若會員國以WTO協定相關目的受到影響而訴請爭端解決程序時，需具體說明何項條款目的受
到影響，並提出具體事證，否則爭端解決小組往往不予受理。如在二 OO二年中國對我鋼鐵提起
反傾銷調查時，並未尋WTO程序與我進行諮商，甚至為正式通知我官員，則臺灣可依其違反
WTO目的而提起WTO爭端解決程序。 
3 Article 23, para.1, item(b): “ the application by another contracting party of any measure, whether or 
not it conflicts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 
4 Article 26, para.(a):” the complaining party shall present a detailed justification in support of any 
complaint relating to a measure which does not conflict with the relevant covered agreement.”  
5 Article 26, para.(b) of DSU:”where a measure has been found to nullify or impair benefits under, or 
impede the attainment of objectives, of the relevant covered agreement without violation thereof, there 
is no obligation to withdraw the measure….” 



國企業為了擴大市場而採用傾銷的策略，這對我國處於轉型期的企業是極為不利

的，因此，中國的反傾銷立法是否能得到完善和加強，是否能有效地完成抵制傾 
銷，就成為維護國內市場競爭公平重要的一環。6由此談話可知，臺灣未來面對

反傾銷等條款的機率極高，而這些條款將使臺灣產業依WTO相關協定所享有之
直接或間接利益受剝奪或損害，這類情況將使臺灣訴諸WTO爭端解決時於損害
事實有據。 

 

第二項 臺灣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途徑 

 
 涉及貿易利益的爭端範圍相當廣泛，從農產品貿易、衛生檢疫的規定、紡品

貿易、原產地認定，投資獎勵措施、進口簽審、進出口稅捐或內地稅的歧視待遇

等，並包括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以及金融、保險、證券、運輸、交通、旅遊、工

程師、技師、律師與教師等各行各業；此外，其他與貿易無涉之議題，包括環保、

勞工、競爭，若採用貿易措施作業執行手段，皆有可能成為WTO爭端解決程序
之控訴議題。而「非違反協定之控訴」，即使他國的貿易措施並未違反任何協定，

若已對本國產業造成損害，亦能成為控訴國控訴之目標。7 
 
 當中國大陸採用之貿易相關措施（不論其是否為違反協定之措施）造成臺灣

產業損害時，臺灣可開始依WTO爭端解決機制做為爭取權益途徑。 
 

第一款 正式要求諮商：訴訟伊始8 

 
 對WTO而言，爭議兩國正式進入爭端解決程序始於接獲原告之書面通知，
其並加註「依 GATT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的規定要求諮商」之日。 
 

第一目 原告國—臺灣：提出正式諮商要求 

 
正式的諮商要求，必須以書面提出，並註明「係根據WTO爭端解決相關規 

定」(包括 GATT1994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以及 DAU第四條)，並闡明要求
諮商之理由，包括所指控的相關措施、要求諮商的法律基礎等。此諮商要求須通

                                                 
6 張曉冰，「“入世”與中國反傾銷立法的完善」，國際關係學院學報，第三期，民國八十九年十
月。 
7 蕭振寰，同前揭註，頁 3。 
8 參蕭振寰，「由歐盟香蕉案認識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制度」，進口救濟論叢，第 18期，台
北：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貿易發展委員會，民國九十年六月。 



知 DSB、以及其他相關理事會或委員會。9在中國大陸施行相關損害臺灣產業利

益之措施後，臺灣可依WTO爭端解決程序相關規定要求與中國大陸進行損害事
項之雙邊諮商。 

 
 諮商之條件之一為原告國「在協定下的利益直接或間接受到剝奪或損

害」10，但若指控國之控訴理由是因被告國違反WTO相關協定，則自動假設原
告國已受損害11，毋須再針對此部分再行說明。 

 

第二目 被告國—中國大陸：接獲正式諮商要求 

 
 被告國政府或代表團接獲正式的諮商要求，整個爭端解決時間表即由此起

算。被告國依 DSU相關規定，須進行以下回應：一、收到諮商要求後十日內予
以回應，同意安排雙邊諮商；二、於收信後三十日內開始進行諮商；三、於收信

後六十日內達成協議。 
 
 若中國大陸未於收信後十日內以書面答覆同意諮商、或雙邊諮商拖過收信後

三十日內未能開始進行、或收信後六十日內無法達成協議，臺灣有權向 DSB要
求成立個案審議小組。12上述期限得透過當事國雙方之協議予以延長。 
若在緊急情況下，如涉及易腐性貨品之案件，則在收信十日內即開始諮商，二十

日內應獲得協議，否則臺灣可立即向 DSB要求成立小組。13 
 

第三目 第三國要求參與諮商 

 
 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糾紛，有時亦可能涉及第三國的貿易利益，因此

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亦提供相關第三國參與諮商之前提之下，兩造應善意看待
第三國參與諮商之要求。第三國在涉及實質貿易利益(substantial trade interests)的
條件下，可以在諮商的通知進行分送後十日內，向當事國與 DSB提出要求，在
徵得當事國同意後參與諮商。14 
  
 
 

                                                 
9 Article 4, para.4 of DSU. 
10 Article 23, para.1 of GATT1994. 
11 Article 3, para.8 of DSU. 
12 Article 4, para.3 of DSU、Article 4, para.7 of DSU. 
13 Article 4, para.8 of DSU. 
14 Article 4, para.11 of DSU. 



第二款   第一審：個案審議小組的成立與裁決 

 
由於 DSU中對諮商和斡旋、調解及調停程序的進行皆有設立時間之限制，

因此若中國大陸在接到臺灣諮商請求後未於十日內答覆或於三十日內展開協商

（緊急事件需於收到請求十日內展開諮商，二十日內需解決爭端），斡旋、調解

及調停程序未於六十日內為之、或相關之雙邊諮商未果，臺灣可依 DSU程序提
請成立小組。 

 
所有有關成立審議小組的要求，務必在 DSB召開前十天以書面向秘書處 

提出，即使提出要求的日期未滿六十日的諮商期間，只要 DSB的會議日期已逾
六十日即可。 
 
一旦成立個案審議小組的要求列入議程，臺灣打官司的目標即可獲得初步保

障。依 DSU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在成立個案審議小組的要求第二次列入會議議
程時，除非有不予成立的共識，否則 DSB必須決議小組的成立。DSB之決議係
採「負面共識決」，因此在第二次會議中15，只要 DSB成員有一張同意成立小組
的贊成票，小組即必須成立，此部分十分有利於臺灣。 

 
臺灣針對成立個案小組之提案，必須以書面為之，其中並須註明是否已進行

雙邊諮商，針對爭議事項提出簡單說明，並闡明法律理由。個案小組之職責，

DSU訂有職權條款(Standard Terms of Reference)，授權選任的審議小組成員就「相
關法條」進行審理；如果臺灣和中國大陸擬相約限制審理法條的範圍，可於二十

天內自行協議決定。16審議小組人事部分，秘書處會將會員國推薦之審議小組儲

備名單中挑出十位，供臺灣和中國大陸考量，挑選出與兩造皆無關聯且能力之適

當人選，若二十日內無法獲得協議，僅能依規定要求秘書長在諮詢當事國後逕行

指定。17 
 
審理小組之審理程序：由臺灣提出指控書、中國大陸提出答辯書、並由雙方

再針對彼此所提的書面意見進一步提出反駁；此外，亦應提供參與訴訟國表達意

見的機會，必要時再徵詢外界專家的意見，整理出初步的審議報告，送交兩造就

事實部分進行核對後，最近才向 DSB提交定稿的審議報告。 
 
 

                                                 
15 第一次列入會議議程與第二次列入會議議程的差別，制度上係給予當事國再一次考量的機
會，若原告國執意訴訟，在多等一個月的期間內亦能順利成立小組；若原告國不願多等，可要求

DSB於十五日內加開臨時會，個案處理此議程。 
16 Article 7, para.1 of DSU. 
17 Article 8 of DSU. 



個案審議報告經分送後，應至少提供會員二十日以上的時間進行研讀，於分

送後六十日內予以採認；若任何會員對該份報告內容有異議，應於 DSB所排定
擬於採認的會議日期前十天以書面提出。臺灣或中國大陸(限原告與被告，不包
括參與訴訟的第三國)對裁決報告有異議時，可逕行要求上訴。若審議小組之報
告未經上訴，除非連勝訴國都同意不要採認，否則依 DSB「負面共識決」之設
計，只要一張贊成票，採認案即獲通過。 
 

第三款 第二審：上訴庭的審理 

 
 在審議報告分送二十一到六十日之四十天內，當事國皆可向 DSB要求上
訴。上訴庭的法官為 DSB所選任的七位常任法官，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平常則在這七位常任法官中，隨機指派三位法官承審上訴案件。 
 
 上訴案件的審理，原則上應在提出上訴後的六十天內完成並提出裁決報告；

若上訴庭無法在期限內作出裁決，須以書面通知 DSB，同時述明無法如期完成
之理由，並指出預期完成的時間表；此延長期限不得超過九十天。18上訴庭的審

理程序非由 DSU所明定，而係依 DSU之授權自行訂定，原則上保留小組審議之
基本模式，由上訴國和被上訴國分別提出書狀，並參考參與訴訟之第三國意見，

最後作成裁決報告。19上訴停的裁決報告必須在分送會員國後的第三十天內予以

採認。 
  

第四款 裁決案件之監督履行 

 
中國大陸對 DSB之裁決負有履行義務或提起上訴之權，若最後 DSB「期終

報告」為對臺灣有利之裁決，則中國大陸有義務取消違反WTO相關協定之行為
20。中國大陸須著手進行必要的修改執行動作，包括： 
一、於裁決報告獲採認後三十天內，提出執行裁決結果的意願報告，DSB若在
未來三十日未安排任何會議，則加開臨時會聽取中國大陸之執行意願報告。 
二、若中國大陸無法立即修改，則臺灣可與之進行雙邊協議，若在裁決報告經採

認後四十五日仍未獲共識，則可訴請強制仲裁，於報告採認後之九十天內作出仲 
 

                                                 
18 Article 17, para. 5 of DSU. 
19 參上訴庭的議事規則(“Working Procedures for Appellate Review”)第二十條。參閱WTO一九九
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所分送第WT/AB/WP/3號文件。 
20 依 DSU第二十六條第一項(b)款，若臺灣對中國大陸進行的是非違反協定行為之控訴，則中國
沒有義務撤消其相關措施。 



裁決定，原則上所認定的執行期間不得超過十五個月。21 
 
 裁決案件的監督執行，應在合理期間確定後六個月，自動列入每次 DSB例
會議程中，逐次提出執行報告，一直到本案完全獲得解決為止。22 

 

第五款 監督執行第二步：貿易報復 

 
 根本 DSU之設計，若中國大陸未在合理期間執行上訴庭或審議小組的裁決
結果，臺灣可要求與中國大陸進行補償談判；若中國大陸仍無履行誠意，則臺灣

可要求 DSB授權暫停其對中國大陸依內括協定有關減讓或其他義務對相關會員
之適用，其實施程序如下23： 
一、中國大陸在合理期間屆滿前，應與臺灣進行雙邊諮商，以協商補償方案。 
二、如果臺灣和中國大陸在合理期間屆滿二十日仍無法達成協議，則臺灣可以要

求 DSB授權對中國大陸撤回減讓承諾，此時所報復之額度，必須與臺灣因本案
所受的損害相當。 
三、DSB在接到前述要求時，必須在合理期間屆滿三十日內作成決議同意授權。 
四、如果臺灣與中國大陸對於貿易報復的範圍與額度有所爭議，則應交由原審議

小組進行強制仲裁(如果原審議小組無法審理，則應由WTO祕書長指定強制仲裁
人)，於合理期間屆滿的六十日內作出仲裁結果。 

 

第六款 小結 

 
WTO仍鼓勵雙邊機制，希望在雙邊協商無法解決時才訴諸WTO的多邊機

制，而WTO的 DSB提供了臺灣和中國大陸解決商務糾紛的管道，另外也不妨 
礙兩岸建立起一個雙邊對話機制，可說提供兩岸仿照歐盟建立「共同解決商務糾 
紛機制」(Common Commercial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的機會。24有鑑於此

精神，臺灣在對中國大陸提請爭端解決程序時，應儘可能尋求與中國大陸雙邊諮

商之機會，並掌握可說服 DSB之損害事證，以避免落人未用盡雙邊協商機制之
口實。 
關於臺灣對中國大陸提起WTO爭端解決程序，可參考下頁流程圖 4-2-125： 

                                                 
21 Article 21, para.3 of DSU. 
 
22 Article 21, para. 6 of DSU. 
23 Article 22, para. 2、4、6 of DSU. 
24 蘇宏達，「歐盟經驗與兩岸統合：建立WTO架構下的雙邊商務糾紛解決機制」，問題與研究，
第四十卷第二期，棉國九十年三、四月。 
25 參考黃立、李貴英、林彩瑜，同前揭註 2，頁 260。 



圖 4-2-1 臺灣對中國大陸提起WTO爭端解決程序流程圖 

（從小組成立至報告採納之總期間，未上訴時為九個月，上訴時為十二個月） 

 
 
  
 
 

 
 

 
 
 

 
 

 
 
 
 
 
 
 
 
 
 
 
 
 
 
 
 
 
 
 

 
 
  
 
 

臺灣與中國大陸進行諮商 

(如果 60日內無法解決，得請求設立小組)

臺灣提請 DSB設立爭端解決小組 

(在 DSB第二次會議前) 

授權調查範圍(20日內) 

組成小組(20日內同意或由秘書長決定)

小組審查 

期中審查階段 

向臺灣和中國大陸提交報告 

(小組組成後 6個月內，緊急時 3個月內)

小組向 DSB提交報告 

(小組成立後 9個月內) 

DSB採納小組報告或當事國上訴 

(60日內採納小組報告或 30日內採納上訴

報告) 

中國大陸執行小組建議及裁決 

未執行小組建議—DSB授權臺灣報復 

（合理期間屆滿後 30日內） 

所有階段： 

斡旋、調停、調解 

專家審查小組 

小組召開審查會議

(於當事人要求時) 

上訴審查 

(9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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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 臺灣對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阻力與突圍方法 

 

第一款 臺灣對中國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可能阻力 

 

一、因中國大陸之抗議打壓而使得小組無法成立： 

      

雖DSU賦予成員國訴請立小組之權，但依DSU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指

控國要求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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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該次會議中以共識決決議不成立小組者不在此限。26」DSB以共識決議不成立

小組，為WTO爭端解決機制中「自動列入議程」（automation in agenda setting）

的特殊設計，但也容易使爭端當事國爭端解決的要求胎死腹中。 

 

     由上述條款可知，小組並非依請求國之請求即一定會成立，在DSB成立小

組的決定過程中，中國大陸可不斷將主權問題訴諸國際輿論討論，最近可使得

DSB未免爭議擴大而決議不成立小組。 

 

台灣首任駐WTO常任代表顏慶章最近接受路透電話專訪時表示:"台 

灣是WTO的正式會員，....除了中國以外，和所有其他成員國間都有非常良好的

合作關係。"當台灣和其他三個WTO會員國對中國的鋼鐵關稅提出抗議後，中國

馬上和台灣以外的其他國家舉行雙邊談判。在台灣威脅將提出正式抗議之後，中

國才向顏慶章發出信函。但該封信函是用中文,而非WTO任何的官方語言所撰

寫。他說:"中國依然拒絕以平等地位對待我們。這是進行三通談判最大的絆腳

石。27" 

 

 除了中國本身對臺灣的打壓外，國際上亦視中國大陸為一國際經貿體系中

的重要角色28，有學者即指出：中國大陸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她顯示出其積極的區域政策，如捐贈十億美金的外匯存底做為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29一百七十三億美金整救泰國危機費用的一部分；此外，中國拒絕國內出口

商的請求堅決不將人民幣貶值，此舉遏止了危機蔓延，也使中國贏得亞洲和美國 

                                                 
26 Article 6, para.1 of DSU:” If the complaining party so requests, a panel shall be established at the 
latest at the DSB meeting following that at which the request first appears as an item on the DSB’s 
agenda, unless at that meeting the DSB decides by consensus not to establish a panel. “ 
27 同前揭註 176。 
28 如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茲(Bill Gates)所言：「未來的市場—中國，目前只佔我們營售的百分
之一，但是，它是成長最快的市場。」 
29 IMF乃根據一九九四年布列敦森林會議協定而成立，規範國際貨幣體系的法律與制度。 



領袖的感謝。中國擁有經濟和政治的實力，也有開發中國家的信靠，可做為已開

發和開發中世界的橋樑。30 

 

 故中國大陸若將主權議題以一國內政問題聲明之，再加上國際社會對中國

經濟角色的期待和看重，將使DSB屈服中國壓力，使臺灣在WTO爭端解決過程

中被犧牲。 

 

二、中國在小組爭端解決程序中的消極對待： 

 

 若小組確依臺灣請求而成立，而在進行書面審查或兩造口頭辯論時，乃至

最終裁決之履行，中國大陸有可能不斷以消極對待，採取不合作的方式，使兩造

觀點陳述無法並陳，影響小組之審查與判決；或在爭端解決程序中採拖延戰術，

利用程序裡合理的拖延時間，如不斷對爭端報告提出疑義等。 

 

第二款 臺灣面對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阻力之突圍方法 

 

第一目 以法律層面論述 

 
（一）臺灣需做出為有權向中國大陸提起爭端之意思表示： 
 
1、WTO無涉主權且強調會員國間對等原則，而是強調政府在行政事務上之自主
性(autonomy)，關稅領域實體亦具充分自主權。從WTO入會條款第十二條即可
明白看出。31 
 
2、臺灣之以具完全自主性之關稅領域身份加入WTO： 
 
有關加入 GATT資格之規定是根據 GATT第二十六條及三十三條，其中第

二十六條第五款第三項32：「已接受本協定之締約國之任何關稅領域，在其對外 
                                                 
30 Chpachai Panitchpakdi、Mark L. Clifford , China and the WTO---changing China , Changing World 
Trade , 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1988.  
31 Article 12, para.1of the WTO Agreement:” Any State or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possessing full 
autonomy in the conduct of its external commercial relations and of the other matters provided for in 
this Agreement and the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may accede to this Agreement, on terms to be 
agreed between it and the WTO. Such accession shall apply to this Agreement and the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annexed thereto. “ 
32 Article 26,para 5,item(c)of theGATT: “If any of the customs territories, in respect of which a 
contracting party has accepted this Agreement, possesses or acquires full autonomy in the conduct of 
its external commercial relations and of the other matters provided for in this Agreement, such territory 
shall, upon sponsorship through a declaration by the responsible contracting party establishing the 
above-mentioned fact, be deemed to be a contracting party. “ 



商務及依本協定所規定其他事務之行為上享有或獲得完全自主，經對其負責之締

約國以公告證實後，應視為一締約國。」該條款之設計是針對有宗主國之關稅領

域，即該關稅領域在經宗主國贊助後即可成為 GATT之締約方，如香港即是在當 
時的英國於一九八六年贊助而加入 GATT。 

 
GATT三十三條33規定：「非本協定當事國之政府，或得代表一於其對外商務

關係，或本協定規定之其他事務，均享有充分自主之關稅領域政府，得就該國本

身或該關於領域，依其與大會同意之條件，加入本協定，『大會』就本項規定之

決議，應取決於三分之二多數。」 
 
WTO成立後，其成立協定第十二條第一項34進一步規定：「任一國家或就對

外商務關係及本協定與各項多邊貿易協定所規定之其他事務擁有充分自主權之

個別關稅領域，得依其與WTO同意之條件，加入本協定。其加入應適用本協定
與附屬之多邊貿易協定」由上述兩條文可知，在 GATT時期，「締約方以『政府』
實體，而以『關稅領域』為運作單位」；WTO成立後，WTO成員則並非僅限於
傳統上的政治單位—國家，而是包含經濟上的實體—獨立關稅領域。35 
 
臺灣是以台澎金馬「獨立關稅領域」的身份加入WTO，但地位不同於香港，

蓋香港是依據 GATT第二十六條入會，因此雖是以關稅領域名義入會，但是由宗
主國贊助的方式加入 GATT，隨著香港回歸並成為中共所屬特別行政區，香港當
然亦成為中國大陸管轄下之獨立關稅領域。但臺澎金馬是依WTO協定第十二條
所規定的方式加入，加入前須與WTO會員進行諮商談判，最後由WTO部長會 
議認可通過入會案，非由任何宗主國贊助加入，因此中國大陸並不能主張WTO
架構下之兩岸經貿關係為中國國內事務法。36。 
 
（二）結合相關當事國造成多數國控訴事實： 
 
 依據 DSU第九條第一項37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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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量所有相關會員權利之情形下，審議此等控訴。 

                                                 
33 Article 33 of the GATT: “A government not party to this Agreement, or a government acting on 
behalf of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possessing full autonomy in the conduct of its external 
commercial relations and of the other matter provided for in this Agreement, may accede to this 
Agreement, on its own behalf or on behalf of that territory, on terms to be agreed between such 
government and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Decisions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shall be taken by a two-thirds majority. “  
34 同前揭註 82。 
35 詹滿容，同前揭註 171，頁 86。 
36 詹滿容，同前揭註 171，頁 87。 
37 Article 9 para.1 of the DSU: “ Where more than one Member request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anel 
related to the same matter, a single panel may be established to examine these complaint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ights of all Members concerned. A single panel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examine such 
complaints whenever feasible. “  



在可行之範圍內宜儘量成立單一小組以審議此等控訴。」 
 
而依中國大陸截至目前實施反傾銷或防衛條款等相關措施之實際案例來

看，大部分皆為對多數國家之調查施行，因此若未來臺灣在被中國大陸以相關損

害貿易之措施對待時，可結合其他被施用相關措施之國家，向 DSB要求成立小
組。 

第二目 外交折衝 

 
 臺灣目前外交處境隨著中國大陸在政治和貿易上的不斷掘起，已愈趨相

對弱勢之地位。以美國為例，美國傳統基金會的 Stephen. J. Yates認為柯林頓總
統的「三不政策」已是將臺灣陷於不利的談判地位。38而依臺灣目前經貿實力和

在相關國際組織的運作，其仍有機會透過外交途徑爭取國際社會奧援。 
 
以 APEC39為例，APEC提供會員體間密集交流及部長級官員諮商機會，可

以作為輔助WTO處理特定貿易議題之前置場所，例如，我國加入WTO後如涉
及與 APEC會員間貿易或投資爭端案件，可以先行利用 APEC場合進行溝通、
諮商，可節省直接運用WTO爭端調解機制的成本，且可為行政機關爭取更多時
間。40關於法律內機制解決爭端和法律外機制解決爭端的差異優劣，可參照下表

4-2-1： 
表 4-2-1法律內和法律外爭端解決機制比較表41 

 法律機制 法律外機制 

實質內涵 依照法令和命令規則。 依照軟性規則，依據標準可隨雙

方共同利益變化。 

程序 僵硬的實質程序，被具決定性的

法條束縛。 

彈性的實質程序，規則不具束縛

性，傾向政治考量。 

一般特徵 (1)簡易法條的適用。 

(2)單純的司法考量。 

(3)具法律公平性。 

(1)考量元因素和途徑。 

(2)包含政策考量。 

(3)平衡各種不同利益。 

 

 
 

                                                 
38 Stephen. J. Yates , “ Punishing the victim :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rebuke of Taiwan “ , 
http://www.heritage.org./library/execmemo/em617.htm1 . 
39 全名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為澳洲總理霍克
(Hawk)於一九八九年倡議而成，目的在促進亞太地區之經貿整合。 
40 徐遵慈，「從 APEC到WTO---建構我國參與國際經貿組織之整體策略」，國際事務季刊，民國
九十一年二月。 
41 Yoshi Kodama,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GATT/WTO Regime, UK: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March 2000, p.122. 



 
此外，臺灣亦可利用WTO常設代表制度做為與各國作較高層次交流之機

會，因WTO各會員國在日內瓦總部皆駐有常設代表，各國可隨時透過代表間的
對話商討與WTO有關的經貿議題以建立共識和默契。42 
 
由於WTO爭端解決機制處理的是會員國的貿易糾紛，依WTO原則，主權

政治相關議題不應被介入討論，因此臺灣可以各國對貿易自由與貿易建制樹立之

期待為外交折衝籌碼，使國際輿論壓力迫使中國大陸接受臺灣所提請的爭端解決

程序。 

 
 
 
 

                                                 
42 趙文衡，同前揭註 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