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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茲歸納本論文第一章至第五章之重要發現如下： 

 
一、範疇過於天馬行空，定義失之曖昧不明 
 
「範疇過於天馬行空，定義失之曖昧不明」(ambitious in scope, ambiguous in 

definition)1，學者 Sumanta等人對模式四的生動描述，或許是目前自然人移動在
規範上最佳的註腳。GATS制訂過程中，一齣齣資本與人員移動角力的戲碼，使

原本單純的「人員移動」提供服務的方式解釋上產生若干問題。其中，最富爭議，

潛藏利益也最大的，乃「地主國企業僱用外國人是否為 GATS所涵蓋」及「是否
及於藍領階級」二項。 
 
就第一點而言，不論係WTO秘書處、學界，乃至於多數會員，口徑十分一

致地持否定看法。其依據，主要乃 GATS第一條第二項(d)款文字上將「一會員」
及「任何其他會員」並列，及自然人移動附件第二項排除「自然人尋求進入會員

業市場」與「永久基礎上關於公民權、居留或就業之措施」等。然而，通說的看

法似乎難令部分學者信服，尤其是經濟學者，渠等不但點出通說下以契約性質決

定能否適用 GATS之荒謬處，更直言唯有開放此類型人員之移動始能為全球創造

最多的利益。 
 
除經濟學者所質疑者外，從法律制度面來看，亦有難以自圓其說之處，蓋對

於採行「法人設立準據法主義」立法模式的會員而言，倘係依該國法律設立者，

即便為外人所控制，亦屬於其內國法所認定之「本國」法人，惟為避免就業市場

開放等衝擊，反依 GATS「控制主義」將其本國法人進一步區分為本國與外國。
對照多數會員之承諾，可清楚發現，「本國」與「外國」間的區辨，或許不過是

套冠冕堂皇的拖推之詞，按即便為 GATS架構所允許之「外國公司僱用外國人」，
亦幾無會員承諾。外國公司如欲進用外人，唯有尋「內部調動」一途，不但有「已

受聘僱一定期間」（多為一年以上）之限制，人員類別亦侷限於董事、高階經理

人及專業人士等白領階級，是類人員之所以較開放，除配合模式三之需要外，傳

統上並不認為「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屬於地主國就業市場之一部分2，亦為

主因之一。 

                                                 
1 Sumanta Chauduri et al., Moving People to Deliver Services: How Can the WTO Help? 6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238, March 2004) 
2 Patrick Messerlin et al. Provisional Draft- Non for Citation 80,97 (Trade for Development, UN 
Millennium Project, Jan.2005), available at : 
www.unmp.forumone.com/eng_task_force/TradeEbook.pdf。(Last visited: 3 Ma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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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吾人不難發現，「外國」與「本國」間的論戰，法條文字本身固然關

鍵，然其背後所隱藏的本國就業市場之考量，毋寧為真正核心所在。此議題，短

期內雖不致有重大突破，但未來卻極富想像空間：第一，若干研究 GATS的經濟
學者，甚至國際組織之研究報告中均一再呼籲，受僱於地主國企業之類型的開

放，始能為全球創造最大的利益。對人力資源豐沛的開發中會員而言，相信早已

察覺此點，僅談判籌碼等主客觀條件不足，時機尚未成熟爾。新回合談判，甚或

數回合談判後，是否可能成為下一個階段的戰略目標，值得觀察。第二，跨國企

業調動人員的條件限制如持續鬆綁，倘已受聘僱之要求降低，甚或調動的人員層

級降為中低技術者，勢必對本國企業的競爭力造成衝擊，屆時，會員是否仍能堅

守「本國」與「外國」企業之分野，令人懷疑。第三、目前之通說，縱為秘書處

之解釋，法律上亦不具拘束力，未來是否會被推翻，猶未可知。退步言之，即便

此見解得以維持，在技術上亦能以承諾表填載之方式，輕鬆突破此一限制。目前，

美國及澳洲等國在初始回應(initial offer)中，即打算將「聘僱類型」

(employment-based)納入承諾表內之作法即屬適例3。 
 
要之，通說所持之否定見解，現階段固難以撼動，惟法律技術上，尚非全然

無法突破，未來發展如何，仍將取決於會員對本國就業市場之心態。當然，進一

步自由化的同時，配套機制之建構，亦將不可或缺，例如，在緊急防衛機制未出

爐前，經濟需求測試將相當程度地扮演「安全閥」的角色而難以全面廢止；如何

經由會員間之合作，俾確保人員移動屬暫時性等議題，都將成為自由化深化的進

程中，必須研究的重要課題。 
 
至於模式四「是否涵蓋藍領階級」之爭議，目前已大抵塵埃落定。按自然人

移動既為「服務」提供模式之一，則除若干被排除在外的服務項目外，皆為模式

四範圍所及。現今會員之承諾雖泰半排除經營階層及專業人士以外者，但不得以

此事實推論 GATS架構排除中低技術之服務提供者。 
 
服務業是否涵蓋各種技術層級之問題雖無疑問，但另一個富有發展性的議題

卻悄悄展開。亦即，在絕大多數會員據以填載承諾之W/120中，若干服務項目

居於製造業、農業、漁業、礦業等之邊界，由於對應之 CPC編號常未進一步說

明「附帶」之內涵，遂造成解讀上的空間，倘未來科技及生產方式產生劇烈變動，

此一灰色地帶是否可能遭到挑戰，亦不無疑義。尤有甚者，此點如搭配前述之「受

僱於地主國企業」是否有 GATS適用的爭議，則將更富想像空間，頗值注意。 
 
二、承諾現狀不理想、模式四障礙仍多 
 
按模式四係藉由人之移動完成服務之提供，其所涉及的問題相較之下複雜許

                                                 
3 參照第二章之說明。 



                                     GATS自然人移動之重要議題及我國相關對策分析 

 6-3

多，除被界定為「貿易」進行方式之一外，外國人入境前後所可能引發之問題，

引起移民、勞工，乃至於社會學等領域，不論官方、民間組織或學界的高度關切。

正由於其本質之多元性而難以預測，各會員在開放的腳步上顯得格外謹慎，故今

日模式四貿易障礙不勝枚舉之情形，似不足為奇。 
 
首先，自承諾表觀之，不論開發程度如何，絕大多數會員僅於水平承諾欄內，

填載可適用於所有服務項目的部分人員類型。至於開放人員類型，則泰半集中於

與商業據點連結的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負責人、經理人及專家等）及商業訪

客等白領人員。除人員類別有限外，承諾表所設之條件與限制亦不勝枚舉：預先

受僱之要求、經濟需求測試、數量限制、最低薪資要求、技術移轉等，雖不全為

GATS第十六條第二項各款之一，惟在會員承諾表中則屢見不鮮；國民待遇欄內，

移動限制（地理或行業別之移動）、不動產取得限制、稅賦歧視、外匯、及融資

等，亦屬承諾表內之常客。至於最惠國待遇豁免方面，依據WTO之統計，與模
式四相關者多達三十八項，其中指明適用項目者，僅區區三項；GATS最惠國待
遇豁免適用附件第六項雖規定豁免期限以十年為原則，但記載永久適用者，竟達

三十項之多；適用對象方面，有記載為「傳統來源」者、有以「地理區域」為標

準者、有以「區域組織成員」為準者，亦有以「語言」為對象者，然其確切內涵

為何，卻鮮有會員清楚界定。 
 
在承諾表臚列之各項限制外，會員事實上所實施之管制措施亦琳瑯滿目，簽

證、工作證核發程序、社會安全稅、服務提供者資格認可、補貼等，均造成外國

人入境提供服務之困擾。其中，基於服務品質管制所為之服務提供者資格認證及

認許等管制措施，尤令會員與學界詬病。 
 
三、承諾表用語定義不清，降低承諾之可預測性及安定性 
 
如何填寫承諾表，取決於各會員經濟發展程度，乃屬當然。然而，欲確保承

諾得切實履行，致會員之期待不致落空，承諾表之用語及其內涵應當力求一致。

然而，目前模式四之承諾中，許多名詞之基本定義輒有含糊不清之情形，尤令各

界批判者，當屬服務提供者之定義及類別。按W/120所包含之服務項目多達十
二大類，所對應者職業別包羅萬象，但因 GATS及會員承諾表中缺乏明確之界

定，造成承諾表實際操作上取決於各會員相關機構之解釋，不但爭議迭生，亦令

會員評估對手國開放程度作為進一步自由化參考時產生困擾4。 
 
另外，經濟需求測試、勞工市場測試等限制，多數會員雖已依 GATS第十六

條第二項之規定載入承諾表內，但其要件為何、如何適用等，卻極少出現在承諾

                                                 
4 L. Alan Winters et al., Negotiating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Temporary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32 (Discussion Paper In Econ. 87, Univ. of Sussex, UK,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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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內，亦增添預測承諾表之難度。 
 
四、新回合談判之主要議題 

 
儘管烏拉圭回合後續談判並未成功，但開發中會員卻始終未曾放棄其具比較

利益之模式四。新回合談判伊始，開發中會員之建議案紛至沓來，以印度為首之

會員，接連提出具體詳盡的改革建議。另一方面，在跨國企業已見成熟的今日，

企業內部人員調動之便利性，已成為經營上不可或缺的要素，如何減少各國之干

擾，降低成本，成為已開發會員及其企業注目之焦點。茲將近年來會員所關切之

議題，以表列方式呈現如下： 
 
                      表 6-1：會員提案之議題整理表 
 
 

 

提案所涉及之議題 

會員 承
諾
表
用
語
定

義
統
一 

水
平
或
個
別
承

諾
之
改
進 

企
業
內
部
調
動

人
員
自
由
化 

增
加
無
需
據
點

及
非
專
業
之
人

透
明
化 

工
作
證
及
簽
證

措
施 

經
濟
需
求
測
試 

認
許 

國
內
管
制
之
改

革 

ISC
O

-88

及

W
/120

之
對
照

服
務
所
需
之
器

具
入
境
之
免
稅 

模
範
承
諾
表
草

案 

澳洲   ●  ● ●  ● ●    
巴西         ● ●   
加拿大  ●

（水平

及個別

部門） 

 ● ● ●  ●  ●  

智利  ●  ●  ● ● ●    
哥倫比

亞 

 ●（個

別） 
   ●  ● ●    

歐盟  ●（水

平優

先） 

  ● ● ●      

印度 ● ●（水

平及個

別） 

 ● ● ●

(GATS-vi

sa) 

● ● ● ●  ● 

日本  ● ●  ● ● ●      
肯亞  ●    ● ● ●    
南方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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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市場 

紐西蘭     ● ● ● ● ●    
巴基斯

坦 

● ●  ● ● ● ●

(豁

免適

用清

單)

● ●  ●  

瑞士 

 

     ˇ●

(ework-pe

rmit) 

      

美國     ● ●  ●    
尚比亞

等低度

開發會

員 

   ●  ●     

印度等

十四個

開發中

會員5 

 ●  ● ● ● ● ● ●   ● 

波利維

亞等十

八個開

發中會

員6 

●   ● ● ● ●     

資料來源：本論文參考會員提案自行製表。 
 
五、欲精確評估我國模式四之承諾並非易事 
 
商業訪客、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等，大抵不脫會員承諾的一般水準，至於

履約者之開放，雖已較多數會員先進，但終究跳不出「模式三連結」及「專家」

之窠臼，論其實質，並無新意。 
 
自上述觀之，我國模式四之承諾應屬「穩定中求進步」的會員，距離模範生

雖有相當的差距，但至少中規中矩。然而，由於承諾表內第三類自然人移動之語

                                                 
5 此十四個會員分別為：阿根廷、波利維亞、智利、中國、哥倫比亞、多明尼加共和國、埃及、

瓜地馬拉、墨西哥、巴基斯坦、印度、菲律賓、泰國。 
6 此十八個會員為：波利維亞、巴西、智利、中國、哥倫比亞、古巴、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

埃及、瓜地馬拉、印度、墨西哥、印尼、尼加拉瓜、秘魯、菲律賓、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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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不詳，上述推論仍不無斟酌餘地。 
 
第三類自然人移動之原文為”a natural person employed by business entities in 

Chinese Taipei”其意義為何，影響甚鉅。在國貿局的承諾表中譯文中，是類人員

乃「受中華台北企業僱用之自然人」，其後，勞委會所舉辦的研討會，乃至於學

者對案，皆環繞此見解進行論述。果如此，則我國模式四所開放者，實已遠超過

GATS架構限定的「外國企業僱用外國自然人」；尤有甚者，該類人員之條件，

僅有入境期間三年之限制，其他常見於會員承諾的經濟需求測試、數量限制、薪

資平等均付之闕如，與美國及澳洲等國在新回合談判初始回應中對「聘僱類型」

的諸多限制相較，我國模式四之開放程度，與若干經濟學者所呼籲之境界相差無

幾，甚或猶有勝之，如謂WTO會員之冠應不為過。 
 
要之，欲精確評估我國模式四之開放程度，關鍵繫於第三類自然人移動之內

涵，如依國貿局之解釋，則我國人員移動之自由化腳步，足以堪稱所有會員之表

率。 
 

六、第三類自然人移動承諾下可能流入之人員 
 
在國貿局之定義下，第三類自然人移動之承諾，將吸引何類人員流入我國，

乃值得研究的課題。首先，第三類人員在人員層級未設限，入境期間較長，且又

無已受聘僱限制等情形下，在我國境內之企業欲聘僱外國白領將更為便捷，而跨

國企業如欲調動內部人員，亦可循此途徑，引進不合「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

承諾要件之外籍白領。 
 
惟自我國目前就業服務法及其附屬子法等規定觀之，我國對於外國白領人士

事實上已頗為開放，在我國生活環境、經濟狀況與國際化程度未配合大幅改善之

情況下7，第三類自然人移動之承諾，對提升外國白領流入的質與量上，尚存有

多少邊際效益，有待進一步評估。 
 
外國白領是否增加尚在未定之天，但外國藍領工作者之大量流入，卻是個令

人憂心的課題。在現行法令對藍領諸多箝制的情況下，第三類自然人移動之承

諾，形同大開方便之門。勞委會最新的統計資料中，製造業及個人與社會服務業

分居外勞數量之第一、二位，前者雖不必然為 GATS所涵蓋，但W/120之「附
帶於製造業之服務」之「附帶」一詞的解釋空間，卻是不可忽視的潛在威脅；後

者，雖因第三類自然人移動之雇主限於「企業」而排除「家庭幫傭」及「家庭看

                                                 
7 我國經濟學者指出，我國如欲發展成為亞洲區域中心，外國資金及人才之挹注乃不可或缺。而

欲吸引國際人才之流入，主要關鍵則為提升生活品質及強化商務競爭力二項。黃仁德、姜樹翰，

＜知識經濟、區域中心與國際人才流入＞，《經濟情勢暨評論》，第 6卷第 4期，2001 年 3月，
頁 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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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工」之適用，但「機構看護工」仍有 GATS之適用，對人口結構邁入高齡化、
社服機構日益重要的我國而言，此類人員在第三類自然人移動承諾下勢將成為最

直接的受益者。人數居第三的營造業所對應之工作，雖未包含所有的工程相關工

作，惟僅 CPC51一項，即已具相當程度之威脅；至於「漁船船員」一類，同樣

因 CPC分類對「附帶於漁業之服務」未予清楚界定，故亦難以完全排除其適用

之可能。 
 
是以，第三類自然人移動雖可進一步促成白領外人之移入，惟其邊際效益與

循同一管道進入我國的藍領相較，其利弊得失為何，值得國貿局及勞委會等有關

當局詳細評估。 
 

第二節  分析與建議 
 
以下，擬先分析模式四未來發展之主要趨勢，俾供主管機關參考；其後則針

對若干重要問題提出本文具體建議： 
 
一、談判趨勢之綜合觀察 
 
（一）談判時空環境已有變遷 
 
雖然，開發中會員與已開發會員在各自代表的「勞力」及「資本」之基調未

有根本變化，但二大陣營間的對立態勢，已漸趨和緩。就人力資源充沛的開發中

會員而言，輸出人員賺取外匯，乃邁向富強之路不可或缺的利器；另一方面，歷

經數十年發展，跨國公司已見成熟，加上科技日新月異的推波助瀾，商品週期一

再縮短，均使與商業據點相關的人員調動有進一步鬆綁之必要。 
 
除上述二大陣營所擅長的比較利益欲尋求突破外，更重要的，乃已開發會員

所面臨的人口結構問題。論者引述 OECD之統計指出，六十五歲以上之人口與

工作人口之比例，在所有工業國家中約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此比率在緩慢老化

的英、美、荷將次第升高至百分之四十，而在高齡化步調快速的日本、德國、法

國及義大利，更將高達百分之五十8。高齡化、教育普及的已開發會員，許多產

業出現人力不足的窘境，除一般所稱之「3k 行業」9外，護理、醫療、資訊等服

務，亦常見求才若渴之情形。 
 
（二）模式四之性質多元，GATS多邊架構下自由化開展難度頗高 

                                                 
8 麥克摩爾(Mike Moore)著，樂為良譯，《沒有牆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WALLS)，台北：早

安財經文化，頁 334。 
9 3K 行業譯自日文，係指「辛勞性」(kitusi)、「危險性」(kiken)、「骯髒性」(kitanai)三大類工作。

辛炳隆，吳秀玲，＜對台灣當前失業問題之因應對策＞，行政院研考會九十年研究報告，頁 9。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6-8

 
雖然，不少 GATS學者試圖凸顯模式四之「貿易面向」，並一再強調其自由

化為全球創造的福利，但人員移動所涉及之移民、勞工就業等問題，終令絕大多

數會員躊躇不前。 
 
在許多國家，合法連續工作達一定期間乃取得該國永久居留權及國籍的途徑

之一，故「合法進入他國工作」自然成為永久移民他國的第一步10。模式四雖僅

屬「暫時性」入境提供服務，惟「暫時」一詞欠缺定義，短則數月，長者可達三、

五年，倘獲准延展，則停留時間更長，故對絕大多數會員的移民當局而言，「暫

時性」一詞實不具說服力；另一方面，「暫時性」同樣無法化解多數會員對於就

業市場衝擊的憂慮，及對不同文化、語言及生活方式之影響的排斥態度。蓋就短

期入境的商業訪客而言，固無需擔心對此等衝擊，惟對於入境長達數年的服務提

供者，無論其係以何種身分入境，如仍謂對當地社會毫無衝擊，實過於一廂情願。 
 
相對地，自移出國角度觀之，渠等雖自模式四中賺取大量外匯，改善自身經

濟環境，但人才的大量流失，尤其是長期性質者，亦將嚴重妨礙其長遠的發展。

以泰國為例，一九六三年至一九六五年間11，近三分之一的醫學院學生大量移入

美國的結果，不但使其教育資源形同浪費，更威脅其國民健康與衛生。是以，對

人員移出國而言，模式四進一步自由化，除外匯利益外，相對地，亦將付出人力

資源持續流失的機會成本。 
 
職是之故，如無健全的配套機制，則模式四自由化之進展將舉步維艱。對移

入國而言，如何在進用外國人才的同時，能不影響其移民政策、勞工就業安定，

及降低文化各層面衝擊，則確保自然人移動為「暫時性質」乃首要之務；相同地，

確實要求移出的工作者如期返國，避免人才永久流失，則是移出國於獲取外匯利

潤之時所關注者，此亦以模式四為「暫時性」為前提。 
 
暫時性之確保，理論上固為移出國及移入國間利益的平衡點，然執行層面的

難度相當高，特別在 GATS多邊架構之下。誠如學者所言，藉由移出國與移入國
間之合作，如：移入國的監控追蹤、處罰、繳納保證金、抑留部分薪資，及移出

國之返國獎勵等誘因，推拉之間，可令人員轉換為永久性質的機率大幅降低12。

                                                 
10 OECD, Service providers on the Move: Labour Mobility and the WTO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3 (Policy Brief, 2003) 以我國為例，國籍法第三條第一款即規定「於中華民國領域內，

每年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留之事實繼續五年以上」。 
11 越戰爆發，使美國本土培養的醫學院學生難以應付大量的美軍傷兵，遂造成該時期對外國醫

學院學生需求量急遽升高。Suwit Wibulpolparser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igration of Health 
Workforce: Experienced from Thailand, in MOVING PEOPLE TO DELIVER SERVICES. 171 (Aaditya 
Mattoo& Antonia Carzaniga eds.2003) 
 
12 L. Alan Winters et al., supra note 4, at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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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等措施欲見成效，如無移出國與移入國政府間之緊密合作，則無以為功。在

GATS的多邊架構下，對於人員移動之管制欲達如雙邊合作般之密度，技術上有

其難以克服的障礙。這也是多數會員縱使求才若渴，仍不願貿然承諾，寧可轉向

雙邊協定或區域組織引進外國人力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雙邊協定或區域組織的人員移動仍將持續進行 
 
模式四的承諾現狀不佳，但並非意味著人員移動實際開放之程度亦是如此。

事實上，許多會員仍持續地引進外國人力，且不以白領為限，只不過基於決策彈

性，及監控機制等考量，而訴諸雙邊協定或區域組織13。 
 
可預期的是，隨著國際經濟環境及人口結構的變遷，雙邊協定及區域組織內

的人員移動仍將蓬勃發展。我國有關當局，應進一步研究各類雙邊或區域組織內

人員移動之規範，作為未來洽簽時之參考，並審酌我國經濟發展及就業市場之供

需，適度引進外國服務提供者；另外，亦應研究我國模式四比較利益之所在，替

國內人才尋找出口。 
 
二、新回合談判之策略建議 
 
（一）我國模式四承諾內涵之界定乃首要之務 
 
由勞委會對於第三類自然人移動所表達之關切，以及承諾表內其他三類人員

移動諸多限制的情形，吾人可以推測，是類人員之承諾該是談判時對 GATS架構
錯誤認識的產物。倘我國確實有意開放「受僱於我國企業之外人」，則對於其他

三類人員移動的諸多管制，其目的即無法達成。然而，錯誤已成，目前所應謀思

者，乃如何妥善因應此一棘手問題。 
 
就長期而言，斧底抽薪的作法，即是依 GATS第二十一條修改承諾表之程

序，將第三類自然人移動修改或撤回。惟如欲採行此方案，則應審慎評估因此受

影響的對手國為何，及我國可能付出的補償；當然，曠日廢時的時間成本，亦是

循此方案必須加入考量者。 
 
就現階段的策略來說，本文則有以下看法： 

 
第一、緊急防衛措施(ESM)、或技術性修改承諾表文字之方式，均有窒礙難

行之處：前者，由於我國已錯失時機，故不符啟動要件，至於未來能否採行，則

須視此一內建議題發展之情形而定；技術性修改承諾文字，雖可降低撤回承諾之

時間、補償性調整等成本，惟因此程序之前提要件乃「未變動承諾表實質內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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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故如何達到「形式上未變動，實質上已有保留」之境地，難度極高，稍

有差池，不但目的無法達成，更有過度曝光，遭對手國要求切實履行承諾，修改

相關法令之危險。 
 
第二、第三類自然人移動記載方式的突兀，是個危機，卻也是個轉機。按國

貿局所譯之「受中華台北企業僱用之自然人」，與原文完整翻譯之「受在中華台

北境內企業」有明顯落差。如能妥善適用條約解釋方式，將「在中華台北境內企

業」一詞內所包含之「我國」與「外國」企業予以切割，可大幅消減第三類自然

人移動對我國就業市場之影響。如本文此見解得以維持，不但能減少衝擊，亦可

於新回合談判中，處於進可攻、退可守的戰略位置。自第二章及第四章之分析可

知，即便通說認為「外國公司僱用外國人」有 GATS之適用，但絕大多數會員所

承諾者，仍侷限於「調動類型」，外國公司欲直接聘僱外國人提供服務，實務上

仍被排除在外。因此，依本文見解，不但可將界線拉回 GATS架構內，亦可與若

干已開發會員對降低渠等之外國公司進用外國人限制之主張相呼應14。 
 
第三、透過條約解釋方式，倘無法取信於對手國，在不願提出補償以撤回承

諾的情形下，我國尚可以遊走於國內管制合理邊緣之相關措施，降低外國服務提

供者入境受僱之數量，例如：薪資平等要求、簽證程序、服務提供者資格執照之

驗證等。其中，又以在國家主權大蠹保護下的簽證程序最為有效，然此僅能為權

宜之計，長此以往，仍難免受對手國質疑。 
 
第四、就業服務法及其附屬子法有關一般外國人來台工作之規範結構，與我

國模式四之承諾大相逕庭。除商業訪客外，其餘皆須視其入境工作之產業別，分

別找出對應之要件，提出工作許可之申請。承諾與內國法間無法接軌的落差，固

然造成些許困擾，卻正是在第三類自然人移動妾身不明前的一道屏障。本文建

議，在第三類自然人移動之問題未獲解決前，就業服務法及其附屬子法之規範架

構無需配合承諾表進行調整，否則，法令有無違反承諾之處，將一覽無遺。 
    
本文以上所提出之對策，乃為主管機關憂心之就業市場門戶洞開問題預作準

備。第三類自然人移動之衝擊，或僅為茶壺內的風暴，而不如主管機關想像地嚴

重，蓋此問題之產生，源自勞委會對承諾表中譯本「受僱於中華台北企業之自然

人」之憂慮，然而，其他會員檢視我國模式四開放之依據，則是以英文版本為主。

職是之故，現階段似不宜主動開啟撤回或修改承諾表技術性用語等相關程序，否

則反有欲蓋彌彰之嫌，引起會員之關切。在官方版本的承諾文字中，尋思可能突

破的解釋空間，或許是條穩健且經濟的作法，俟此種解釋不為對手國所接受，甚

或提出控訴時，始採行其他方案尚且不遲。當然，利用解釋方法限縮第三類自然

人移動範圍的同時，我國談判當局不宜再向對手國要求對等開放地主國企業聘僱

                                                 
14 此部分請配合第二章圖 2-4 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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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否則即難以自圓其說。無論如何，鑑於第三類自然人移動潛在的影響不

可小覷，談判當局及就業市場主管機關等皆應及早為是類人員定調，及擬定相關

配套策略，方能在新回合談判中居於有利位置。 
 
（二）對簽證及工作證議題的幾點建議 
 
  1. GATS簽證推動不易，現階段我國宜持觀望態度 
 
印度於二０００年所提出簽證之構想，頗受學界，甚至已開發會員服務業所

青睞。其後，各界陸續提出的模範承諾表草案(Model Draft)，自代表國際知名會
計事務所 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Mark Hatcher版本、印度駐WTO代表
Sumanta Chaudhuri等人的版本，乃至於印度著名學者 Rupa Chanda所提出者，
其內容大抵環繞在此種簽證核發的程序要件上。 
 

不論其名稱為 GATS Visa、GATS Permit或 Services Provider Visa，此種簽證
或許可最特殊的地方在於，除工作許可之要件外，其實質內涵尚包含簽證等入出

境之措施。由於涉及入出境管理等敏感的主權行使，以致於推動上的阻力極大
15，尤其，九一一事件後，許多已開發會員基於國家安全對邊境檢查日趨嚴格的

情況下，益使 GATS Visa所欲達成之快速、便捷的理想蒙上陰影。 
 
除上述外，在執行面上，亦有許多問題仍待克服，例如： 

 
 GATS Visa之引進，或將涉及會員內部政府組織架構之調整、入出境管理相

關人員之訓練，甚至新科技之投資等問題，所有會員是否皆能負荷所需成本，

實有疑問16。 
 

 許多會員為解決人力資源欠缺的問題，常藉由雙邊或區域組織之架構引進外

人，且彼此間亦常設有不同的簽證規範，俾促進合作對象之人員的移動。因此，

GATS Visa的引進，勢必牽動會員雙邊或多邊架構下簽證政策及法令之調整，

茲事體大。 
 此外，GATS Visa申請之各項要件，常涉及會員爭執不休的重要實質議題，

例如，此種簽證所適用之人員類別為何、經濟需求測試及薪資平等原則有無適

用等。對這些議題形成共識前，欲推動事實上涵蓋此等爭議的 GATS Visa並非
易事。 

                                                 
15 舉例而言，對於拒發 GATS Visa 者，模範承諾表草案要求給予申請者申訴答辯之機會，並應

指明駁回之理由。此一要求與多數會員拒發簽證時，咸以國家主權為由而無需說明理由的實際作

法不符，是否會獲得各國入出境管理機關之支持，仍待觀察。 
16 OECD, Service Provider on the Move: A Closer Look at Labour Mobility and the GATS 48-49 
(TD/TC/WP (2001) 26/FINAL)(20 Feb.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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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之簽證制度，如依身分為標準，分為外交及禮遇簽證；依入境期間為標

準，則有居留及停留簽證二類。由於分類方式，並非以工作性質為標準，故如採

GATS Visa，簽證架構勢將有相當幅度的調整，主管機關是否有足夠的人力、物

力可資因應，有待評估。另外，GATS Visa所涉及者，並非僅有「簽證」作業而
已，其實質內容尚及於工作證核發等程序，如欲採行 GATS Visa制度，勞委會難

以置身事外，為統籌此類結合簽證及工作證之程序，恐將牽動政府組織之變動。

要之，在許多議題尚未發展成熟的今日，我國宜密切注意 GATS Visa的動向，而
無需貿然改弦易轍，否則，不僅其成效難以預測，更有可能吸引會員及學者的目

光，以致令我國模式四承諾遭受檢視17。 
 
2. GATS Visa的監控機制值得注意 

 
GATS Visa能否成功推動固待觀察，然其中若干設計卻頗值得吾人注意。如

前所述，模式四推展不易的癥結之一，乃監控機制在多邊架構下執行難度極高。

為解決此問題，模範承諾表草案中遂有若干確保人員移動之「暫時性」之設計，

例如：持有 GATS Visa期間不得申請變更為其非移民簽證、保證金之繳納、違反

規定之處罰，及濫用時的特殊防衛措施。 
 
其中最引人側目者，乃對付濫用時的特殊防衛措施(special safeguards)。該措

施允許會員當發現某一會員有相當數量的公司濫用 GATS Visa時，得暫停核發是
類簽證與該會員之服務提供者，惟期間不得超過一年。此機制可避免某會員之人

民濫用 GATS Visa成為移民他會員之工具，立意雖美，惟仍有若干問題尚待進一

步釐清。例如：對於「濫用」如何認定、部分公司的濫用，卻禁止該會員所有公

司申請是否恰當、採用「防衛」(safeguards)之名，但概念上卻與處理國內產業損

害的「緊急防衛」無涉，是否妥適18等。 
 
前開監控機制發展的成熟與否，將影響模式四自由化之深化，其動態值得有

關當局注意。 
 
  3. 可考慮先採行之措施 
 
雖無需貿然採納 GATS Visa之機制，但簽證與工作證程序之革新究竟為潮流

所趨，故我國仍可以漸進方式，逐步降低是類作業程序之障礙，俾於新回合談判

                                                 
17 以英國為例，該國配合其承諾而設置之「GATS工作許可」(GATS Work Permit)，近來即常出

現於模式四相關討論中。關於英國的 GATS 工作許可，請參考：Home Office (UK),網址：
http://www.ind.homeoffice.gov.uk/working_in_the_uk/en/homepage/work_permits/applying_for_a_wo
rk/gats.html。(Last visited: 14 Mar.2005) 
18 是以，OECD之研究報告建議以「制裁」(sanction)一詞代之。OECD, supra note 16,at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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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現自由化之誠意。 
 
舉例言之，瑞士自二００三年三月所推行之「電子工作證」(e-Work Permit)，

利用網際網路為媒介，不但降低申請工作許可文書往來的時間與金錢等成本，亦

大幅提昇作業程序之透明度，頗受好評。對資訊科技發達的我國而言，將工作許

可申請程序 e化，應非難事，主管機關可考慮試行19。 
 
此外，在簽證措施上，我國尚可考慮在雙邊或區域組織合作下，試辦不同的

簽證，不但有助我國人民至海外提供服務，亦可藉此吸取相關執行的經驗，作為

未來 GATS Visa政策選擇的評估20。當然，此點成效如何，仍將取決於國際政治

現實之困境如何突破。 
   
（三）經濟需求測試之趨勢—適用標準之載明，逐步縮小適用範圍 
 

1. 適用標準應予載明 
 
全面停止經濟需求測試之適用，固為模式四自由化的終極目標，然持平而

論，此不過為空中樓閣般的口號，不但現階段無法實現，未來恐亦難達成。尤其，

在緊急防衛措施尚未出爐的情況下，經濟需求測試事實上扮演著「安全閥」的角

色，藉由「經濟需求測試」之形式，以調節外國人進入本國就業市場之流量21。

在水平承諾之人員種類進一步擴大到白領階級以外的中、低技術層級人員，甚至

在特定承諾中開放人員之移動，倘欠缺此機制，勢必難以化解會員的疑慮，而致

談判成果有限。 
 
因此，禁止經濟需求測試之適用與模式四自由化之深化間，一定程度上存在

著背律二反的關係。目前務實可行的作法，乃盡可能地將適用之標準予以特定，

增加相關程序之透明度，不但可提升承諾之可預測性，亦有助於會員評估對手國

模式四之開放程度。 
2. 逐步縮小適用範圍 
 
全面禁止適用固難期待，惟逐步限縮適用之服務項目及人員類別卻是新回合

談判之重點。只是，此又將涉及開發中與已開發會員立場差異的棘手問題，亦即，

                                                 
19 必須注意的是，本文所建議者，乃「程序」上採取電子化之方式，至於就業服務法及附屬子
法的實質內容，在第三類自然人移動妾身未明前，仍是一動不如一靜。 
20 我國目前為「亞太經合商務旅行卡」(APEC Business Travel Card，簡稱 ABTC)計畫之成員。
參與該計畫之經濟體包括：澳洲、汶來、智利、台灣、中國、香港、印尼、日本、韓國、馬來西

亞、泰國、紐西蘭、巴布亞新幾內亞、菲律賓、新加坡及秘魯等，雖然，參與之國家及適用的人

員種類雖然有限，但至少是我國在人員移動簽證議題之發展上一個起點。相關資訊: ABTC 
web-site: http://www.businessmobility.org/key/abtc.html。(Last visited: 14 Mar.2005) 
21 OECD, supra note 16,at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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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適用者，究為管理階級及專業人士等白領，抑或許多開發中會員所關切之中

低技術人員，此問題能否妥善處理，仍將繫於雙方陣營之談判籌碼，非本文所能

置喙。 
 
撇開實質問題不論，純就技術面而言，印度及巴基斯坦所提出的「豁免適用

清單」，在設計上，採用 ILO之國際職業分類與W/120對照之方式，有效解決僅
以「部門」或「次部門」為標準，易有排除類別過於廣泛之缺失，頗值得參考。 
 
我國就業服務法及附屬子法內不乏經濟需求測試之規定，但承諾表內卻付之

闕如。為保有管制之彈性，未來如欲在水平承諾中增加人員類別，甚至於特定項

目開放模式四，仍宜在承諾表中填載經濟需求測試，至其具體作法，則可參酌「明

確載明適用標準」及「對若干部門及人員類別建立豁免適用清單」之方式，以降

低對手國之疑慮。 
 
（四）及早就水平承諾人員類別議題擬定對策 
 
儘管若干已開發會員不斷呼籲，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之限制應予減少，但

可預期的是，在開發中會員較有利的人員類型未得到善意回應前，與商業據點連

結之模式四類型難有重大突破。是故，開發中會員對於人員類別的訴求，當是我

國主管機關深入研究的課題之一。 
   
為釐清開發中會員對人員類型之可能的主張，茲將渠等之建議及其學者

Sumanta Chaudhuri、Rupa Chanda等人所提出之模範承諾表草案版本圖示並分析

如下，俾供主管機關酌參： 
 

表 6-2:開發中會員對於水平承諾中人員類別之立場整理表 
 

      提案者 
人員類別 

印度等十四個開發

中會員 

Sumanta Chaudhuri等
人 

Rupa Chanda 

跨國企業內部調

動人員(ICT) 
●         ● ● 

商業訪客(BV) ●         —         ● 

技術及專

業履約者

(CSS-1) 

▲         ▲         ● 履約者 

(CSS) 

較低技術

及非專業

履約者

(CSS-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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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專業人士(IP) ● ● ● 

說明：三角形圖示代表該建議並未對履約者予以細分。 
資料來源：本文依據下列資料自行製表：WTO Doc.TN/S/W/14(3 July 2003)、Sumanta 

Chauduri et al., Moving People to Deliver Services: How Can the WTO Help? 6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238, March 2004)、Rupa Chanda, Movement and 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ssues and Proposals for the GATS 
Negotiations. (South Center working paper 19, May 2004) 

 
由表 6-2可知，除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及商業訪客外，履約者及與模式三

脫勾的獨立專業人士，應係開發中會員所矚目之焦點。首先，就履約者而言，以

Rupa Chanda教授將其依技術等級分為「具有專業技術者」及「較低技術及專業
者」二大類的作法尤其值得注意。此舉不但回應開發中會員對於中低技術人員輸

出的渴切；另一方面，為化解多數會員對藍領階級入境的疑慮，避免是類人員以

獨立身分入境後成為非法永久移民，又將是類人員與模式三連結，以利輸出國與

輸入國之監控。雖然，Rupa Chanda教授並未進一步對「較低技術」一詞予以界
定，此部分未來仍將成為開發中會員及已開發會員角力之所在，但此折衝二大陣

營利益的權宜方式，卻不失是新回合談判的一個重要起點。 
 
至於獨立專業人士，無論印度等十四個會員所提出之建議，抑或其學界之草

案，均將其納入新回合開放之範疇內，自由化的呼聲高響入雲，我國宜及早評估

開放後的利弊得失，擬定相關談判策略。 
 

（五）積極參與研商承諾表用語定義之統一 
 
模式四有關名詞欠缺統一定義，不但招致開發中會員不滿，亦係已開發會員

認為必須加以改革之處。我國承諾表雖大致將相關名詞作出界定，但如何與其他

會員進行諮商，以統一彼此間之用語，仍是新回合談判應努力的方向。因此，我

國宜積極參與自然人移動非正式小組之討論，該小組雖非WTO之正式組織，所
討論之議題亦不盡然正式提出於服務貿易理事會，然而，藉由廣泛的討論進行意

見交換，畢竟有利於我國掌握未來之發展趨勢22。 
 
（六）ISCO-88與W/120對照清單建立之建議 
 

1. 執行不易，推動阻力仍大 
 

                                                 
22 張新平，〈GATS自然人移動有關問題之探討〉，第四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發表論

文，國立政治大學商學院國際經貿組織暨法律研究中心與經濟部貿易調查委員會合辦，台北，2003

年 3 月 6日，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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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承諾表填寫所依據之W/120文件，係以服務項目為標準，至於其所對
應之人員職業別，則隨會員而異。為使個別服務項目之談判能順利開展，開發中

會員乃主張將 ISCO-88與W/120建立對照清單，藉由更細膩的分類方式，加速

個別部門之自由化。 
 
此構思立意固佳，惟執行上則是困難重重，舉例言之，現代社會的快速變遷，

數年後，勢將出現不屬於 ISCO-88內的新興職業類別，屆時，ISCO-88將難以滿
足實際需求。暫置社會變遷問題不論，即便連目前多數會員承諾表常見的「商業

訪客」及「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等，該分類亦付之闕如23。再者，會員採行

職業分類方式不盡相同，亦使整合工作推動不易。雖然，歐洲地區之職業分類方

式大致與 ISCO-88相同24，但美國所採之「人口普查職業分類系統」(Census of 
Population occupation system)卻明顯與 ISCO-88南轅北轍25。在WTO談判扮演舉
足輕重角色的美國，是否願意配合修正其分類方式，或許是此議題成敗的重要指

標。 
 
  2. 我國欲推動並非難事，惟應思考個別服務部門開放之問題 
 
我國現行職業分類標準即係參考 ISCO-88所制訂，故即便此建議得以落實，

執行面困難不大。然而，由於對照清單制訂之目的，乃配合個別部門開放談判之

進行，故主管機關擬定談判對策時所應考量者，應係此提案對我國是否有利，亦

即我國在何服務項目具有輸出之比較利益26，及對手國可能會提出要求開放者為

何等問題。 
 
（七）踐行公開化之義務 
 
公開化乃 GATS之基本義務，GATS前言即明白宣示：「冀望依公開化原則，

及漸進式自由化建立一以擴展此項貿易為目的之服務貿易規則之多邊架構」。為

使我國服務提供者亦可享受其他會員透明、公開化之利益，我國宜支持公開化之

建議案。 
 

                                                 
23 商業訪客及企業內部調動人員等雖可找出可能對應的 ISCO-88 類別（如第一大類的議員、資

深官員及經理人等），惟此仍須藉由解釋之方式，難免還是會發生內涵不清的問題。 
24 See OECD, supra note 16, at 41-42. 
25 Malcolm S. Cohen & Mahmood A. Zaidi, GLOBAL SKILL SHORTAGES 38-39(2002) 
26 論者根據央行之統計資料指出，我國自然人移動提供服務之方式，自 1990 年起雖已有成長，

但其速度不及外人在台之薪資所得。近年來大量引進外國專業人員及外籍教師，遂造成自然人移

動提供服務之貿易逆差。如就我國模式四出口方向觀之，則大多以台商派駐人員及專業人士前赴

中國大陸居多。經濟部商業司，《我國服務業在 GATS四種模式之現狀分析報告及溝通研討會》，

2003 年 12月，頁 26、2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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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者更指出以下三點踐行時應注意之事項27： 
 
  1. 公開之措施 
 
公開化之義務，不以第三條規定者為限，尚及於第四條增進開發中會員之參

與、第六條國內管制、第七條之認許、第八條獨佔及排他性服務提供者、第九條

商業行為、第十三條之政府採購及第十五條之補貼措施等。因此，凡模式四涉及

上述規範者，皆應履行公開化之義務。 
 
  2. e化之查詢單位 
 
資訊科技之快速發展，已使許多會員採行數位方式提供相關資訊。我國為建

立 e化政府，亦已逐漸將各項資訊於網際網路中公開。 
 

GATS雖未要求會員應以 e化方式達到公開化之目的，惟我國既已努力推動

e化政府，即宜於 GATS公開化方向進行落實。我國依 GATS第三條規定所設置
之查詢單位乃經濟部國貿局，其英文網站中之WTO Enquiry Point固可提供單一
入口連結至政府各單位28，惟其所提供者，仍係以有形商品、公司名稱查詢等服

務為主，至於查詢單位所應具備之國內規章資訊等輒付之闕如。按查詢單位所應

提供之資訊應為 GATS第三條第一項所定之「影響 GATS運作之所有措施及國際
協定」，而非「外貿情勢、貿易推廣」。因此，國貿局宜於其WTO Enquiry Point
中提供影響 GATS運作之所有措施及國際協定，俾落實公開化之目的。 

 
  3. 開放個人及公司行號查詢 
 

GATS第三條規定之查詢單位，僅開放與會員查詢，對於提供服務之自然人
及公司行號極不便利，新回合談判遂有已開發會員提出對私人開放之呼籲。我國

既已有網路查詢單位之設置，倘能強化其資訊及功能，則開放個人及公司行號查

詢應非難事。 
 
（八）國內管制應力求革新 
 
模式四係以自然人跨界移動之方式提供服務，此又以一定資格、證照之具備

為前提，是以，會員對於確保服務品質所為之國內管制，是否合理適當，乃是市

場開放外，另一層次的重要問題，影響外國服務提供者甚鉅。 
 

                                                 
27 以下參考，張新平，註 22，頁 31-32。 
28 經濟部國貿局網站，網址：http://ewto.trade.gov.tw/enquiry/enquiry.htm。(Last visited:16 Ma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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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國內管制乃 GATS重要之水平議題29，涵蓋服務項目極為廣泛，本文

實難詳列各產業之管制法令具體改革之方向，故僅參考學者之見解30，指出若干

重點，俾供各該主管機關於檢討相關規範以求管制革新時注意。如能確實做到以

下各項，實與模範承諾表草案對國內管制之要求相去不遠矣。 
 

1. 檢討之標準 
 
應以必要性測試(necessity test)、公開化及合理程序等三大標準，針對現行有

關模式四之法令進行檢討，茲分述如下： 
 

(1). 必要性測試 
 
係指應確保國內管制措施不致於較履行合理目標所必要者更限制貿易之供

給。合理目標如：消費者之保護、服務品質之維護、專業能力之確保、專業完整

性之呈現等。 
 
(2). 公開化 
 
除遵守 GATS第三條公開化之規定外，並應將發照要件及程序等事項公開

化。以單一窗口負責回覆其他會員對於證照、標準等之查詢。倘經要求，並應闡

明國內管制之合理目標及理由。當採行嚴重影響服務貿易之措施時，應於採行前

給予其他會員提出意見之機會，並確實考慮是否採納渠等之意見。 
 

(3).合理程序 
 

專業服務供給者之申請過程，應符合合理程序，確保申請過程之公正、公

平及公開。譬如核照條件應符合既定的、週所衆知的且客觀之要件；於收受申

請後，應立即確認收訖；於合理期間內告知審查之結果等。 
 
  2. 參考會計部門國內管制原則之相關規定 
 
一九九八年制訂之會計部門國內管制原則，雖僅係為確保會計服務之國內規

範應符合 GATS第六條第四項之要求，惟其對於公開化、核照要件、核照程序、

資格要件、資格程序及技術標準等項目，均有普遍適用之規定，足供其他服務項

目及服務提供模式之參考，故我國於檢討模式四之相關規定時，宜參考之。 
 
                                                 
29 關於 GATS第六條國內管制問題的詳細討論，可參考：Aaditya Mattoo & Pierre Sauvé eds., 
DOMESTIC REGULATION AND 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2003) 
30 以下參考，張新平，註 22，頁 32-33。 



                                     GATS自然人移動之重要議題及我國相關對策分析 

 6-19

（九）積極編製服務貿易統計資料 
 
服務貿易之統計數據建立不易，模式四尤其困難。然可預期者，未來的談判

之焦點，將由水平承諾人員類別之增加，逐漸轉移至個別服務項目模式四之開

放。因此，模式四相關統計資訊之建立，不但對我國經濟發展政策之擬定、服務

業能力之評估有所裨益，亦能使談判之進退有所依據。 
 
是以，建立服務貿易統計資料固然不易，但我國有關當局仍宜積極謀思解決

之道。學者指出，在建立過程中，主管機關應注意以下數點31： 
 

1. 服務分類需與 GATS分類接軌 
 
我國現有之服務統計資料，係以「服務行業」為分類標準，相對地，GATS

則係以「服務之行為」作為分類標準。由於一個服務業可提供多種服務之行為，

故依我國標準所建立之統計資料，仍無法適用於 GATS談判，遑論國家政策之擬

定及競爭力之評估。因此，根本之道，仍必須將我國統計資料之服務分類與 GATS
分類接軌，以利資料之分析與利用。 

 
2. 由簡入繁，由分散至集中 

 
服務統計資料由地區而論，可分為國內貿易統計資料及國際貿易統計資料，

前者之現成資料較多，宜先就此部分建立完整架構，俟熟稔後復就國際貿易之統

計資料進行建構。由資料層面而論，初期可建立服務貿易基本資料，再進一步建

立包括服務之生產、行銷、分配與貿易之全面統計資料。 
 
服務統計資料大多由相關主管機關掌握，倘能先由主管機關作成基本統計資

料，再交由行政院主計處彙整，不但較易推動，亦能符合我國統計制度兼採集中

制及分散制之現行模式。 
 
（十）群策群力共謀模式四之自由化對策 
 
自然人移動涉及之面向涵蓋貿易、勞工、入出境管理及移民等。如何在促進

貿易自由化之前提下，又不致影響我國人民之就業機會、社會秩序，及入出境管

制等，實屬難事。其性質之複雜多樣，絕非貿易主管機關一己之力得以解決。 
 
二００二年，WTO與世界銀行所舉行之研討會中，加拿大、美國、德國等

                                                 
31 以下參考，張新平，註 22，頁 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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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及勞工官員皆列席並發表意見32；二００四年，WTO及世界銀行(World Bank)
更邀請世界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針對自然人移
動之議題合辦研討會。模式四可能牽動之移民、國境管制等敏感問題，實已不言

可喻。 
 
是以，未來擬定談判對策時，勞委會、外交部及內政部等，實不應置身事外，

不但需積極參與相關討論，亦應表明渠等所關切之重點，甚至劃出其談判底線，

以避免日後窒礙難行，面臨撤回承諾之窘境。 
 

第三節 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文係以 GATS架構下之人員移動為研究之對象。閱讀文獻過程中，主張模

式四自由化之呼聲雖然不絕於耳，但鑑於多邊監控執行上的困難，及保留決策彈

性之考量，許多會員仍舊躊躇不前，繼續透過雙邊或區域協定引進外國人力者更

是大有人在。 
 
此類協定之運作方式為何、引進人員類型為何、入境期間之久暫，甚至監控

機制，不但可能牽動 GATS模式四談判之走向，更是我國未來洽簽類似協定之重

要參考。因此，GATS外之雙邊或區域協定的人員移動運作規則，該是下一個值
得深究的議題33。 

                                                 
32 加拿大，係由國籍及移民局(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CIC)下之貿易政策研究員 Paul 
Henry 出席；美國，由國際經濟學者 Howard R. Dobson 代表美國勞工部(US. Dept. of Labor) 參
加；德國，則由 Torsten Christen代表德國勞工部 (Germany Ministry of Labor) 列席。另外，南非
的內政部次長 Ivan Lambinon及部長顧問 Mario G.R. Oriani-Ambrosini等亦參與此次會議。關於

此等政府官員或智庫的相關意見，請參考：Aaditya Mattoo & Antonia Carzaniga, supra note 11, at 
211-238.  
33 關於區域組織之詳細討論，可參考: Julia Nielson, Labor Mobility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 supra note 11, at 93-113；至於會員以國內立法方式引進外國工作者，則見:Julia Nielson & Oliver 
Cattaneo, Current regimes for the Temporary Movement of Service Providers: Case Studies of 
Australia and United States, Id, at 113-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