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ＷＴＯ西雅圖部長會議報告

壹、前言
為訂定二千年新回合談判方式之藍圖，以及討論可能涵蓋之議題，ＷＴＯ各國爰
於本（八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三日假美國西雅圖舉行第三屆部長級會
議。為爭取各國支持我國儘早入會，以及化解不友善國家對我入會案之杯葛，並
了解二千年新回合談判之議題及進行方式，我國乃組團積極參與本次會議。我代
表團由本部王部長偕同「我立法院推動參加ＷＴＯ立法計劃工作小組」及「外交
委員會美加訪問團」共十八位委員組成代表團，以觀察員身分參加本次會議及相
關活動。
我方出席本次會議之重點，除出席部長會議大會，與大會所屬各工作小組之會議
以了解各國之立場外，並透過會外機會，與各國進行雙邊會談，籲請各國支持我
儘早加入ＷＴＯ；我立法院代表團除出席大會之外，亦積極與各國國會議員安排
雙邊會談，俾交換意見，推動國會外交。此外，我代表團亦利用出席會議之空檔，
與當地台商舉行座談，俾協助台商擴展經貿業務。茲將我代表團出席會議相關情
形報告如次。
一、本次ＷＴＯ部長會議進行情形
(一) 本屆部長會議原預定於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十時舉行開幕典禮，惟因美國民
間環保、勞工團體之嚴重抗爭，致開幕典禮無法如期舉行，並擾亂各國部長所安
排之拜會活動，後因華盛頓州州政府及西雅圖市市政府宣佈會議期間西雅圖市進
入緊急狀況，調派國民兵維持秩序，方使會議得以正常進行。
(二) 本次會議之進行方式除由各國部長在大會發表聲明外，並成立農業小組、
執行及規則小組、市場進入小組、新議題小組及勞工小組等，分別於不同時段就
宣言草案內容進行討論；各工作小組之討論情形如次：
1. 農業小組：農業議題爭議之重點在於：是否應將農產品之貿易視同其他產
品之貿易，適用ＷＴＯ相關協定之規範；是否取消或削減出口補貼及境內
支持、以及是否將非貿易事項如：環保、糧食安全、鄉村發展等納入新回
合談判。經各主要會員私下努力協商後，據美國代表團告以，該議題已獲
致良好進展，新版文字草案已完成。
2. 執行及規則小組：許多開發中國家認為烏拉圭回合相關協定所授予之權利
與義務有失衡之處，未來談判應力求平衡性。大部分之會員認為，與貿易
有關之智慧財產權保護協定、關稅估價協定、紡織品協定、反傾銷以及平
衡稅協定均應再予以檢討，開發中國家則提出該等協定所給予之調適期應

予以延長。此外，許多會員均主張新回合談判應訂有期中檢討。
3. 市場進入小組：本小組之主要工作係就部長會議宣言草案有關非農產品之
關稅與非關稅措施之相關段落進行討論，主要之議題包括：未來談判之產
品範圍、擬達成之目標、非關稅措施、談判模式及對低度開發國家之優惠
待遇等。各國均表示，部長宣言宜簡潔而周延，以避免無謂之文字爭議。
4. 新議題小組：爭議性最大之新議題在於是否將貿易與競爭、貿易與投資、
環境保護納入新回合談判討論，亦或應由原有之工作小組或委員會繼續就
該等議題進行討論；至於政府採購透明化、貿易便捷化是否納入新回合談
判則較有共識。
5. 勞工小組：由於美國堅持核心勞工標準與貿易議題應相聯結，建議在ＷＴ
Ｏ的架構下成立一工作小組就該議題進行討論，引起眾多開發中國家激烈
之反對。
(三) 本次會議原預定於十二月三日下午舉行閉幕典禮，惟因各國意見分歧，無
法獲致協議，會議進行至十二月三日夜十時，大會主席美貿易代表 Barshefsky 大
使召集全體委員會宣布：部長會議因所討論之議題內容極為廣泛複雜，且各國之
意見極為分歧，在有限時間內，伊雖不停地主持由二十三個主要會員參與之非正
式會議進行討論，盼能達成共識，惟最後仍無法獲致協議，此外，非正式會議因
參與國家有限，無法兼顧透明化之要求，有負於在場外等待之一百多個會員之期
待，因此，最後決定停止討論，並宣佈休會（並非閉會）；未來將由ＷＴＯ秘書
長 Mr. Moore 會同新任總理事會主席以密集諮商之方式，就程序之透明化進行檢
討，並將結論向全體部長提出報告，以決定本屆部長會議復會之時間及地點，繼
續進行討論。此外，各國討論所獲得的初步成果將予以保留，作為未來繼續討論
之基礎。另，烏拉圭回合之內建議題仍將依協定之規定，於兩千年元月開始談判。
貳、我代表團出席會議之情形
一、雙邊會談情形及成果
我代表團在本次會議期間密集地與我入會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澳洲、法國、英國、
波蘭、智利、哥倫比亞、土耳其、美國、哥斯大黎加、尼加拉瓜、秘魯、瑞士、
奧地利、匈牙利、德國、義大利、烏拉圭、巴西、以及平時較少接觸之會員如：
巴基斯坦、孟加拉等二十國之貿易部、次長以及ＷＴＯ副秘書長、美聯邦參議員、
愛達荷州州長、華盛頓州州長舉行二十四場次之雙邊會談；並利用各項宴會之場
合與各國部長廣泛接觸交談。
（一）雙邊會談情形：
１．與澳洲貿易部部長 Mr. Mark Vaile 會談部分：
A. 本部王部長首先表示中澳雙邊投資及貿易關係密切，且歷年來澳方對我貿
易享有出超，中澳液化天然氣業者於最近達成協議，勢必更加推動中澳雙
邊經貿活動。盼澳方一本初衷續支持我入會案，俾我方可儘速召開下一次
工作小組會議，Ｖ部長表示，澳方一向認為擴大ＷＴＯ之成員，有助於強

化世界貿易體制之運作，其支持我入會之立場從未改變。澳方盼我方能早
日入會，俾雙方可在多邊架構下繼續推動雙邊經貿關係。
B. 本部王部長表示為更進一步擴大中澳雙邊之經貿合作領域，建議澳方可考
慮參酌我目前與十多個國家定期舉行部長級雙邊會議之模式，提升中澳之
經貿諮商會議為部長層級。澳方表示，將攜回研究。
C. 澳方關切我國九月大地震是否對台灣經濟造成不利之影響，本部王部長除
對澳方在地震後所提供之協助表示感謝外，並說明由於政府與民間業者之
努力已使震災對經濟之不利影響減至最低，產業經濟活動已迅速恢復活
力，致今年經濟成長仍可達五·三％之水準。
D. 另雙方亦就澳、紐兩國將與東協國家成立自由貿易區之相關資訊及農產品
降稅如龍蝦等議題交換意見。
２．拜會法國財政經濟暨工業預算部外貿事務政務次長 Mr. Francois Huwart 部分：
A. 本部王部長表示，中法雙方貿易及投資關係一向良好，且法國產品在我國
市場甚有潛力，希望法國政府鼓勵其廠商來台促銷產品，且歡迎法商來華
投資我高科技產業，尤其是航太、資訊工業、生化及電動汽車等領域，並
對我商進行技術移轉。Ｈ次長除表示感謝外，並盼法國廠商可繼續與我商
就高鐵開發案進行合作。
B. 有關我入會案部分，本部王部長向Ｈ次長表示，ＷＴＯ入會案有一定之程
序，我入會案已進入最後階段，盼法方繼續支持我儘早入會。Ｈ次長表示
支持兩岸儘早入會，並將於歐聯內部對我入會案表示支持。
C. 本部王部長另向Ｈ次長表示，我政府自法國在台協會成立之初，即給予車
輛及菸酒等物品免稅之待遇，盼法國政府基於互惠之立場，提升我駐法國
辦事處之地位，給予相同待遇。
D. 本部王部長最後邀請Ｈ次長訪華，Ｈ次長表示渠明年可能有機會前來我國
訪問。
３．與英國貿工部部長 Mr. Stephen Byers 會談部分：
A. 本部王部長對於英國一本初衷支持我入會案表示感謝。
B. 英方表示歡迎我廠商前往英國投資高科技產業，且認為中英商務協會之成
立有助於中英實質經貿關係之發展，盼第二屆中英商務聯席會議繼續就雙
方所關切之聯合推廣計畫等議題進行討論。
C. 中英兩國目前已建立定期之次長級對話機制，為進一步推動雙方經貿合作
關係，我方建議雙方加強高層互訪並將經貿對話提升至部長層級。
D. 本部王部長向英方表示，為加強中英雙方業者共同創造商機，建議雙方未
來應加強電子商務之合作。
E. 本部王部長感謝英國對我國震災之協助，並說明由於政府與業者之努力，

已使震災對經濟之不利影響減至最低，今年經濟成長仍可達五·三％。
F. 英方認為我國對於烈酒之定義應與國際標準一致，我方表示：目前國際間
對於威士忌酒並未有各方共同接受之定義，未來如ＷＴＯ訂定相關酒類之
定義時，我國將參照辦理。
４．與波蘭經濟部首席次長 Mrs. Anna Skosronska Luczynska 會談部分：
A. 本部王部長首先感謝波蘭繼續支持我國ＷＴＯ入會案。
B. 波方歡迎我廠商前往投資，以增進中波雙邊經貿及投資關係。本部王部長
表示我國可提供我中小企業發展之經驗，協助波蘭中小企業改善體質。目
前我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透過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提供波蘭二仟萬美元中
小企業轉融資貸款，盼該國中小企業善用該項融資貸款。
C. 由於波蘭自本年九月對我輸波染色梭織物紡織品（CCC Code 5407）採三
年配額管制進口，配額率過低，我方向波方表示，迄今我未對波國產品採
取任何限制措施，且已開放波國汽車業者進入我國市場，盼波國基於雙邊
之友好經貿關係，與我諮商次年度配額事宜，本部王部長則進一步建議中
波雙方應建立部長級定期對話機制以解決雙邊經貿問題，波方表示將攜回
研究。
D. 另，我方亦促請波蘭終止對我輸波聚酯加工絲織品 CCC Code 5402 進行防
衛措施（Safeguard）調查，波方同意審慎考慮。
５．與智利經濟部長 Mr. Jorge Leiva 會談部分：
A. Ｌ部長表示繼續支持我ＷＴＯ入會案，並對於我擬對鮮柿子與漁產品所採
行之關稅配額方式表示了解，同意將儘速完成關稅核驗工作。
B. Ｌ部長表示由於該國與數個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區協定，且有完善之投資制
度，鼓勵我廠商前往投資。本部王部長則向Ｌ部長表示，為保障投資者之
權益，雙方應儘速簽署中智雙邊「投資促進及保護協定」及「避免雙重課
稅協定」，智方表示將進一步研究。
C. 為加強雙邊合作關係，本部王部長向Ｌ部長建議，我中小企業可與智利中
小企業分享過去業者發展之成功經驗。
６．與哥倫比亞外貿部長 Mrs. Marta Lucia 會談部分：
A. 哥國同意繼續支持我ＷＴＯ入會案，且由於中哥入會雙邊諮商已結束，因
此，哥國同意其所關切熱帶水果進一步降稅案未來可在雙邊架構下進行討
論。
B. 哥國表示由於哥國與安地列斯國家簽有自由貿易協定，且與拉丁美洲國家
有良好之經貿關係，盼我政府鼓勵業者前往哥國投資高科技產業，以拓展
中南美洲市場。我方表示，我願意提供哥國我中小企業發展之成功經驗，

其方式可包括：舉辦研討會以及邀請哥國青年企業家前來我國接受訓練
等。
C. 為進一步促進雙邊經貿關係，哥國同意我方之建議可參酌目前我與其他國
家舉行部長會議之模式，舉行部長級會議。
７．與美國副貿易代表 Richard Fisher 大使、聯邦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 Mr.
William Roth、華盛頓州州長駱家輝、愛達荷州州長 Dirk Kempthorne 會談部分：
A. 本部王部長首先恭賀美方於日前與中共入會達成雙邊協議，盼美方能一本
初衷繼續全力支持我入會案。
B. 美方除重申支持我入會案之態度外，並洽詢目前我國與各國進行關稅減讓
彙總表及其他核驗工作之進度，並盼我日後能隨時通知美方核驗之最新進
展情形。美方另指出，在美國與中共入會案達成雙邊協議之後，美國行政
部門最主要之工作將在於推動美國國會通過給予中共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待遇之法案。
C. 本部王部長另與美方就我與中共入會案之情形交換意見，美方表示，目前
之時機敏感，我應謹慎處理有關新聞媒體之報導，且盼我日後可隨時與美
方保持聯絡，以免錯誤之報導導致雙方認知上之差距。
８．與土耳其主管經貿之國務副部長 Mr. Kursad Tuzmen 會談部分：
A. Ｔ副部長首先表示，渠個人過去曾來我國訪問三次，向我廠商介紹該國投
資環境以及自由貿易區之運作；本部王部長則向渠表示，我國視土耳其為
我廠商進入歐聯及中東市場之跳板，因此非常重視增進與該國之雙邊經貿
關係，建議未來可建立資深經貿官員定期對話管道。
B. Ｔ副部長表示，多年來土國對我貿易處於逆差地位，雙邊貿易並未充分反
應雙方應有之潛力，盼我方能協助拓銷土國產品，本部王部長則向渠建
議，土國可籌組貿易拓展團來華拓銷其產品，加強中小企業之合作關係，
此外，我方亦可考慮派遣貿易團前往土國考察。
C. 鑒於土方已完成與我入會雙邊諮商，並已完成關稅核對，土方允諾將全力
支持我國ＷＴＯ入會案。
D. 本部王部長另表示土國航太工業頗富盛名，建議兩國可就航太工業合作發
展之可行性進行分析。
９．與哥斯大黎加對外貿易部部長 Mr. Samuel Guzowski 會談部分：
A. Ｇ部長首先表示，哥國代表團與ＷＴＯ秘書長關係良好，哥國願意對我入
會案提供協助，並同意我方所提出之請求，將協調拉丁美洲國家，化解不
友善國家對我入會案之杯葛。
B. 鑒於我國對哥國之貿易一向處於順差地位，為改善雙邊貿易失衡現象，我

方願意協助哥國拓銷產品至我國，並願協助哥國中小企業之發展，俾增加
雙邊經貿關係。
C. 由於近年來我國對哥國投資增加，為促進雙邊投資、貿易及人員之交流，
本部王部長建議哥國與我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及貨品暫准通關協定
（ATA CARNET），哥國表示將攜回研究。
D. 由於哥國課徵加工區屋頂稅造成台糖公司哥國蘭園(TAISUCO 公司)營運
成本增加，嚴重影響該公司之利潤，我方請哥方協助從寬認定屋頂稅之課
徵標準，使該公司得以順利在哥國營運，哥國表示願意盡力協助我廠商解
決該項問題。
１０．與尼加拉瓜貿工及發展部部長 Ms. Azucena Castillo 會談部分：
A. 由於我國對尼加拉瓜過去幾年雙邊貿易享有順差，為改善雙邊貿易失衡現
象，我國盼尼國籌組拓銷團來華拓銷其產品，Ｃ部長表示感謝並將攜回研
究。
B. 尼國重申其支持我ＷＴＯ入會案之立場從未改變。
１１．本部王部長會晤秘魯國際談判經貿部 Sr. Alfredo FERRER DIEZ CANSECO
次長時表示，我入會案已進入最後階段，盼秘方支持我早日完成入會程序。
１２．與巴基斯坦商工及生產部部長 Mr. Dawood 會談部分：
A. 我方向Ｄ部長表示，本次係多年來中巴雙方首次高層雙邊會談，我方至表
歡迎，盼未來可以建立經常性對話管道俾利進一步之接觸，並以政府人員
高層互訪及設處等措施作為建立合作管道之第一步。Ｄ部長表示同意，並
盼我方於返國後與渠直接聯絡，商討進一步合作事宜。
B. 我方另向巴方介紹我國整體經貿環境及產業概況，並強調我國產業以中小
企業為主，可作為巴國發展其經濟之借鏡，我方願與巴方分享我發展中小
企業之經驗。Ｄ部長表示，渠曾參加多項國際商展，對我國產業水準之印
象深刻，尤其是腳踏車、電子產品及化學品等，願與我進一步發展合作關
係。
C. 有關我ＷＴＯ入會案，本部王部長表示我入會案已進入最後階段，盼巴方
予以支持，以利早日完成入會程序。Ｄ部長表示了解。
D. 為展現誠意，本部王部長表示願考慮先行組貿易訪問團訪問巴國，Ｄ部長
除表示歡迎外，並表示將就相關行政事宜提供協助。
１３．拜會ＷＴＯ副秘書長 Mr. Ablasse OUEDRAOGO 部分：
本部王部長首先恭賀Ｏ副秘書長榮膺新職，並向Ｏ副秘書長簡報我入會案之進
展。Ｏ氏表示，渠於擔任布吉納法索外長期間曾多次訪華，與我關係深厚，且自
擔任副秘書長以來，與我駐日內瓦辦事處之聯繫良好，盼繼續維持聯繫，並請我

方隨時告知渠我入會案之進展，渠將儘力提供協助。我方最後邀請Ｏ副秘書長訪
華，Ｏ氏表示同意。
１４．與瑞士經濟部長 Mr. Pasacal Couchepin 會談部分：
A. 本部王部長首先對瑞方在震災後所提供之協助表示感謝，並請瑞方協助我
方排除不友善國家對我入會案之杯葛。瑞方除再度堅定其支持我入會案之
立場外，並表示將儘速與我完成關稅減讓彙總表之核驗工作，雙方並就中
共入會案之進展交換意見。
B. 由於中瑞兩國企業結構相仿，皆以中小企業為骨幹，本部王部長建議雙方
可加強兩國中小企業合作，並鼓勵瑞士高科技產業與我廠商進行合作，以
促進中瑞經貿交流合作。
C. 本部王部長建議瑞士政府重新檢討對華經貿政策，建立兩國高階經貿官員
定期諮商之管道，瑞方表示將攜回研究，以提出務實之解決方案。
１５．與奧地利聯邦經濟部部長 Mr. Hannes Farnleitner 雙邊會談部分：
A. 本部王部長首先向Ｆ部長表示，我入會案已進入最後階段，盼奧方於歐聯
內部討論時支持我國儘早完成入會程序。Ｆ部長表示，奧國與我關係良
好，過去一直支持我入會案，未來亦將繼續支持我案，另中共與美國頃就
其入會案達成協議，對我入會案有所助益，歐聯亦將於西雅圖部長會議後
與中共諮商。
B. Ｆ部長表示，盼雙方儘快完成雙方專利與商標優先權之相互承認，並當場
提交一份書面資料建議供我方參採。本部王部長允攜回研議。
C. 有關加強雙邊經貿交流事宜，本部王部長向Ｆ部長表示，中奧雙方於八十
六年十月一日訂有技術人員交流協議，俾在投資、管理、人力資源利用及
高科技交流等方面，透過人員交流之方式達成密切之合作關係。本部王部
長表示今後應提昇雙方所派人員之層級，以加強執行成效。Ｆ部長表示同
意進一步研議。
１６．會晤匈牙利經濟部部長 Dr. Attila Chikan 部分：
A. 本部王部長首先介紹我國貿易與對外投資情形，且表示匈國市場頗具潛
力，我業者極有興趣前往投資，以加強雙邊經貿關係，匈國表示該國係以
吸引外人直接投資之方式以發展該國之經濟，因此盼我業者前往投資高科
技產業，此外，匈國並表示該國亟欲發展觀光事業，並盼拓銷農產品（如：
小麥、玉米、豬肉）至我國，我方表示願提供必要之協助，並指出我國農
產品市場已相當開放，至於有關衛生檢驗及檢疫問題，匈方可循我國之相
關規定提出申請。
B. 關於匈方有興趣參與我政府採購案，本部王部長向匈方表示我國於本年五

月二十七日開始實施政府採購法，採購程序均已透明化，歡迎匈國業者積
極參與我政府採購案。
C. 對於匈國盼我能簡化藥品登記程序，本部王部長表示過去幾年我已大幅簡
化藥品審查程序，雙方如能就ＧＭＰ建立相互認證制度，將可進一步達到
簡化之目標。
１７．會晤孟加拉商工部次長 Mr. Sayed Alamgir Farrouk Chowdhury 部分：
A. 本部王部長向孟方表示，我國一向與印度保有密切之經貿關係，鑒於孟方
與印度為鄰，我亦可與孟加拉維持密切之經貿關係，孟方表示孟國雖與我
國無正式外交關係，惟雙方民間貿易往來一向熱絡，該國紡織業相當發
達，盼與我加強雙邊經貿投資活動，尤其歡迎我廠商前往投資。孟國並允
諾函邀我派遣經貿訪問團前往孟國訪問。
B. 本部王部長表示，我可協助孟國廠商提升該國紡織業之競爭力，未來雙方
可互相派遣經貿訪問團及建立定期諮商機制，以加強雙邊經貿交流，我方
並提交孟方我國對外投資概況之書面資料供參。
C. 本部王部長向孟方表示，ＷＴＯ入會案係採共識決，盼孟方在我入會過程
中支持我入會案，孟方表示渠亦樂見我早日成為ＷＴＯ會員。
１８．與德國聯邦經濟部次長 Dr. Axel Gerlach 會談部分：
A. Ｇ次長首先表示，Ｍ部長因忙於參加有關部長宣言之討論，無法分身前來
與我會談，特致歉意。Ｍ部長已初步決定將利用出席明年中德部長級經貿
合作會議之機會訪華。本部王部長表示，雙邊經貿合作會議確為中德雙方
之合作關係奠定良好基礎，我方將儘速致函洽邀Ｍ部長訪華。
B. Ｇ次長盼了解我公共工程之採購情形，本部王部長表示，我政府採購法已
於本（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實施，我政府採購制度已完全符合ＷＴＯ
之透明化原則及其他相關規範，且設有跨部會之機構，監督政府採購案件
之執行。Ｇ次長除表示了解外，並指出，德方對我高鐵案仍具高度興趣，
渠相信德、法兩國合作之高速鐵路設備必可為我提供高品質之服務。
C. 有關我入會案部分，Ｇ次長表示支持，並願協助我國化解部分不友善國家
對我入會案之杯葛。
１９．與義大利外貿部長 Mr. Piero Fassino 會談部分：
A. Ｆ部長首先表示義大利過去因中共之不當干預，無法順利拓展對我雙邊經
貿關係，惟近年來中義兩國雙邊貿易逐年遞增，投資及技術合作案亦增
加，且鑒於義大利產品在亞洲市場頗具潛力，因此義國盼能與我加強雙邊
經貿關係。本部王部長表示為更有效促進雙邊經貿活動，應加強中義兩國
間高層經貿官員互訪，並邀請Ｆ部長明年來華訪問，渠表示將攜回研究。

B. 本部王部長盼義國政府鼓勵義產業界加強與我技術合作或技術轉移，以協
助提升我產品品質，加速我產業升級，請義方考慮推動簽訂中義技術合作
協定，義方將審慎考慮。
C. 另本部王部長對義方支持我入會案表示感謝。
２０．本部王部長會晤巴西外交部長 Mr. Luiz Felipe LAMPREIA 時，Ｌ部長表示
過去雙邊經貿關係一向良好，未來可繼續加強雙邊經貿活動。本部王部長則表示
中巴兩國貿易仍有拓展之空間，未來應加強派遣經貿訪問團相互訪問。
２１．與烏拉圭財經部主管對外商務關係司司長 Ing. Luis PLOUVIER 會談部分：
A. 本部王部長向Ｐ司長表示，中烏雙邊貿易極具互補性，有極大之拓展空
間，盼雙方可加強雙邊經貿關係，Ｐ司長表示，雙方可透過貿易推廣機構
加強合作經貿關係，本部王部長則表示雖民間業者為拓展貿易之主力，惟
若加強雙方政府高層經貿官員之互訪，將可大幅提升雙邊貿易與合作關
係。
B. 有關我入會案方面，本部王部長表示，我已與烏國結束入會雙邊諮商，且
我給予烏國產品良好之市場進入機會，鑒於入會案係採共識決，盼烏方能
繼續支持我入會案，並瞭解我與中共之入會案應分別處理，避免發表對我
不利之聲明，以免對我入會案造成不必要之困擾。
（二）雙邊會談所獲致之重要結論：
1. 各國充分了解我國入會之努力及決心，並普遍表達支持我國儘速加入ＷＴ
Ｏ之立場。
2. 各國均肯定我國在經貿發展方面之成就，並表達與我國進一步發展雙邊經
貿關係之強烈意願。大部分國家亦同意與我建立雙邊經貿諮商之管道，或
提升既有之會談層級，以便更有效地促進雙方之經貿合作關係。
3. 多數國家主動提出盼能與我加強中小企業之合作機會，分享貿易推廣之經
驗以及進行高科技產業之合作。
4. 巴基斯坦及孟加拉首次與我進行高層會談，並同意進行經貿交流，我國亦
利用此次會談之機會，要求兩國支持我國入會。
5. 各國對於我國能在九二一震災後之短期間內將經濟受創之程度降至最
低，且恢復成長表示高度之敬佩。
二、我利用出席部長會議進行國會外交之情形及成果
本次「立法院推動參加ＷＴＯ立法計劃工作小組」與「外交委員會美加訪問團」
十八位委員參團，與行政部門共同就我ＷＴＯ入會案爭取國際間之支持，獲得顯
著之成果。我立法委員代表團於本次部長會議期間，與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代
表團、美國眾議院歲計委員會國際貿易小組代表團、美國參議院資深參議員 Mr.

Max Baucus 率蒙大拿州之業者代表團、加拿大下議院代表團、日本國會議員代表
團、歐洲議會代表團等國會議員共進行六場次之雙邊會談。立法委員代表團與Ｗ
ＴＯ之四個最主要會員（QUAD Members）之議會代表團進行會談，對助我入會
發揮一定之成效。此外，本次參團委員亦出席全美農業聯盟會議，以及美國參議
員 Mr. William Roth 所發起之ＷＴＯ立法委員會議(Assembly of Legislators)，另亦
利用出席會議之空檔拜會當地台商，受到各國國會議員以及各國代表團及媒體之
高度矚目。
我立法委員代表團在與各國雙邊會談中，向各國表示：本次與會成員含括各黨派
之代表，足見我朝野各界支持政府加入ＷＴＯ之決心，ＷＴＯ對於入會案有一定
之程序規定，我方經貿體制已符合ＷＴＯ規範，盼各國國會議員籲請其政府，基
於商業考量，支持我早日入會。此外，我方並向各國指出，我國民主政治發達，
經貿體制自由，未來入會後經貿體制將更趨自由，各國應助我抗拒中共之打壓，
以維護我國之民主自由體制。各國對我方各項籲求均表示同意，並明確表示支持
我國儘早入會。在出席全美農業聯盟之會議時，我方向美方充分說明，我農業為
弱勢產業，亟需相關之保護措施，以維護糧食安全與農民生存。美方對我方之說
明表示了解。另，我於與美方會談中，美方曾對我國保護智慧財產權之法制與執
行情形表示關切，經我方詳細說明後，美方並未再進一步表示關切。本次我國會
外交已達成下列目標：
1. 宣達我經貿自由化之成果，以及我立法部門不分黨派全力支持我加入ＷＴ
Ｏ之決心；
2. 傳達未來我入會後，將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擬繼續推動加入其他國際組
織，業獲各國議員之積極回應。
三、我國出席大會發表聲明之內容
本部王部長代表我國於十二月二日下午發表聲明，我方聲明大要如次：
1. 肯定新回合談判之成果，將對全球經濟之繁榮有所貢獻。
2. 表達我國在入會過程中所作之各項承諾足以顯示，我國對成為ＷＴＯ會員
已有
充分之準備，且願意善盡ＷＴＯ會員所應擔負之義務。
3. 我願透過技術合作等方式，與開發中國家分享過去我國在改善經貿體制過
程中
之經驗。
4. 我希望ＷＴＯ會員能支持我國儘早入會，以達成ＷＴＯ會籍之普及化。
5. 對於新回合談判方面，我國贊同繼續透過談判以降低關稅及排除非關稅貿
易障
礙之方式，以達成貿易自由化之長程目標；在談判過程中，我國認為應將
永續

發展之概念納入考量，我國亦認為應將投資與競爭納入談判，惟應考慮各
國經
濟發展之差異與發展程度之不同。
四、與台商座談情形及成果
台商為我國經濟發展之重要支柱，一向支持政府各項政令，而台商在各國從事商
業及貿易活動所遭遇之困難，我政府實有必要加以了解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因
此，我代表團特別利用會外時間，會晤西雅圖當地台商，除轉達我政府對台商之
關切外，並就如何協助台商在拓展業務方面所遭遇之問題舉行座談，期間台商均
十分關切國內之政治及經濟問題，我代表團一一為其解答並充分交換意見，本次
台商座談會不僅充分促進台商對我政府之向心力，並且對於進一步擴展中美雙邊
經貿關係有所助益。
肆、檢討與建議：
一、我國出席本次部長會議成果極為豐碩，我已與二十國之貿易部、次長官員進
行對話，對促進雙邊經貿關係之發展極有助益，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過去我無
溝通管道之國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均於本次會議中首次與我進行高層
會談，實為我入會案之一大突破；另，我「立法院推動參加ＷＴＯ立法計劃工作
小組」與「外交委員會美加訪問團」各委員對各國積極宣達我經貿自由化之成果，
以及促請各國國會議員支持我入會案均有良好之成效。因此，我代表團參加本次
部長會議極為成功圓滿，對於凝聚朝野對我入會案之共識極有助益，相信未來朝
野各界能繼續攜手共同合作，俾使我可順利完成入會案之歷史任務。
二、雖然本次ＷＴＯ西雅圖部長會議談判暫未達成共識，惟並不會影響我入會案
之時程，因原先各國打算在明年全面展開之新回合談判將暫時停止，各國將較有
充裕的時間加速審查我入會案；因此，儘管明年ＷＴＯ新回合談判遭到暫時擱
置，相信應不致影響各觀察員之入會時程，故對我入會案亦不會產生任何不利之
影響。
三、本次會議後行政部門將以此次各項雙邊會談之成果為基礎，繼續加強與各國
間之雙邊經貿關係；並將加強各部會之溝通與協調，積極研擬我國參與新回合談
判之立場；另，我亦將持續對民間業者進行宣導及溝通，俾使民間業者了解進一
步推動經貿體制自由化及國際化之努力。
四、本次會議後行政部門續須配合執行及辦理之工作，包括：
1. 繼續與相關單位研商我入會案在最後階段所面臨之困難，以提出因應方
案。
2. 以此次各項雙邊會談之成果為基礎，繼續加強與各國間之雙邊經貿關係。
3. 加強各部會之溝通與協調，積極研擬我國參與新回合談判之立場。
4. 繼續加強對民間業者及立法院之宣導及溝通，俾立法院早日完成尚未通過
之入會相關法案，並爭取民間業者了解進一步推動經貿體制自由化及國際
化之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