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臺灣對中國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

後續影響 

 
我們不能停歇探索的行動，在探索過程的終了，我們回到原點，才首度認 

清事務的面貌。 
∼艾略特 
 

臺灣若決定對中國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其將非單純的法律問題 
，影響所及將擴及政治和貿易等層面，由於近幾年來兩岸貿易交流頻繁，在使用

WTO爭端解決機制時難免會投鼠忌器，因此如何在爭取貿易權利與避免升高貿
易衝突中做平衡和取捨，對臺灣將是一大考驗。本章即基於此，將臺灣對中國大

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後續影響逐一討論。 
 

 

第一節 進入WTO爭端解決程序之可能情況 

 

第一項 未進入成立工作小組階段 

 
目前WTO的相關案例有相當比例在未達到成立工作小組階段即 

停止，有以下兩因素造成此狀況1： 
 
1、 當事會員(通常是被告)有鑒於爭端焦點明顯不符合WTO規範，認為進入

WTO爭端解決機制將毫無勝算，因此自願修改引發爭議之措施，達成雙方皆
可接受之理想結果； 

 
2、 若干屬於開發中國家之當事國，由於在爭端解決機制程序中所需之相關軟體

(例如法律和經濟人才)不足及訴訟經費短缺，被迫選擇達成協議或半途中止。 
 
                                                 
1劉大年，「評” Settling Disputes in Multilateral Framework : The WTO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and Its Effect “」， 第一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研討會---臺灣在WTO規範下之經貿新頁，楊光華主
編，台北：元照出版社，民國九十年八月。 
 



 
但就兩岸關係現狀而言，中國大陸即有可能在小組組成前即以主權問題行使抗

議等相關阻撓行動，使 DSB為避免會員國間政治爭議擴大，在小組組成前就以
共識決議不組成小組。 

 

第二項 進入爭端解決程序 

 

     第一款 訴訟過程之機會成本 

 
WTO爭端解決機制立意良好，除了延續 GATT時代爭端解決條款之 

基本精神外，並賦予其細緻之規則，使以往以國家權力定判決勝敗(實力導向)的
GATT爭端解決方式，轉型為以法制規則和案例事實為裁決標準(規則導向)之爭
端解決機制。惟在此體制下，產業侵害之事實十分重要，因此爭端解決小組將花

上許多時日調查相關事實；此外，為求公平，被控訴國亦可援引適切條款尋求上

訴並有多次對小組報告提出意見之權。 
 
如此一來一往，控訴國在打官司之過程中，將耗費國家成本，且需自行承擔

訴訟期間之費用和產業損失，本節即針對臺灣在兩岸貿易訴訟過程將付出之成本

做討論。 
  

第一目 政治性問題將壓縮臺灣之貿易權益 

 
 若臺灣針對中國大陸所施行的任何貿易內國法規或WTO架構下之救濟制度
提請WTO爭端機構成立小組解決，在控訴的過程中勢必面臨中國大陸矮化臺灣 
主權的抗議。在中國大陸之中國領土觀念中，臺灣是其領土，在WTO架構中的
身份地位等同香港2，相關經貿關係屬於中國內部事務，因此斷無向本國提請爭

端解決之理。如此爭鬧不修之主權辯論將模糊臺灣訴諸WTO法律以解決兩岸貿
易爭端之焦點，且易讓其他會員國看見臺灣國家主權之爭議，日後仿照同法處理

與臺灣之貿易爭端。 
 
 中國大陸一直避免在WTO架構下處理兩岸貿易糾紛，目前大部分的貿易磨
擦之解決皆透過民間交流的方式舉行，此即為兩岸貿易交流現狀。若對中國大陸

運用WTO下之爭端解決機制，將為一破壞兩岸現狀之舉，臺灣在此訴訟過程中， 

                                                 
2 中國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經取代中華民國成為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現在的中華民只是
一無國家主權之地方政府。 



無可避免地將飽受主權爭議之苦。中國在二 OO二年三月宣布對臺灣進行反傾銷 
調查後，國務院台辦即數度做出「中國與臺灣的經貿關係乃是中國主體及其單獨

關稅區之間的經貿關係」、「兩岸經貿問題為國家內部事務，不應在世貿組織架構

下解決。3」故中國大陸當時來臺灣做反傾銷調查之團體亦為民間機構，且其並

未依WTO程序「正式通知」臺灣政府。 
 
由於現有之WTO爭端解決案例中，清一色皆為主權國對主權國之訴訟，而

臺灣在加入WTO之身份上非以中華民國之名稱進入，而是以臺澎金馬關稅領域
實體之名義加入，此為折衷下之產物；香港在一九九七回歸前即以香港關稅領域

實體之名義加入，中國大陸收回香港主權後，於二 00一年十二月正式加入
WTO，從此，中國與香港關稅領域成為WTO內一個國家卻各為會員之現狀。在
此歷史事實之下，臺灣以臺澎金馬關稅領域實體加入WTO，中國援引香港現狀
陳明臺灣屬中國主權管轄領土不過是順勢之舉。 

 
若中國大陸此舉成真，臺灣在官司開打之前，就必須先證明自己有權以關稅

領域實體之身份提起控訴，此驗證過程將模糊臺灣處理實質經貿問題之焦點，再

者，就臺灣目前內部之政治情勢觀之，各政黨國家認同幾乎南轅北轍，若被形塑

成政治意識形態問題，其即將出現之混亂將使臺灣在這場貿易官司中未打先輸。 
 
因此，臺灣應該利用WTO及其他相關國際組織各貿易場合進行主權默示之

行動，例如：在報告中漸次加入表明身份之文字、在兩岸貿易糾紛過程突顯國家

角色、向各國代表提及兩岸現狀等，讓WTO會員國能認知到臺灣雖以臺澎金馬
關稅領域實體之身份加入，但實際上是一具完整主權且擁有經貿實力之國家，運

用國際經貿架構內潛移默化之宣傳以做為未來己身經貿權利之保障。 
 

第二目 臺灣在控訴過程中於「合理期間」之損失 

 
WTO爭端解決體系包括諮商、成立爭端解決小組及未來當事國可能的上 

訴行動，整個爭端案件之審理程序將曠日廢時，由於 DSU中規定：若控訴國之 
諮商請求未獲被控訴國於十日內答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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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要求成立小組。4故爭端解決必先從爭端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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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rticle 4 : 3 of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 ” If a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is made pursuant to a covered agreement , the Member to which the request is 
made shall , unless otherwise mutually agreed , reply to the request within 1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its 
receipt and shall enter into consultations in good faith within a period of no more than 3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receipt of the request , with a view to reaching a mutually satisfactory solution . If the Member 
does not respond with 1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receipt of the request , or does not enter into 



 
兩造之諮商開始，而從一開始之諮商程序起算，至上訴機構完成審理並做出決議

止，將歷時十六個月以上。 
 
而依 DSU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相關會員倘無法立即遵行該建議或裁決時，

相關會員還應有一段合理期間執行。5此合理期間之執行將繼續拉長爭端解決小

組裁決之執行，中國大陸在這段期間將不必對其造成臺灣產業嚴重損害之措施付

出任何成本6，因此臺灣必須等待中國大陸於合理期間後之裁決履行，此裁決履

行前之「合理期間」(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被控訴國不需馬上取消違反
WTO相關協定之措施，臺灣需承擔這段期間無法得到賠償所造成之損失。7 

 
若中國大陸於爭端解決小組做出裁決後有意拖延，可依 DSU第二十一條 

三項 C款8，要求仲裁決定合理執行期間，此仲裁合理期間之日程，將成為中國

大陸拖延 DSB建議及裁決義務履行之最好理由；此外，在合理期間裁決確定後，
臺灣若依 DSU第二十二條第一項9獲得 DSB授權對中國大陸進行制裁，中 
 
 
 
 
 
 
                                                                                                                                            
consultations within a period of no more than 30 days , or a period otherwise mutually agreed , after the 
date of receipt of the request , then the Member that requested the holding of consultations may 
proceed directly to reques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anel .”   
5 Article 21 : 3 of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 “ At a 
DSB meeting held within 3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adoption of the panel or Appellate Body report , the 
Member concerned shall inform the DSB of its intentions in respect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rulings of the DSB . If it is impracticable to comply immediately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rulings , the Member concerned shall have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in which 
to do so . “ 
6 Gary N . Horlick , Problems with the compliance structure of the WTO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 ,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E . Hudec ,Daniel 
L.M.Kennedy and James D. Southwick ed., 2002 , p.637-641. 
7 DSU貿易制裁規定WTO爭端解決程序進行期間，並不列入被控訴國違反WTO內括協定及義
務，所造成控訴國因此所受剝奪或損害程度數額之計算。 
8 Article 21 : .3 , item(c) of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 “ a period of time determined through binding arbitration within 9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adoption of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rulings . In such arbitration , a guideline for the arbitrator should 
be that the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to implement panel or Appellate Body recommendations should 
not exceed 15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adoption of a panel or Appellate Body report . However , that 
time may be shorter or longer , depending upon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9 Article 22 : 1 of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 
“ Compensation and the suspension of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are temporary measures 
available in the event that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rulings are not implemented within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 However , neither compensation nor the suspension of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is preferred to with thw covered agreements . Compensation is voluntary and , if granted ,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 covered agreements.“ 



國大陸仍可依 DSU第二十二條第六項10，反對臺灣依 DSU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
(b)款11或(c)款12所擬之暫停減讓幅度，而將此案件交付原爭端解決小組進行仲

裁，此又可合理拖延履行 DSB建議及裁決義務，而臺灣產業所受之損害在此時
期將完全無法獲得補償。 
 
歐盟與美國之間的牛肉賀爾蒙案即為上述藉「合理期間」拖延裁決履行之典

型代表，其兩造訴訟過程費時甚久，詳見下表 5-1-1： 
表 5-1-1 

歐盟與美國之間的牛肉賀爾蒙案訴訟過程表 

事件日期 事件說明 WTO參考文獻 

1996年 1月 31日 美國要求與歐盟進行諮商。 WTO docs.WT/DS26/1 , (Jan . 31 , 

1996) 

1996年 4月 25日 美國要求成立小組審理爭議。 WTO docs.WT/DS26/6 , (Apr.25 , 

1996) 

1997年 8月 18日 小組完成審理報告。 WTO docs.WT/DS26/R/USA, 

(Aug.18 , 1997) 

1997年 9月 25日 歐盟提出上訴。 WTO docs.WT/DS26/9 , (Sep.25 , 

1997) 

1998年 2月 13日 上訴機構報告獲得採認。 WTO docs.WT/DS26/AB/R , 

( Jan.16 , 1998) 

WTO docs.WT/DS26/14, ( Apr.16 , 

1998) 

1998年 3月 13日 歐盟依DSU第二十一條第三項(C)款

要求仲裁決定合理期間。 

WTO docs.WT/DS26/14 , ( Apr.16 , 

1998) 

                                                 
10 Article 22 : 6 of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 
“ When the situation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 occurs , the DSB , upon request , shall grant 
authorization to suspend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within 30 days of the expiry of the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unless the DSB decides by consensus to reject the request . However , if the Member 
concerned objects to the level of suspension proposed , or claims that the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3 have not been followed where a complaining party has requested authorization to 
suspend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pursuant to paragraph 3(b) or (c) , the matter shall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 Such arbitration shall be carried out by the original panel , if members are available , or 
by an arbitrator appoint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and shall be completed within 6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expiry of the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shall not be suspend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arbitration . “ 
11 Article 22 : 3 , item(b) of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 “if that party considers that it is not practicable or effective to suspend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same sector , it may seek to suspend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under another covered agreement .” 
12 Article 22 : 3 , item(c) of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 “if that party considers that it is not practicable or effective to suspend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with respect to other sectors under the same agreement , and that the circumstances are 
serious enough , it may seek to suspend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under another covered 
agreement . “ 



1998年 5月 29日 仲裁人決定合理執行期間，自通過上

訴機構報告之日起，起算十五個月。

WTO docs.WT/DS26/15, ( May.29 , 

1998) 

1999年 5月 18日 歐盟在合理期間屆滿，仍未履行其建

議及裁決義務，美國要求 DSB授權，

暫停對歐盟關稅減讓。 

WTO docs.WT/DS26/19 , ( May.18 , 

1999) 

1999年 6月 9日 歐盟反對美國所擬暫停減讓幅度，依

DSB第二十二條第六項要求進行仲

裁。 

WTO docs.WT/DS26/20 , ( Jun.9 , 

1999) 

1999年 7月 12日 仲裁小組裁定美國對歐盟的適當制

裁幅度。 

WTO docs.WT/DS26/ARB , 

( July.12 , 1999) 

1999年 7月 15日 美國依 DSB第二十二條第七項要求

DSB遵守暫停減讓幅度的仲裁決

定，授權其對歐盟施行貿易制裁。

WTO docs.WT/DS26/21 , ( July.15 , 

1999) 

結論：由上表可知，美國與歐盟的牛肉賀爾蒙案，從美國要求與歐盟進行諮商起，一直到美國正式

對歐盟施行制裁，共耗時三年五個多月。 

資料來源：王韋傑，WTO爭端解決機制下貿易制裁手段缺失及改革方案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二年七月，頁 22。 

 

第三目 訴訟費用龐大 

 
WTO架構下爭端解決之訴訟費用龐大，從此點觀之，國際法院對聯合國 

會員國而言，亦有官司費用過於龐大之問題，這是法律體制過程中無可避免之必 
要之惡。臺灣若決議對中國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在爭端解決程序運作
之過程中，必須負擔所費不訾之訴訟費用，而在正式裁決確立前所費之時日甚

久，在這段期間，臺灣無法要求任何補償又需繼續負擔訴訟費用，對目前國家整

體經濟狀況已成負債情況之臺灣而言，將是另一沉重負擔。 
 

第四目 臺灣對中國大陸之貿易政策易同時遭到質疑 

 
臺灣本身對中國大陸之貿易往來亦有若干不符合WTO規範之處，現今兩岸

貿易交流仍採間接貿易方式：在中國大陸物品間接進口部分，進口大陸工業產品

自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一日起即採負面表列措施，依據「工業產品－不准輸入大陸

物品項目表」（以下簡稱"負面表"），列入「負面表」內之大陸物品不得輸入；負
面表外之大陸工業產品，准許間接輸入；進口大陸農產品仍採正面表列方式辦 
 
 



 
理，未開放之投資項目，廠商須向貿易局申請允許開放間接進口，或向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提出專案投資申請。13 
 
關於臺灣廠商和中國大陸貿易往來之詳細規定如下14： 

1、間接進口： 
 與一般進口手續無異，惟須經由第三國進口，並於輸入許可證等進口文件上註

明大陸（Chinese Mainland）產製字樣。 
2、間接出口： 
 須填具輸出許可證申請書向國貿局申請，買主必須是第三地區或國家的公司；

貨物須經由第三地區輸出。 
3、間接投資： 
 所有投資個案一律須經經濟部投審會許可，才能進行。凡投資金額超過一百萬

美元以上者，須經由第三地區段設立之公司或事業，間接赴大陸投資；未達一百

萬美元者，則可利用間接匯款方式，不須在第三地區設立子公司或事業。 
 

  從以上規定可知臺灣對中國大陸的相關投資項目和行為仍規範甚嚴，此規範

並不符合WTO自由貿易精神。中共入世前之談判代表龍永圖即曾指出：若臺灣
在入世後仍拒絕三通是違反WTO規範的。15雖然三通並不是WTO貿易自由化
的規範項目，但其談話亦點出臺灣基於國家安全因素，在兩岸貿易上所為之種種

限制。如在面對WTO情勢而修正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仍可看到貿易限制的設
計、而臺灣現行政策仍對中國大陸貨品進口設有負面表列的管制，此亦與WTO
基本規範相抵觸。 
 

第二節 完成爭端解決程序後勝訴之現況 

 
WTO會員國若依據WTO爭端解決機制之程序打貿易官司，自然是因被 

控訴國所施行之條款對控訴國本國之產業造成損害，因此最終目的是希望勝訴後

能取得爭端解決機構對貿易制裁之授權及被控訴國對其造成之損害所做的補

償。故本節將探討臺灣若勝訴，其後在兩岸彼此制裁與補償上互動之可能現狀為

何。 
 
 
 

                                                 
13 參外貿協會網站，http://203.66.210.54/cetra1/page/ser_q&a-08.htm#Q6。  
14 同前揭註。 
15 「兩岸入WTO後即可三通」，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一項 中國大陸願意遵守WTO爭端解決小組所做之裁決 

  
若中國大陸方面願意遵守WTO小組所做之裁決，取消其造成臺灣產業損 

害或剝奪之違反WTO協定之措施，則臺灣可說打了一場漂亮勝仗，未來兩岸貿
易糾紛亦有在國際組織架構下解決之模式。 
 

第二項 中國大陸不願遵守WTO爭端解決小組所做之裁決 

 
若中國大陸於合理期間內未遵守WTO爭端解決小組之裁決，臺灣為確保 

貿易權益，自然必須採取相關措施以自保，以下將討論臺灣可促使中國大陸遵守

爭端解決小組裁決之貿易手段。 
 

第一款 補償 

 
(一) 補償條款之內容 
 

DSU第二十二條第一項16規定，臺灣在中國大陸未能於合理期間執行裁決 
之情況下，可以要求中國大陸就其所造成之產業損害進行補償，但此條款中之補

償是自願性質，若中國大陸拒絕提供臺灣補償，臺灣是無權強行要求其提出代替

補償的。  
 
(二) 補償條款之缺失 
 
 DSU中之補償條款是自願性質，缺乏強制力，依憑的是會員的承諾。臺灣
若援引此條做為中國大陸彌補其造成臺灣產業損害之方式，被拒絕之可能行極

高。 
 
 
 
 
 
 

                                                 
16 同前揭註 280。 



第二款 DSB授權的貿易制裁 

 
一般國際貿易法裡的制裁建立於兩部分：一為當事國在爭端發生前所簽訂的

制裁條款；二為對制裁的同意服從。17WTO爭端解決程序之制裁係屬後者。 
 

第一目 DSU內貿易制裁之內容 

 
(一)貿易制裁之法源： 
依 DSU第二十二條第二項18之條款規定，「若被控訴國未能在合理期間內 

遵行爭端解決機構之建議及裁決，被控訴國應其他會員國請求，應於合理期間屆

滿前，與控訴國進行諮商，尋求雙方可接受之補償。若雙方在合理期間屆滿後二

十日內未能就補償相關事項獲致協議，控訴國得要求 DSB授權，暫停內括協定 
有關減讓或其他義務對相關會員國之適用。」此即為WTO爭端解決機制中關於
貿易制裁之規定，此規定之前身為「一九四七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 以下簡稱 GATT1947）第二十三條第二項19之規

定。 
 
因此若兩岸補償談判未果，臺灣可要求 DSB授權對中國大陸實施貿易制

裁，以使其履行 DSB建議及義務。在此同時，臺灣仍可向中國大陸提出補償談
判之要求，以代替貿易制裁之進行。 
 
                                                 
17 Hans van Houtte,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South Quay Plaza : Sweet & Maxwell Limited. , 
P.385 .  
18 Article 22, para.2 of the DSU: “ If the Member concerned fails to bring the measure found to be 
inconsistent with a covered agreement into compliance therewith or otherwise comply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rulings within the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determined pursuant to paragraph 3 
of Article 21, such Member shall, if so requested, and no later than the expiry of the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any party having invoked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with a 
view to developing mutually acceptable compensation. If no satisfactory compensation has been agreed 
within 2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expiry of the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any party having invoked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may request authorization from the DSB to suspend the application to 
the Member concerned of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vered agreement. “   
19 Article 23 , para. 2:of GATT: ” If no satisfactory adjustment is effected between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concerned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 or if the difficulty is of the type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 (c) 
of this Article, the matter may be referred to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promptly investigate any matter so referred to them and shall make appropriat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which they consider to be concerned, or give a ruling on the matter, as appropriate.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may consult with contracting parties,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ith any appropriate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cases where they 
consider such consultation necessary, I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consider that the circumstances are 
serious enough to justify such action, they may authorize a contracting party or parties to suspend the 
application to any other contracting party or parties of such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under this 
Agreement as they determine to be appropriate in the circumstances. ……” 
 



(二)貿易制裁之條件 
 
 依DSU第二十二條第二項20後段規定、DSU第二十二條第五項21規定、及 DSU
第二十二條第八項22規定，貿易制裁屬暫時之性質；必須在被控國已經改正其有

違WTO相關協定之措施、或爭端兩造已達成其他補償協議時停止實施。 
  
(三)貿易制裁之方式 
 
1、DSU第二十二條第三項(a)款規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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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SU第二十二條第三項(b)款規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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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款即「交叉報復」條款，若控訴國認為認為對被控國之相同部門進行報復

不切實際或無效，則可將報復擴及其他部門。 
 
3、依 DSU第二十二條第三項(c)款規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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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款表示被指控國之報復不限於某一協定，而可擴及其他協定之條款。 

 
 
 
 
 
 

                                                 
20 同前揭註 17。 
21 Article 22, para.5 of the DSU: “ The DSB shall not authorize suspension of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if a covered agreement prohibits such suspension.”  
22 Article 22, para.8 of the DSU: “The suspension of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shall be 
temporary and shall only be applied until such time as measure found to be inconsistent with a covered 
agreement has been removed, or the Member that must implement recommendations or rulings 
provides a solution to the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 of benefits, or a mutually satisfactory solution is 
reached…. “  
23 Article 22, para.3, item(a) of the DSU: “the general principle is that the complaining party should 
first seek to suspend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same sector(s) as that in which 
the panel or Appellate Body has found a violation or other nullication or impairment. “ 
24 同前揭註 282。 
25 同前揭註 283。 



第二目 貿易制裁之缺失 

 
(一)貿易制裁行動傷害到本國產業利益 
 
例如美國曾以取消最惠國待遇威脅中國大陸在人權議題上讓步，但中國產 

製的廉價民生用品，如衣服、鞋類、玩具、小家電等，已在美國有相當大的市場

佔有率，若美國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將使依賴此種產品價格的廣大美國消費

者增加日常生活支出。26 
又例如提高關稅之貿易制裁，將使得國內相關產業業者之進口成本增加。 

而中國加入WTO除了本身因開放市場擴大貿易量而帶來極大利益之外，依三菱
總研所的試算結果，全球各地域 GDP的提升亦為中國入世所帶來的正面效果27。

因此若臺灣對中國大陸施行貿易制裁，將使原本在兩岸貿易交流之利益折損，並

增加國內廠商的出口成本；此外，取消關稅減讓亦會使國內消費者消費成本增

加，損害人民購買物品之便利性。 
 

(二)貿易制裁易遭被制裁國反彈 

 貿易制裁為一強制性手段，且必然會損傷兩國貿易互信與善意，而被指控國

為了挽回敗訴後減損之國家尊嚴，亦為了安撫內部民心，即有發動反制動作，也 
對貿易制裁國進行同等貿易制裁，或針對指控國內部違反協定之相關措施再次發

動爭端解決程序。 
 
(三)貿易制裁條款對小國之限制 
 
 對經濟規模較小之國家而言，很難藉由暫停市場部門開放義務來迫使大國履

行爭端解決機構建議及裁決義務，更遑論將制裁擴及其他部門或相關協定了，因

其並無反自由貿易之本錢，小國需藉由和大國間貿易的流通來活絡經濟，更需與

各國維持良好外交互動來保障權益，因此貿易制裁無論對小國的貿易或外交皆有

斲傷。 
 
 
 
 

                                                 
26 牛惠之，「貿易制裁與WTO之自由貿易體系」，進口救濟論叢，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貿易發
展委員會編印，民國九十一年八月。 
27 渡邊宏一郎，「加入WTO對兩岸經濟的影響」，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七期，台北：中華台北亞
太經濟合作中心，民國九十年九月。 



(四)貿易制裁傷害國際經貿秩序，較難為國際社會接受 
 
 WTO成立宗旨即在消除關稅障礙，促進世貿易自由化，貿易制裁剛好是反
其道而行，美國國會所成立之「國際金融機構諮詢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Advisory Commission）所屬的「Meltzer委員會」（The Meltzer 
Commission）即明言：「制裁本身違反WTO精神，實施制裁將增加貿易限制，
同時也會使相關利益團體保持其藉制裁所得之既得利益，上述情況皆不利自由貿

易之發展28。」 
 
故貿易制裁有實有違WTO貿易自由化之基本信念，而貿易自由化在全球化

的趨勢下，貿易交流障礙的去除已成大部分國家的共識29，因此貿易制裁只能是

要求對方撤銷違反自由貿易相關措施之手段，若為時過長難以得到國際輿論支

持。 
 
(五)貿易制裁有程序瑕疵 
 
此程序瑕疵來自於WTO爭端解決機制程序上及執行上的缺失。DSU第二十

一條第五款30與第二十二條所衍生出適用的順序(sequencing)問題，即報復和判定
程序孰先孰後的問題，如美國與歐盟香蕉之爭端解決案，美國認為歐盟未遵照小

組之建議，因此援引 DSU第二十二條尋求報復，但歐盟認為美國並未經由 DSU
第二十一條第五款由小組認定程序，即片面以 DSU第二十二條進行報復，雙方 
爭論不休，目前此案還在延宕中。31 
 

 

 

 

 

                                                 
28 Charnovitz , supra note 43,at 625 .  
29 誠如歐洲聯盟執委會委員Mr . Pascal Lamy所言：世界貿易就有如一輛載貨火車，高速駛向貿
易自由化；在高速行駛下，乘客已無法下車回到保護主義，我們無需懼怕這輛火車的速度過快，

而該注意的是這輛火車是否在正確的軌道上行駛。 
30 Article 21, para.5 of the DSU: “ Where there is disagreement as to the existence or consistency with 
a covered agreement of measures taken to comply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rulings such dispute 
shall be decided through recourse to thes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including wherever possible 
resort to the original panel… “ 
31 牛惠之，前揭註 297。 



第三節 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對兩岸經貿之影響 

 

第一項 兩岸經貿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 

 
現實國際社會的貿易爭端應定位為無限賽局(infinite game)的「囚犯困境」，

若臺灣對中國提起爭端解決程序將加速中國大陸對不確定環境下的反制，亦造成

兩岸關係產生零合32效果，故論者有謂，在此囚犯困境下「投桃報李」(tit-for-tat)
而非對抗不合作(defection)才是最佳或者第二最佳策略。33 
 
但對臺灣來說，成為WTO的一員已犧牲了部分主權，並減少政府行動的自

由，這似乎是加入WTO的代價34，故該有的經貿權益勢不可少。而中國大陸不

斷將臺灣視為中國主權內的關稅領域，對臺灣提起違反臺灣產業利益的調查，卻

不依循WTO相關程序處理，大大傷害了臺灣權益，因此在保護產業利益和國家
前提的尊嚴下，必要時動用WTO爭端解決程序似為必要之惡。 
 

第二項 兩岸政治和貿易關係的緊張 

 
 依中國大陸社會科學聯合會助理研究員李明之觀察，中國大陸仍將視反傾銷

措施為一保護國內產業的利器，可以調節、控制進口，其原因有五35： 
 
1、加強反傾銷工作有利於促進大陸出口貿易： 
 以歐盟對大陸發動的反傾銷案為例，單從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七年就高達六

十七起，大陸因此蒙受了數十億美元的損失。因此大陸方面認為，入世後外國對

中國商品進行的反傾銷指控將會愈來愈嚴重，因此只有加強反傾銷的應工作，才

能保障大陸商品的出口利益。 
 
 
 
 
                                                 
32 國際政治裡兩方對壘的結果，一方之得即造成對方之全輸，毫無彈性空間，故兩方為免自己
成為全輸的一方，對爭執衝突的獲勝無所不用其極，容易造成兩敗俱傷的結果。 
33 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 New York : Basic books , 1984 .   
34 彭心儀，” Settling Disputes in Multilateral Framework : The WTO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and Its Effect “， 第一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研討會---臺灣在WTO規範下之經貿新頁，楊光華主
編，台北：元照出版社，民國九十年八月。 
35 李明，「關於入世後反傾銷工作的思考」，二 OO一年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論文集，台
北：東吳大學商學院，民國九十年六月。 



2、加強反傾銷工作有利於加快出口結構的調整： 
 大陸出口商品天偏重附加價值低的產品，並習慣以低價爭取商品出口；

此外，大陸市場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出口貿易集中於西歐和北美，此現象極易

引起這些地區之國家對大陸產品發動傾銷指控，故大陸要加強反傾銷應訴實

力，才可維護出口企業利益並加快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 
 
3、 加強反傾銷工作可提升企業管理水準： 
為了有效反制他國的傾銷指控，大陸企業必須加強大陸企業管理，並推動現代

化的企業改革，轉型為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產品之出口，以符合國際商業之各

項標準，樹立良好國際形象。 
 
4、 加強反傾銷工作有助於培養大陸企業競爭力： 
大陸入世後，必然要進一步開放市場，外國企業的競爭亦有助於提升企業的國

際競爭力。但另一方面，大陸市場也必然面臨大陸商品的傾銷，失去大陸本土

企業的原本優勢，因此只有加強反傾銷調查和指控，才能有效保護大陸國內產

業利益。 
 

5、 加強反傾銷工作可維護消費者利益： 
雖短期內而言，外國商品的傾銷能增進其福利，但長遠來看，若大陸企業不斷受

衝擊，嚴重將導致企業破產，就業減少，消費者收入下降，廉價進口商品亦相對

昂貴，因此，大陸適時施行反傾銷措施，長遠來看是維護產業供需平衡，保障消

費者利益。 
 
因此，未來中國大陸對其他國家動用相關保護其產業之措施已無可避免，臺

灣似應及早準備對大陸提請WTO爭端解決之相關應對。惟若此機制一啟動，勢
必傷害兩岸經濟和政治關係，造成緊張，因此現在即應審慎評估其啟動WTO爭
端解決機制之利弊。 

 
 
 
 
 
 
 
 
 
 
 



第三項 小結 

 
 不論臺灣對中國大陸引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程序能否成功，也姑且

不論其結果是否能符合臺灣期待，臺灣此一訴諸法律之過程，將有助於將兩岸貿

易推向規則導向之變革，對中國大陸以違反WTO程序之爭端解決方式對待臺灣
之行為也可有嚇阻效果，使未來兩岸經貿之互動更遵行WTO架構下之相關條款。 
 
雖然臺灣對中國大陸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確能在關鍵時刻保護臺灣產

業利益，但由本研究與臺灣產官界訪談可知36，目前產官界對爭端解決機制的啟

動仍十分保留，尤其業者更害怕因為動用了此種爭端解決機制而打亂了固有貿易

制度的運作，使貿易利益受到更大的損害。 
 
此外，在政府考量方面，其更有訴訟費用、兩岸關係、國際情勢等多方顧慮，

因此短期亦不致動用WTO爭端解決機制處理兩岸爭端，惟兩岸貿易愈趨頻繁，
政府仍應熟悉此爭端解決機制，以在兩岸貿易糾紛產生時擁有更多法律保障的途

徑。 

 
 
 
 

                                                 
36 詳見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