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一： 

台灣政府部門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模式 

 

檢視 1997 年至今台灣爭取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均未有具體的成果，關鍵因素

固然在於兩岸關係的制約，各會員國考量國際政治的現實，只要中共持續反對，

台灣想要加入 WHO 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程。學者對此困境相繼提出建議，大

多認為可以運用非政府組織外交角色的策略，適可避免官方外交的困境。實際是

否如此？以下從歷史途徑去分析台灣加入 WHO 的歷程，以及我國政府推動加入

的考量因素和策略觀點。 

 

一、參與 WHO 的歷程 

台灣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係，可從 1948 年該組織成立開始，中華民國是創

始會員之一，但聯合國大會在 1971 年通過的二七五八號決議之後，世界衛生大

會次年即依據聯合國第三九六號決議，將中國的代表權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擁

有。該第三九六號決議即關於聯合國代表會員代表權的問題，當如果有一個以上

的政府當局主張在聯合國內代表該國而引起爭議，建議大會的態度應為聯合國其

他機關及專門機構所考慮（丘宏達，1994：31-32）。 

中華民國長期以來未能參與 WHO，雖然我國國民生活以及醫療衛生技術品

質尚能維持一定的水準，但國民健康之基本權益由於未能參與 WHO 而受到影響

卻是不容忽視的事實。此種影響可預見的，例如台灣衛生官員無法參與 WHO 有

關全球衛生政策之討論，亦無法與 WHO 技術部門取得聯繫管道，甚至民間醫學

界人士參加 WHO 贊助或主辦之醫學專業會議也會遭受阻撓。尤其在疾病監測和

防治方面，台灣被排除在 WHO 全球衛生防疫體系之外，其影響層面不但已構成

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基本權利的損害，而且對我國取得國際醫療資訊、技術或國

際支援多少造成影響，甚且由於台灣未納入 WHO 的「全球爆發重大事件警報及

處理網絡」（此處理網絡為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因應全球恐怖主義的威脅

日益加深，WHO 在二０００年所建立），更可能造成全球防疫網的一個無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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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洞，全球必須擔負全球衛生體系被破壞的風險。 

即使就衛生人權的觀點，為了二千三百萬人口的身體安全，亦有必要在世

界衛生組織的防護傘之下，取得該組織及會員國的醫療資源與資訊，確實保障國

民的健康生活。WHO 憲章在前言中開宗明義指出「追求健康為人人應享之權利，

此一權利不因種族、宗教、政治信仰、經濟或社會情況之不同而有所差別」。WHO

係以追求人類最高健康水準為宗旨，期透過提供衛生資訊、諮詢與技術之服務，

以及宣導各種疾病及環境衛生知識等方式，消除疾病根源，協助全球各國政府提

升其人民之健康品質。但是如何說明台灣不能進入世界衛生組織，未違反世界衛

生組織憲章的宗旨？對於台灣人民的健康衛生不會造成嚴重的後果？世界衛生

組織既然是國際社會影響力甚大的機構，有關國際間衛生合作、國際傳染疾病的

防治研究的技術、資訊等都是透過該機構中介或取得，台灣為何被排除在外？ 

自 1993 年起，台灣尋求參與聯合國，連續數年遭受挫折之後，1996 年 12

月國家發展會議在兩岸關係議題共同意見部分即指出：「現階段應繼續積極推動

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國際貨幣基金（IMF）、世界銀行（World Bank）等

各種國際組織」。1997 年 3 月當時的外交部長章孝嚴致函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

（Director-General）中島宏，促請其邀請台灣成為 WHO 的觀察員，正式宣告政

府爭取重返 WHO 之先聲（林正義、林文程，2002：7），從那年開始至今推動加

入 WHO 行動多次叩關都未成功。 

 

二、台灣推動加入 WHO 的方式 

(一)申請成為觀察員，而非會員 

許多學者對此議題認為必須講究參與的方法與策略。究竟我國成為世界衛

生組織的會員、或是成為它的觀察員的機會與困難在哪裡？基本上，台灣申請成

為 WHA 觀察員，與成為 WHO 會員，兩者具有的權利義務不儘相同的。作為

WHO 的會員國可享有參與 WHO 各項會議的資格，並有針對世界衛生政策進行

投票之權利。 

觀察員在 WHO 各項會議並沒有投票權，基本的權利義務大致如下：在權

利方面，一般觀察員的權利資格是由各組織個別加以規定，通常可參加一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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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透過某些管道提出一些建議，而且接受該組織的正式文件，及獲得他們所參

加所有會議的資料（Lee Jong-Wook, 2004）。此外，專門機構透過觀察員的制度，

使一些不願參加或因各種原因致不能參加該組織的國家或國際組織，在一定程度

上可與該組織保持聯繫。因此，成為「WHA 觀察員」與參與 WHO 之間，在權

利義務方面是有所差別，不過就台灣想要參與 WHO 的觀點，兩者代表的意涵無

分軒輊，亦即只要能夠成為 WHA 觀察員，對台灣來說即具有實質參與 WHO 的

意義。 

其次，申請觀察員與成為會員也顯示有不同的難易度。世界衛生組織由各

會員國組成，台灣想成為 WHO 會員的難度較高，由於中共已是 WHO 會員，台

灣的參與提案必定遭遇中共的阻止，最主要的原因是以國家的名義入會，必須經

過出席並參加投票的會員國過半數同意，考量中共的反對及我國邦交國太少等因

素，難度相對的提高。因此我國政府認為目前先成為觀察員較為可行，所運用的

策略目標是爭取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的資格，再進而爭取成為會員資格，甚至不

惜以「衛生實體」名義參與，以避免兩岸的政治爭議。 

 (二)成為觀察員之評估 

相對於會員來說，觀察員的資格較沒有明文嚴格的限制，根據世界衛生大

會的議事規則第三條規定只有三種情況得以申請成為它的觀察員： 

第一類是主權國家，已經申請為 WHO 成員，但還沒有得到核准者； 

第二類是一部分領土或若干領土代表他們在國際關係和外交事務的主權國

家，已經申請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準成員者； 

第三類是與世界衛生組織有正式關係的。因此目前觀察員大致分為下列三

類：（1）國家，例如教廷（Holy See）、列希敦斯登；（2）非政府間國際組織，

例如國際紅十字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3）特殊情形的

政治團體，例如巴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和馬爾他

騎士團（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林正義、林文程，2002：8）。因此

台灣申請成為觀察員，只是一種權變的做法，目的在化解政治的阻力，以避免主

權之爭議，最終目標還是成為正式的會員。簡言之，台灣退一步爭取獲得此種權

利，其策略的考量係以觀察員身分除了可以避開政治的爭議之外，亦無損於參與

世界衛生組織的策略性考量。但是，成功的機率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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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衛生組織憲章》與《世界衛生大會議事規則》對觀察員參與管道均

分別有所規定，觀察員參與管道均源自「邀請」。邀請模式大致分兩種：《世界衛

生組織憲章》第十八條第八項規定：衛生大會得「邀請與本組織職責有關的任何

國際的或全國的組織，政府的或非政府的組織派遣代表，在衛生大會所指定條件

下，參加衛生大會、委員會或由衛生大會召開的會議，但無表決權。至於全國性

的組織，需經有關政府同意後始得邀請」；另一類則是根據《世界衛生大會議事

規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幹事長可以邀請已經提出會員申請之國家、已經由

其代理人提出成為副會員申請案的領土、及已經簽署但尚未接受憲章之國家，出

席世界衛生大會的會議（sessions）。」台灣目前乃引用這些規定，希望大會能通

過邀請與會。 

換言之，WHO 接受一些國際社會成員為觀察員的方式，乃直接由幹事長依

世界衛生大會議事規則第三條規定，邀請他們派員參與；或由幹事長同意後請世

界衛生大會議決通過。關於幹事長之邀請，從 WHO 之基本文件(Basic Document)

所收載之組織法及 WHA 議事規則之內容看起來，任何「國家」只要先提出會員

國之申請，幹事長可以用「觀察員」的身份邀請參加世界衛生大會。關鍵在於幹

事長的決定權，表面上看起來容易，但實際上，幹事長要做出中共反對的決定非

常不可能；其次以提案方式，請世界衛生大會納入議程，然後在大會上訴諸民意，

交付表決獲得通過，此種方式目前也有其困難。 

綜上，如何促使台灣入會案被提出，台灣目前採取的策略主要循著下列幾種

方式：（1）遊說各主要會員國在執行委員會做成決議，讓台灣入會案納入大會的

議程；由 32 個會員國代表所組成的 WHO 執委會，是決定每年五月世界衛生大

會議程的決策機構，執委會的議程安排在每年一月底前敲定，台灣入會案必須經

過執委會列入議程，才有在大會列入表決的希望。（2）委由友邦提案，要求總務

委員會將台灣入會案納入大會的議程。因此，促使「執行委員會」做成決議，將

我國入會案列為議程，是決定台灣能否成為 WHA 觀察員的第一步。也就是說，

申請觀察員的列入衛生大會的議程，是由「執行委員會」（Executive Broad），或

大會「總務委員會」（General Committee）多數會員國的支持；再經由 WHA 全

體大會獲得多數的會員國的支持通過才算成功。這些流程任何一處關節，都必須

通過才能達成目的，足見其困難度。以上的方式由於邦交國數目與中共懸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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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都未能順利納入大會議程，更遑論訴諸表決。 

歸結而言，台灣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的途徑有三： 

第一是透過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的邀請，成為 WHA 的觀察員； 

第二是透過世界衛生大會決議，直接訴諸民意表決通過； 

第三是透過友邦提案，將入會案申請列入 WHA 的臨時議程，然後再經由世

界衛生大會決議通過。 

有關入會案的申請，大致可向兩個機構提出：(1)執行委員會，成員有 32 個；

(2)總務委員會，成員有 25 個，這些機構的成員背後乃基於各國政府的意見，在

中共因素的阻擋之下，各國政府囿於中共的壓力，這兩種方式都有它的困難度，

以致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期望已多次落空，歷次只有 1997 年及 2004 年提案

於大會表決，1997 年經過大會唱名表決，以 128 票對 19 票遭到否決；2004 年投

票結果是 134 票贊成、25 票反對和 2 票棄權，通過了世界衛生大會總務委員會

的建議，拒絕了所羅門群島等國家提出的「邀請台灣作為觀察員參與世界衛生大

會」的提案列入大會議程（參見聯合晚報，2004/05/18；東森新聞報，2004/05/18；

大紀元的電子報，2004/05/18；）。 

 

三、重要發展 

最近幾年推動的結果，台灣入會案仍未成功。不過據瞭解每年有所進展，更

多外國政府、民間團體表達支持此案，例如歐洲議會通過決議亦表示支持台灣以

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日本政府曾經公開支持我國入會案。 

尤其美國參、眾兩院都曾通過法案，支持台灣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美

國對於台灣入會案一向是國會熱而行政部門冷，例如美國眾議院於 1998 年 10 月

以 418 票對零票通過支持台灣決議案，而同時間柯林頓(Clinton)政府則不見較積

極具體的行動，這種情況經過台灣多年的努力似乎有所改善，美國布希(Bush)總

統在 2004 年 6 月 10 日簽署參議院 2092 號法案(S.2092)為法律時，發表聲明表示：

「美國完全支持台灣參與 WHO 的工作，包括觀察員地位，美國已經公開其堅定

支 持 台 灣 觀 察 員 地 位 ， 而 且 會 繼 續 如 此 做 」。（ 摘 自 網 路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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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0040614-9.html.）今後台灣希望繼續傳達人權的觀點，強調衛生人權並無國

界之分，世界衛生組織之資訊與技術對台灣所有人民的健康基本人權的重要。以

下為台灣推動加入 WHO 的一些重要發展。 

 

台灣歷年推動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重要發展 

年次 重要發展 

1997 年 促請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同意邀請台灣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 

1998 年 

 

美國眾議院以 418 票對 0 票通過決議案，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H.Con Res334)。 

1999 年 

 

美國參議院通過決議案，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H.R.1794)。 

2000 年 美國參、眾兩院通過法案，支持我國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

(N.Con.Res.390)。 

2001 年 

 

1.美國首次在世界衛生大會期間於日內瓦對外說明支持台灣加入世界

衛生組織。 

2.世界衛生大會期間日內瓦當地輿論首次公開表達支持台灣參與世界

衛生組織之活動。 

2002 年 1.歐洲議會通過決議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參加 WHO。 

2.美國參、眾兩院通過法案，並由布希總統簽署授權國務院提出計畫

協助我國取得觀察員。 

3.美國行政部門首次在世界衛生大會期間於日內瓦表示支持台灣加入

世界衛生組織。 

4.日本政府公開支持我國入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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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 台灣抗 SARS 期間，世界衛生組織自一九七二年之後首次派員到台灣

協助防疫，兩位來自 WHA 的醫療專家抵達台灣從事為期十三天的疫

情蒐集之旅。（其後於二００四年第 56 屆世界衛生大會通過決議要求

幹事長依據憲章針對有關 SARS 監測、預防及控制之所有要求做出適

當回應，這項決議為 WHO 協助我國進行 SARS 防疫工作提供法理基

礎。） 

2004 年 1.美國眾議院通過決議案，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2.美國參議院通過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決議案。(H.R.4019) 

3.美國布希總統簽署參議院 2092 號法案(S.2091)為法律時，亦發表聲

明美國完全支持台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包括觀察員地位。 

2005 年 在國際的支持下，「國際衛生條例」(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 決議文上附加草案中將台灣納入國際衛生體系，以落實「普世價

值」，也就是說台灣被涵蓋在國際衛生條例中，具有國際公法的保障，

得以出席會議等的國際交流活動。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自（林文程，2004：2-16；高英茂，2002；行政院衛生署網

站，2002 年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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