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間半導體會議 (GAMS) 及世界半導體理事會 (WSC)
更新日期：108 年 3 月 14 日




簡介：政府間半導體會議 (GAMS) 成員包括我國及美、歐、日、韓、中國大
陸，每年由 6 個成員針對世界半導體理事會 (WSC) 之建言研商並提出
因應，以推動全球半導體產業之發展，並排除不必要之貿易障礙。
源起：

一、 美國與日本自 1986 年以來，即就半導體市場開放問題舉行諮商，並分別於
1986、1991 及 1996 年分別簽署三次協議，依據第三次協議，兩國政府決定
成立半導體生產國政府間之半導體全球政府論壇 (Global Governmental
Forum, GGF) 及以產業協會為成員之世界半導體理事會 (World
Semiconductor Council, WSC)，並舉行由 WSC 會員及其政府參加之政府諮
商機制 (Government Consultative Mechanism, GCM) 會議，以此類似三角形
之架構作為討論半導體問題之機制。
二、 我國自美日進行半導體談判以來即密切注意有關進展，並透過各種場合表
達我國有意加入 GGF 與 WSC 之意願，經不斷努力終於獲邀出席 1998 年 1
月於美國舉行之第二屆 GGF 年會及 1999 年 3 月於韓國舉行之第三屆 GGF
年會；而 WSC 方面亦於 1998 年 9 月 18 日於日本召開之聯合營運指導委員
會 (JSTC) 通過我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TSIA)加入之申請案，TSIA 於 1999 年 4 月首次參加於義大利舉
行之第三屆 WSC 大會。
三、 由於第三次美日半導體協議於 1999 年 7 月 31 日到期，WSC 於 1999 年 4
月大會間通過「成立新世界半導體協會協定」以為延續，我 TSIA 協會並列
名會員名單中。至於 GGF 部分，根據 1999 年 3 月第三屆 GGF 年會之討論，
結束 GGF 此一論壇，改由產業與政府每年在 WSC 大會後共同開會之機制
取代，此一作法並於 1999 年 6 月 10 日於比京布魯塞爾舉行之 GCM 會議
中獲得確認。
四、 2000 年 6 月本局吳前局長文雅率團赴韓國參加政府與世界半導體協會代表
年度聯席會議，會中同時通過會議之正式名稱為「Governments/Authorities
Meeting on Semiconductors, GAMS」 (政府間半導體會議)。會議進行分為
二部份，其一為政府代表與 WSC 舉辦之年度聯席會議，由 WSC 向 GAMS
成員國提出報告及建言，其後由 GAMS 成員國單獨進行討論並隨後作出回
應。
五、 為提升我國在半導體產業之國際影響力，自 1998、1999 連續兩年成功爭取
參加 GGF 年會之資格，並自 GGF 於 2000 年更名為 GAMS 以來，我國每
年皆積極參與會議，歷屆與會情形詳如附件「我國參與 GAMS 重要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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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參與 GAMS 重要事紀
時間

WSC & GAMS 演進

我國參與 GAMS

備註

1986 美、日簽署第一次半導體協議
1991 美、日簽署第二次半導體協議
1996



美、日簽署第三次半導體協議，決議成 透過各種場合表達我國加入
立：

GGF 及 WSC 之意願

(1) WSC 世界半導體協議：
開放其他主要半導體國家產業協會加
入，惟加入條件需該國政府先行承諾撤
除半導體關稅
(2) GGF 半導體全球政府論壇：
無任何條件下邀請其他主要半導體生
產國政府及經濟體參加
(3) GCM 政府諮商機制 (WSC 會員及其
政府參加)


第一屆 GGF 年會於 12 月日本東京舉行

1997 第一屆 WSC 大會 4 月於美國夏威夷舉行
1998



第二屆 WSC 大會 4 月於美國加州舉行 我國獲邀參加 GGF 年會，由陳
- 通過 TSIA 之入會申請案

1999

局長瑞隆率團參加



第二屆 GGF 年會於美國舉行



第三屆 WSC 大會 4 月於義大利菲烏吉舉



TSIA 首度參加 WSC 大會

行



由陳局長瑞隆率團參加 GGF 參加 WSC





通過「成立新世界半導體協會協定」
，

年會，會前我業以換文方式表

GGF 年會於韓國舉行

達我國同意前述該聲明內

GCM 於 6 月於比利時舉行，美日歐韓

容，本次會議中通過我國加入

發表聯合聲明，依據該聲明產業與政府

聯合聲明成為參與國

TSIA 首度

每年在 WSC 大會後舉行聯席會議，取代
GGF 及 GCM

2000



第四屆 WSC 大會 4 月於韓國濟州舉行 由吳局長文雅率團參加會議

我國首度



首屆聯席會議於韓國舉行，決議將政府

以成員國

會議之正式名稱定名為 GAMS 會議

身分參加
GAMS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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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 WSC 大會 5 月於日本沖繩舉行 由吳局長文雅率團與會



第二屆 GAMS 會議於美國加州 Santa
Clara 舉行

2002



第六屆 WSC 大會 5 月於美國加州舉行 由國際貿易局沈副組長建一率



第三屆 GAMS 會議 9 月 11 日於日本東 團與會
京舉行

- 議題：市場自由化(ITA 及
WTO 非農產品市場進入談
判)、網際網路、歐盟禁鉛令
草案及未來化學品政策、市
場競爭及中國大陸加入參與
GAMS 可能性等議題

2003



第七屆 WSC 大會 5 月於法國尼斯舉行 由黃局長志鵬率團參加



第四屆 GAMS 會議 11 月 19 日於美國加

- 議題:中國大陸 VAT 退稅、反 邀請中國

州紅木市舉行, 主辦國美國希望於會後

傾銷、歐盟新化學品政策、 大陸加入

召開「GAMS 加一」會議，邀請中國大

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電子 WSC 及

陸代表聽取 WSC 報告及建議，惟中國大

商務、堆疊式積體電路

陸以準備不及為由，婉拒參加

(stacked die IC)列入資訊科
技協定(ITA)產品適用零關
稅等問題
- 會議決議，積極洽邀中國大
陸加入 WSC 及 GAMS

2004

2005



第八屆 WSC 大會 5 月於韓國首爾舉行 由黃局長志鵬率團參加



第五屆 GAMS 會議 9 月於德國柏林舉行



第九屆 WSC 大會 5 月於日本京都舉行 由黃局長志鵬率團參加



第六屆 GAMS 會議 9 月 15 日於韓國首
爾舉行

- 議題：新入會員案、世界半
導體市場概況、多晶片積體
電路產品（MCPs）免稅之簽
署以及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等

2006

大會決議



第十屆 WSC 大會 5 月於美國加州舉行 由黃局長志鵬率團參加



第七屆 GAMS 會議 9 月 28 日於日本東
京舉行

- 議題：新入會員(中國半導體
產業協會)入會案、修改
GAMS 聯合聲明、半導體產
品的原產地認定標準、多晶
片積體電路產品定義之擴
大、以及積體電路電路佈局
的有效保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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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S

2007



第十一屆 WSC 大會 5 月瑞士日內瓦舉行 由黃局長志鵬率團參加



第八屆 GAMS 會議 9 月 27 日於美國達

- 議題：WTO 談判進展、MCP

拉斯舉行

協定執行、原產地規則、智
慧財產權、環境保護等議題
進行討論，另中國未出席本
次會議亦受到矚目

2008



第十二屆 WSC 大會 5 月於我國台北舉行 由黃局長志鵬率團參加



第九屆 GAMS 會議 9 月 25 日於葡萄牙

TSIA 首度

- 議題：包括貿易、智慧財產 成功爭取

里斯本舉行

權、環境保護及安全與健康 到 WSC
等涉及半導體產業發展之重 主辦權
要議題

2009



第十三屆 WSC 大會 5 月於中國大陸北京 由徐副局長純芳率團參加
舉行



第十屆 GAMS 會議 9 月 24 於韓國濟州
舉行

2010



第十四屆 WSC 大會 5 月於韓國首爾舉行 由張副局長俊福率團參加



第十一屆 GAMS 會議 9 月 16 日於日本 議題：包括半導體產業之社會貢
神戶舉行

獻、市場研究報告與區域振興經
濟方案、智慧財產權保護、加密
標準及規則、多晶片積體電路及
多元件積體電路、全球環境保護
等

2011



第十五屆 WSC 大會 5 月於日本福岡舉行 由張副局長俊福率團參加



第十二屆 GAMS 會議 11 月 29 日於美國

-

華盛頓舉行

2012



第十六屆 WSC 大會 5 月於美國紐約州薩 由江副局長文若率團參加
拉托加溫泉市舉行



- 議題：多元件積體電路

第十三屆 GAMS 會議 9 月 27 日於德國

(MCO)產品定義與免稅待

柏林舉行

遇、擴大多晶片積體電路
(MCP)免稅協定之涵蓋對
象、加密標準與規範、進出
口規範限制、共同合作保護
全球環境、衝突礦石、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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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保護及區域振興經濟
措施等
- 另於 GAMS 會前召開「海關
專家技術性會議」
，就 MCO
產品定義進行研商

2013



第十七屆 WSC 大會 5 月於葡萄牙里斯本 由江副局長文若率團參加
舉行



- 議題：智慧財產權保護、自

第十四屆 GAMS 會議 9 月 26 日於韓國

由開放市場、共同保護全球

濟州舉行

環境、衝突礦石及區域振興
經濟措施等

2014



第十八屆 WSC 大會 5 月於我國臺北舉行 由徐副局長大衛率團參加



第十五屆 GAMS 會議 10 月 14 至 16 日
於日本福岡舉行



TSIA 繼

- 議題：自由開放市場、商業 2008 年
加密許可及認證、推動產業 後第二
健全的成長、環境安全衛

度爭取

生、智慧財產權保護、OECD 到 WSC
移轉訂價

主辦權

- 另於 GAMS 會前召開「商業 GAMS


加密認證及許可最佳實作規 首次舉
範研討會」
，就各成員之加密 辦「加密
標準、相關法規及遭遇之貿 研討會」
易障礙交換意見

2015



第十九屆 WSC 大會 5 月於中國大陸杭州 由陳主任秘書永章率團參加
舉行



GAMS

- 議題：化學品管理、多元件 續舉辦

第十六屆 GAMS 會議 10 月 20 至 22 日

積體電路、環境安全衛生、 「加密

於美國舊金山舉行

智慧財產權保護、貿易便捷 研討會」
化、半導體產業成長倡議、
OECD 稅基侵蝕及租稅規避
方案等
- 另於 GAMS 會前召開「加密
法規措施、認證及許可」研
討會，邀請包括國際共通標
準承認協議(CCRA)及 Intel
等國際組織及業界專家，分
享最新國際標準調和及加密
技術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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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二十屆 WSC 大會 5 月於韓國首爾舉行 由李主任秘書冠志率團參加



第十七屆 GAMS 會議 10 月 18 至 20 日

GAMS

- 議題：區域支持計畫、有效 首次舉

於德國柏林舉行

保護智慧財產權、加密標

辦「區域

準、貿易便捷化、半導體反 支持計
仿冒、共同保護全球環境及 畫研討
衝突礦石等。
-

會」

另於 GAMS 會前召開「區域
支持計畫」研討會，強調區
域援助計畫應遵循開放、透
明、不歧視原則並符合 WTO
規範，促請各會員之援助計
畫應依據市場及競爭原則而
制定，呼籲各會員分享相關
援助計畫，並履行 WTO 通知
義務。

2017





第二十一屆 WSC 大會 5 月於日本京都舉 由倪主任秘書克浩率團參加

GAMS

行

議題：區域支持計畫、半導

續舉辦

第十八屆 GAMS 會議 10 月 31 至 11 月 2

體產品稅則號列、加密標

「區域

日於韓國釜山舉行

準、ITA 及多元件積體電路

支持計

-

(MCOs)、半導體反仿冒、共 畫研討
同保護全球環境及衝突礦石
等。
-

另於 GAMS 會前召開「區域
支持計畫」研討會，支持
WSC 提出之「區域支持計畫
指導原則及最佳範例」
，各會
員將開始探討與政府援助有
關議題，並於閉會期間持續
討論，下屆會議亦續舉行區
域援助計畫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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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2018





第二十二屆 WSC 大會 5 月於美國聖地牙 由倪主任秘書克浩率團參加

GAMS

哥舉行

議題：區域支持計畫、半導

續舉辦

第十九屆 GAMS 會議 10 月 16 至 10 月

體產品稅則號列、加密標

「區域

18 日於日本千葉舉行

準、ITA 及多元件積體電路

支持計

-

(MCOs)、半導體反仿冒、共 畫」研討
同保護全球環境及衝突礦石

會及「加

等。

密法規

另於 GAMS 會前召開「區域支持 研討會」
計畫」研討會及「加密法規研討
會」
，支持 WSC 提出之「區域支
持計畫指導原則及最佳範例」及
「加密原則」
，各會員將開始探
討支持計畫及資訊加密相關法
規，並於閉會期間持續討論，下
屆會議亦續舉行區域援助計畫
研討會及加密法規研討會

英文名詞:
GAMS：政府間半導體會議 Governments/Authorities Meeting on Semiconductors
WSC：世界半導體理事會 World Semiconductor Council
TSIA：中華民國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CSIA：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協會 China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SIA：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JSTC：WSC 聯合營運指導委員會 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GGF：半導體全球政府論壇

Global Governmental Forum on Semiconductors

GCM：半導體政府諮商機制

Governmental Consultative Mechanism on Semicondu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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