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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環保補貼於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下之適法性 

由於環保補貼可能以 SCM 協定中各種補貼之類型出現，故本章將以

SCM協定為主，先介紹GATT/WTO補貼規範之發展，再逐一深入討論SCM

協定下「補貼」之認定及其要件、「禁止性補貼」與「可控訴補貼」之要

件及涵蓋範圍，及其與環保補貼之關係。接著分析當「不可控訴之補貼」

所依據之 SCM 協定第 8 條規定停止適用後，相關之補貼規範措施應如何

定位及運用，以避免遭到他國之控訴。最後討論環保補貼於 SCM 協定與

政府採購協定之關係。 

第一節   GATT/WTO之補貼規範發展 

補貼規範的發展，主要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47年GATT

之原始條款，第二階段為1974年至1979年的東京回合談判，第三階段則為

1994年烏拉圭回合談判至今，茲分別介紹如下： 

一、GATT1947年之原始條款85 

GATT在1947年成立時，原始條文對補貼之規範極為有限，僅有GATT

第6條、第16條與第23條等三條規定。第16條原只有一段補貼之條文，主

要目的係要求實施補貼之締約國告知締約國大會，而當一國所實施之補貼

對其他締約國造成嚴重損害（serious prejudice）或有受害之虞時，應與締

約國諮商（consultation）限制該措施之可能性。此一規範並未進一步規範

救濟方式，故性質上僅係自發性之條款。 

至1955年，增加處理有關「出口補貼」之議題，且進一步認定出口補

貼可能對其他出口國或進口締約國造成損害，故締約國除應儘量避免對初

                                                 
85 蕭堯仁，前揭註 3，12-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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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產品之出口實施補貼外，並須於1958年1月前停止對初級產品以外之產

品實施出口補貼，然而此一規定嚴重影響開發中國家運用補貼發展經濟之

政策，故僅有16個工業化國家與南聖路西亞接受此一規定，惟該條文中其

並未明文定義何謂「出口補貼」。 

GATT1947第6條規定則包含兩個部分，即對反傾銷稅與平衡稅之課

徵，規定補貼產品出口，致使進口國產業受到實質損害時，進口國得對該

產品課徵平衡稅。第23條規定處理締約國在GATT下之利益被剝奪或減

損，即當任一締約國違反GATT規範之補貼行為，如對出口之初級產品補

貼而損及另一締約國之利益，或因締約國怠忽其義務等原因，而導致GATT

所設定之目標受阻等議題之解決。原則上係以諮商之方式處理這些爭議，

惟在合理期間內，若未能有效地達成使雙方滿意之協議時，得將該案交與

GATT締約國大會處理，若經締約國大會調查而認定情況迫切且有必要

時，得授予締約國中止履行其依本協定對其他締約國之減讓承諾或其他義

務。 

二、東京回合談判86 

解釋與適用GATT第 6條、第 16條與第 23條協定 (Agreement on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rticles VI , XVI and XXIII of the GATT，以

下簡稱「補貼與平衡稅規約」) 係GATT 第七次多邊貿易談判－東京回合

（1973年至1979年）多邊貿易談判產生之多邊協議與規則。本規約的目的

在保證任何締約國不得使用補貼損害另一締約國的貿易利益，亦不得採用

反補貼措施阻礙國際貿易，以抑止日漸增加之補貼措施。 

就出口補貼而言，該協定第9條及第10條規定簽約國不得對若干初級

                                                 
86 同上註，13-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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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以外之產品給予出口補貼，簽約國並應遵守對初級產品出口補貼之若

干規範。然「補貼與平衡稅規約」在補貼的規範上仍未對補貼作定義，且

平衡稅的片面課徵機制亦可能引發爭議；另外，有關國內補貼的規範依然

十分缺乏，此規約雖能減少出口補貼的灰色地帶，但功能上仍嫌不足87。 

整體而言，「補貼與平衡稅規約」在爭端解決程序上有建設性的進展，

但在補貼規範方面卻較有限。如國內補貼方面，該規約規定締約國同意其

「應尋求避免」透過補貼造成其他締約國產業之損害，使其他簽約國在

GATT下直接或間接所獲得之利益遭受剝奪或減損，甚至嚴重危害其他簽

約國之利益。在法律上，「應尋求避免」之拘束性仍為有限。 

再者，由於「補貼與平衡稅規約」本質上為附屬協定(Side Agreement)，

在締約國得以自由加入的情況下，原本功能已受侷限，而已開發國家又動

輒使用平衡措施作為保護國內產業的工具，所以在GATT時代國際補貼規

範並無法有效建立與落實88。 

三、烏拉圭回合談判-- SCM 協定之介紹89 

在烏拉圭回合談判中，鑑於之前在東京回合之補貼規範未盡切合可

行，締約國均認為建立明確之國際補貼規範有其必要性，故在烏拉圭回合

（1986年至1993年）談判中，訂立了自1995年生效實施的「補貼及平衡措

施協定」（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以下簡稱

SCM協定），該協定共分為11章，有32條以及7項附件，為目前世界各國

對補貼措施的共同協定。其主要完成的工作項目如下90： 

                                                 
87 蔡英文，前揭註 44，155 頁。 
88 William K. Wilcox, GATT-Based Protectionism and the Definition of a Subsidy, 16 B.U. INT'L L.J., 

150-151 (1998). 
89 蕭堯仁，前揭註 3，15 頁。 
90 Gary N. Horlick & Peggy A. Clarke, WTO AND NAFTA RULES AND DISPUTE RESOLUTION: 

SELECTED ESSAYS ON ANTIDUMPING, SUBSIDIES AND OTHER MEASURES, 21 (Camer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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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義補貼及計算補貼額度時所必須遵守之準則。 

2、明確禁止出口補貼，並適用於開發中國家。 

3、明確訂定有關嚴重損害條款（serious prejudice provisions），並以

多邊機制（multilateral mechanism）取代片面採取國內法課徵平衡

稅91。 

4、創設不可控訴的補貼。 

5、為平衡稅的課徵與調查程序建立較明確之規範。 

目前在WTO架構下之SCM協定，較以往GATT架構下之補貼協定有相

當幅度之修訂與補充，並更加明確且透明92。美國評論家Rosenthal93對SCM

協定有正面之評價：「SCM協定對那些熱衷於提供其國內企業幫助之政

府，提供了實質、清楚的規範，究應如何給予補貼，方不致被課徵平衡稅

94」。根據SCM協定，可建構出1999年年底前之補貼架構（圖一）和2000

年後之補貼架構（圖二）。基本上，SCM協定僅適用於由政府或公立機構

（public body）對企業或產業所提供之財務補助，且使其產生利益之特定

性措施。依其性質之不同，SCM 協定又將補貼進一步分為三種類型，即

禁止性補貼、可控訴補貼及不可控訴補貼。本文將於本章第二節以下詳細

說明之。 

圖一  SCM協定於1999年年12月31日前之補貼架構95 

                                                 
91 David W. Leebron, An Overview of the Uruguay Round Results, 34 (11) COLUM. J. TRANSNAT'L L., 

22 (1995). 
92 William K. Wilcox, Supra note 88, at 151-152. 
93 Paul C. Rosenthal,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SPEAKS, 142-143 

(1992). 
94 原文 “The SCM Agreement essentially provides a clear statement to [those] governments interested 

in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eir industries as to how to do so without being subject to countervailing 
duties.”  

95 改編自牛惠之，《WTO 之 SCM 協定之發展與重要議題》，進口救濟法制論叢，21 期，34 頁。

民國 91 年 12 月附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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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SCM 協 定 於 2000 年 後 之 補 貼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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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杜哈發展議程 

在烏拉圭回合談判結束時，貿易救濟的相關協定已在WTO架構下逐步

建構完成。然而經過數年之實務運作，WTO會員認為此等規範仍有許多尚

待調整與釐清之處，因此，當進入新回合談判時，WTO會員便提議要求釐

清並完善既有的補貼規範。同時，由於近年來國際環保意識抬頭，故補貼

議題，尤其係漁業補貼，便成功地被納入WTO杜哈發展議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96。 

WTO第四屆部長會議於2001年11月間在卡達舉行，會中通過「杜哈發

展議程」，正式展開新一回合的多邊貿易談判。為有利於多邊談判工作之

進行，總理事會決議設立「貿易談判委員會」（Trade Negotiations Committee）

負責推動談判工作之進行。於2002年展開的杜哈回合談判，除了農業及服

務業等議題持續進行之外，也特別成立「規則談判小組」(Negotiating Group 

on Rules)，針對包含反傾銷、補貼及平衡措施、區域貿易協定等議題開始

進行談判，並規定談判時程97。 

依照原先的談判時程，在2003年9月於墨西哥坎昆(Cancun)召開之

WTO第五屆部長會議前，在第一階段中規則談判小組先聚焦於會員認為待

釐清或改善之議題。原預計於坎昆部長會議進行盤中清點後，隨即進入第

二階段之實質談判。然而該次部長會議因各會員立場差異過大而宣告失

敗。在美國及歐盟大力奔走之下，加上各會員亦體認到杜哈發展議程談判

之成敗攸關WTO未來發展甚鉅，經多方折衝努力後，談判於2004年3月重

新展開。規則談判小組持續進行各項議題實質內容的談判，如反傾銷、補

                                                 
96 吳柏寬，WTO 杜哈發展議程補貼議題談判進程與展望。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民

國 93 年 11 月，請參見：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75557（最後瀏覽日期：

民國 95 年 1 月 15 日）。 
9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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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暨平衡措施（含漁業補貼）等議題，並將結果通知貿易談判委員會，目

前已就釐清反傾銷協定與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達成部分共識98。 

WTO會員於2005年12月於香港舉行之WTO第六次部長會議，繼續進

行各項議題之談判。然而於各會員發表之「香港宣言」中，補貼方面，僅

對農產品出口補貼達成突破性的折衷協議，以歐盟所提之版本，已開發國

家同意於2006年取消對棉花之出口補貼；且設定2013年為終止所有農產品

出口補貼之最後期限。有鑑於補貼議題具有相當之技術性，WTO秘書長

Pascal Lamy希望日後的談判進程，會員能夠積極提出相關修正文字之提

案，努力於2006年完成杜哈回合之談判99。 

第二節  SCM 協定下之補貼要件及認定 

WTO 之補貼暨平衡措施制度係以 SCM 協定為其法律依據，目的在統

一各國之相關補貼與平衡稅制度，使國際間共同適用一套公平、合理的規

範，以調和自由貿易與產業保護二者間之衝突。 

依照 SCM 協定，補貼之要件有三，即政府財務補助、企業因而受有

利益、補貼須具有特定性，以下深論之： 

一、 政府財務補助(financial contribution)： 

依據 SCM 協定第 1.1 條規定：「就本協定之目的而言，如有下列情況

應視為有補貼之存在：(a)(1)在該會員領域內之政府或公立機構提供財務協

                                                 

98 同上註。 

99 請參照香港電台，世界貿易組織「香港部長級會議」，網頁：

http://www.rthk.org.hk/special/wto2005/inf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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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或(a)(2)政府或公立機構實施 GATT1994 第 16 條所指任何形式之收入

補助或價格支持。」簡單地說，即指政府授予利益給企業。 

該條更進一步規定「財務補助」為下列四種情形： 

1. 政府措施涉及資金（例如補助金、貸款及股本挹注）之直接轉移，

資金或債務可能之直接轉移（例如貸款擔保）。 

2. 政府放棄或未催收應繳納之稅收（例如租稅抵減之財務獎勵）。 

3. 政府對一般基礎設施外之商品或勞務的提供，或收購商品。 

4. 政府支付募集基金之機構，或委託或指示私人機構執行前述1.至3.

項所列通常應由政府執行之一種或多種功能，且其做法與政府無實

質差異者100。 

WTO 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曾在加拿大控告巴西

航空器補貼一案（以下簡稱「巴西航空器補貼案」）中，對「財務補助」

此一要件做出解釋。其認為補貼之存在並不需要政府已確實完成資金之直

接移轉或可能之直接移轉，只要事實上存有此一資金移轉之慣例（practice）

即可101，是否已確實移轉資金與補貼之判定兩者關聯性不大。 

該小組報告另提及，政府資金之可能直接移轉，只要政府措施引起利

益（benefit）即可，不問給付是否隨後實際發生102。惟此一主張遭該案上

訴機構裁決所批評，其認為小組報告將「財務補助」與「授予利益」混為

一談，兩者應為補貼之獨立分開要件103。 

承第二章所述，本文將國內環保補貼之形式區分為專款補助、租稅獎

                                                 
100 SCM Art.1.1 (a) (1) (i)-(iv). 
101 Panel Report on Brazil - Export Financing Program for Aircraft, WTO Doc. WT/DS46/R, 

para.7.13 (1999). 
102 See id. paras. 7.68-7.70. 
103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Brazil - Export Financing Program for Aircraft, WTO Doc. 

WT/DS46/AB/R para.157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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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融資協助與行政輔導。所謂專款補助係指政府提供資金從事有利於環

境之活動，一般而言，專款補助措施符合SCM協定第1.1條(a)(1)(i)款補助

金之直接轉移規定，而廣義之專款補助亦包含藉由政府採購相關法規，規

定相關機構應優先購買環保商品或再生用品等，並允許一定比例之價差，

以給予個人或廠商利益之補貼方式104，以及藉由保價收購方式獎勵相關業

者105，則符合第1.1條(a)(1)(iii)後段政府收購商品之規定；而租稅獎勵之補

貼方式包括加速折舊、租稅抵減或免除等，符合SCM協定第1.1條(a)(1)(ii)

款租稅抵減之財務獎勵規定；融資協助之補貼方式包括政府提供低利貸

款、分期貸款、信用保證等協助，符合(a)(1)(i)款以貸款方式之政府資金直

接移轉或債務直接移轉之規定；而行政輔導因需要由政府編列預算，結合

研究單位提供廠商技術指導，亦涉及政府資金之可能移轉，符合第1.1條

(a)(1)(i)之規定。 

二、 企業受有利益(benefit)： 

SCM 協定第 1.1 條（b）款規定：「因而有利益之賦予者。」政府提供

財務補助，必須企業因此獲得利益，始得構成補貼。 

SCM 協定並未定義何謂「利益」，一般來說，係指政府提供資金，使

企業在財政上，相較於未受政府協助，立於較優勢之地位106。巴西控告加

拿大航空器補貼案（以下簡稱「加拿大航空器補貼案」），上訴機構裁決亦

採相同之見解，認為授予利益之考量重點在於：相較於原未受利益時之市

場地位，接受利益者是否獲得更大之優點與利益；即應以未接受利益時之

市場地位作為比較之基準點（benchmark），來判定接受利益前、後之獲利

差異；從市場地位之角度，使其所受利益成為具體化之概念107。美國棉花

                                                 
104 如我國「政府採購法」第 96 條與「資源回收再利用法」第 22 條之規定。 
105 如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條例」第 8 條之規定。 
106 Gary N. Horlick & Peggy A. Clarke, supra note 90, at 21-28. 
107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Canada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Export of Civilian Aircraft, WTO Doc. 

WT/DS70/AB/R para.157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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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一案亦同此見解108。 

此外，通常利益之提供與政府資金之付出一致，但理論上兩者亦可能

有差異。加拿大航空器補貼案之上訴機構認為，當企業所受利益與政府之

財務補助兩者價值不一時，補貼額度之計算應以「企業所受利益」為準，

而非以政府（授予利益者）之角度為出發點109。此亦呼應前段所述，授予

利益應以受有利益者接受財務補助前、後之市場地位差異作為基準。例

如，政府無償提供企業某項服務，惟政府提供該無償服務之成本，高於企

業原本自市場上獲得該服務之費用；此時，企業得以免除原應支付該項服

務之市價，即為所受利益。 

「加拿大航空器補貼案」亦為「財務補助」與「授予利益」定一明確

之區分標準：前者著重政府所採之「具體措施」，而該具體措施提供財務

補助；後者則站在受益者的角度，衡量其未接受政府補貼措施前、後之利

益差異。兩者為判定標準之個別要件，不可混為一談110。 

三、 補貼需具特定性(specificity)： 

依據 SCM 協定第 1.2 條規定：「前項所界定之補貼，僅有在其係屬第

2 條所規定具有特定性之補貼，始受本協定第 2 篇之規範；或受本協定第

3 篇或第 5 篇之規範。」參酌本協定第 2 篇係規範「禁止性補貼」，第 3 篇

係規範「可控訴補貼」，第 4 篇係規範「平衡稅之課徵」，故除「不可控訴

補貼」以外之補貼，均須符合特定性之要件。亦即，若政府所提供之利益

係一般均可獲得者，如道路、橋樑、政府維持治安等等所帶來之利益，較

不涉及國際貿易競爭，則其他國家不得就其有任何異議；且必須政府所提

供之利益係針對特定企業或產業，其利益始構成禁止性補貼或可控訴補

貼，方可對其課徵平衡稅。 

                                                 
108 Panel Report on US - Subsidies on Upland Cotton, WTO Doc.WT/DS267/17 para. 7.116 (2004). 
109 WTO, supra note 107, paras.153-154. 
110 WTO, supra note 107, para.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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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而論，「特定性」原非 SCM 協定下補貼之構成要件，而僅係用來

限縮可課徵平衡稅補貼之範圍，不具備特定性之補貼被歸類為「不可控訴

補貼」111，故特定性可作為判斷各補貼類型之關鍵。惟依 SCM 協定第 31

條規定，2000 年第 8 條、第 9 條停止適用後，「不可控訴補貼」類型不復

存在，SCM 協定僅剩「禁止性補貼」與「可控訴補貼」類型，而依照上述

SCM 協定法條之解釋，禁止性補貼與可控訴補貼皆須具備特定性要件，故

「特定性」即可視為決定補貼措施是否適用 SCM 協定所必須考慮之因素，

亦是履行通知義務時應考量之條件。 

SCM 協定之所以要求補貼措施需具有特定性，主要是因為具特定性之

補貼措施會對國內產業形成差別待遇，因而導致某些產業有發展或競爭上

之優勢，進而得於國際貿易取得較有利之地位。而補貼之規範主要即係針

對一國政府不當地對特定廠商或產業提供人為之競爭優勢，使他國國內廠

商或產業受到不公平的競爭，扭曲生產與貿易；再從經濟學的角度來看，

具特定性之補貼亦會造成整體資源的不當配置以及扭曲市場機制，故需加

以規範112。 

SCM 協定認定「特定性」之四個標準如下113： 

1. 法律上之特定性（de jure specificity）： 

法律上特定性是指從法律規章之條文文義，或從實施補貼計畫之適格

條件規定，來判斷補貼措施適用對象之限制。當提供補貼之政府機關或該

機關運作所遵循之立法，明確限定該補貼僅適用於某些廠商或產業者，該

補貼應屬特定之補貼114；相反地，若提供補貼之政府機關或該機關的運作

                                                 
111 SCM Art.8.1. 
112 WTO, PartⅡof Draft Guidelin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pecificity i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Amount of a Subsidy Other Than an Export Subsidy, submitted by the Group of Experts 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Amount of a subsidy on 25 April 1985(SCM/w/89). MTN.GNG/NG10/W/4, 
p.101, 28 April 1987. 

113 顏慶章、蔡英文主編，《國際經濟法規彙編》（下冊），五南圖書，1441 頁。初版，民國 80 年

6 月。 
114 SCM Art.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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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遵循的立法，訂有接受補貼之適格性、補貼金額之客觀標準及條件115

時，則該補貼無特定性。惟該適格性須係自動給予，且補貼金額之標準及

條件須嚴格受遵守者為限。該等標準或條件，應以法律、行政規章或其他

官方文件明定之，以資查證116。 

SCM 協定第 2 條界定「特定性」之用語為「特定針對廠商或產業，或

是特定針對某些廠商或產業（specific to an enterprise or industry or group of 

enterprises or industries）」，其係參酌美國貿易法過去對國內補貼之定義

而來，但用語有些微不同。美國法規定之方式係「針對特定廠商或產業，

或是針對特定某些廠商或產業（to a specific enterprise or industry, or group 

of enterprises or industries）」。這項些微之文字差距，使得美國法曾有「特

定」一詞究竟係僅修飾前面之「個別廠商或產業」，還是亦同時修飾後面

之「某些廠商或產業」之爭議117。 

而從 SCM 協定所用文字則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特定性」一詞係同

時修飾一家廠商、一種產業、或是多家廠商、多種產業實施之補貼。故由

上述文字可推知，所謂之「特定性」，主要係從廠商或產業所屬之經濟部

門，亦即由「產業別」來判斷該項補貼是否集中在一國特定之經濟部門。

若政府之措施適用於所有產業118或係對三級產業中之其中一種產業提供

補貼，例如製造業，概念上過於廣泛，則不應被視為特定性補貼，不在 SCM

協定之適用範圍內；但若係對製造業下某特定種類之產業提供補貼，例如

紡織業，則應被視為特定性補貼。以我國情況而言，對現有製造業項下 21

項產業其中某單一產業提供之補貼，即應被視為具特定性之補貼119。 

                                                 
115 依 SCM 協定註 2 解釋，所謂客觀標準或條件，係指中性，不偏向某廠商，具有經濟之性質

且可普遍適用者，例如以員工人數或廠商規模為準。 
116 SCM Art.2.1 (b). 
117 曾更瑩，《特定性要件於補貼規範之適用》，77-78 頁。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民國 84 年 5 月。 
118 包括農業、工業與服務業等。 
119 中華經濟研究院，請參見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fileviewer?id=1827（最後瀏

覽日期：民國 95 年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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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於，「特定性」之實際認定可否歸納出一個具

體之標準，以便政府採取補貼措施時參考。本文認為 SCM 協定之註 2 應

可視為重要之參考準則，SCM 協定第 2.1 條（b）款規定非特定性之補貼，

需在立法上有客觀之標準或條件，而其註 2 補充解釋，所謂「客觀標準或

條件」，係指中性、不偏向特定廠商而不利於其他廠商，具有經濟之性質

且可普遍適用者，例如以員工人數或廠商規模為準。本文主要討論之環保

補貼，若對所有可能產生污染問題之廠商或產業皆提供補貼，符合中性原

則且具有經濟之本質；又只要係符合此經濟屬性之企業，均可獲得補貼，

並未偏向特定之廠商或產業，依此標準判定，即應被視為不具特定性之補

貼。 

有關法律上特定性之案例，由於特定性之用語係參酌美國貿易法而

來，且美國亦係全世界提起補貼調查案最多的國家，故於此舉美國對特定

性補貼之認定為例說明。構成特定補貼者，如美加生猪肉案(Live Swine 

from Canada)，美國商務部國際貿易局（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以下簡稱 ITA）認為加拿大英屬哥倫比亞區所實施之猪肉業者所得維持計

畫(British Columbia Farm Income Insurance Plan-Swine Producer’s Farm 

Income Stabilization Program)，在其實施所依據之法律規定之指導原則中，

本身即限定可接受補貼之農家，為生產其計畫表上所列舉之產品之農家，

故該計畫本身即具特定性120。 

而不具備特定性者，如美墨平板玻璃案（Unprocessed Float Glass From 

Mexico），該案涉及一項由墨西哥政府與墨西哥銀行設立，而由其境內之

信用機構執行之風險承擔信託基金(Trust Fund for Coverage of Risks)，是否

為特定性補貼之問題。該基金規定，所有墨西哥公司若負有登記過之外債

者，可以一定之價格，購買足夠數量之美元，並向該基金貸款償還。而此

貸款之適格對象，為所有墨西哥境內有外債問題之企業，並未限制產業

                                                 
120 曾更瑩，前揭註 117，1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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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ITA 認為其範圍很廣，不具特定性121；又如美國 2000 年持續傾銷與補

貼抵償法案（the 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又稱為 Byrd

修正案），美國抗辯時主張，特定性之分析須被補貼方案整體實行判斷，

不能僅針對個別之給付行為，而 Byrd 修正案規定美國政府將上一年度徵

收的反傾銷稅與反補貼之平衡稅，按照比例分配給受影響之國內相關廠

商，即所有提起反傾銷或補貼控訴之廠商，並未特別嘉惠特定廠業或廠

商，故為不具備特定性之補貼122。該見解亦被小組及上訴機構所採納。 

2. 事實上之特定性（de facto specificity）： 

由於政府可能為規避特定性要件之要求，特意於立法時隱藏其欲補貼

特定廠商或產業之意圖，改以不限制其適格條件或設立中立客觀標準之規

定方式規範之。故若一項補貼計畫之立法或實施標準不構成法律上特定

性，但若其施行後，事實上僅有特定產業或廠商可得該補貼計畫之利益，

則仍應被認定為特定之補貼。總而言之，SCM 協定主要規範之對象，係可

能造成扭曲貿易及經濟效果之一切補貼措施，其立法上如何規範，僅是判

定之標準之一而已。 

事實上之特定性規定於 SCM 協定第 2.1 條（c）款，該條款提供四項

事實上特定性之判斷標準，當提供補貼之政府機關或該機關的運作所遵循

的立法，表面上符合公平客觀原則，但若一、有限定數目之特定廠商或產

業得利用該補貼；二、特定廠商或產業為該補貼主要使用者；三、以不成

比例的大筆資金補貼特定廠商或產業；四、授予補貼與否係由政府以行使

裁量權的方式為之時，則此種補貼具備事實上之特定性。惟認定時，應考

慮政府轄區內經濟活動多元化的程度及已施行補貼計畫時間的長短。 

上述 SCM 協定並未規定此四種標準之判斷順序，亦未規定認定時應

四種標準皆予以考量，或僅需符合一種標準即可。於美國法上，ITA 制定

                                                 
121 同上註。 
122 WTO Doc. WT/DS217/R WT/DS234/R, para. 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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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Proposed Rule 中，亦有四種類似之判斷標準，係 ITA 過去實務解釋原

則之明文化，作為處理個案之依據。美國學者認為此四種標準在調查時有

優先排列之順序，亦應先調查使用補貼廠商或產業之數目；若使用補貼之

廠商為數不少，在判斷其中是否有利益為某特定廠商或產業使用之情形，

或補貼之授予在各廠商或產業間不成比例，而其中有廠商接受大筆金額

者；最後若仍無法認定，即考慮政府行使裁量權之行為。至於是否四種標

準皆須判斷且有肯定之結果，才能決定補貼是否具有特定性，ITA 於美加

軟木案 (Certain Softwood Lumber Products from Canada)中表示不需要考量

全部之標準，僅需滿足其中一種標準，即可判別補貼之特定123。 

由於 SCM 協定對上該疑問並無具體明文規定，會員間亦無對此進行

討論，可能須靠日後 WTO 實務運作，由個案累積出判決先例原則；或由

有權機關做出解釋；或增補該法條規定，方得定論。目前此部分之適用委

諸各國自行判斷，各國得自行決定上該標準之採行及判斷順序124。 

有關事實上特定性之案例，如美國巴西碳鋼產品案（Carbon Steel 

Products from Brazil），巴西政府控制鐵礦之價格在國際市場價格之下，ITA

認為，雖然鐵礦之低價立法上係對巴西境內所有產業提供，但鋼鐵業者係

鐵礦此項原料之主要使用者，其受惠亦最大，故此種對鐵礦價格控制以提

供低價原料之補貼，具有事實上之特定性125。承上可知，事實特定性似可

用理論之推論判斷之。 

3. 擬制上之特定性（deemed specificity）： 

凡是屬 SCM 協定之禁止性補貼，皆擬制為具備特定性質的補貼126，

無需控訴國舉證。 

                                                 
123 曾更瑩，前揭註 117，111-112 頁。 
124 同上註。 
125 同上註。 
126 SCM Art.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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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理上之特定性（geographical specificity）： 

提供補貼之政府機關或該機關的運作所遵循的立法，明確限定某補貼

僅適用於特定地理區域之廠商或產業127，即屬之。 

特定性要件對於 SCM 協定之補貼規範十分重要，因為經濟學家在作

經濟分析時發現，若國內補貼不具備特定性時，對於國內生產資源並不會

產生往特別方向引導之作用128，亦不會造成某種貨品比較利益之增加。故

定義補貼時，必須加入特定性要件之檢驗，以掌握並有效規範對貿易有扭

曲效果之補貼措施。 

第三節  「禁止性補貼」之規範與環保補貼之關係 

第一款  禁止性補貼之種類及要件 

禁止性補貼（prohibited subsidies）因嚴重破壞全球貿易的自由競爭及

公平性，是各種補貼之中，對貿易產生最大扭曲作用的補貼方式，而其中

又以「出口補貼」及「以購買國內產品為條件之補貼」最為顯著。就禁止

性補貼而言，不論實施補貼之國家就其補貼之效果是否影響到其他國家之

利益，均一律為 SCM 協定明文所禁止，蓋「出口補貼」及「以購買國內

產品為條件之補貼」在前提上已經被認定足以造成生產及貿易上之扭曲作

用，而必然會對其他國家之利益造成影響，不待另行證明129。出口國對其

產品、廠商或產業進行禁止性補貼者，進口國得對之控訴並課徵平衡稅。 

SCM 協定第二部分規範禁止性補貼，以下分別就SCM協定所規定之

兩種禁止性補貼及其救濟方法、修法建議加以說明： 

                                                 
127 SCM Art.2.2. 
128 Gaisford, Mclachlan, Domestic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 The Treacherous Ground of the Level 

Playing Field, 24 JOURNAL OF WORLD TRADE, 61 (1990). 
129 William K. Wilcox, supra note 88, 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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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口補貼130 

出口補貼有以下兩種可能： 

（一） 法律上(de jure)以出口實績為條件： 

法律上以出口實績為條件者係指以法律或行政規章將補貼之授予及

出口表現加以連結。在加拿大汽車措施補貼案（Canada-Certain Measures 

Concerning the Automotive Industry）中，上訴機構認為「法律上以出口實

績為條件」此要件僅需於相關法律、行政規章或法律文件中，有文字得證

明，或以該文字為基礎，得表明該補貼措施係以出口實績為條件者，隱含

有法律上以出口實績為條件之意思，即構成之131。 

（二） 事實上(de facto)以出口實績為條件： 

若有事實證明補貼之提供雖未以出口表現為法定條件，但事實上與實

際或預期之出口或出口盈餘有密切關係，即符合本項標準。不應僅認為對

出口事業所予補貼之事實，方構成本規定所指之出口補貼132。 

美加航空器補貼案之上訴機構認為，「以出口實績為條件」係第3.1

條判斷之關鍵，判斷補貼與出口實績間之關係，必須考量案例事實的整體

環境、各項因素、事實上各項證據等等，並無一個明確之審查標準，而需

依個案作廣泛之檢驗與認定133。另外，澳洲汽車皮革補貼案 (Australia- 

Subsidies Provided to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Automotive Leather)之小組

亦認為，判定一項補貼措施是否違反WTO規範時，需考量該補貼措施之所

                                                 
130 SCM Art.3.1 (a). 
131 陳怡蓁，《中國匯率制度引發之國際經貿爭議研究》，24 頁。國立政治大學國際貿易所碩士論

文，民國 94 年 7 月。 
132 SCM 註 4。 
133 WTO, supra note 107, para.169-171. 



 67

有事實、性質、運作、結構及提供之環境，不得逕以排除任何補貼之相關

事實與要素134。 

在解釋 SCM 協定註釋 4「事實上以出口實績為條件」之概念時，美加

航空器補貼案之上訴機構提出了三項要素135： 

1. 授予補貼之條件 

第一個要素是政府是否以事實上出口實績作為授予補貼之條件。因

SCM 協定之義務係加諸於會員之上，第 3.2 條所禁止的行為是會員（政府）

不得授予補貼，並非規範企業接受補貼之行為，故不需考量受益者接收補

貼是否有正當理由136。 

2. 補貼與出口實績之間密切關係 

第二個要素是「密切關係」之證明。在 SCM 協定註 4 中，因「補貼

之提供」與「實際上或預期之出口或出口盈餘」兩詞緊密相連，故必須證

明(demonstrate)「補貼之提供」與「實際或預期之出口實績」間存有依賴

關係、因果關係，此亦是 SCM 協定註釋 4 之法律判斷核心，單純授予補

貼而其後有出口實績之發生，尚不足已表明兩者間之密切關係137。 

3. 需有客觀證據證明有預期之出口實績 

雖 SCM 協定註釋 4 提及「預期之出口或出口盈餘」，惟並不當然將

「以….為條件」此一標準轉換為「以政府之預期出口或出口盈餘」為標準

即可，必須有具體、客觀之證據證明有預期之出口實績。 

                                                 
134 Panel Report on Australia - Subsidies Provided to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Automotive Leather, 

WTO Doc. WT/DS126/R paras.9.56-9.57 (May 25, 1999). 
135 陳怡蓁，前揭註 131，23-24 頁。 
136 同上註。 
13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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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切關係」是否等同於「若無…則否」(bur for)之關係，在「加拿大

航空器補貼案」小組報告及上訴機構裁決均有所闡釋。該案被控訴國加拿

大主張：「補貼之提供」與「預期之出口」兩者間密切關係之證明，必須

符合「若無預期之出口，則政府將不授予補貼」關係。控訴國巴西則主張：

「密切關係」僅需該接受補貼之產業為「出口導向」(export-orientation)即

可。小組報告認為：可將「密切關係」等同為「若無…則否」之關係，只

要企業如無預期之出口或出口盈餘，政府即不予以補助，即構成「密切關

係」。惟上訴機構認為，小組報告全面考量所有事實因素來判斷「密切關

係」之有無，雖值得肯定，但小組報告以「若無…則否」關係來衡量「密

切關係」，將增加條文所無之限制，蓋 SCM 協定註釋 4 並未明文規定需符

合「若無…則否」之關係138。 

（三） SCM協定附件一(Annex I)出口補貼例示表 

SCM協定附件一列出重要之出口補貼項目，包括直接補貼 (direct 

subsidy)、通匯獎勵(currency incentive)、運輸補貼(transport subsidy)、貨品

或服務之優惠提供(preferential supply of goods services)、直接稅責任之減少

(reduction of direct tax ability)、間接稅之減免(exemption or remission of 

indirect tax)、進口稅之減輕或退還（remission or drawback of import 

charges）、出口信用保證與出口信用保險 (export credit guarantee and 

insurance)、出口授信(export credit)等。 

惟該清單究屬例示或列舉性質，過去曾引起廣泛討論，目前通說認為

係屬「例示性質」。1959年GATT締約國成立補貼協定工作小組討論

GATT1947第16條補貼規範，並於1960年同意該條第4段所列清單非屬列舉

性質。其後，1979年東京回合簽定之補貼及平衡稅規約第9條第2項宣示該

                                                 
13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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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為「例示性」(illustrative)。惟烏拉圭回合協商時，日本及加拿大代表

則認為，該清單包含所有出口補貼措施，應屬定義性且詳盡論述之列舉

139；本文亦同意此觀點，認為既然附件一（f）款規定有「概括條款」，則

應已足以涵括所有之出口補貼項目，宜認為其性質為列舉，以避免規範不

明確；惟美國、歐盟及澳洲代表則擔憂，如將其視為列舉性質，恐無法避

免會員更改補貼措施名稱而行補貼之實，故傾向認定該清單為例示性質，

且具開放性，使會員保有再增加出口補貼項目之權利。 

二、 進口替代補貼140： 

以購買或使用國內產品為條件而提供廠商補貼者，即為此種進口替代

類型之補貼。例如若一國補貼政策之相關法令規定「購買國內產品之廠

商，得獲得稅捐減免之優惠；若購買進口產品之廠商，則無法獲得相同之

優惠」；或規定「購買國產防治污染設備之廠商，得獲得稅捐上之一定優

惠待遇，而購買進口防治污染設備之廠商，則無法獲得相同之待遇」，均

屬此種類型之補貼。 

進口替代補貼雖係國內補貼，並不涉及出口，但其使國內廠商為獲得

租稅上之優惠，將優先考慮購買國內產品，導致進口產品在該進口國之銷

售產生不利的影響，造成不公平競爭之情形，故 SCM 協定明文禁止此種

「以購買國內產品為條件」之補貼。嚴格而論，此種措施在 GATT 之規範

下，同時也違反 GATT 第 3.4 條之規定，因為第 3.8 條（b）款係規定會員

得僅給於國內廠商補貼，而不給予外國廠商補貼；而進口替代補貼係透過

補貼之方式，致使進口產品於進口國受到不利、歧視之地位，兩者情形不

同141。此種透過補貼之運作而歧視進口產品之方式，並不屬於第 3.8 條（b）

款例外規定之範圍，故縱使 SCM 協定未將之列為禁止性之補貼，在 GATT

                                                 
139 同上註，25 頁。 
140 SCM Art.3.1 (b). 
141 羅昌發，前揭註 82，4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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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條下此種措施亦受嚴格禁止。 

第二款 禁止性補貼之救濟方式 

會員若有理由認為其他會員授予或維持禁止性補貼，得檢附證據請求

該會員協商，協商應以澄清事實及達成解決方案為目的，若提出協商請求

後 30 日內未能達成解決方案時，協商會員得將該案提交 WTO 爭端解決機

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以下簡稱 DSB）處理，DSB 得成立爭端解決

小組142，而小組得請求常設專家團(Permanent Group of Experts)，協助判斷

系爭補貼是否為禁止性補貼143。若經小組認定系爭補貼為禁止性補貼，DSB

應建議補貼國立即撤銷或停止該補貼144；若爭端當事國不服小組之決定，

得就小組的決定提起上訴，上訴機構就該案所作之決定即為最終結果。原

則上 DSB 應接受小組或上訴機構的判決結果。補貼國若不遵守 DSB 立即

撤銷系爭補貼之建議，控訴國得請求 DSB 授權採取適宜的對抗措施145。 

第三款   禁止性補貼與環保補貼之關係 

承第二章與本章前款所述，環保補貼係指促進環境保護、對環境有正

面影響之各種優惠或獎勵措施；而禁止性補貼係指一切與出口密切相關，

可能會嚴重破壞全球貿易自由競爭及公平性之補貼措施，包括「出口補貼」

及「進口替代補貼」，理論上可能出現同時具備上述兩者要件，即涉及出

口之鼓勵，但對環境有正面影響之補貼措施，但實務上是否有可能出現此

種禁止性之環保補貼措施呢？若存有上述補貼，則應如何規避被他會員控

訴呢？ 

 

                                                 
142 SCM Art.4.4. 
143 SCM Art.4.5. 
144 SCM Art.4.7. 
145 SCM Art.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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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保出口補貼 

由於本文對環保補貼之定義並不以「對我國境內之環境」有利者為

限，若可促進外國環境改善之補貼措施，亦屬本文討論之範疇。故於出口

補貼方面，若政府以環保產品之出口實績為條件授予補貼，諸如鼓勵電動

車或污染防治設備或服務出口之補貼措施，皆屬之。由於電動車不會排放

溫室氣體，將降低騎乘地之空氣污染狀況；而污染防治設備或相關服務可

以降低污染量，保護環境之功效，自不待言。若政府實施上述環保補貼措

施，依照 SCM 協定之相關規範，勢必違反第 3.1 條（a）款之規定，而必

須立即停止該補貼措施，並無得以規避之空間。 

承本文第二章所述，GATT 與 GATS 皆針對補貼作出規範，且 GATT

第 20 條（b）款與 GATS 第 14 條（b）款亦皆允許會員於有必要維護人類、

動植物之生命或健康時，得採取一些限制貿易的措施，只要這些措施之施

行不會於各國間造成恣意或專斷地歧視或構成隱藏性之貿易限制措施，即

不認為違反 GATT 或 GATS 條款之規定，以平衡貿易與環保之利益衝突。 

GATS 中規範補貼之規定僅有第 15 條，卻未針對出口補貼作出特別之

規範，故無環保例外規範適用之空間；而 GATT 第 16.4 條要求會員停止實

施過去對非初級產品之出口補貼措施，且不得擴增其他之補貼規範，似得

藉由第 20 條（b）款之一般例外規定，允許會員擴增維護人類、動植物生

命或健康之必要措施。 

姑且先不論鼓勵環保商品出口之補貼措施是否符合 GATT 第 20 條（b）

款之必要性檢驗，吾人需先討論會員可否不適用規範補貼最詳密之 SCM

協定相關規範，轉而適用 GATT 之規定呢？若兩者皆須適用，則適用順序

為何呢？ 

土耳其紡織品案(Turkey-Textile and Clothing Products)之小組報告曾提

到，WTO 的義務是具有累積性的（cumulative），除非存在正式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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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會員於任何時候都必須遵循所有的義務。這係從 WTO 協定係採取單

一承諾模式（a ‘Single Undertaking’）得出之結論146。 

而關於衝突的界定，小組報告引用英國國際法年鑑  (Th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中的定義，認為制定法條約(law-making 

treaties)的衝突，僅於不可能同時遵循不同法律的義務時，才能產生。如果

一項文件所規定之義務比另一項文件之義務更嚴格，但不是相互違反；或

是若能透過限制另一項規定所給予的特權或裁量權行使，則可以遵循此項

規定之義務，則不存在衝突147。 

小組指出這個原則與一般國際法處理衝突之認定是一致的，上訴機構

於審理加拿大期刊案 148 （ Canada–Periodicals ）與歐體香蕉案 149

（EC–Bananas III）處理 GATT1994 和 GATS 之適用範圍可能重疊；及小

組在印尼汽車案150（Indonesia–Autos）中就 GATT 第 3 條、TRIMs 協定與

SCM 協定規定之適用範圍可能重疊時，都適用了這一認定方法。而在瓜地

馬拉水泥案（Guatemala–Cement）151中，上訴機構討論反傾銷協定與 DSU

衝突之可能性時，指出僅有在遵守一項規定將導致對其他規定違反時，即

當其相互衝突時，特殊或額外的規定才能被認定優先於 DSU 之規定而適

用152。 

而上述印尼汽車案中，小組曾就印尼宣稱 SCM 協定係補貼之特別法

（lex specialis），且係排除其他 WTO 規定之惟一適用法之主張，作出如

下之裁定：在國際公法中存有避免衝突之認定，該認定於 WTO 架構尤其

相關，因為所有的 WTO 協定，包括 GATT 1994 在內，皆是在同一段期間

由相同之會員於相同之談判會議中所制定，故根據條約有效解釋原則（the 
                                                 
146 WTO Doc. WT/DS34/R paras.9.92-9.94. 
147 Id. 
148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Canada – Certain Measures Concerning Periodicals, WTO Doc. 

WT/DS31/AB/R, at 19. 
149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EC - Bananas III, paras. 219-222. 
150 Panel Report on Indonesia – Autos, para. 14.28. 
151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Guatemala – Cement, para. 65. 
152 WTO Doc. WT/DS34/R, para.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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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of effective interpretation），WTO 體制中所有協定之全部規定皆應

被賦予意義153。 

承上所述，可知 SCM 協定僅是較 GATT 有關補貼之規範賦予更嚴格

之義務，並無相互衝突之情事，根據條約有效解釋原則，會員必須同時遵

守兩項協定之規定，故上述環保出口補貼措施明顯違反 SCM 協定之相關

規定，無例外條款可提供規避之空間，會員國不得採取之。 

既然會員必須遵守 WTO 體制中所有協定之全部規定，則 SCM 協定與

GATT 之關係為何？會員之適用順序又如何呢？於 WTO 協定之整體傘狀

架構下，各協定間之適用關係，依 WTO 於附件一 A 之總體性註解（General 

interpretative note to Annex 1A）之說明，若 GATT1994 之條款規定與馬爾

喀什設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WTO 協定）附件一 A 內之其他協定規定不

相同時，應以其他協定為準。上述說明似確立了 GATT 與其他協定間構成

類似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亦類似同一部法典中總則與分則間之關係，

因為 WTO 協定附件一 A 內 12 項協定各自以不同之角度詮釋 GATT 之總

則性規定，並更加具體明確。 

故當會員適用補貼規範，或會員間對補貼措施發生爭端時，應優先適

用補貼之特別法，即 SCM 協定之相關規範，蓋 SCM 協定已對出口補貼做

出詳細具體之規範，自無再適用 GATT 補貼概括規範之理。 

二、環保進口替代補貼 

而於進口替代補貼方面，我國行政院過去依「促進產業升級條例」規

定所訂定的前「民營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購置自動化生產設備或技術及防

治污染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減辦法」、「民營批發零售業及技術服務業購

置自動化生產設備或技術及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減辦法」、「民
                                                 
153 Id. para.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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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農業及技術服務業購置自動化生產設備或技術及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

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中，對廠商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提供投資金額抵減之

規定，可給予廠商裝設防污設備之動機，降低生產或銷售所產生之污染，

對環境保護有正面效果，即屬本文討論之環保進口替代補貼。 

惟上述各辦法均按照所購置之防污設備來源係國內產製、國外產製及

所購置者為技術等三類，分別訂定不同之抵減率154，由於國內產製設備之

投資抵減率大多明顯高於國外產製設備之抵減率，將間接對廠商購買本國

產製之設備提供誘因，而可能進而被歸類至進口替代補貼措施之範疇，故

違反 SCM 協定第 3.1 條（b）款之規定，亦無例外規定可提供規避之空間。 

目前上述三類辦法皆已被廢止，由新修正之「網際網路業製造業及技

術服務業購置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減辦法」、「批發業零售業及技術服務

業購置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減辦法」、「農業購置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

減辦法」取而代之。新法並未再區分國內產製、國外產製或所購置者為技

術，統一規定相同之投資抵減率，故已不再有上述顧慮。 

第四節 「可控訴補貼」之規範與環保補貼之關係 

由於許多國家仍然認為某些國內補貼係重要之政策工具，不可能全面

放棄，但另一方面，又須避免造成其他國家之不利益，故實施補貼必須有

所限制。SCM 協定將這些補貼規範列為「可控訴補貼」。由 SCM 協定附

註 23 規定：「各會員認知，為各種目的所提供之政府協助，廣泛的被各會

員利用；若此種協助不符合第 8 條規定之不可控訴要件，則不當然限制會

員提供此種協助。」可知，會員所實施者若非禁止性之補貼，則除非對其

他會員之利益產生負面影響，否則將有權實施此種補貼；而且縱使會對其

他會員之利益產生負面影響，只要得將該影響消除，該國仍得繼續實施此

種補貼。 

                                                 
154 如製造業部分，購置國內機器設備的抵減率為 20％，國外為 10％，自動化生產技術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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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可控訴補貼之要件 

於 2000 年不可控訴補貼停止適用之前，當一國政府之補貼措施非為

「禁止性補貼」亦非「不可控訴補貼」，即被認定為「可控訴補貼」措施，

但 SCM 協定並不禁止各會員實施「可控訴補貼」，而僅要求盡量避免對其

他國家利益造成負面影響。根據 SCM 協定第 5 條規定，當出口國在其境

內從事符合 WTO 定義下的補貼行為，因而造成進口國國內產業受損、利

益被剝奪或減損，或利益嚴重受損時，進口國得對該補貼行為提起控訴並

採取相當之法律行動，包括採取對抗措施及課徵平衡稅。以下介紹構成「可

控訴補貼」被控訴之要件： 

一、 對其他會員之國內產業造成損害155： 

所謂「對其他會員之產業造成損害」之認定要件與平衡稅措施之產業

損害要件相同，故倘若一國之政府對其產業給予補貼，而此產業將其產品

出口到其他會員市場，並造成該其他會員國內產業之實質損害（injury），

例如造成該產品之價格跌落、或造成該進口國國內產業之市場佔有率降低

或庫存增加或投資報酬率降低等等，即可符合「對其他會員之國內產業造

成損害」之構成要件。 

而產業損害的認定，依 SCM 協定註釋 11 之規定，與第五篇平衡措施

之認定方法相同，應基於積極證據及下列兩項因素客觀審查： 

1. 受補貼產品的進口量及其對同類產品在國內市場價格之影響

156: 

                                                 
155 SCM Art.5 (a). 
156 經濟部貿易調查委員會，請參見 http://www.moeaitc.gov.tw/moeaitc/home/sys/sys4/sys4_5.html 

（最後瀏覽日期：民國 95 年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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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國之主管調查機關應考慮該進口量在絕對數量上或相對於進口

國生產量或消費量上，是否有大量增加。受補貼進口產品對價格的影響，

主管調查機關應考慮受補貼進口產品的價格，與輸入會員內同類產品的價

格相較之下，是否顯著削價，或該等進口產品有顯著壓抑價格或致無法提

高售價的效果。前述因素其中一項或數項均非當然作為決定性的準則。 

2. 進口產品對該產品國內生產者所生之影響157： 

被補貼產品之進口對國內產業影響的審查，應評估所有相關的經濟因

素及有關該產業狀況的指標，包括生產量、銷售量、市場占有率、利潤、

生產力、投資報酬率或設備使用率之實際或可能的減抵；影響國內產品價

格因素；對現金流量、存貨、就業、工資、成長、募集資本或投資能力的

實際或可能的負面影響。另在農業方面，需考量政府補助計畫的負擔是否

有所增加。以上所列事項並非審查的全部，其中一項或數項因素並不當然

可作為決定的依據。 

二、 對其他會員於 GATT1994 直接或間接可獲得之利益造成

剝奪或減損158： 

「剝奪(impairment)或減損(nullification)」之用語係從 GATT 第 23 條而

來，故其認定方式與 GATT 第 23 條及爭端解決瞭解書（DSU）相同，得

以之作為認定標準；而在 GATT1994 下直接或間接可獲得之利益，最明顯

的例子係依 GATT1994 第 2 條所得享有之關稅減讓情形，因補貼可作為剝

奪或減損會員在 GATT 下利益之一種方式，而使其他會員之產品在進口國

市場遭受不利之競爭地位。 

                                                 
157 同上註。 
158 SCM Art.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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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嚴重損害其他國家之利益159： 

嚴重損害(serious prejudice)此要件源自 GATT 第 16 條之規定，較不易

界定，故 SCM 協定第 6 條有詳細的界定，分為視為有嚴重損害之情形、

有嚴重損害之虞及不得認為有嚴重損害之情形，說明如下： 

1. 視為有嚴重損害之情形160： 

嚴重損害可發生於：當給予一產品之從價補貼逾 5%時；或補貼係為

彌補一產業之經營虧損所提供；或債務之直接免除；或為彌補一廠商之經

營虧損所提供之補貼，但不包括非經常性、不重複且為緩衝時間以研擬長

期解決方案與避免造成嚴重社會問題之單一補貼措施。根據第 31 條規定

第 6.1 條是暫時適用條款，應自世界貿易組織協定生效日起適用五年，該

期限結束前，委員會應檢討該等規定運作情形，以決定是否依照現有內容

或按修改形式延長其適用期限。惟目前會員間並未對其達成任何共識。本

條規定之所以與第 8 條「不可控訴補貼」規定結合規範，皆為五年之暫時

適用條款，係因當時之談判者希望藉此建議委員會於開會考慮延長或重新

適用「不可控訴補貼」時，能順便檢討「可控訴補貼」要件中「嚴重損害」

之繼續適用，並調和兩者間之關係161。 

2. 有嚴重損害之虞162： 

嚴重損害亦可能經由下列狀況發生，只要補貼國證明未造成下列情況

時，即可推翻嚴重損害之推定；但若下列情形發生，則嚴重損害之存在，

                                                 
159 SCM Art.5 (c). 
160 SCM Art.6.1. 
161 Report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Review and operation of the WTO Subsidies 

Agreement, June 1999, available at: http://ia.ita.doc.gov/esel/reports/scm0699/scm-0699.htm (last 
visited Jan. 1, 2006). 

162 SCM Art.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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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無法以反證推翻：補貼之效果旨在排除或妨礙其他會員之同類產品輸

入；妨礙同類產品自第三國市場輸出至他會員；補貼造成產品之價格大幅

削減，或抑制其他會員之同類產品在同一市場之銷售機會；或受補貼之產

品全球市場佔有率較其前三年之平均值增加，且有持續增加之趨勢。 

3. 不得認為有嚴重損害之情形163： 

若提供補貼之會員能證明系爭之補貼並未造成排除或妨礙其他會員

之同類商品輸入補貼國國內市場或進口至第三國市場；由於天災人禍或其

他不可抗力之情形致使控訴國出口產品之生產、品質、數量或價格受到影

響等等之效果時，不應認定有嚴重損害。 

第二款   可控訴補貼之救濟方式 

會員若有理由認為其他會員授予或維持可控訴的補貼，且造成其國內

產業受損、利益被剝奪或減損或利益嚴重受損時，得檢附證據164請求該會

員協商，協商應以澄清事實及達成解決方案為目的。提出協商請求後 60

日內雙方未能達成解決方案時，協商當事國得將該案提交 DSB 處理，而

DSB 得成立爭端解決小組165，不服小組決定之爭端當事國，得就小組的決

定提起上訴166，上訴機構就該案所作決定即為最終結果，原則上 DSB 應接

受小組或上訴機構的判定。若小組或上訴機構報告認定系爭補貼造成對另

一會員利益之不利效果，授予或維持補貼之會員應採取適當步驟以除去該

不利效果，或撤銷該補貼167。若該會員未除去該不利效果或撤銷該補貼，

且無任何補償之協議，DSB 應授權控訴國採取適宜的對抗措施168。 

                                                 
163 SCM Art.6.7. 
164 SCM Art.7.2. 
165 SCM Art.7.4. 
166 SCM Art.7.7. 
167 SCM Art.7.8. 
168 SCM Art.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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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可控訴補貼與環保補貼之關係 

SCM 協定之補貼種類中，以「可控訴補貼」之認定最為廣泛，尤其於

「不可控訴補貼」相關規定停止適用之後。2000 年 1 月 1 日之前，如第二

章圖一之補貼架構所示，若政府之財務補助或租稅減免措施符合第 1.1 條

使企業獲有利益，並具備第 2 條之特定性，但又非第 3 條之禁止性補貼與

第 8.2 條各款之「不可控訴補貼」類型時，則構成第 6 條之「可控訴補貼」。

亦即所有「禁止性補貼」與「不可控訴補貼」以外之補貼措施，皆視為「可

控訴補貼」。 

然於 2000 年不可控訴補貼之相關條文停止適用之後，如圖二補貼架

構所示，若政府之財務補助或租稅減免措施使企業獲有利益，非以出口實

績為授予條件，且具備特定性，即為「可控訴補貼」類型。亦即，先前被

認定係第 8.2 條各款之「不可控訴補貼」措施，於世界貿易組織協定生效

日起適用五年後，大部分目前皆歸入「可控訴補貼」之範疇中。若利用排

除法，則所有非「禁止性補貼」且具備特定性之補貼措施，皆屬「可控訴

補貼」措施。 

承上所述，則大多數之環保補貼將落入可控訴補貼之範疇，諸如政府

為解決國內紡織業染整廠之廢水排放污染問題，而出資為其興建污水處理

廠，一併處理其污水問題，使其符合國內排放水標準。由於紡織業屬特定

之產業，故政府此種補貼政策屬 SCM 協定下可控訴補貼之類型，由於目

前台灣約有 600 家染整業者，在布料齊全、染整技術優良的條件下，仍相

當具有競爭優勢，故政府補貼時應考量是否會對其他國家之利益造成產業

受損或利益剝奪之情形，否則他國得對之提起控訴，採取對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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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不可控訴補貼」與環保補貼之關係及目前之定位 

第一款  不可控訴補貼之類型及要件 

SCM 協定於 2000 年 1 月 1 日前，將補貼分為三類，除前述之「禁止

性補貼」及「可控訴補貼」外，第三種分類則為「不可控訴補貼」

(non-actionable subsidy)，出口國政府之補貼措施若符合 SCM 協定下不可

控訴補貼之規定，原則上他國不得對之採取任何法律行動；惟在例外情形

下，進口國若有理由認為該出口國授予或維持該項補貼，因而造成其國內

產業嚴重受損之不利效果，得請求該出口會員協商。若協商未能達成解決

方案時，協商當事國得將該案提交 WTO 補貼暨平衡措施委員會，委員會

認定該不利效果存在時，得建議補貼國修改該項補貼計畫，以消除該不利

效果；若補貼國未能接受該委員會的建議，委員會應授權控訴國採取適宜

的對應措施，以消除該不利效果。 

依照 SCM 協定第 8.1 條之規定，「不可控訴補貼」包括不具特定性之

補貼；或雖具特定性，但符合第 8.2 條第（a）、（b）或（c）款規定情形之

一者，這些不受控訴補貼之實施均有其特定之政策考量，過去廣泛為各國

所使用，尤其是已開發國家。此種補貼即使實施影響其他會員利益，仍不

得對之加以控訴。 

SCM 協定第 8.2 條規定除不具特定性補貼外之三種「不可控訴補貼」

類型，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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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發之補貼169： 

對廠商、高等教育機構或研究機構與廠商簽約進行的研究活動為補助

者，該補助額不得超過工業研究成本之 75%或競爭前研發活動成本之

50%，不受控訴。而研發補貼以下列事項為限： 

(1) 人事成本（研究員、技術人員及其他專為研究工作而聘用之助理

人員）； 

(2) 供研究活動專用且永久使用之儀器、設備、土地及建築物（除非

基於商業理由而使用者）之成本； 

(3) 另包括購入之研究、技術知識、專利等研究活動專用之諮商及相

等之服務成本； 

(4) 因研究活動直接產生之額外經常開銷之成本； 

(5) 其他由於研究活動直接發生之流動成本（如材料、供應品等類似

費用）。 

二、貧乏地區之補貼170： 

對會員境內之貧乏地區，依照地區發展之總架構所提供之補貼，不受

控訴。該補貼須符合下列要件： 

(1) 每一貧乏地區必須是經明確劃定，且為經濟上及行政上可以認定

之毗鄰地理區域； 

(2) 該區域係基於中性且客觀之標準，而被認定為貧乏地區，顯示該

區域的困難並非出於暫時情況；該等標準必須於法律、行政規章

或其它官方文件明確列舉，以資查證； 

                                                 
169 SCM Art.8.2 (a). 
170 SCM Art.8.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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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述標準應包括經濟發展之指標，而此經濟發展之指標最少必須

基於下列兩項因素之一： 

 國民平均所得或家庭平均收入其中一項，或國內平均生產毛額之個

人平均生產毛額均不得超過相關會員領域內平均數之 85%； 

 失業率必須為相關會員領域內平均值之 110%以上；此種指標必須以

三年以上期間為認定標準，得為綜合形式之指標，並得包括其它因

素。 

三、因應新環保法規之補貼171： 

SCM 協定第 8.2 條（c）款規定，廠商依據新環保法規或行政規章之

標準，調整現有環保機器設備，以致造成較大的財務負擔或經營上的限

制，政府對之所為的補助，不受控訴。該補貼須符合下列要件： 

（1）非重覆性的一次給予； 

（2）補助金額限於廠商調整環保機器設備總費用的 20﹪； 

（3）補助範圍不涵蓋替代及營運相關投資的費用； 

（4）與廠商預定減少的公害及汙染直接有關並成比例； 

（5）適用於所有能採用新機器設備或新製程的廠商。 

第二款  不可控訴補貼之救濟方式 

出口國政府的補貼若符合 SCM 協定中「不可控訴補貼」的規定，原

則上，他國不得對之採取任何法律行動，惟在例外情形下，進口國若有理

由認為其他會員授予或維持該項補貼，因而造成進口國國內產業嚴重受損

的不利後果，例如造成進口國產業難以補救的損害，得檢附證據請求該會

                                                 
171 SCM Art.8.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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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協商。協商應以澄清事實及達成解決方案為目的。若提出協商請求後 60

日內未能達成解決方案時，協商當事國得將該案提交 WTO 補貼暨平衡措

施委員會處理172，委員會認定該不利效果存在時，得建議補貼國修改該項

補貼計畫，以消除該不利效果。補貼國若未能接受委員會的建議，修正其

補貼措施以除去損害時，委員會應授權申訴國採取適宜的對應措施以消除

該不利效果173。故不可控訴補貼之救濟方式主要僅受補貼暨平衡措施委員

會之審查，而不受 DSB 之審查174。 

第三款  不可控訴補貼與環保補貼之關係 

SCM 協定第 8.2 條（c）款因應新環保法規之補貼是為調和環保與貿

易之衝突，特別創設之例外規定，一方面顧及政府補貼措施不至於造成不

當之貿易扭曲作用，另一方面在有限之程度內，承認有益於環保之補貼為

不受控訴之補貼，與 GATT 第 20 條一般例外條款中之（b）款、（g）款及

GATS 第 14 條（b）款有異曲同工之妙，其用意良善，值得讚賞。該款補

貼類型係為促使廠商達到更嚴格之環境標準，為避免對其造成過重之財務

負擔或經營上的限制，政府所給予之優惠措施，對環境有正面影響，不證

自明，原即屬本文討論之環保補貼主要之一環；而由於環保技術之研發，

不管是事前避免污染之預防措施、造成污染後淨化與處理設備之研究與發

展，或甚至是完全不會產生污染之潔淨技術創新等，皆是促進環境保護相

當重要之因素，故第 8.2 條（a）款之研發補貼亦與本文討論之環保補貼密

切相關。 

本文之立場是以保護地球的環境為出發點，故希望 SCM 協定與環保

相關之補貼規範之適用範圍能越廣越好，適用要件能越寬鬆越好，使政府

都能重視環境保護議題，願意為環保之目的提供其國內廠商優惠措施，藉

                                                 
172 SCM Art. 9.3. 
173 SCM Art. 9.4. 
174 Rosendo Lopez-Mata, Income Taxa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Rules on Subsidies: Lessons to the U. S. and to the World from the FSC Dispute, 54 
TAX LAW, 583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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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改善各國之環境污染狀況。惟由於 WTO 主要之設立目的為鼓勵自由貿

易、減少貿易障礙、促進各國經濟發展，創造一個公平、無歧視之國際貿

易環境，雖然於 WTO 協定之序文中，促進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亦為其追

求目標之一，但 WTO 仍不允許環保措施之採取具有不公平性與歧視性，

且要求會員應避免以環保考量作為貿易保護主義之藉口。 

坦言之，政府補貼措施之使用是否真出於環境保護之目的難以確定，

加上亦不確定相關之環保補貼政策是否會扭曲國際貿易及國際投資，基於

不可控訴補貼是 SCM 協定之例外規定，例外應從嚴之法理，第 8.2 條各款

之適用限制相當嚴格，適用範圍亦相當侷限，以避免各國有假借環保或研

發補貼之名，行扶植國內產業之實的操作空間。 

符合第 8.2 條（a）款研發補貼之例子，諸如目前面對全球溫室效應的

威脅，以及石油價格高漲、產量面臨短缺之虞，各國汽車大廠陸續投入環

保車的研發產製。其中油電混合動力(Hybrid)環保車型，將成為今後各國

汽車市場的發展主力。倘若我國政府對油電混合動力環保車設立研發基

金，對國內汽車業提供資金，補助其研發費用，即屬環保相關之研發補貼。

而符合第 8.2 條（c）款因應新環保法規之補貼之例子則不勝枚舉，所有環

保署要求廠商架設污染防治設備、換用新環保生產設備或潔淨技術之政府

優惠措施皆屬之。 

第四款  不可控訴補貼之制定源由與適用批評 

一、 不可控訴補貼之制定源由 

SCM 協定第 8.2 條各款不可控訴補貼類型之所以能順利制定成功，係

因為 1994 年 4 月 15 日烏拉圭回合談判的最後階段，墨西哥以歐體於 1989

年時所提之方案為藍本，提議納入 SCM 協定之中，會員一致決議通過，

當時 GATT 秘書長 Peter Sutherland 正巧過去任職歐體委員期間，亦曾致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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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該提案；美國當時本欲阻擋第 8.2 條（c）款因應新環保法規之補貼通

過，但為確保其國內高科技產業之研發補貼措施能繼續執行175，大力呼籲

各會員支持第 8.2 條（a）款之研發補貼通過，由於美國對不可控訴補貼各

款之態度不一，其立場被其他會員質疑，而使 SCM 協定第 8.2 條（a）、（b）、

（c）款皆能順利過關176。 

事實上，當時很少環保學家相信環保補貼會被納入 SCM 協定之中，

因為政府補貼措施之適當使用是否真出於環境保護之目的，相當難以被確

定，再加上亦不確定這種補貼政策是否會扭曲國際貿易及國際投資，對

此，1992 年 6 月地球高峰會議簽署之里歐宣言（Rio Principle）第十六項

原則曾表明：「國家當局應顧慮到污染者原則上應承擔污染之費用，並適

當考慮公共利益而不扭曲國際貿易和投資的方針，應努力宣導環境費用內

部化與適度使用經濟手段。」SCM 協定第 8.2 條（c）款考量上述原則之

精神，故各款之適用規定相當嚴格，適用範圍亦相當侷限，以免扭曲貿易

過鉅177。 

二、 不可控訴補貼之適用爭議與批評 

有學者批評，不可控訴補貼之制定可謂係基於工業化國家之利益考量

下之產物，這些補貼措施實際上主要被工業化國家所採用，尤其是研發補

貼，如工業研發計畫中用於航太工業之研發基金，即係工業化國家用以發

展高科技工業之補貼，並非開發中國家所聲稱之具發展社會與經濟雙重功

能之貿易政策工具。故本協定對研發補貼所提供之合法地位，反而成為專

為工業化國家實施此種補貼措施正名用之特別規定，開發中國家由於往往

                                                 
175 Steve Charnovitz, Free Trade, Fair Trade, Green Trade: Defogging the Debate, 27 CORNELL INT'L 

L.J. 472-473 (1994). 
176 Gary N. Horlick & Peggy A. Clarke, supra note 90, at 28. 
177 Jennifer Schultz, Current Development: The GATT/WTO Committee on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 Toward Environmental Rrform, 89 A.J.I.L. 430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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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力提供這類補貼，從而在雙方國際競爭力上造成更大的不公平性178。 

其次，SCM 協定第 8.2 條這三種具有特定性之不可控訴補貼，其定義

相當嚴格，範圍亦相當侷限，可以適用之範圍頗為狹隘，縱使一些補貼可

被視為不可對抗補貼，其效力也可能因嚴格之規定而受到減弱。例如，第

8.2 條（c）款規定的環保補貼，其補助額度不得超過廠商改善環境改善設

備總費用的 20%限制；與廠商預定減少的公害及汙染須直接相關且成比

例；當對其他國家國內產業造成嚴重不利影響時，仍可能受到申訴國對應

措施的反制等。這種結果，從貿易競爭的角度看或許是公平的，但從促進

國際合作以保護環境的目標看，當一項資金援助措施在 WTO 框架下受到

平衡措施的對抗時，其代表的卻是一項全球性的環境福利，僅因一個國家

的貿易競爭力所受到不利損失而被抵銷，這樣的規範是否符合比例原則，

確有可爭議之處。如此是否能達預期之研發或環境保護目標，亦值得進一

步討論。 

若專就第 8.2 條（c）款因應新環保法規之補貼評析，就環境保護而言，

該種補貼措施確有促使各國制定較嚴格且有效之環保政策功能，然而此類

較嚴格之環保規範通常亦僅見於環保意識較高且經濟情況允許其作此種

訴求之少數工業化國家中，並非普遍存在於所有國家中，更遑論長期陷於

經濟困境之部分開發中國家或低度開發國家。在歷史沿革上，已開發國家

是造成世界環境污染的主要責任者，故在環境治理和永續發展中應承擔最

主要之責任，僅單純允許不可控訴補貼的存在，而不強調已開發國家對開

發中國家之援助或區別待遇，只會使無力承擔補貼之開發中國家之永續發

展目標成為空中樓閣，或即使其有能力，也將背負著沉重的財政負擔，最

終受益的只有已開發國家，故這類補貼的運用有可能成為潛在合法之貿易

壁壘，破壞自由化和永續發展之持續推動179。 

                                                 
178 牛惠之，前揭註 4，107 頁。 
179 South Centre: An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PartⅡ:Built-in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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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已開發國家一方面利用相關環保補貼不斷提高國內環境標準，

優化環境品質，使污染嚴重的企業轉移到環境標準低的開發中國家，破壞

開發中國家之永續發展，同時樹立國內之綠色貿易壁壘，阻止外國產品進

入；另一方面，這種較嚴格之國內環保政策，從貿易競爭之觀點而言，往

往使得其國內產業因承受較重之環保負擔，或面臨較大之限制而處於相對

競爭之弱勢180。故不可對抗之環保補貼條款之真正受益者，似乎係僅少數

能負擔此類高標準環境規範之工業化國家之國內環境與相關受惠產業而

已。雖然就遠程而言，此種規範或許可促使所有國家（包括已開發和開發

中國家）採取較高之環境標準，但就現今而言，其對開發中國家之正面影

響仍十分有限。甚至，已開發國家可能對進入其市場之開發中國家給予環

保補貼的產品，藉國內工業受到嚴重不利影響為由採取平衡稅等報復措

施，牢牢掌握貿易大權181。 

縱使 SCM 協定中對國民生產總值低於 1000 美元的 20 個開發中國家

給予特別待遇182，暫時可不受制於禁止性補貼或可控訴補貼之規定，但這

些可能連基本工業都匱乏的低國民生產總值國家，很難想像他們如何能在

不具有工業與污染能力的情況下，提供其國內企業資金援助以達國際環保

標準，而真正有可能對環境造成新的破壞，且有能力接受國際環保補貼，

以改變生產型態之開發中國家，卻不能受惠於這一條款。可見這一規定對

環境保護措施之實施，亦未盡合理。 

由於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經濟實力之巨大差距，造成兩者在提供

SCM 協定第 8 條不可控訴補貼措施之能力，存有巨大差異，故對已開發國

家和開發中國家同時保留這種補貼似乎是不公平的。開發中國家對此即主

                                                                                                                                            
Issues, available at: http://www.southcentre.org/publications/wto/wtopaper-04.htm (last visited Jan. 
1, 2006). 

180 See Sanford E. Gaines, 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U CHI LEGAL F, 283-284 (1997). 
181 牛惠之，前揭註 4，107-108 頁。 
182 SCM Ar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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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不可控訴補貼類型應僅限開發中國家方得適用，或至少對已開發國家

適用該條款時，應訂有限制性條件183。 

第五款  不可控訴補貼目前之定位及合法規避控訴方式 

一、 不可控訴補貼停止適用後相關決議 

SCM 協定第 31 條規定第 8 條及第 9 條是暫時適用條款，自世界貿易

組織協定生效日起適用五年，該期限結束前 180 日前，委員會應檢討該等

規定運作情形，以決定是否依照現有內容或按修改形式延長其適用期限。

故 SCM 委員會於 1999 年 12 月 20 日召開特別會議，討論不可控訴補貼之

適用及運作問題184。會中秘書長 Mr. Jan Söderberg 建議該條文暫時延長適

用，俟 2000 年初總理事會完成諮商並做成決議後遵辦，否則條文一旦停

止適用後，不易再恢復適用。會中支持秘書長提議者有：美國、加拿大、

歐盟、日本、韓國、瑞士等國；反對秘書長建議者有馬來西亞、巴拿馬、

墨西哥、印度及印尼等國，其認為 SCM 委員會應暫時停止召開，至於是

否延長該等條文之適用期限屬總理事會之權限。該次會議在無法就「條文」

檢視工作程序達成共識下散會。 

其後，總理事會於 2000 年 2 月 7 日舉行之例會中，由於會員對諮商

及決策程序仍有歧見，未有共識185；故截至 2006 年 1 月為止，討論是否

延長適用不可控訴補貼之總理事會諮商仍未開始進行。在此情況下，SCM

協定第 31 條既已明白規定第 8 條僅五年之適用期限，期滿後又無正式之

延長決議，故不可控訴補貼應已於 2000 年 1 月 1 日起失效。未來若達成

任何決議，均屬現行條文之增修條文，各會員必須再行一次條約批准程

序，方可再將該規定列入執行。 

                                                 
183 http://www.southcentre.org/publications/wto/wtopaper-04.htm, supra note 179。 
184 WTO Doc. G/SCM/M/22. 
185 WTO Doc. WT/GC/M/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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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烏拉圭回合 SCM 協定之談判者之所以規定此種特別檢討機制，

是認為不可控訴補貼係一種較新、未經測試之補貼種類設計，考慮到 WTO

之會員很少有相關適用之經驗，故制定 SCM 協定第 31 條，希望適用一段

時間後，能提供這些條文修改、終止或繼續適用之審查機制。為確保會員

能慎重執行這種特別之檢討機制，SCM 協定將所有需要檢討之條文規定相

同之審查期限，並且要求會員必須積極做出一個明確之決定，否則該條文

將完全停止適用186，如同現今因各會員無法達成延長之正式決議，SCM 協

定第 8 條已停止適用，「不可控訴補貼」規定已於 2000 年 1 月 1 日起正式

失效。 

承上所述，SCM 協定第 8 條規定三種之不可控訴補貼類型，實際上大

部分係被工業化已開發國家會員所採用，故已開發國家於討論此議題時，

多希望能延長「不可控訴補貼」之適用期限，尤其是環保補貼之部分。但

當時 WTO 下之其他談判中，因已開發國家會員無法同意延長幾項 WTO

協定對開發中國家之豁免期限，故開發中國家會員亦拒絕同意已開發國家

延長不可控訴補貼適用期限之提案187。 

對此結果，有學者認為，由於不可控訴補貼攸關工業化國家會員之產

業利益重大，若貿然取消，可能影響甚鉅；但若維持，由於開發中國家會

員於高科技產業競爭力與對環保議題之日漸關切，也將逐漸使得工業化國

家會員於不可控訴補貼之利益漸減。故 SCM 協定第 31 條之五年條款背後

是否隱藏工業化國家會員獨享五年不可控訴補貼之果實，而於開發中國家

會員未及分享之前即予以終止，箇中事實是否如此並不可考，但陷在此一

議題之角力關係中，SCM 協定至今仍未對不可控訴補貼規範是否可繼續適

                                                 
186 http://ia.ita.doc.gov/esel/reports/scm0699/scm-0699.htm, supra note 161. 
187 David A. Gantz, Failed Efforts to Initiate the Millennium Round in Seattle: Lessons for Future 

Global Trade Negotiations, 17 ARIZ. J. INT'L & COMP. LAW 34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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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做出具體討論，因此，關於此一部份之後續發展，仍值得有機會進場使

用不可控訴補貼之我國持續關切188。 

承本文第二章之結論，近來學者多肯定環保補貼對整體環境保護與經

濟發展之正面效果，環保補貼之存在仍有其不可或缺之必要性，故本文認

為 SCM 協定仍應如同 GATT 與 GATS 等協定，針對環境保護此特別目的

設立例外規定。SCM 協定第 8 條、第 9 條等不可控訴補貼之相關規定，尤

其是第 8.2 條（c）款因應新環保法規之補貼類型，過去各國間之適用固有

其缺失，惟若經過適當之修改，是否即能符合各國對環保補貼議題之需要

與期待？又若謂該條款過去主要為已開發國家所適用，惟目前諸多開發中

國家於高科技產業之競爭力日益增加，且對環保議題日益關切之際，是否

已逐漸有能力且有意願適用該環保補貼之條款，以保護其國內之環境，皆

不無值得討論之空間。 

惟 SCM 協定之不可控訴補貼目前已完全停止適用，且截至本文完成

之際為止，對環保補貼議題之討論亦未再被提及。衡諸現實形勢，不可控

訴補貼似已不可能再度成為 SCM 協定之規範內容，故本文建議各國採用

環保補貼時，得採用下述方式，適當合法地規避被他國控訴之可能。 

二、 現存不可控訴補貼之定位及合法規避控訴方式 

1. 不具特定性之補貼 

針對上述不可控訴補貼之存廢及修改，會員在幾次召開之補貼暨平衡

措施委員會曾討論到其相關議題，澳洲代表提案認為在 SCM 協定第 8 條

失效以後，未具備協定第 2 條特定性要件之補貼措施，即不特定之補貼措

施，仍屬不可控訴補貼189，澳洲提案還引用委內瑞拉提案之內容，表示：

                                                 
188 牛惠之，《WTO 之 SCM 協定之發展與重要議題》，33 頁。進口救濟法制論叢，21 期，民國

91 年 12 月。 
189 WTO Doc. TN/RL/W/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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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不可控訴補貼，最好從檢驗 SCM 協定缺乏第 8 條之依賴後開始190」。 

本文亦同意此觀點。因為若不限定於特定地區或特定產業，則涉及範

圍過廣，可視為是政府之一般性活動，而政府本有照顧其領域內人民、扶

植其主權內企業之義務，本即無被他國控訴之理；再者，既然補貼不具特

定性，較不涉及國際貿易競爭，亦難計算平衡稅之課徵範圍或根本無法計

算，事實上亦無法對抗。故不特定之補貼措施，應認為仍屬不可控訴補貼

類型。但此無明文規範，係由法理推論而來。 

本文甚至進一步認為，依據 SCM 協定第 2.3 條之規定，「禁止性補貼」

可推定為特定性補貼，第 1.2 條規定亦可推論出「可控訴補貼」須具備特

定性，故縱使第 8 條已停止適用，不具特定性之補貼仍排除於「禁止性補

貼」及「可控訴補貼」二分法之外。若如多數學者之見解191，認為特定性

係 SCM 協定下補貼之構成要件，則不具特定性之補貼措施應被解釋不符

合 SCM 協定對補貼之定義，並非 SCM 協定規範之補貼措施，而無該協定

相關規定之適用。 

2. 原 SCM 協定第 8.2 條（a）（b）（c）款之補貼措施 

SCM 協定第 8 條既已停止適用，「不可控訴補貼」已不復存在，則目

前在 WTO 補貼之法定架構下，補貼措施僅存「禁止性補貼」及「可控訴

補貼」二分法。故若符合 SCM 協定第 1 條補貼之相關要件與定義，但未

落入第 3 條「禁止性補貼」範疇內，又具備特定性之補貼措施，則自動被

歸類於第 6 條「可控訴補貼」之範疇中。 

故現存之研發補貼、貧乏地區補貼及因應新環保法規之補貼措施，若

欲合乎 SCM 協定之相關規定，且適當規避其他會員之控訴，宜依下列步

驟逐一檢驗與適用之： 
                                                 
190 WTO, Venezuela’s submission, Preliminary Replies to the Questions by Australia contained in 

document TN/RL/W/61 (TN/RL/W/70, 18 March 2003). 
191 羅昌發，前揭註 82，4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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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不得為「禁止性之補貼」： 

為避免遭到其他會員控訴，政府或相關機關現存之不可控訴補貼措施

或相關租稅優惠第一步絕不能落入「禁止性補貼」之範疇，否則必須馬上

停止。故政府或其行政機關給予廠商或產業財務補助時，不能於法律上或

事實上以出口實績為條件或實行相關之租稅優惠措施，更不能符合附件一

之任何一項出口補貼種類或實施進口替代補貼措施。如此一來，相關補貼

措施將成為「可控訴補貼」或無特定性之「不可控訴補貼」，甚至非SCM

協定規範之補貼措施。 

（二）盡可能不具備「特定性」： 

承上所述，本文認為不特定之補貼措施應被歸類至無明文之「不可控

訴補貼」類型中，或甚至被認定為非SCM協定規範之補貼措施，故為避免

被控訴，提供補貼之政府機關或該機關運作所遵循的立法，盡可能避免明

確限定該補貼或租稅優惠措施僅適用於某些廠商或產業者，或僅適用於特

定地理區域之廠商或產業，宜朝國內各廠商或產業普遍均得享有之方向訂

定，例如降低整體產業營業所得稅之稅率、或普遍給予設置防治污染設備

之廠商或產業財務協助、或增加用於相關教育或基礎建設上之補助等。 

再者，亦應避免提供補貼之相關立法表面上雖符合公平客觀原則，非

對特定廠商或產業提供補助，但僅少數企業事實上利用此一補貼，或某些

廠商為主要使用者，或以不成比例的大筆資金補貼某些廠商或產業，或授

予補貼與否係由政府以行使裁量權的方式為之，而構成事實上之特定性要

件，較能避免被其他會員控訴並課徵平衡稅反制。 

本文第四章第二節主要在討論我國環保補貼政策於SCM協定下之適

法性分析，若深入研究該節，讀者將發現，藉由SCM協定第2條此一「特

定性」要件，即足以將大多數之現行環保補貼措施排除於SCM協定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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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外，而使其有繼續存在，且得避免被他國控訴之空間。 

（三）不可對進口會員造成負面影響： 

若因政府預算有限而無法規避事實上或法律上特定性之要件，則政府

或相關機關之補貼措施或租稅優惠無可避免地將成為「可控訴補貼」。此

時，唯一能規避被其他會員控訴或課予平衡稅反制之方法是不可對產品進

口會員之國內產業造成損害、或對其他會員在GATT1994下直接或間接可

獲得之利益造成剝奪或減損、或嚴重損害其他國家之利益。故國內某產業

或某產品若於國際市場具備高度國際競爭力時，政府即不宜對之進行補助

或提供優惠政策。請參酌本章第二節第二款之說明。 

（四）仍須符合WTO其他協定之規範： 

由於WTO之義務係採取單一承諾之方式，會員需遵守所有WTO之協

定，故除SCM協定外，政府之補貼措施仍須符合WTO其他協定之規範，尤

其是GATT和GATS之規定與補貼相關措施最密切相關，諸如亦應符合國民

待遇及最惠國待遇原則等，方能完全規避被他國控訴。 

第六節   環保補貼於SCM協定與政府採購協定之關係 

政府採購協定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以下簡稱 GPA)

涵蓋地方政府與國營機構之採購，且將政府對「服務」之採購亦包括在內。

由 WTO 之架構而言，政府採購協定屬於複邊貿易協定，僅有政府採購協

定之締約國始須負擔該協定之義務，也僅有該協定之締約國始得享受該協

定所授予之權利。故非政府採購協定締約國之其他國家，縱使係 WTO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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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國，亦無法依照 GATT 以及 GATS 之最惠國待遇以及國民待遇之規

定，而享受供應之利益192。 

由於我國之「政府採購法」規定，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優先採

購取得政府認可之環境保護標章使用許可且效能相同或相似之產品，並得

允許 10%以下之價差。產品或其原料之製造、使用過程及廢棄物處理，符

合再生材質、可回收、低污染或省能源者，或其他增加社會利益或減少社

會成本，而效能相同或相似之產品，亦同（第 96 條）；行政院依據上述

規定訂有「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明確規範其適用。又依據

「資源回收再利用法」之規定，為促進資源回收再利用，政府機關、公立

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之採購，應優先採購政府認可之環境保

護產品、本國境內產生之再生資源或以一定比例以上再生資源為原料製成

之再生產品 (第 22 條)等，皆係可能涉及 GPA 之環保補貼措施。 

依據 GPA 第 16.1 條規定，採購機關在審定資格或選擇供應商、產品

或服務時，或在評定投標以及決標時，不得要求、尋求或考慮沖抵(offset)，

而開發中國家適用例外之規定。沖抵又稱補償性交易，係指採購機關使用

自製率、技術授權、投資要求、相對貿易或其他類似要求等方法，以鼓勵

當地發展或改善收支平衡之措施193。 例如，採購機關在招標文件中規定，

得標者必須將契約中關於某一部份之零件由採購機關國內之廠商製造；或

規定得標者必須將其對特定產品之製造技術，以授權之方式將技術移轉給

採購機關之國內廠商；或規定得標者必須在採購機關之國內設廠製造；或

規定得標廠商必須向採購機關之國內廠商購買一定額度之產品均是。此規

定係 GPA 為確保協定締約國對其他締約國所應享有之市場利益，以避免

                                                 
192 同上註。 
193 GPA 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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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機關利用其他要求或措施，保護其國內產業，或達到迫使國外供應商

無法參與該國政府採購市場之結果。 

我國之「政府採購法」第 96 條規定並無抵觸 GPA 第 16.1 條規定禁止

抵沖之規定，惟「資源回收再利用法」第 22 條規定，政府機關、公立學

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之採購，應優先採購政府認可之環境保護

產品、「本國境內產生之再生資源」或以一定比例以上再生資源為原料製

成之再生產品，則明顯有保護我國國內產業之意圖，似有違反 GPA 第 16.1

條規定之疑慮。 

由於我國尚未正式成為政府採購協定的簽約國，故嚴格而言，不須遵

守 GPA 之相關規範。惟截至目前為止，我國已大致完成與各 GPA 簽約國

諮商之工作，由於簽署 GPA 係我國爭取加入 WTO 時對各國談判協議時之

承諾194，雖然目前受阻於中國大陸對我國際地位之質疑，但我國政府仍應

未雨綢繆，政府採購之相關政策與實務宜符合 WTO 之標準，以因應未來

之發展。 

  各國政府常欲藉由政府採購之實施促進國內新興產業之發展，諸如環

保產業於我國之發展，其可適用之方式不一而足。若政府於招標文件上要

求得標商必須提撥一定比例之金額供作我國發展環保產業的基金，則可能

構成沖抵規定的違反；又政府如於實施採購前，已經將一部份之資金提撥

出來，作為促進環保產業之基金，此時真正的採購金額並不包括此一已提

撥之部份，自然也不涉及對供應商要求沖抵的問題，不在 GPA 範圍之內。

惟吾人必須進一步討論，該促進措施是否會違背 SCM 協定之相關規範。 

                                                 
194 經濟部工業局，請參見 http://www.moeaidb.gov.tw/portal/mis/wto/2.jsp（最後瀏覽日期：民國

96 年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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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政府提撥資金對國內環保產業給予補助，且規定補助的條件係以

「受補助之廠商出口相關產品」為條件，或以「該受補助之廠商使用國內

產品」為條件，則各構成禁止性補貼之「出口補貼」與「進口替代補貼」

之類型，為 SCM 協定所不許；由於上該措施係針對環保產業實施補助，

具備特定性要件，雖與第 8.2 條（b）款「不可控訴補貼」中之研發補貼類

型關係密切，但先不論需檢驗是否符合該款嚴格之限制要件，目前第 8 條

已暫時停止適用，何時再繼續適用，並無定論，故該補貼措施將被歸類於

「可控訴補貼」類型，欲避免被他國控訴，須注意不得對其他會員之國內

市場造成不利之損害。 

第七節   小結  

由於環保補貼可能以 SCM 協定中各種補貼之類型出現，故本章逐一

介紹環保補貼與各種補貼類型之關係，發現若環保補貼構成禁止性補貼，

不論係出口補貼或進口替代補貼，皆被 SCM 協定完全禁止，會員不得採

行，亦無規避之空間。而 GATT 第 20 條與 GATS 第 14 條等一般例外條款，

亦無法提供禁止性補貼於 SCM 協定規避之空間。 

又由於 SCM 協定第 8 條、第 9 條於 2000 年後已停止適用，會員亦尚

未做出延長適用之正面決議，故不可控訴補貼類型已不復存在。目前在

WTO 補貼之法定架構下，補貼措施僅存「禁止性補貼」及「可控訴補貼」

二分法，現行大多數之環保補貼類型將集中於「可控訴補貼」類型中。 

雖本文認為 SCM 協定仍應針對環境保護之目的設立例外不受控訴之

規定，第 8.2 條（c）款因應新環保法規之補貼類型仍有存在之價值，或許

經過適當之修改，即能符合各國對環保補貼議題之需要與期待，惟截至本

文完成之際，環保補貼議題之討論未再被提及。衡諸現實形勢，本文建議

各國採用環保補貼時，得採用下述方式，適當合法地規避被他國控訴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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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總結而言，本文認為不特定之補貼措施，仍屬無明文之不可控訴補貼

類型，或甚至應被解釋為不符合 SCM 協定對補貼之定義，無 SCM 協定相

關規定之適用。故現存之「不可控訴補貼」相關措施，若欲適當規避被他

國控訴，宜依下列步驟逐一檢驗：一、不得為「禁止性之補貼」；二、盡

可能不具備「特定性」；三、不可對進口會員造成負面之影響；四、仍須

符合 WTO 其他協定之規範，方得完全避免被其他會員控訴或課予平衡稅

反制。 

上述四個檢驗步驟中，步驟二特別重要，即盡可能不具備「特定性」

要件，由本文第四章第二節之探討可證明，藉由 SCM 協定第 2 條「特定

性」之要求，即足以將大多數之政府環保補貼措施排除於 SCM 協定之規

範適用外，而使其有繼續存在，且得避免被他國控訴之空間。 

由於環保補貼之類型亦可能涉及GPA，故本文另討論相關環保政府採

購補貼措施於GPA與SCM之相容性，發現我國之「資源回收再利用法」第

22條規定明顯有保護我國國內產業之意圖，可能有違反GPA第16.1條規定

之疑慮。雖然我國尚未正式成為政府採購協定之簽約國，但由於簽署GPA

係我國爭取加入WTO時對各國談判協議時之承諾，政府仍應未雨綢繆，政

府採購之相關政策與實務，應符合WTO標準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