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WTO 之簡介與入世利得 

 

 WTO是現今最重要的經貿組織，迄至 2007 年 4 月共有 150 個會員，以及 31 個

國家或獨立關稅領域正申請加入該組織。1在二次大戰後，為達到振興戰後經濟成長、

對抗貿易保護主義浪潮，達到重建國際經濟秩序的目標，進而組織GATT以促進國際

間貿易。隨著新的貿易型式不斷湧現，WTO也漸而取代GATT的國際地位。全球幾乎

近 2/3 以上國家皆在WTO架構下進行貿易，可想而知，加入WTO已是時勢所趨，也

能為其國家帶來更大利益。因此，本章即簡述WTO及加入WTO之好處。 

 

 

 

第一節   WTO 之歷史沿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為重整國際經濟秩序，除號召在聯合國下成立IMF及

IBRD，以規範國際間之通貨、匯率及金融問題；在貿易方面，則提議由聯合國召開

「貿易暨就業會議」（Conference on Trade and Employment），制定國際貿易組織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ITO）憲章，以促成各成員國舉行關稅減讓之多邊

談判，並利用這三個組織組成的完整體系，以達到振興戰後經濟成長、對抗貿易保護

主義浪潮，進而重建國際經濟秩序的目標。美國曾在聯合國貿易暨就業會議之準備期

間，提出國際貿易組織憲章草案，其範圍涵蓋包括就業、投資、一般商業政策、限制

性交易措施、國際商品協定、組織條款等重要問題。2但由於該憲章草案牽涉範圍甚

                                                 
1 WTO, “Members and Observes”,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   
2007/5/12. 
2 參閱：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WTO中心），〈GATT/WTO歷史沿革〉，  
  http://taiwan.wtocenter.org.tw/www/summary3.asp；工業總會服務網，〈世界貿易組織之功能及組織架

構〉，http://www.cnfi.org.tw/cnfi/wto/wto-1.htm，200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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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而各成員經濟利益互異，致引起甚多爭論。美國也瞭解「國際貿易組織」之成立

非短期內能實現，但為期儘早推動多邊關稅談判，擴大國際貿易往來，乃決定先將國

際貿易組織憲章草案中有關商業政策之部份抽出，配合關稅減讓之規定，另成立GATT

以確保關稅談判之成果。GATT雖幾經波折，最終在 1948 年元月起正式生效，然而

GATT只是一個多邊協定，並無國際法上之人格地位，所適用的法律基礎亦為臨時性

質，容易造成爭議，直到 1995 年WTO正式成立之後才獲得真正的解決。 

 除 GATT 本身體制的缺陷外，另國際政治經濟體制和世界經濟形勢變化也致使

WTO 的產生，主要表現如下： 

（一）GATT的缺陷：3 

1. 從法律上而言 GATT 只是一項「協定」而非正式組織；而 WTO 是一個獨立的

國際組織。 

2. GATT 的法條複雜模糊且漏洞較多，易造成紛爭；而 WTO 的爭端解決機構具

有法律上的約束力。 

3. 無法有效解決貿易爭端。各國政府在面對不公平、不合理的貿易行為時，常有

極大的國內壓力使其採行片面的報復措施，然 GATT 並無強迫會員國履行權利

及義務之權力。 

4. 對於妨礙自由貿易的「灰色領域」(Gray Area)，4如自動出口設限(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 VER)5等保護主義，常引起爭議。 

5. GATT 為一獨立協定，而 WTO 則轄六項協定，規定範圍更加廣泛。 

6. GATT 未經所有締約國正式批准即可實行，而 WTO 及其協定須經各會員國依

                                                 
3 參閱：國際貿易局，〈GATT與WTO之區別〉，http://cwto.trade.gov.tw/webPage.asp?CuItem=11561，

2007/5/12；黃俊南，（2000 年），「台灣加入WTO後對製造業廠商的影響調查分析」，高雄：中山大學

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24-25。 
4 灰色領域：係指為逃避GATT規範的措施，最常採用者為出口國政府或其產業對其出口設限。限制出

口通常源自「自動限制協定」(voluntary restraint agreement, VRA)，這是包括「有秩序行銷協定」(orderly 
marketing agreement, OMA)及「自動出口設限」(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VER)。龍華科技大學國際貿
易系，〈國貿法規〉，http://www.it.lhu.edu.tw/content/tct/2chap4.doc，2007/7/18。 
5 自動出口設限：當一國欲實施進口配額時，即會導致外國出口商採行自動出口設限，自動減少出口

數量。歐陽勛、黃仁德，（2000 年 8 月），國際貿易理論與政策，台北：三民，頁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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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國內有關對外締定條約協定之正式程序批准，各國政府對 WTO 之承諾具全

面性及永久性。 

（二）隨著經濟不斷發展，國際間不斷湧現新的貿易型式，需要新的國際貿易組織維

持秩序與使全球貿易往來更加頻繁。GATT 的主要宗旨，主要是取消關稅和其

他貿易壁壘，以達到充分利用世界資源和擴大生產貿易的目的，此一原則比較

適合實體化的商品貿易。而服務貿易等新興貿易型式，如服務貿易、技術貿易、

智慧財產權保護與貿易有關投資措施等貿易型式並不能透過削減數量和檢查

非關稅壁壘以達到所需效果，因此需要新的貿易組織引領世界貿易的成長與進

步。 

（三）GATT誕生之後才湧現的區域集團化削弱了GATT的調節作用。像是歐盟、北美

自由貿易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亞

太經濟合作會議…等區域性經濟集團，他們為其區域內經濟勢力較強的幾個締

約國所形成的整合組織，在其所屬區域組織內享有締約國間的利益，因而使得

GATT更難對他們進行監督與限制。也由於區域主義的興起，使人們認為除非

多邊貿易體制能實質地強化，否則恐將造成強大的區域間衝突。6 

（四）美國經濟地位的削弱，使 GATT 的協商機制功能暴露出 GATT 鬆散的缺陷，無

法完全主導 GATT。隨著日本、西歐經濟實力的增強，東南亞各國經濟的崛起，

以及 GATT 的締約國增多，GATT 制約的力量愈趨微弱。 

自 1948 年GATT成立以來，共舉行過八次回合談判（請參見附錄），並於 1993

年 12 月的烏拉圭回合談判達成最終協議，決定成立WTO以有效管理及執行烏拉圭回

合的各項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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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完全被WTO取代，使GATT由原先單純的國際經貿協定轉化成為實質的世界性

貿易組織，更能對各會員的爭端解決產生拘束力，使WTO所轄各項國際貿易規範得

                                                 
6 黃俊南，前引文，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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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地落實與執行。7

為使世界資源之充分利用，增加生產與交易，增進國與國間之經貿關係，保證充

分就業及穩定實質成長及有效需求，以提高生活水準，WTO 適用範圍除商品貿易外，

並涉及服務貿易，國際投資及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s）保護等，

比 GATT 時代更為擴大。其主要是透過以下三項原則以達到促進世界貿易的繼續擴張

以利會員國經濟成長，國民所得增加與提高人民生活福祉之目的： 

（一）無歧視原則。 

（二）透過協商以降低貿易障礙。 

（三）利用爭端解決機制處理問題。 

 

 

 

第二節   WTO 之架構與入世規則程序 

 

一、WTO 所轄之各協定 

WTO 所制定的一套國際貿易規範，包括六類協定，各協定主要內容如下： 

（一）貨品多邊貿易協定： 

1. GATT1994： 

包括GATT1947 條文、東京回合談判達成之有關協定、各締約成員之入會議

定書、關稅減讓表、多種纖維協定（Multifibre Arrangement, MFA）、爭端解

決小組之裁決報告、GATT法規之相關條文釋義瞭解書及締約成員國之決

議、宣言等。8GATT1947 包含的主要原則有：最惠國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

                                                 
7 烏拉圭回合自 1986 年開始至 1993 年 12 月 15 日，為GATT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之回合談判。

談判內容包括貨品貿易、服務貿易、智慧財產權與爭端解決等。國際貿易局，〈認識WTO〉，

http://cwto.trade.gov.tw/webPage.asp?CuItem=11543，2007/7/19。 
8 1994 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計有以下六個釋義瞭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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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普遍廢除數量限制原則、關稅減讓原則以及減少非關稅障礙原則。9

2. 農業協定： 

(1) 各會員減讓表第四部分的境內支持和出口補貼為限制補貼的一項承諾，

為 GATT1994 的重要部分。 

(2) 農產品或同類產品的出口補貼，不得超過減讓表預算支出與數量的承諾

水準，且不應對減讓表中未指明的任何農產品實施出口補貼。 

(3) 在出口競爭承諾方面，會員國承諾不採取本協定以及會員減讓表以外的

出口補貼。在本協定規範下，下列的出口補貼應予以削減：對出口產品

中所包括的農產品原料補貼、政府對出口產品實施比內銷更為優惠的運

輸費率、為降低出口農產品的運輸成本而給予的補貼，包括其他加工成

本以及國際運輸成本、政府或其他機構在銷售或處理非商業性庫存農產

品時，其價格低於同類產品在國內市場銷售的價格。 

(4) 削減農產品生產補貼：農業補貼造成國際農產品貿易扭曲，GATT 在工業

品補貼方面制定規則，惟並未拘束各國政府農業補貼。烏拉圭回合農業

品貿易談判達成協定，首度制定農產品補貼規則，分為綠色補貼（green 

box）及黃色補貼（amber box）二大類，並規定各自規範。    

1綠色補貼：指未有或僅有微小貿易扭曲或影響生產作用，以及未有對

生產者提供價格支持之補貼。此類補貼措施包括：一般性農業收入保障

補貼；為保障食品供給而支付之儲存費用；由公共基金或財政開支所提

供之一般性農業生產服務；食品援助補貼以及單親家庭農場補貼；自然

災害補貼；農業生產結構調整性補貼；向農業生產條件明顯不利地區所

                                                                                                                                                    
(1)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減讓表之釋義瞭解書；(2)第十七條有關國營貿易事業之釋義瞭解書；(3)第
十二條及第十八條有關國際收支之釋義瞭解書；(4)第二十四條有關適用領域、邊境貿易、關稅同盟

及自由貿易區之釋義瞭解書；(5)第二十五條有關締約成員聯合行動之釋義瞭解書；(6)第二十八條有

關減讓表修正之釋義瞭解書。國際貿易局，〈一九九四年關稅及貿易總協定〉， 
http://cwto.trade.gov.tw/webPage.asp?CuItem=11548，2007/7/19。 

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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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之地區發展補貼等，是政府為經濟發展需要所採取的補貼，為不可

申訴補貼，且綠色補貼不會直接影響國際市場價格，不需逐年削減。 

       2黃色補貼：或稱琥珀色補貼。為可申訴補貼，乃指普遍適用於所有農

產品之生產補貼及收入補貼，黃色補貼為必須承擔削減義務之補貼。當

WTO會員國因黃色補貼而權益受損，可向WTO提起申訴。此類補貼措施

包括：以保護價收購的價格支持、面積補貼、牲畜數量補貼、行銷貸款、

種子或肥料等投入成本補貼，但黃色補貼會直接影響國際價格，所以需

逐年削減。10             

3. 食品衛生檢驗及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 

     本協定適用所有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國際貿易檢驗與防疫措施。會員國應

保證任何檢驗與防疫措施，皆以保護人類、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為由，

各會員國對於相同或類似之條件，不得有歧視待遇。 

(1) 會員國在進行風險評估時應考量現有的科學證據、相關檢驗與測試方

法、相關的生態與環境條件，以及其他處理措施。 

(2) 會員國在評估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風險時，應採適當措施以防範風

險，並考量相關經濟因素。 

(3) 各會員國有權從事檢驗及檢疫措施，包括各項法律、規則、命令、要求

及程序。11但須在必要範圍內，會員國有制定保護生命與健康所必須之法

律、規定及要求之主權，但不得濫用保護主義，使檢驗或檢疫成為貿易

障礙。 

(4) 會員國同意由雙邊或適當的國際組織，提供技術協助給其他會員國，尤

                                                 
10 參閱：Russia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of agriculture”, 
http://www.wto.ru/ru/content/documents/docs/14-ag.doc；國際貿易局，〈農業〉， 
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3&CtNode=867，2007/5/12。 
11 檢驗及檢疫措施不應作為保護國內產業之工具，除非進口國有科學根據以支持檢驗及檢疫措施，故

檢驗及檢疫措施不應用以限制貿易，而應用以保護人類、動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開發中國家增加在

檢驗及檢疫之投資，應以掌握「公益」之特質。國際貿易局，〈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 
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3&CtNode=867，200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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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開發中國家。12 

4. 紡織與成衣協定： 

     WTO在 1995 年 1 月生效後，烏拉圭回合談判所達成之「紡織及成衣協定」

（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 ATC）取代自 1974 年以來規範國際間紡

織品及成衣貿易的「多種纖維協定」，一般稱為國際紡織品之新協定。自WTO

協定生效後的第 121 個月首日起，此協定的所有設限措施應予終止，紡織品

及成衣貿易應完全遵照GATT1994 之規範，以促進貿易自由化。13

5. 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 

     由於各國採取不同技術規則、產品標準及一致性評估程序等，對國際貿易造

成阻礙，故有技術性貿易障礙之協定。各會員應確保其在技術性法規上的採

用或適用，不得造成國際貿易之障礙。 

(1) 進行符合性評估時，其他會員國所產生或提供產品資料之機密，應和其

國內產品受到相等的尊重。 

(2) 鼓勵國家在適當之情況下採行國際標準，但未強制要求為採標準化而改

變其原有標準，但當實質內容與現有國際標準不同且可能對貿易產生影

響時，則須於刊物上刊登公告，並透過世界貿易組織秘書處通知各會員。 

(3) 只接受輸出會員國所指定的機構發給符合性評估結果。 

(4) 已開發國家會員在其他會員請求協助時，應提供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

之譯本。14 

6. 貿易相關投資措施協定： 

                                                 
12 參閱：Russia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tary 
measures”, http://www.wto.ru/ru/content/documents/docs/15-sps.doc；國際貿易局，〈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

物防疫檢疫〉，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3&CtNode=867，2007/5/12。  
13 參閱：Russia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 
http://www.wto.ru/ru/content/documents/docs/16-tex.doc；國際貿易局，〈紡品與成衣〉， 
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3&CtNode=867，2007/5/12。 
14 參閱：Russia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http://www.wto.ru/ru/content/documents/docs/17-tbt.doc；國際貿易局，〈技術性貿易障礙〉， 
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3&CtNode=867，2007/5/12。 

 16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TRIMs），僅適用於與貨品

有關之投資措施，但適用於各國政府所通過之政策法令。設立TRIMs委員

會，凡會員均可參加，每年至少開會一次。委員會執行商品理事會所交代之

職責，每年並向貨品貿易理事會提出報告。對所有不符合與貿易有關之投資

協定之措施，各會員須盡通知之義務，並要求已開發國家須在二年內，開發

中國家須在五年內，低度開發國家須在七年內取消上述不符措施。15

7. 反傾銷協定： 

     當一國出國產品之價格低於其國內正常價格，或第三國具代表性價格或依生

產成本計算之推定價格，謂之傾銷。16反傾銷稅案件之申請，原則上須為生

產同類貨品之全體製造商、或贊成申請之製造商其合計生產量占製造商總產

量 50%，且不得低於國內產業總生產量 25%。17

8. 關稅估價協定： 

         指出口國海關對進口貨品之貨品價格進行估計，並以此價格為計算關稅稅款

之基礎，目的在消除或減少關稅估價對國際貿易所造成之不利影響。其原則： 

(1) 貨品之關稅估價制度應公平一致，並避免採用獨斷或虛構之完稅價格。 

(2) 貨品之關稅估價基礎應儘可能以交易價格為基礎，若對進口人申報價格

所提供之資料與文件之真實性或正確性遲疑時，可要求進口人提供進一

步說明，如仍持合理懷疑時，則可不以申報價格為估價基礎，而改依協

定相關條款之規定，決定其完稅價格。18

                                                 
15 參閱：Russia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http://www.wto.ru/ru/content/documents/docs/18-trims.doc；國際貿易局，〈與貿易有關之投資措施〉， 
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3&CtNode=867，2007/5/12。 
16           國內正常價格-出口價格 
  傾銷額度=   100% 
                  出口價格 
17 參閱：WTO, “Anti-dumping”,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p_e.htm；國際貿易局，〈反

傾銷措施〉，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3&CtNode=867，2007/5/15。 
18 參閱：國際貿易局，〈關稅估價〉，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3&CtNode=867，

200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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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裝運前檢驗協定： 

本協定適用在會員領域內的所有裝運前檢驗活動。 

(1) 裝運前檢驗活動是指準備出口到會員國領域內的貨物，所實施的品質、

數量、價格及一切查證活動。 

(2) 裝運前檢驗機構是指會員國以契約或授權方式，委託裝運前檢驗活動的

任何機構。 

(3) 會員國之政府或其任何政府機構的裝運前檢驗活動應以不歧視之方法，

且應具客觀性、透明的方式進行。19 

10. 原產地規則協定： 

         原產地規則是會員國為認定貨物之原產地所適用的法律、規章及具有一般效

力的行政決定。原產地規則涉及世貿會員國之間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取

消數量限制、貿易配額、反傾銷及平衡稅措施、選擇性防衛措施、普遍化優

惠關稅（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 GSP）等，為會員國所關切。從長

期觀點言，協定之目標在調和各種原產地規則，而非僅給予普遍化優惠關

稅，並建立協調機制。20

11. 輸入許可證程序協定： 

此協定的目的為輸入許可制度所採用的行政程序，應向有關之管理機關提出

申請書或其他文件，且管理上需公平公正。 

(1) 申請表格及程序應儘量簡化，並於合理期間內提出申請，申請人只需向

一個管理機關辦理。 

          (2) 自動輸入許可程序：指在任何情況下均予以核准，且不應對需要取得自

動許可的進口貨品有限制效果。 

                                                 
19 參閱：Russia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on preshipment inspection”, 
http://www.wto.ru/ru/content/documents/docs/21-psi.doc；國際貿易局，〈裝運前檢驗〉， 
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3&CtNode=867，2007/5/12。 
20 參閱：國際貿易局，〈原產定規則〉，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3&CtNode=867, 
200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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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非自動輸入許可程序：非自動輸入許可程序不得有施行該限制所生效果

以外的貿易限制或扭曲。 

     (4) 許可證的有效合理期限不應過短而妨礙進口。 

     (5) 訂定許可程序或變更程序之會員，應於公佈後 60 天內通知委員會。 

     (6) 其他會員國若不同意，不得對此協定之任何規定有所保留。21

12. 補貼及平衡措施協定： 

         本協定的目的認為有下列情況即有補貼存在：會員國之政府涉及資金直接轉

移，例如：補助金和貸款；資金或債務可能之直接轉移，例如：貸款保證；

會員國之政府拋棄已到期的稅收；會員國之政府提供一般基本設施以外的商

品或服務，或購買商品。補貼又分為下列三類： 

(1) 禁止性補貼：除農業協定另有規定外，下列情況應予禁止：即以出口實

績或使用本國產品優於進口產品為前提，而給予之補貼。且會員國不得

授予或維持前項之補貼。 

(2) 可控訴之補貼：22剝奪或減少其他會員國依GATT1994 直接或間接享有之

利益，或者是對另一會員的利益有嚴重損害。 

(3) 不可控訴之補貼：對於廠商與高等教育或研究機構簽約之研究活動的補

貼者，不得超過工業研究成本的 75%，或競爭前發展活動成本的 50%。

並以人事成本或供研究的儀器、設備或建築物之成本為限。23

13. 防衛協定： 

(1) 當會員國某一產品之進口量較國內產量有絕對或相對增加，因而對生產

同類或直接競爭產品之國內產業造成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之虞時，得對

                                                 
21 參閱：Russia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on import licensing procedures”, 
http://www.wto.ru/ru/content/documents/docs/23-lic.doc；國際貿易局，〈輸入許可程序〉， 
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3&CtNode=867，2007/5/12。 
22 不適用於農業協定中第十三條規定的農產品補貼。國際貿易局，〈補貼及平衡稅〉， 
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3&CtNode=867，2007/7/19。 
2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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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產品採行防衛措施，且不論此進口產品之來源。 

(2) 會國國採取防衛措施時只能以防止或救濟嚴重損害以為調整。在使用數

量限制時，此項措施不得減少進口產品數量，除非有明確之正當理由。 

(3) 防衛措施只能在以防止或救濟嚴重損害之一定期間實施，實施期間不得

超過四年，但當進口會員之主管機關認為有防止或救濟嚴重損害繼續之

必要，則可予以延長，但總計實施期間不得超過八年。 

(4) 防衛委員會的功能有：監督執行情況，並提出改進，向商品貿易理事會

報告；協助會員國進行本協定的諮商等。 

(5) 實施此措施時，會員國不得尋求或採行任何自動出口設限或其他在進出

口方面類似的措施。24

（二）服務貿易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 

以透明化與漸進自由化為原則，擴展WTO各會員國間的服務貿易，並藉由此協

定開放服務業市場，期望各國承諾與談判之方式逐步自由化，促進世界經濟成長與發

展。25此協定規範涵蓋服務業四種不同的服務提供模式：26  

1. 模式一：跨國提供服務（cross-border supply）－指服務提供者在一會員境 內

向他會員境內之消費者提供服務，例如：遠距教學。 

2. 模式二：國外消費服務（consumption abroad）－指一會員境內之服務提供者對

於進入該境內之他會員之消費者提供服務，例如觀光旅遊。 

3. 模式三：商業據點呈現（commercial presence）－服務供應者至他會員境內設

立商業據點提供服務，例如：外國銀行在他國設立營業據點。 

4. 模式四：自然人呈現（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服務供應者派遣人員至他

                                                 
24 參閱：Russia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on safeguards”, 
http://www.wto.ru/ru/content/documents/docs/25-safeg.doc；國際貿易局，〈防衛措施〉， 
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3&CtNode=867，2007/5/12。 
25 國際貿易局，〈第十五冊：服務貿易相關協定、瞭解書及決議事項〉， 
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4&CtNode=868，2007/7/15。 
26 國際貿易局，〈服務貿易總協定〉，http://cwto.trade.gov.tw/webPage.asp?CuItem=11549#，200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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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境內提供服務，例如：服裝模特兒、工程顧問。 

（三）貿易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 

其宗旨為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執行必須有助於技術的提昇與移轉，並有益於社會

及經濟福祉。本協定所保護之智慧財產權包括著作權及其相關權利、商標、地理標示、

工業設計、專利、積體電路電路佈局、未公開資訊之保護、與契約授權有關之反競爭

行為之防制等，規範目的在於除訂定相關權利之最低保護標準外，尚包括各項實質權

利內容及執行智慧財產權保護程序與相關行政、司法救濟管道等。27

（四）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釋義瞭解書： 

該項瞭解書制定爭端解決的規則與程序，並且對於所有會員具有拘束力。爭端解

決流程圖詳見圖 2-1： 

 

 

 

 

 

 

 

 

 

 

 

 

 

                                                 
27 參閱：國際貿易局，〈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5&CtNode=869，200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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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WTO 爭端解決程序流程圖 

 經過 60 天未能       

 以諮商解決，          

 可以要求成立小組。                 

諮 商 

決議成立爭端解決小組  
 
 
               小組組成 

 成立小組 0-20 天內。 
授權調查條款   

 
 
 小組成立後六個月內， 

 緊急情形為三個月內。   
            

 小組成立後九個月內。 

 分送 60 天內得提上訴。 

 
 提起上訴 90 天內， 

 上訴機構應作出判決。 

 

 小組報告應於分送後 60 天內採認； 

爭端小組開始審議 

小組提交期中報告予當事國

小組提交期終報告予爭端解決機構 

提起上訴，上訴

機構進行審查 

（Dispute Settlement Body，DSB）並分送會員  

DSB 採認小組/上訴機構之報告 上訴機構報告為 30 天內採認。 

 
 執行之合理期間，如經仲裁決定， 

結 案 如果不執行 

提出授權報復之申請 

執行之監督列入 DSB 列入會議議程，直到解決為止 

執 行  一般不超過 15 個月。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自國際貿易局，〈WTO 爭端解決程序流程圖〉， 
http://wwwdoc.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8&category_id=CAT450&repo
rt_id=797，20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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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貿易政策檢討機制： 

貿易政策檢討機制之宗旨在於藉由會員貿易政策與措施之透明化，加強所有會員

對多邊貿易協定、複邊貿易協定規則、規範及承諾之遵守，期使多邊貿易體系順利運

作。根據此一機制，WTO可定期針對各會員的貿易政策進行檢討，並提出報告。其

目的不在於檢討各會員之政策是否符合WTO協定及其規定，而是檢討各會員之貿易

政策對於其本身以及其貿易夥伴之整體影響，使其貿易政策與措施更加透明化，且會

員國內之透明化措施建立在自願之基礎上。28

（六）複邊貿易協定： 

分別包括了政府採購協定、民用航空器協定、資訊科技協定、國際牛肉協定以及

國際乳品協定五項複邊貿易協定。29各會員可自由選擇是否是接受，屬選擇性的協

定，原則上不強迫所有會員接受，對於選擇簽署的會員而言，複邊貿易協定構成世

WTO協定的一部分，並對其具有拘束力。30

 

二、WTO 之組織體系 

WTO 協定中有明確的劃分執行機構，並藉由層級關系明確的各相關機構以監督

執行、管理各項協定，和進行分工以及個別的功能與職掌，和 GATT 之組織體系是運

作後因業務之需求而逐漸形成是不一樣的。WTO 體系包含由全體會員國代表所組成

之部長會議、總理事會，再由其設立貨品貿易等各項特殊理事會、貿易與發展等各項

委員會；爭端解決機構等，並成立秘書處，由部長會議任命秘書長。有關 WTO 之組

織架構圖請參閱圖 2-2。 

 

 
                                                 
28 國際貿易局，〈貿易政策檢討機制〉，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6&CtNode=870，

2007/5/13。 
29 國際牛肉協定以及國際乳品協定皆於 1998 年五月終止。國際貿易局，〈WTO所轄各協定簡介〉， 
http://cwto.trade.gov.tw/webPage.asp?CuItem=11547，2007/7/15。 
30 參閱：國際貿易局，〈複邊貿易協定〉，http://cwto.trade.gov.tw/webPage.asp?CuItem=11553，200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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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WTO 組織架構圖 

 
 

貿易政策檢討機制 爭端解決機構 
總理事會 

部長會議 

服務貿易 
理事會 

貨品貿易 
理事會 

與貿易有關智

慧財產理事會 
委員會 

貿易與環境 

貿易發展 

 最不發達國家 

分委會 

收支平衡 

預算、財務及行

政委員會 

入會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貿易與投資 

政府採購透明化 

貿易與競爭 

委員會 

市場開放 

農業 

食品衛生檢驗與動

植檢疫措施委員會 

技術性貿易障礙 

補貼及平衡稅措施

反傾銷措施 

海關估價 

原產地規則 

輸入許可證程序 

與貿易有關投資措

施 

進口防衛措施 

紡織品監督機構 

工作小組 

國有貿易企業 

委員會 

金融服務貿易 

特定承諾 

工作小組 

國內法規 

GATS 規則 

民用航空器貿易委

員會 

政府採購委員會 

爭端解決機構 

 
 說明： 為非所有世貿組織會員國皆認同此委員會。 

  為與總理事會及貿易政策檢討機制平行，裁決報告交由總理事會。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自國際貿易局，〈WTO 組織與決策〉， 

http://cwto.trade.gov.tw/webPage.asp?ctNode=635&CtUnit=130&BaseDSD=7&CuItem=11565，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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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組織體系分述如下：31

（一）部長會議： 

WTO 的結構以部長會議為首，由所有會員代表組成，至少每兩年應開會一次，

並有權作重要決定，針對各個多邊貿易協定之所有事務作成決議。每年並應向大會提

出報告，依規定，部長會議的法定職權如下： 

1. 對 WTO 協定及各項多邊貿易協定作出有效解釋，以使會員國確實遵行。 

2. 任命秘書長及秘書處工作人員之權力、責任、任職條件、任期職責與任職

條件。 

3. 對新會員國加入之批准權。 

4. 設立貿易與環境委員會、貿易發展委員會、收支平衡委員會、預算與財務

及行政委員會等各種委員會。 

5. 審議會員國對協定所提出修正方案。 

6. 審議會員國所之執行狀況，並提出適當建議。 

7. 豁免會員國對協定所承擔之義務，並對超過一年之豁免依規定進行審議，

以決定對豁免會員國之延長、修正或終止。 

8. 決定增加或刪減複邊協定並予以修正。 

9. 決定各項協定之生效日期，及此等協定在生效二年後得繼續開放接受之決

定。 

（二）總理事會： 

在部長會議休會期間，即由 WTO 常設決策機構「總理事會」負責 WTO 之行政

興常務工作。總理事會由所有會員國之代表組成，在部長會議休會或非開議期間，由

其代為執行權職，並執行 WTO 協定所賦予之職權，視實際需要召開會議，總理事會

                                                 
31 參閱：國際貿易局，〈認識WTO〉，http://cwto.trade.gov.tw/webPage.asp?CuItem=11554，2007/1/10；

中原大學財經學系，〈WTO功能〉， 
http://www.law.cycu.edu.tw/yinchin/teacher/%B2%C4%A4G%B3%B9%20%20WTO%A5/%AF%E0.htm，

200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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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每年向部長會議提出報告，主要法定職掌如下： 

1. 促使爭端解決機構履行其職責。 

2. 促使貿易政策檢討機制（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TPRB）履行其職責：

藉由集體檢討方式，評估各會員之貿易政策與措施，以及其貿易政策對國

際貿易之影響，使各會員之貿易政策與措施更趨透明化，符合 WTO 之透

明化原則，促使各會員遵守多邊貿易協定及複邊貿易協定之規範與承諾，

使多邊貿易體系順暢運作，國際貿易環境良好發展。 

3. 審查及通過所屬三個專門理事會之程序規則，並監督各專門理事會之運

作。此三個理事會分別為「貨品貿易理事會」、「服務貿易理事會」，32以及

「與貿易相關之智慧財產權理事會」。 

4. 在部長會議休會期間核准新會員國之入會。很多新成員國是經由總理事會

核准加入，故新會員國入會程序並不以經部長會議批准為條件。 

5. 瞭解複邊貿易協定執行機構之活動情形，並聽取各該機關有關報告。 

6. 與國際間相關政府組織或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進行相關及有效之合作。 

7. 安排貿易發展委員會、收支平衡限制委員會、預算、財務與行政委員會運

作，並聽取貿易發展委員會有關執行多邊貿易協定中對低度開發國家優惠

條款執行情形報告，並在一定情況下採取適當行動。 

8. 批准年度預算及財務報告，制定有關會員國應繳納會費之財務規則。 

9. 對各項協定之適用及疑義進行解釋。 

（三）貿易政策檢討機制： 

貿易政策檢討機制隸屬部長會議，與總理事會平行，主要職責為檢討各會員國之

貿易政策、法律與各項具體措施，是否與 WTO 各項協定相符合，評估各會員之貿易

                                                 
32 服務貿易理事會下設四個委員會，分別是：(1)金融服務貿易委員會；(2)特定承諾委員會；(3)專業服務業

工作小組；(4)服務貿易總協定規則工作小組。國際貿易局，〈WTO總理事會所屬機構之業務內容〉，

http://cwto.trade.gov.tw/webPage.asp?CuItem=11554，200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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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措施及其對國際貿易體系之影響，提出建議，要求會員國改善。使各會員之貿

易政策與措施符合 WTO 透明化原則，促使各會員 WTO 之規範與承諾，使國際貿易

環境良好發展。然其所提出之意見僅供會員國參考，並不直接作為爭端解決之標的。 

（四）爭端解決機構： 

爭端解決機構隸屬部長會議，與總理事會及貿易政策檢討機制平行，同屬僅次於

部長會議之第二層機構，其主要職責在解決各會員國間之貿易爭端。其所適用之貿易

爭端案件，除了有形的商品貿易，尚包括服務貿易與技術貿易等無形貿易，即「服務

貿易總協定」及「與貿易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等協定，凡發生違反協定之爭端案件

均可由該機構處理，各會員皆可利用此一機制解決貿易爭端的情形。 

（五）理事會： 

理事會為總理事會之附屬機構，設有三個理事會，為貨品貿易理事會、與貿易有

關智慧財產理事會，以及服務貿易理事會。在總理事會的監督下運作，總理事會在此

等領域所為之解釋，修正或授權豁免等議題，理事會可提出建議，該三個理事會之職

掌如下： 

1. 貨品貿易理事會：包括市場開放委員會、農業委員會、食品衛生檢驗與動

植檢疫措施委員會、技術性貿易障礙委員會、補貼及平衡稅措施委員會、

反傾銷措施委員會、海關估價委員會、原產地規則委員會、輸入許可證程

序委員會、與貿易有關投資措施委員會、進口防衛措施委員會等委員會及

紡織品監督機構。 

2. 與貿易有關智慧財產權理事會：負責 TRIPS 及總理事會所賦予之職，目前

未設附屬機構。 

3. 服務貿易理事會：包括金融服務貿易委員會及特定承諾委員會，以及審視

國內法規與 GATS 規則的工作小組。並就服務自由化議題進行全面性及個

別產業的評估，包括對低度開發國家的特別待遇。 

（六）多邊委員會及其附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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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長會議下分別設立： 

1. 貿易與環境委員會：討論環境與各項貿易議題的關聯性，並建立環保規範

之法律架構。 

2. 貿易發展委員會：提供開發中國家與未開發國家會員技術協助，並定期檢

討以向總理事會提出報告並採適當措施。 

3. 收支平衡委員會：負責檢視各會員國的進口限制措施，並開放給有意願之

會員參加委員會進行討論。 

4. 預算、財務及行政委員：負責監督 WTO 預算、財務狀況及行政管理業務，

並定期向總理事會提出年度報告。 

5. 區域貿易協定委員會：負責檢視各會員國間關稅同盟或自由貿易區協定之

內容及其執行過程，並檢討其對多邊貿易體制之影響，減少貿易障礙與關

稅壁壘，促進區域經濟整合，加速全球貿易自由流通與經濟發展。 

6. 審理個別入會申請案之工作小組：入會工作小組受理欲申請入會之各國申

請案，由總理事會賦予職權並任命主席，由各會員國自由決定與會，並於

審查完畢後，將工作小組報告送交總理事會。 

7. 貿易與投資關係工作小組：33審查貿易及投資間的關聯性，並與其他國際經

貿組織合作，共同推動全球多邊貿易體制之發展。 

8. 政府採購透明化工作小組：34目的在研究政府採購措施之透明化。 

9. 貿易與競爭政策互動工作小組：35目的在討論會員國所提的貿易及競爭相關

之議題。 

（七）複邊委員會： 

WTO成立之初，為監督四項複邊協定，總理事會下設民用航空器貿易委員會、

                                                 
33 依據WTO新加坡部長會議宣言第二十條所揭櫫原則設立。同上註。 
34 係依據新加坡部長會議宣言第二十一條之決定而設立的。同上註。 
35 係依據 1996 年新加坡部長會議之決定而成立的。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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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委員會、國際乳品理事會、國際牛肉理事會等，36其職責由複邊協定所賦予，

在WTO體制架構下運作，並定期向總理事會報告。 

（八）秘書處： 

由部長會議任命秘書長及幕僚之職責、權利、服務條件與任期，且不受任何政府

或 WTO 以外機構之指示。主要目的為提供附屬於 WTO 機構談判或執行協定之幕僚

作業，並且為開發中國家提供培訓及技術支援。 

（九）各國常駐代表團： 

各國常駐代表團為世貿外圍組織，對 WTO 決策產生決定性影響。WTO 由各會

員國平行組成，因此對任何決議均採「共識決」，均有且僅有一票，各會員國享有一

定影響力之否決權，對 WTO 的決策具有相當影響力。 

 

三、入世之規則與程序 

目前，WTO的會員大致可以分為三類：根據「馬爾喀什設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

第十一條，原GATT締約成員在 1995 年 1 月 1 日WTO正式成立之際，自動成為WTO

之會員，這些會員即所謂的「創始會員」（founder members），例如：美國。另外，在

1994 年 4 月之後，WTO正式成立前加入GATT者，以及參與烏拉圭回合談判，卻在

WTO成立後正式加入者，稱為「初始會員」（original members），例如：哥倫比亞。37

但這些原GATT締約國若欲成為WTO會員國者，需履行如下條件，並經該國國會通

過：38

（一）需具有成為 WTO 會員國之意願，提交正式書面申請，並承諾接受烏拉圭回合

談判所達成之各項多邊協定。 

（二）需依照 WTO 所規定之程序，接受並遵守 WTO 之規範。 

                                                 
36 有關乳品及牛肉理事會因階段任務達成，已不存在。同註 29。 
37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WTO中心），〈加入WTO〉，http://taiwan.wtocenter.org.tw/www/summary6.asp，

2006/7/9。 
38 陳櫻琴、邱政宗，（2003 年 9 月），WTO與貿易法，台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頁 46。 

 29



（三）需依烏拉圭回合談判之結果，重新提出關稅減讓表及相關法規措施以供工作小

組審查。 

（四）需依 GATS 提出貿易政策體制備忘錄，以及自由化承諾表，以具體開放服務貿

易市場。 

第三種會員則是在 1995 年之後申請加入並成為 WTO 正式會員者，因為 WTO 為

開放性國際組織，為使會員國皆享有普遍化原則，只要符合 WTO 所規定之條件，無

論是主權國家或「個別關稅領域」，均可申請加入成為 WTO 會員國。 

 一般而言，加入WTO必須要經歷四個主要的階段，首先申請國必須向WTO總理

事會遞呈申請書，表達加入之意願，提出申請時應包括提出申請國之貿易政策體制備

忘錄，以及各項與WTO協定有關之貿易經濟政策。而各WTO會員國可依其備忘錄提

出相關問題質疑，申請國必須加以解釋。其次，對申請國有興趣之WTO會員國組成

入會工作小組，審查其貿易體制，包括經濟狀況、經濟政策、國內暨國際貿易法規以

及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等加以審查，作為工作小組審查基礎，工作小組則將其資料併

案審議。第三階段則由申請國與WTO國會國進行雙邊或多邊談判，原則上應與WTO

各會員國均進行磋商談判，但實務上通常與申請國之貿易往來較頻繁之國家進行協

商，由於相關會員國關切角度及各國國家利益不同，因此，談判重點也會有所差異，

但大致上仍包括關稅減讓幅度、具體市場開放承諾、商品及服務貿易之其他政策等。

當入會工作小組完成貿易體制審查，且申請國與各個關切會員國的雙邊平行談判結束

後，工作小組會將其報告書、入會議定書、關稅減讓表、服務貿易自由化承諾清單加

入其最審查條件。最後，工作小組將上述文件提交至總理事會或WTO部長會議審議，

經會員國三分之二以上之多數同意，申請國得簽署入會議定書，最後再送申請國的國

會通過，才完成入會程序。39

                                                 
39中原大學財經學系，〈WTO功能〉， 
http://www.law.cycu.edu.tw/yinchin/teacher/%B2%C4%A4G%B3%B9%20%20WTO%A5/%AF%E0.htm，

200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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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加入 WTO 之效益 

 

 八Ｏ年代後，國際經貿發展已愈趨自由化與國際化，全球化更是大勢所趨，大部

份國家也瞭解到必須在 WTO 架構下從事經貿活動，才能確保自己獲得公平合理待

遇，保障其國家利益。因此，本節將探討成為 WTO 會員國後，將為其國家、人民，

甚至是國與國間所帶來的利益，藉以檢視為何每一個國家皆不惜花費時間以積極地申

請加入 WTO，甚而一再修改國家經貿政策，以期符合 WTO 之規範，成為 WTO 之一

員，包括本文研究標的國家－俄羅斯在內。 

 

一、 國家總體經濟效益 

1. 提高國民所得：自由貿易所帶來的效果是很難在人民、生產者與政府間有明顯

的區別。所以當貿易壁壘減少時，不但能促進國家貿易成長，同時也為人民提

高其收入所得。WTO官方資料顯示烏拉圭回合談判後，在WTO框架下所進行

的貿易額為全球所得總額提高了約 1,090~5,100 億美元。40也因出口往來的頻

繁，不僅為政府帶來更多的資源，吸取額外的資金以供資源再分配。面對外來

市場競爭時，WTO亦會針對這些需要援助的國家給予支持，同時使他們的產

業更具有生產力與競爭力。 

2. 就業優勢：就長期而言，加入WTO能為其國家帶來更多的就業機會，尤其是

出口部份，例如：俄羅斯的鋼鐵業在被雇用的一百萬人中至少也有 1,200 萬人

是因出口而獲得工作機會。41不過，就短期而言，開放市場所帶來的產品競爭

可能會使失業率增加。因而，許多國家選擇以貿易保護主義解決失業率問題，

但此替代方案不但無法提昇國家產業的競爭力，相反地，限制進口等貿易壁壘

                                                 
40 Russia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sight”, http://www.wto.ru/chto.asp?t=8&f=benefits, 
2007/5/13. 
4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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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使國內產業品質與競爭力低落，而國內產品在無競爭的情況下，壟斷市

場，提高價格，反而會消極地影響其銷售量和就業機會。舉例而言，1981 年

美國和日本在汽車貿易上的糾紛，美國限制自日本進口的小汽車自主限定在一

年 168 萬輛以內，42限制日本進口的同時也使得美國汽車價格更高，不但違反

了WTO的無歧視原則，亦導致國內汽車銷售量驟減，提高失業率。相反地，

歐盟市場的自由化則使歐盟國家至少擁有 30 萬個工作機會。43 

3. 吸引外資：當一國已具備加入 WTO 之資格，意味著其國內經貿體系與相關法

令皆在 WTO 架構下進行，不僅能保障投資者權益，且投資市場的透明化將能

吸引更多外來資金，特別是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DI）將

能創造額外的工作機會與更多貿易額，提高人民生活福祉。 

 

二、 消費利得 

1. 生活花費較低：對人民而言，自由貿易所帶來最顯著的利益莫過於較低的生活

花費。減少貿易壁壘不僅能降低進口商品之價格，對國內產品價格也有抑制作

用，因為產品原物料的進口之價格也相對降低。當政府為國內需受保護之產業

採進口關稅、政府補貼（例如：農業方面）和進口限額等措施時，通常都會使

人民花費更高的價格購買。舉例而言，歐盟通訊設備市場的自由化使他們在十

年內所花費的成本平均少了 7%~10%，44這都是加入WTO貿易自由化後得到的

效果。 

2. 人民有更多選擇：在商品和服務業之間有更多選擇無疑也是加入 WTO 後為消

費者所帶來之利益。除了關稅降低而開放更多進口商品供人民選擇外，本國產

品也會因進口品之競爭而自我要求改善品質。 

                                                 
42 蘇顯揚，(1999 年 7 月)，〈日本貿易政策的轉變與WTO-以美日小汽車爭議為例〉，《主要國家經貿政

策月刊》，第 97 期，頁 24。 
43 See footnote 40. 
4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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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效益 

1. 提供會員國相等機會：WTO 為了減少不平等待遇，有不歧視原則規定，此將

保障較弱小國家免於被迫接受不公平貿易條件，使其所獲利益能與經濟發展程

度較高的國家一致。 

2. 有效處理爭議問題：在WTO成立前，國與國之間的貿易爭議常會引發嚴重的

國家衝突。但二次世界大戰後，進行貿易的國家彼此同意協商制定規則以處理

貿易問題，其規則包括會員國有義務在WTO框架下解決爭議問題，以阻止其

個別的單方面行動，且會員國必須遵守WTO的協商規則。WTO在 1995 年成立

時就已解決了近 200 個爭議問題。45隨著爭議問題的不斷增加，卻沒有造成全

球恐慌，相反地，卻反映出會員國對WTO處理爭議的方式充滿信心，同時也

使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更加緊密。 

3. 強化國際間的安定：WTO 機制不僅促進國際間貿易交流，更提供有效的公平

機制予以會員國處理貿易爭端。WTO 的協定建立在共識基礎上，並希望大家

都能遵守此貿易規則，同時也是國家間建立信賴的重要機制，因而，WTO 具

備促進世界安定與國際貿易之功能。 

 

 

 

第四節  小結 

 

GATT 原是一項國際多邊協定，雖有暫時效力，卻未設置一個永續性的國際組織，

為加強世界各國間之經貿活動，WTO 因而於 1994 年的烏拉圭回合談判協議成立（請

參見附錄），同時亦制定了一套國際貿易規範，涵括六類協定以促進 WTO 之運作。

                                                 
4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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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對 WTO 成立之背景與架構體系有所認知外，在本章中我們也瞭解到入世後所能

獲得的基本利益，例如：在對外經貿上不僅能與全球 150 個國家享有公平合理的待

遇，且能藉此調整國內原本失衡的經濟結構，以及提高消費利得等。由於入世能獲得

相當多的好處，因此，俄羅斯自 1993 年 6 月即申請加入 GATT ，然至今已斡旋十三

年之久，卻仍被置之度外？其入世進程究竟遭遇哪些困難，以致延宕其入世進程？將

在下面的章節中深入探討，以期釐清俄羅斯入世進程存在哪些爭議問題，使得俄羅斯

至今尚未成為 WTO 之一份子，針對這些爭議問題，俄羅斯採何措施解決？而其入世

協商進程又已完成了哪些部份，尚有幾個談判棘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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