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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一九九七年以來，台北發揮以小搏大的精神，努力成為
世界衛生大會之觀察員。經過 SARS 的衝擊，國際社會深深體
會到防疫不應有漏洞，美國開始採積極行動，扮演「促成者」
的角色。二○○五年世界衛生大會在「國際衛生條例」修訂條
文中加入「普世適用」的文字，為我參與世界衛生大會提供法
律基礎。馬英九總統上任以來，兩岸關係改善，二○○九年四
月及二○一○年三月，世界衛生組織兩度邀請我國以觀察員身
分出席世界衛生大會。本文分析美、台、中在此議題多年來策
略的轉變與互動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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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二○○九年四月二十八日，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 WHO) 幹事長陳馮富珍 (Margaret Chan Fung
Fu-chun) 致函我衛生署葉金川署長，邀請衛生署以「中華台北」的
名義與觀察員身分出席五月十八日起在日內瓦召開的第六十二屆
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Assembly；簡稱 WHA) (中華民國外交
部，2009 年 4 月 29 日)。自一九九七年我國正式申請成為世界衛生
大會觀察員以來，歷經十三年充滿挑戰、挫折與艱辛的日子，如今
世界衛生組織終於有正面的回應，令人欣慰。
葉金川署長率十五名衛生領域代表團成員赴瑞士日內瓦，出席
第六十二屆世界衛生大會。二○○九年五月十九日，葉署長在世界
衛生大會綜合討論發言時表示，感謝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陳馮富珍
邀請，全世界已經受到 H1N1 新流感的潛在威脅，中華台北參與世
界衛生會議更是刻不容緩。葉署長指出：「中華台北將繼續遵守國
際衛生社會的標準與規定。」「我們熱切希望，也確實有能力，在
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與活動上，有所貢獻」(中華民國行政院衛生
署，2009 年 5 月 21 日)。這是我國自一九七二年退出世界衛生組織
以來，首次出席世界衛生大會並公開發言。
二○○九年一月十三日，我國衛生署收到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
辦公室主任基恩 (Dr. Bernard P. Kean) 來函，表示接納我方參與
「國際衛生條例」(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簡稱 IHR)，要
我國推薦一名「台北的聯絡窗口」(contact point in Taipei)，可與世
界衛生組織直接互動，正式加入全球疫情通報以及防治體系 (中華
民國行政院衛生署，2009 年 1 月 22 日)。
二○○五年五月二十三日世界衛生大會通過「國際衛生條例」
修訂版本，並於二○○七年六月十五日正式施行 (Worl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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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2005a)。世界衛生組織在二○○七年六月十一日公
告，各國應設置一個「國際衛生條例國家對口單位」。二○○五年
通過的「國際衛生條例」修正版本，重點在擴大通報國際關注的公
共衛生突發事件、加強流行預警與應變、增加「國際衛生條例」對
口單位，以及提升對監測與應變能力的基本要求 (中華民國行政院
衛生署，2009 年 5 月 21 日)。
我國雖非世界衛生組織會員，但早在二○○六年五月十四日宣
布自願提前實施國際衛生條例，衛生署並於二○○七年五月致函世
界衛生組織幹事長陳馮富珍，確認我指定疾病管制局為「聯絡窗
口」，但在二○○九年一月十三日之前並未獲任何回應。被納入國
際衛生條例運作系統，台灣人民的健康多了一層保障，但國際衛生
條例只是世界衛生組織六項機制之一 (葉金川，2009b)， 1 未來我
1F

方將繼續努力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其他機制與活動。
二○○九年四月二十九日，馬英九總統在主持高層會議時指
出，「政府於去年五月成立世界衛生大會專案小組，由國安會蘇起
秘書長擔任召集人，與衛生署、外交部、陸委會一起進行相關規劃
與努力。今天能獲致此項成果，讓台灣順利參加，主要有三項原因：
第一、國內各界的努力，朝野不分藍綠都積極爭取；第二、大陸當
局釋出善意，這也可由胡錦濤先生於去年年底談話中看出跡象；第
三、國際社會的大力支持，包括美、日、歐盟、東南亞、紐澳、有

1

WHO 機制共分為六項，除了「國際衛生條例」之外，還有「國際食品衛生安全網
絡」(International Food Safety Authorities Network；簡稱 INFOSAN）、「全球疾病
疫 情 警 報 與 反 應 網 絡 」 (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 ； 簡 稱
GOARN）、「結核病夥伴網絡」(Stop TB Partnership）、「菸草控制框架公約」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簡稱 FCTC）之「菸草製品非法貿易
協定」(Protocol on Illicit Trade in Tobacco Products)，以及「國際反偽藥工作小組」
(Inter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nti-Counterfeiting Taskforce；簡稱 IMPACT）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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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交、無邦交國都認為我們應該有機會參加」(中華民國總統府，
2009 年 4 月 29 日)。
二○○九年五月我方得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大會，確實
是國內各界多年來不分藍綠的努力。本文第一部分回顧並探討過去
十三年來台北以小搏大策略之演變。除了台灣鍥而不捨的努力外，
美國亦扮演十分重要「促成者」的角色。二○○三年三月，中、港、
台成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 SARS) 疫區，迅速傳播，讓世人深深感受到疾病無國
界，防疫不應有漏洞。在美國為主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世界衛生組
織於二○○三年五月三日首度派遣專家赴台了解疫情。二○○三年
我案雖然仍未排上議程，但我與世界衛生組織首度有了互動。美國
如何扮演「促成者」的角色是本文第二部分探討的重心。
自一九九七年以來，北京一直堅決反對台北成為世界衛生大會
的觀察員，但是經過 SARS 的衝擊，加上以美國為主國際社會的不
斷支持，北京不得不調整其對台的政策，本文之第三部分探討北京
的因應對策。因為篇幅有限，本文將以二○○三年前後為重心，探
討台北、華府和北京的互動與策略演變。

貳、歷史背景
一九四五年我國與巴西共同提案召開國際衛生會議，以便成立
一個主管全球衛生事務之機構。一九四六年，國際衛生會議順利召
開，並通過「世界衛生組織」憲章。一九四八年四月七日，該憲章
獲聯合國過半數會員的批准生效，世界衛生組織正式誕生，我國為
該組織的創始會員國。一九七一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聯合國席
次，一九七二年我國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席位為中共所取代。
為了維護台灣人民應享之基本健康權益，我政府在一九九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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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推動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一九九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時任外交
部長章孝嚴致函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中島宏 (Hiroshi Nakajima)，正
式表達我國盼望成為該組織觀察員之意願，但是世界衛生組織復
稱，因我申請涉及聯大一九七一年第 2758 號決議，以及一九七二
年WHA 25.1 號決議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73: 353)， 2 並
2F

暗示倘幹事長邀請我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恐引起爭議，而未同
意邀請 (中華民國外交部，1997；中華民國立法院，2002b)。
其後，我方改以洽請友邦在每年四、五月間提案，將我案列入
五月中旬世界衛生大會臨時議程之補充項目，邀我成為世界衛生大
會之觀察員。但是自一九九七年以來，因中國全力阻撓，世界衛生
大會負責審理大會議程之總務委員會，每年皆以議案未獲共識為
由，未能列入世界衛生大會之正式議程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2b)。
一九九七年我之所以選擇以觀察員方式參與世界衛生大會，乃
基於現實因素的考慮。世界衛生大會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最高機構，
由會員國代表組成，每年五月在日內瓦舉行會議。主要的任務是審
議幹事長的工作報告與規劃、批准年度預算、審查新會員國申請和
討論其他重要問題及政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憲章第 3 章第 3 條的
規定「各國均得為本組織會員國」，我國為創始會員國，負責推動
一九四六年在紐約舉行之國際衛生會議，並促成世界衛生組織正式
成立，原本應以會員方式申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但是要加入成為
會員，需有世界衛生組織當時一百九十一個會員國過半數通過才有

2

WHA 25.1 決議文提及：「第二十五屆世界衛生大會謹記一九七一年十月二十五日
聯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在聯合國之唯一
合法代表……執委會在 EB49.R37 決議文中已建議世界衛生大會應承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為唯一有權在世界衛生組織中代表中國的政府，決定恢復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的
所有權利，並承認其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唯一合法政府，並即刻將
蔣介石的代表從世界衛生組織所非正當佔據的席位逐出。」

436

歐美研究

可能。基於現實因素考量，一九九七年我方決定先以觀察員方式出
席世界衛生大會。
世界衛生組織的憲章並沒有明確規定觀察員的資格，但根據過
去的實踐，大致可以分為兩種途徑：一為透過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
的邀請，例如：在一九五三年教廷 (the Holy See) 以及一九六三年
馬爾他騎士團 (Order of Malta) 曾被幹事長邀請成為觀察員；另一
方式則是透過世界衛生大會以決議的方式邀請，例如：一九七四年
世界衛生大會通過決議准許「民族解放運動」(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成為觀察員，一九七五年巴勒斯坦解放組織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簡稱PLO) 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世界衛
生大會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0: 4-5)。 3
3F

一、觀察員的類別與權利
世界衛生組織目前的觀察員大致分為三類：(1) 國家觀察員，如
教廷以及列支敦斯登 (Liechtenstein)；(2) 準國家觀察員，如巴勒斯
坦 及 馬 爾 他 騎 士 團 ； (3) 非 國 家 觀 察 員 ， 如 「 國 際 紅 十 字 會 」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Red Cross)、「國際紅十字會及紅新月會
聯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以及「國際國會聯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簡稱
IPU)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2 年 3 月 25 日；葉金川，2009a)。 4
4F

3

巴勒斯坦於一九七四年根據 WHA 27.37 決議成為觀察員，世界衛生大會另於二○

4

國際紅十字會在獲得聯合國觀察員地位後，致函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希望成為世

○○年通過第 53.13 決議，詳細規定其義務。
界衛生大會觀察員，世界衛生組織於一九九五年邀請「國際紅十字會」成為觀察員。
「國際紅十字會及紅新月會聯合會」依循上述模式，於一九九八年成為世界衛生大
會觀察員。「國際國會聯盟」於二○○三年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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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會員以及觀察員外，世界衛生組織憲章第 3 章第 8 條有副
會員 (associate member) 之規定，「領土或各組領土，其本身不能
自行負國際關係行為責任者，經會員國或對各該領土負責之主管當
局代表申請，並經世界衛生大會批准得加入成為副會員」。目前世
界衛生組織有兩個副會員，一為波多黎各，另一為位於中太平洋之
托克勞群島 (Tokelau)，分別由美國及紐西蘭代為申請成為副會員。
副會員無權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相關機構之職位，亦無投票權。我國
為主權獨立之國家不宜自貶國格申請副會員。此外，亦有「非政府
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簡稱 NGOs) 派遣代表出
席世界衛生大會，但我方亦不願以一般非政府組織方式參與世界衛
生組織。
鑑於世界衛生組織並未限制觀察員之資格，我以觀察員參與世
界衛生組織較可避免政治干預，也較易爭取多國支持，同時以世界
衛生大會觀察員之地位亦得與世界衛生組織取得多種聯繫與合作，
一九九七年我方乃決定以觀察員方式參與世界衛生組織 (中華民國
立法院 2002b: 178)。
世界衛生組織的憲章雖然沒有提到觀察員的地位，但是根據世
界衛生大會之議事規則，觀察員可以享有下列權利：
(1) 參與世界衛生大會會議：根據大會議事規則第 3 條，幹事
長應在例會確定的會期六十天前、或特別會議會期三十天前，將開
會通知送交各會員國及准 (副) 會員，執行委員會代表，以及所有
邀請參加會議的及與本組織建立關係的政府間組織及非政府組
織。幹事長「可邀請已提出會籍申請的國家、已代為申請為准 (副)
會員的領地，以及雖經簽署但尚未接受組織法的國家，派觀察員出
席衛生大會的會議。」
(2) 參與衛生大會的全體會議：根據世界衛生大會議事規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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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條，參加世界衛生大會全體會議者包括「應邀的非會員國觀察員
參加。」
(3) 享有取得非機密性文件：世界衛生大會議事規則第 47 條規
定，「可發給觀察員非機密性文件，以及幹事長認為可以發給的其
它文件。他們得向幹事長提交備忘錄，其分發性質與範圍由幹事長
決定」(世界衛生組織，2006: 123, 127, 134)。觀察員沒有權利擔任
世界衛生組織內相關職位，亦無投票權。經主席邀請，並在世界衛
生大會或委員會同意後，可就世界衛生大會中所討論之問題發言。

二、我參與之立場
一九九七年我國第一次推動成為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時，我請
友邦提案時是用「出席」(attend) 世界衛生大會的文字，但自一九
九八年起我皆用「參與」(participate) 的文字 (詳見表 1)。過去多
年來，台北與北京對參與之身分、名稱、功能與聯繫的方式有十分
不同的想法。

(一) 身分
自一九九七年以來我國為了迴避政治爭議，要求的只是「觀察
員」的身分。中國曾多次表示，台灣為中國的一省，沒有資格成為
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亦不能成為世界衛生組織之會員或准 (副) 會
員。但是，北京歡迎台灣參加中國的代表團，這是矮化我方的伎倆，
台北不可能接受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3: 4; 2004b: 5;
2005b: 5; 2006: 4; 2007c: 4)。
在世界衛生組織的運作上，有兩百多個非政府組織與世界衛生
組織有正式的工作關係；在世界衛生大會開會時非政府組織亦以一
般觀察員的身分參與，但是我方爭取的觀察員地位乃為目前經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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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的觀察員，例如：教廷、巴勒斯坦、馬爾他騎士團、「國際紅
十字會」、「國際紅十字暨紅新月會聯合會」，以及「國際國會聯
表1

台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所使用之名稱 (1997-2008)

年度

提案文件標題

1997
WHA

Invit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 attend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in the capacity
of observer
Invit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Invit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Invit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Invit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Inviting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Inviting the health authorities of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Inviting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Inviting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Inviting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Request the Director-General to refer Taiwan’s
membership application to the Assembly for
consideration
Inviting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1998
WHA
1999
WHA
2000
WHA
2001
執委會
(EB)
2002
WHA
2003
WHA
2004
WHA
2005
WHA
2006
WHA
2007
WHA
2008
WHA

資料來源：葉金川 (2009b: 11)。

使用名稱

推案結果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aiwan

未獲列入
大會議程

Health
authorities
of Taiwan
Taiwan
Taiwan
Taiwan
Taiwan

Taiwan

未獲列入
大會議程
未獲列入
大會議程
未獲列入
大會議程
未獲列入
大會議程
未獲列入
大會議程
未獲列入
大會議程
未獲列入
大會議程
未獲列入
大會議程
未獲列入
大會議程
未獲列入
大會議程
未獲列入
大會議程

440

歐美研究

盟」，而不是一般非政府組織的觀察員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5 年
5 月 2 日)。
此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憲章第 71 條規定，「本組織就其職
權範圍內之事項，得採適當辦法，俾與非政府國際組織會商合作，
如經有關國家同意，並得與一國內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會商合作」
(世界衛生組織，2005: 16)。二○○三年中共表示除非中央政府或世
界衛生大會同意，台灣不得以非政府組織方式參與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3: 4)。

(二) 名稱
自一九九七年至二○○一年，我方委請友邦提案文件使用的名
稱為「中華民國 (台灣)」，二○○二年使用的名稱為「台灣」，二
○○三年則以「台灣衛生當局」(Health authorities of Taiwan)，二
○○四年至二○○八年則皆以「台灣」為我名稱 (詳見表 1)。
二○○五年胡錦濤曾表示我方可以用「中國台灣」(Taiwan,
China) 的名稱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
在五月秘密簽訂的「諒解備忘錄」(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簡稱 MOU) 亦以「中國台灣」稱呼我方，但是此一立場是我方不
能接受的。

(三) 參與的功能性質
北京將我方參與會議的性質侷限在「技術性」的會議或交流，
而非一般性質的會議。但我方希望除了技術性會議以外，有關醫療
衛生的一般性議題都能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每年召開相關會議千餘
次，但是我方所知的相當有限，並沒有一個正規的管道可以得知相
關的會議資訊。自二○○五年五月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簽訂諒解備
忘錄以來，至二○○八年底，我方自零星方式只得知五十四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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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但提出的要求卻被拒絕了三十三次，其中只得參與二十一項技
術性會議，根本不是「有意義」的參與 (葉金川，2009b: 11)。

(四) 聯繫的方式
在諒解備忘錄的實施細節，中方規定世界衛生秘書處邀請台灣
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技術活動，必須在實際會議前五週告知中國駐日
內瓦的代表團，由其轉交中國衛生部，並須附上台灣出席專家之姓
名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WHO Secretariat and China, 2005)，中國在接獲要求兩週內決定台
灣可否派員參加，也就是所有聯繫的方式都要透過中方在日內瓦的
代表團，而且最終的同意權是由北京決定。即使是友我國家主辦的
會議，我經主辦國邀請，還是要中國同意才得以參加。此一運作方
式飽受國內各界批評。我方要求以直接 (direct)、分別 (separate) 的
方式參與世界衛生組織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5 年 4 月 20 日)。

參、我國策略演變：一九九七至二○○九
中國古代把外交談判稱為「折衝樽俎」，意謂在酒宴談笑之間，
贏得戰場上用千軍萬馬難以贏得的勝利。在當今錯綜複雜的國際環
境中，身為弱勢者的我方，在和中共爭取外交空間參與國際組織
時，絕非「折衝樽俎」，即可解決難題。但是我方若抱著弱國無外
交的心態，亦不可能維持當今仍有二十三個國家和我有正式外交關
係的局面。
冷戰期間，研究國際談判的重心多半放在勢均力敵的美、蘇兩
國，對第三世界的小國多半不加以注意。勞爾 (Arthur Lall) 在一九
六六年出版之《現代國際談判》(Moder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書中指出，強國主導一切，小國想要達成其目的，可能致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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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二種：(1) 聯合另一強國來對抗其敵人；(2) 利用以夷制夷的方
法，在二強中左右逢源 (Habeeb, 1988: 4; Lall, 1966)。
換句話說，弱勢者必須擅於運用強國之間的矛盾，或是依附某
一強國來遂行其目的。冷戰期間，東、西陣營壁壘分明，除了少數
中立的國家之外，其他國家多半在美、蘇之間擇一而處，我方如此，
中共亦然。

一、弱勢者如何與強方談判
七○年代以來，美國在越南的潰敗，使得許多研究談判的學者
質疑強者或大國必能主導國際政治的傳統看法。在政治、軍事及經
濟力量上都佔優勢的一方，若缺乏強烈的意願與決心，亦可能敵不
過弱勢但意志力極強的對手。小國和大國打交道時，如何才能致
勝，乃引起一些學者的研究興趣。今將可能強化小國談判籌碼之
道，大致列點分析如下：

(一) 弱勢者往往可以全心全力專注一事，以勤補拙
法克斯 (Annette Baker Fox) 在其研究中指出，小國在談判時，
往往可以全力以赴，但是大國卻因為諸事纏身，無法全力貫注一事
(Fox, 1959, 1977; Habeeb, 1988: 22-23, 144)。如此，以勤補拙，小
國在談判時，可能會產生較有利的談判結果。

(二) 弱方雖然資源有限，但有時卻可以堅強的意志及決心，
求取最後的勝利 (Snyder & Diesing, 1977: 190)
一九七五年北越以持久的毅力與決心和美國長纏，最後終於獲
勝，吞併了南越，這是弱勢者與強方為敵，仍能致勝的最好例子。
在兩岸的問題上，中華民國以小搏大、屹立不搖，已長達六十年。
未來若能凝聚民心，減少因內鬥而引起之無謂消耗，將是執政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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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談判時的後盾。

(三) 弱勢者可以先聲奪人，在談判議程上採取主動
札特曼 (I. William Zartman) 認為小國原則上有三種權力來
源：(1) 弱勢者可以影響議程或提出論點激起對抗 (encounter)；(2)
弱勢者可以提出他們的需求，讓強勢的一方受道德拘束；(3) 弱勢
者有權可以同意，相對地，亦有權拒絕協議 (Habeeb, 1988: 8;
Zartman, 1971: 227-228)。

(四) 弱勢者可以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來增加其談判籌碼
弱勢者想要說服強方，遂行其目的並不容易。但是，強方若要
獲得弱勢一方的合作，也不見得十分容易。一些研究談判的學者認
為弱勢者最有利的籌碼，就是說「不」。大國若有求於小國，小國
如認為條件不理想，大可充耳不聞或明加拒絕，以不合作的方式，
使得大國無法達到其目的，亦可能間接地促使對方讓步 (Aron,
1981; Bjol, 1971: 36; Habeeb, 1988: 6, 8; Zartman, 1971:
227-228)。
巴士頓 (Ronald P. Barston) 認為弱勢的一方，若擁有重要的戰
略價值或資源，在談判時亦可能獲得強方較多的讓步 (Schou &
Brundtland, 1971: 46)。此外，弱勢的一方亦可以透過國際輿論的壓
力，來抵制強者的不當作法 (Habeeb, 1988: 134)。
總之，弱勢者與強方談判或是拒談時，若能妥謀對策，仔細籌
劃，全力以赴，並以堅強的信心與毅力與對方周旋到底，雖為弱勢
的一方，亦可能遂行其目的。反之，即使身為強方，但是不知己、
不知彼，對談判又掉以輕心，不全力以赴，那麼即使擁有強者的各
方資源，也不見得在談判桌上處處得逞。

444

歐美研究

二、台北策略演變
自一九九七年以來，台北努力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歷經
李登輝、陳水扁與馬英九三位總統，目標雖然一致，但是策略卻有
所不同。我方在初期採取低調的方式申請，但經過 SARS 的衝擊後
改採主動，在議程及作法上以先聲奪人的方式，讓世界衛生組織會
員不得不正視台灣兩千三百萬人被排除在外的不便，並造成了防疫
漏洞。二○○七年我方更以會員方式申請，雖然沒有成功，但是透
過冗長的辯論，世界衛生組織的成員皆聽到台灣人民希望成為世界
衛生大會觀察員的心聲。台北的策略大致經過以下四個階段，而每
一階段皆有其背景與考量。

(一) 低調申請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一九九七至二○○三年
自一九九七年以來，我友邦以低調的方式，邀請我方以觀察員
身分參與世界衛生大會，但是提案皆未能列入世界衛生大會之議
程。雖然如此，我政府推動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決心從未改變，台
北屢戰屢敗，繼續以堅強的意志，希望以勤補拙，獲得最後成功。
一九九八年以來美國國會陸續提出不同的決議案，助我成為世
界衛生大會觀察員，一九九九年美國國會通過的眾院法案 (H. R.
1794) 首度正式成為美國法律 (U.S. Public Law 106-137, 1999; 宋
燕輝，2002: 89-102, 119-121)。此後，歐洲議會、加拿大、中美洲
議會、比利時國會亦陸續通過支持我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的決
議文。美國為主之國際社會成員對我訴求表示同情與支持者與日俱
增。
在我政府相關部門和民間團體共同的努力下，美、日、歐盟為
主之國際媒體、國際醫療專業團體，以及多國政要紛紛發表友我言
論，或致函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及其政府決策者，支持我以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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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參與世界衛生大會以及有意義地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雖然
如此，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的進展依舊有限。
二○○三年三月 SARS 疫情爆發，中、港、台成為疫區，迅速
傳播，引起全球關注。在地緣上，台灣乃聯結東北亞與東南亞之交
通樞紐要道，具有政治、軍事，以及經濟之戰略意義。然而，世人
直到二○○三年 SARS 期間才深刻體會，台灣在疾病防疫傳播體系
中亦扮演重要的角色。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料，從二○○二年十一月十六日在中國
首次出現SARS病例以來至二○○三年七月底，全世界總共有二十七
個國家通報 8,098 個SARS個案，造成 774 人死亡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4a; 中華民國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4:
148)。 5 二○○三年二、三月間，台灣亦爆發嚴重SARS疫情，雖然
5F

我衛生機關立即向世界衛生組織請求援助，但是因為中國阻撓延遲
了六週，直到五月三日世界衛生組織才派遣兩位專家到台灣了解疫
情，最後我犧牲了七十三條寶貴性命，並且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與
社會成本。
台灣有兩千三百萬人口，每年進出台灣有二十二萬五千次國際
航班，五萬一千艘貨船，旅客高達二千七百萬人次，而居住在台灣
的美、加、日外籍人士約五十五萬一千人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4
年 5 月 6 日)。此外，台灣尚有來自泰國、印尼、菲律賓、馬來西亞
及越南等外籍勞工三十二萬人以上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2 年 5
月)。SARS 經驗證明台灣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之防疫體系之外，

5

我國行政院衛生署所統計之 SARS 致死病例與世界衛生組織之標準略有差異。世界
衛生組織對 SARS 死亡病例之判斷標準為，直接死因為 SARS 的病例；而根據台灣
行政院衛生署統計資料，在七十三個 SARS 死亡病例中，有三十七例直接死因為
SARS，另三十六例為死因與 SARS 相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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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預防傳染疾病的大「漏洞」(gap)。
更早之前，一九九八年台灣爆發腸病毒，但因被排除在世界衛
生組織之外，無法即時取得重要的資訊、技術，以及關鍵醫藥，導
致一百八十萬人受到感染，四百人送醫急救治療，八十人死亡的重
大損失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2 年 5 月)。為了台灣人民的健康福
祉，我政府努力成為世界衛生組織防疫體系一環實有其現實之需要。
台灣在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第一階段的努力，首重爭取國際的了
解、同情與支持。弱勢的我方面對中共以「一中」政治理由打壓我
方，二○○二年起台灣以「衛生實體」(health authorities) 非政治的
概念申請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我方訴求的重心為疫情無國界，世界
衛生組織不應以政治理由拒絕台灣人民，而應確保世界所有人民獲
得最高品質的健康照顧。我方低調的以「衛生實體」為訴求，但仍
未獲任何善意回應。
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在二○○二年世界衛生大會發言表示，台
灣「發明了一個所謂『衛生實體』的新名堂……世界衛生組織是主
權國家參加的聯合國機構，不是什麼『實體』組成的機構……不管
台灣當局及其說項者用什麼名義，『中華民國』、『台灣』或『衛
生實體』，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通過台灣擠入聯合國等國
際組織來分裂中國，製造『兩個中國』、『一中一台』」(中華人民
共和國外交部，2002 年 5 月 13 日)。北京依舊以政治理由封殺我案。
二○○三年 SARS 期間，我請友邦提案時仍舊低調地用「邀請
台灣衛生當局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世界衛生大會」，但再度被拒絕。
在一九九七年至二○○三年第一階段期間，台北以人道、醫療因素
極為軟性的方式，避開政治訴求，年年請友邦推案，但年年被拒絕。
SARS 疫情對我全國百姓而言，是極為震撼的衝擊，政府不得不重
新思考新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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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議程上採取主動：二○○四至二○○六年
經過八年的努力、八年的挫折、八年的心血，台北乃痛定思痛，
尋求新的策略因應 SARS 之後的新局。二○○四年至二○○六年
間，弱勢的台北決定在議程上採取新的主動，試圖讓世界衛生組織
所有的會員正視台灣的訴求。在世界衛生大會期間，當著所有的世
界衛生組織會員全面辯論我案，乃弱勢的我方因應新局的新策略。

1. 二○○四年：票決我案
對台北而言，強勢的北京在國際組織中一項最重要的資源就是
擁有眾多的友邦，一旦訴諸票決，結果一定佔上風。雖然如此，票
決我案勢必帶動世界衛生大會全面辯論台灣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
織外之不當，凸顯我方訴求，有助於國際宣傳。
一九九七年我首度推動出席世界衛生大會成為觀察員時，曾經
動用表決方式。一九九七年五月五日，總務委員會不建議將我案列
入該屆衛生大會的議程。在世界衛生大會全會時，大會主席最後決
定就是否贊成總務委員會報告進行唱名表決，進行了長達兩小時的
激烈辯論。結果以一百二十八票贊成，十九票反對，五國棄權，通
過總務委員會報告，我案未被納入第五十屆世界衛生大會議程 (中
華民國外交部，1997)。
此後，我方在世界衛生大會年會期間，並未動用大會表決，直
到二○○四年。二○○四年四月二十一日，美國亞太助卿柯立金
(James A. Kelly) 在國會「台灣關係法聽證會」中明確重申美國積極
支持台灣取得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地位。柯助卿並首次表示，倘本
案由大會付諸表決，美國將投票支持台灣成為觀察員 (Kelly, 2004;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4)。美國的立場對我是一項重要的精神鼓舞，
台北決定再度動用票決議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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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年五月十七日，世界衛生大會開會首日，我案在總務
委員會經長達一小時二十分鐘之辯論，會中有四十八國發言，其中
有十六國支持我案，但主席裁決不列入大會議程。同日下午在全會
審查總務委員會報告時，雙方又進行激烈的辯論，共有四十二個國
家加入辯論。我案進行了三個小時的辯論後，又經一小時唱名表
決，結果二十五票贊成將我案列入議程，一百三十三票反對，兩票
棄權。投票贊成之國家，除二十三國為我友邦外，還包括美國與日
本。
經過八年之努力不懈，我案雖未能列入世界衛生大會之議程，
但獲美、日兩國首度公開投票支助，亦使我方獲得更多國際社會之
道義支持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4)。二○○四年國際衛生大會開會
首日，辯論我案長達五個半小時，幾乎佔去大部分的時間。在冗長
討論我案的過程，世界衛生組織所有的會員不得不正視台灣被排除
在外所造成的諸多影響，其中包括議事的順暢。

2. 二○○五年：「雙管齊下」策略
二○○五年我推案採取「雙管齊下」的策略。除了繼續推動成
為觀察員外，並配合修正「國際衛生條例」的時機，全力爭取在修
訂條文中納入有利我參與的文字。我國自二○○四年三月起，透過
友邦尼加拉瓜，致力修正「國際衛生條例」參與者的條件。自二○
○四年十一月起世界衛生組織召開了三次政府間工作小組會議，在
我友邦不斷努力下，二○○五年五月世界衛生大會終於通過有利我
方參與的文字，「國際衛生條例」第 3 條明確納入「普世適用」
(universal application) 原則，為我未來參與「國際衛生條例」初步
奠定法理基礎。
此外，在議事策略上，二○○五年我方決定恢復以往「二對二
交叉辯論」的方式，並且不主動推動票決，我方之考量因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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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降低對大會議事的干擾：二○○四年世界衛生大會開會首
日，因辯論、票決我案導致大會延宕五小時半，諸多國家，包括美
國、歐盟等友我國家都感到有必要避免。此外，世界衛生大會開會
之前召開之第二次政府間工作小組會議，常拖延至清晨三時，各國
代表漸感疲累，為避免造成他國困擾，我決定在全會時以「二對二
交叉辯論」討論我案，但總務委員會仍開放辯論我友邦所提邀請台
灣為觀察員案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5 年 5 月 17 日；中華民國立
法院，2005a)。
二○○五年五月十六日世界衛生大會開議首日，我案在總務委
員會獲熱烈討論，總共有五十四國發言，除了我十九國友邦支持
外，另有斐濟及巴布亞紐幾內亞此二個非邦交國發言助我。主席雖
仍裁決不列入大會議程，但我案仍經長達兩小時半之辯論，佔總務
委員會會議百分之九十的時間，迫使下午第二次全會延後一小時召
開。下午的全會討論我案時，由查德及馬拉威代表我方與中共和巴
基斯坦進行「二對二交叉辯論」。就雙方代表發言之時間而言，我
方略佔上風，為二十七分鐘比十九分鐘，大會主席在辯論後仍裁決
按照總務委員會建議，不將我案列入本屆大會議程 (中華民國立法
院，2005a)。
二○○五年我未發動票決，獲眾多國家感謝，使議事進行順
暢，因此促使其願意以積極態度協助我參與國際衛生條例，其中包
括美國、歐盟、澳大利亞以及日本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5a)。弱
勢的我方在議程上以主動靈活之方式出擊，讓更多的國際社會成員
正視我案，亦促使更多的世界衛生組織會員國了解「普世適用」之
重要性。
(2) 爭取國際衛生條例納入「普世適用」原則：「國際衛生條例」
原名為「國際公共衛生條例」(International Sanitary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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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六九年改為現名，旨在預防傳染病之國際傳播。但隨著 SARS
以及禽流感等新型傳染病之爆發，該條例已不足應付新時代的挑
戰。世界衛生組織於二○○四年十一月、二○○五年二月，以及五
月十二至十三日三度召開政府間工作小組會議。修正草案初步已於
條例第 3 條第 3 款納入我所期盼「普世適用」文字 (中華民國外交
部，2005 年 5 月 23 日)。
二○○五年世界衛生大會的A委員會

6
6F

(World Health Organi-

zation, 2007a: 131) 就「國際衛生條例」修正案及世界衛生大會決
議草案進行討論，我友邦、美國與歐盟均力主在世界衛生大會決議
文中再納入「普世適用」的文字。但是中國堅決反對，經澳大利亞
協調，在決議文中提出折衷文字：「籲請所有會員國及幹事長依據
第 2 條規定之目的及範圍，以及第 3 條所列之原則充分實踐『國際
衛生條例』(2005)」(calls upon member states and the Director-General
to implement fully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rpose and scope set out in Article 2 and principles embodied in Article 3)。澳國的建議最後終獲各方同意，世界衛
生大會在五月二十三日通過「國際衛生條例」修正條文及相關決議
文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5a)。
對我而言，「國際衛生條例」第 3 條第 3 款已納入我期盼之「普
世適用」，世界衛生大會決議文中再籲請所有會員國及幹事長實踐
「國際衛生條例」第 3 條所列之各項原則，是極具意義的進展，也
為我參與國際衛生條例機制初步奠定法理基礎。
二○○三年五月三日至七月七日 SARS 期間，世界衛生組織先
後分別派遣五位官員赴台了解疫情 (中華民國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
6

世界衛生大會有兩個主要委員會，A 委員會處理程序以及預算編列議題，B 委員會
主要負責行政、財務與法律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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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局，2004: 71)，台北亦在該年六月赴馬來西亞參加 SARS 國際會
議。「普世適用」既然是國際共識，中共見擋不住未來台灣參與更
多世界衛生組織會議，不如採取主動，規範未來世界衛生組織與台
灣的互動。二○○五年五月十四日，世界衛生大會開會之前，中國
與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秘密簽署諒解備忘錄，除以「中國台灣」名
稱矮化我外，亦限制我方僅能派遣處長級以下衛生官員，以個人身
分參加世界衛生組織技術會議，且事先須經由中國同意。
為反制該秘密備忘錄對我可能造成的傷害，我外交單位多次公
開聲明我政府絕不承認、不接受、不執行該備忘錄之嚴正立場外，
亦曾先後致函世界衛生組織法律顧問，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李
鍾郁 (Lee Jong-wook) 表達抗議，並洽請友邦在二○○五年世界衛
生大會期間在各場合予以駁斥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5a)。

3. 二○○六年：並推「觀察員」與「有意義參與」
二○○五年世界衛生大會會議之後，我除繼續努力成為觀察員
外，另一目標則以務實方式更有意義的參與世界衛生組織。從二○
○五年六月至二○○六年五月為止，我醫衛官員及專家先後參與了
十四項世界衛生組織技術性會議，可以說是頻率較高的一段時間。
在疫情交流方面，我方亦與世界衛生組織建立聯繫管道，同時定期
接獲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疫情資訊，世界衛生組織也已公開表示，
萬一台灣爆發嚴重疫情，世界衛生組織將迅速派員赴台協助 (中華
民國外交部，2006 年 5 月 23 日)。
二○○五年五月二十三日，世界衛生大會通過「國際衛生條例」
修訂條文後，我外交部即表示台灣願依該條例，積極參與世界衛生
組織所建立之全球傳染病防疫機制，以達到世界衛生組織李鍾郁幹
事長所稱防疫「無漏洞」(no gap) 之目標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5
年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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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六年五月十四日我國正式宣布提前實施「國際衛生條
例」，獲得美國為主之國際社會肯定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6 年 5
月 19 日 a)。此外，我外交部表示若我能順利參與國際衛生條例機制，
「台灣疾病管制局」(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Taiwan；簡稱
CDC, Taiwan) 可經我政府指定，作為與世界衛生組織之「聯繫窗口」
(focal point)，但這並不是我爭取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的新名稱 (中
華民國外交部，2005 年 5 月 3 日)。
我方雖得以參加若干技術性會議，卻是零零星星，充滿不確定
性，且需中國先行同意，實難達到「有意義的參與」。例如：二○
○六年十一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在北京舉行「禽流感防控國際籌資大
會」，但主辦國中共卻拒絕邀請我出席。面對日益升高之禽流感威
脅，台灣實應全面常態化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相關機制及會議 (中華
民國立法院，2006a)。
「會員或准 (副) 會員指出的任何項目」
，
根據議事規則第 5 條，
執委會 (Executive Board；簡稱 EB) 應「列入衛生大會每屆例會的
臨時議程」。二○○六年一月下旬，世界衛生組織執委會第一一七
次會議在日內瓦舉行。貝里斯等三位友邦在會前分別向世界衛生組
織秘書處遞案，要求執委會將「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
生大會及考慮採取適當措施協助其能就世界衛生組織相關會議及疾
病管制機制作有意義的參與」議題，列入二○○六年五月世界衛生
大會臨時議程。但在中國強力運作下，執委會漠視世界衛生大會議
事規則之明文規定，以本案須有執委會成員附議為由，最後決定不
將我友邦之提案列入二○○六年五月世界衛生大會臨時議程 (中華
民國立法院，2006a)。
二○○六年五月我以「兩案並推」之方式，同時推動「觀察員
案」及更「有意義參與」，希望世界衛生組織能接納我更有意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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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並進一步邀請我為觀察員。我盼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能進一
步改善安排我參與會議，亦希望參與「全球疾病疫情警報與反應網
絡」
(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簡稱 GOARN) 正
式成員，以及「全球流行性感冒計畫」(Global Influenza Program；
簡稱 GIP)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6b)。不幸地，在第五十九屆世界
衛生大會開議前，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李鍾郁中風驟逝，世界衛生組
織內部運作陷入混亂，使我案再添變數。
為了展現我方理性務實與善盡合作之態度，我接受美、日、歐
盟建議，在總務委員會以及全會皆採「二對二辯論」方式進行，事
後獲許多國家感謝與肯定。我案雖然仍不列入該次世界衛生大會的
議程，但總計有二十一國 (包括五個無邦交國)，三十三次在 A 委員
會、B 委員會及總討論等其他場合發言助我。五位無邦交國中包括
美國、加拿大、蒙古及澳大利亞等四國，在 A 委員會為我執言；日
本則在總討論會時間接發言助我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6)。

(三) 向中共說「不」，正式申請為 WHO 會員：二○○七年
二○○七年是台灣推動參與世界衛生組織十週年的日子，對台
北而言，經過十年的努力，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的目標依舊落
空，國人的挫折感不言而喻。二○○七年的世界衛生大會可以說是
陳水扁總統任內最後一役，經過綜合考量，陳總統決定以不同的方
式處理，正式申請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二○○七年五月十四
日外交部長黃志芳在記者會說明，政府申請成為世界衛生組織會員
的主要因素如下：
(1) 過去十年我們推動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案是用委曲求全、低
聲下氣的方式，但換得的只是自我矮化。繼續用過去的推案方式，
就註定要繼續做世界衛生組織的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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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式申請成為會員，用力地去敲世界衛生組織的大門，透
過這個方式告訴世界衛生組織我們拒絕再當一個邊緣人，具有重要
的戰略意義；
(3) 世界衛生組織與中國簽署諒解備忘錄執行要點，我們的參與
必須以「個人」、「中國台灣」的名義，而且在五個星期前向世界
衛生組織提出申請，世界衛生組織還要送到北京去審核，「有意義
的參與」變成進一步矮化及限制的參與，根本沒有意義；
(4) 根據民調，國內有超過九成四的民眾支持政府的提案，立
法院不分朝野也於五月一致通過決議案，支持政府申請成為世界衛
生組織正式會員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7 年 5 月 14 日)。
此外，自二○○六年五月以後，我方參與相關技術性的會議亦
大幅減少，在二○○八年底前總共只有七次左右。黃部長指出美國
雖然支持我們成為觀察員，但是以如此謙卑的方式進行十年，仍無
法獲得國際社會其他主要國家的支持。繼續推動觀察員，推動有意
義參與，結果只得繼續被矮化，政府無法跟國人同胞交代 (中華民
國外交部，2007 年 5 月 14 日)。二○○七年，台北一改過去申請為
觀察員的做法，決定向中共說「不」，正式申請成為世界衛生組織
會員。

1. 首度以台灣名義申請為世界衛生組織會員
陳總統在二○○七年四月九日簽署致世界衛生組織陳馮富珍幹
事長我國入會申請函，我駐日內瓦辦事處派員於四月十一日將該函
送至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辦公室，經簽收後完成遞案程序。但是我
國之入會申請函原件卻於週末期間被塞入我日內瓦辦事處領務大
廳門下，我於四月十六日 (星期一) 早上發現。我駐日內瓦辦事處
沈呂巡大使於同日會晤世界衛生組織法律顧問柏西 (Gian Luca
Burci)，當場表達嚴正抗議。柏西顧問表示，世界衛生組織內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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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根據一九七二年 WHA 25.1 號決議，台灣並非國家，且任何關
於台灣之案件均無法與中國分割處理，故世界衛生組織無法處理我
案，爰須退回我申請入會函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7: 163)。
此後，陳總統再度於四月十八日及四月三十日致函陳馮富珍幹
事長，重申台灣具備申請成為世界衛生組織會員之所有條件，促請
幹事長遵守世界衛生組織法及世界衛生大會議事規則之相關規定，
處理我會員案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7: 163)。
鑑於世界衛生大會係唯一有權審理我會員案之機構，陳總統爰
於二○○七年五月十四日致函該屆主席澳洲衛生部常任文官長郝
頓 (Jane Halton)，指出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不應僭越職權，拒絕處
理我申請案，促請郝頓主席務必秉公將我案提交大會討論決定。該
函並分送五位副主席及世界衛生組織副幹事長 (中華民國立法院，
2007: 163)。
二○○七年四月二十七日我中南美洲八個友邦駐日內瓦常代
聯袂往見陳馮幹事長，當面表達對我會員案之支持。陳馮幹事長表
示，在政治面而言，依據聯大第 2758 號決議及 WHA 25.1 號決議，
已確認世界衛生組織無法依據一般國家入會規定，處理我案。但在
技術層面，幹事長有完全權力 (full power) 決定如何協助台灣，以
正確執行世界衛生組織之「無漏洞」政策。她表示將繼續執行世界
衛 生 組 織 與 中 國 簽 署 之 諒 解 備 忘 錄 ( 中 華 民 國 立 法 院 ， 2007:
163-164)。
鑑於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拒絕依正常程序處理我會員案，為確
保我案在世界衛生大會須由總務委員會獲得討論，二○○七年五月
一日我友邦貝里斯駐日內瓦代表團向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提出「要
求幹事長將台灣申請會員案提交大會審理」(“Request the Director-General to refer Taiwan’s membership application to the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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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onsideration”)，並以陳總統四月九日之入會申請函為附件，要
求列入該屆世界衛生大會臨時議程之「補充項目」，並作為世界衛
生大會正式文件分發，此後有十三位友邦亦分別將各該國提案函電
傳至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我案確定列入世界衛生大會臨時議程為
補充項目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7: 163)。 7
7F

2. 世界衛生大會處理我會員案經過
二○○七年世界衛生組織第六十屆世界衛生大會於五月十四日
開議，中午十二點三十分總務委員開會，大會主席郝頓討論我案時
提議進行「二對二」辯論，由我友邦巴拉圭及甘比亞與中國及古巴
進行辯論。巴拉圭駐日內瓦常任代表高托 (Rigoberto Gauto) 大使
及甘比亞衛生部長梅布威 (Tamsir Mbowe)，要求秘書處依世界衛生
大會議事規則第 115 條規定處理台灣之申請會員案，並應將台灣納
入即將實施之「國際衛生條例」(中華民國立法院，2007: 165)。但
最後，總務委員會決定我案不列入議程。
五月十四日下午的全會，再經過「二對二」辯論後，俄羅斯代
表提出動議，要求停止討論我案，多數會員贊成停止討論。我友邦
貝里斯隨即要求針對是否刪除新會員入會項目進行唱名票決，表決
結果為一百四十八票對七票，兩國棄權，經主席裁示，我案不列入
議程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7: 166)。
值得一提的是，美、加、德國 (代表歐盟二十七國) 以及日本
雖然投票反對我會員案，但在投票後發表解釋性聲明，公開表示繼
續支持我「觀察員案」或「有意義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中國則動
員二十四國發言，下午全會花了將近三小時處理我案，原訂世界衛
7

這十三個友邦分別為，甘比亞、諾魯、聖克里斯多福、吉里巴斯、吐瓦魯、帛琉、
聖文森、聖多美普林西比、宏都拉斯、馬紹爾群島、所羅門群島、巴拉圭及布吉納
法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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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組織幹事長的演說則延至隔日上午舉行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7
年 5 月 16 日)。
對台灣而言，二○○七年申請成為世界衛生組織會員的作法，
結果是利弊參半的。依據外交部的評估，此次新作為有以下正面的
意義：
(1) 凝聚全民意志，展現政府推案決心：我政府順應民意，全
新推案的作為，成功地促成國際社會關切及重視我案，許多無邦交
國家政要、醫衛專業團體人士分別以致函投書公開聲明，或國會連
署方式，支持我案。媒體報導我方之專文已具千篇，其中不乏權威
媒體《經濟學人》發表專文支持台灣成為世界衛生組織一員，美國
《華盛頓郵報》亦刊載陳總統專文，顯示國際媒體對我案之重視。
(2) 我案充分辯論，大幅提升能見度：本次大會計有五十四國
針對我案發言，其中我友邦計二十一國次，中方發言計二十九國
次，美國、日本、德國 (代表歐盟二十七國) 及加拿大的發言頗持
正面。美國衛生部長李維特 (Michael Leavitt) 在開議前即致函世界
衛生組織陳馮富珍幹事長，重申美支持我成為觀察員及有意義參與
之立場。世界衛生大會中近三小時充分辯論。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
及會員無法忽視我案。
(3) 反制中國打壓、強化醫衛互動、建立參與國際衛生條例機
制：我揭露二○○五年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簽署秘密諒解備忘錄之
實施細節，引起國際社會的重視，此外，我亦兼顧實質醫衛合作，
主動配合實施國際衛生條例，有助未來與世界衛生組織各國在國際衛
生條例機制下互動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7: 166-167)。
二○○七年我向中共說「不」之新策略亦引起諸多負面效應。
美、日、歐盟為主的國際社會雖然支持我成為觀察員，但是並不支
持我以台灣名義申請世界衛生組織會員，美、台之間的互信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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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衝擊。
中國除了全力打壓我申請世界衛生組織之會員案外，二○○七
年五月二十五日並在「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原名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Epizooties；簡稱OIE) 年
會時通過一項新的決議案，降我為「非主權區域會員」(non-sovereign
regional member)，並改我名稱為「中華台北」(Chinese Taipei) (中
華民國外交部，2007 年 5 月 25 日)。 8
8F

此外，中國全力將台灣實質地方化，世界衛生組織以「中國台
灣」稱呼我方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4a)。在聯合國及其
他相關之國際組織中，亦以「中國台灣」稱呼我國。世界衛生組織
在落實「國際衛生條例」時，將台灣八個港口倂列入中國一百四十
五個境內港口項下，並且透過中國傳遞世界衛生組織有關食品污染
及其他相關訊息，我方所付的代價亦相當的大。

(四) 「會員案」與「觀察員案」：二○○八年
二○○八年的世界衛生大會於五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在日內瓦
召開。馬英九新政府在五月二十日就任，我方的策略乃為跨新舊政
府的折衷方案。我在二○○七年已向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會員申請，
基於政策「一貫性」(consistency) 的考量，陳總統仍舊核定推動「會
員案」，但是鑑於爭取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係我自一九九七
8

一九五四年我以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名稱加入 OIE。一九九二年中國獲
准入會之際，要求將我名稱改為 “Taiwan, China” 或 “Taipei, China”，並企圖剝奪
我出席年會、懸掛國旗等權利。當時我為確保會籍，應 OIE 之要求，將名稱彈性改
為 “Taipei China”，直至二○○七年在中共打壓下，OIE 再度改我名稱。二○○七
年四月下旬，中共正式向 OIE 提交一項名為「恢復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動物組織
的合法權利」決議草案。草案要點為：(1）承認世界上僅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
和國是代表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2）台灣以「非主權區域會員」
身分參與 OIE 活動；(3）要求 (urge）我更名為 “Taiwan, China” 或“Taipe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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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以來從未間斷之訴求，基於「延續性」(continuity)，我外交部決
定併推「觀察員案」，並委請我友邦向世界衛生組織提「觀察員」
為主的提案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8: 7)。
陳總統在二○○八年四月十七日去函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提
出入會申請，但是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與我駐日內瓦辦事處聯繫，
表達在目前情況下無法處理我案，並於四月二十三日將陳總統函寄
還給日內瓦辦事處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8: 7)。
我十七位友邦則提出「邀請台灣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之
提案。第六十一屆世界衛生大會在五月十九日開幕，我案經二對二
辯論後，仍未列入本屆世界衛生大會議程，此為我第十二次叩關失
敗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8 年 5 月 20 日)。
自一九九七年以來，弱勢的台北希望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
的目標一直未變，但策略卻有不同的演變。在我努力參與世界衛生
組織之前數年，北京全力打壓，進展有限。二○○三年後，我方在
議程上爭取主動，靈活運用，大會期間透過冗長的辯論凸顯台灣未
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乃防疫大漏洞。事在人為，我方以小搏大，不屈
不撓的努力，終於在二○○九年一月被納入「國際衛生條例」，並
於四月二十八日正式受世界衛生大會邀請，以觀察員身分出席第六
十二屆的世界衛生大會。
二○○九年四月三十日，世界衛生組織發言人亞伯拉罕
(Thomas Abraham) 表示，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陳馮富珍歡迎台灣以
觀察員身分參加世界衛生大會，而且很高興台灣參與的問題是在
H1N1 新型流感擴散的緊要時刻達成協議，「這使得世界衛生大會
能聚焦在未來的公共衛生議題上。」亞伯拉罕指出，過去各屆世界
衛生大會「台灣議題都花了很多時間」(周盈成，2009 年 4 日 30 日
b)。亞伯拉罕說的沒錯，對我方而言，前後十三年，年復一年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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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確實是相當長的時間。對世界衛生大會而言，年年在大會上必
須討論台灣參與的議題，也應該是告一個段落的時候了。讓台灣有
一席之地，對世界防疫組織絕對是個正面的發展。

肆、美國角色分析
一九七九年一月一日，美國與中華民國正式終止外交關係，但
美國國會制定了「台灣關係法」，並於一九七九年四月十日正式成
為美國的法律 (U.S. Public Law 96-8, 1979)。
根據台灣關係法第 4 條第 4 項規定，此法所有條款均不得被解
釋為贊成、排除或驅除台灣在任何國際金融機構或任何其他國際組
織之依據。此後，美國行政和國會在八○年代曾力保我在「亞洲開
發銀行」(Asian Development Bank；簡稱 ADB) 的會籍，支持我於
一九九一年成為「亞太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簡 稱 APEC) 以 及 一 九 九 二 年 申 請 成 為 「 關 稅 暨 貿 易 總 協 定 」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 GATT) 的會員。「關
稅暨貿易總協定」於一九九五年正式為「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 所取代。我方則於二○○二年一
月一日正式成為世界貿易組織的會員。
一九九四年九月美國國務院發表「對台灣政策檢討」報告，此
為美台斷交以來的首次。亞太助卿羅德 (Winston Lord) 在國會作
證時指出，台灣不能成為會員的國際組織，美國將支持爭取台灣的
聲音被聽到的機會。雖然如此，美方在這一方面的努力程度有限
(Lord, 1994: 705-706)。
一九九八年六月三十日柯林頓在中國上海訪問時說出「三
不」——不支持台獨、不支持兩個中國或一中一台、不支持台灣加
入 以 國 家 為會 員 的 國 際組 織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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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柯林頓的「三不」政策，對我加入、參與國際組織的影響
甚大。雖然如此，美國行政部門對我參與不同國際組織的努力、是
否贊同、能否支持，以及如何支持，仍然有其影響，茲以一九九七
年以來我方努力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為例，說明美國扮演的多
重角色。

一、柯林頓政府不主動支持，進展有限：一九九七
至二○○○年
一九九八年柯林頓總統發表「三不」至公元兩千年間，美國行
政部門對我努力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的支持有限。一九九七年
我首次申請成為觀察員，五月五日世界衛生大會總務委員會討論我
案時，美國代表表示總務委員會並非討論我案的適當場所，但美方
認為世界衛生組織應提供台灣做出貢獻之機會，美國在表決我案時
投下棄權票 (中華民國外交部，1997)。
在我方的努力下，美國國會在一九九八年終於有了諸多正面的
回應，以通過決議案的方式支援我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一九九八年
二月十二日，美國眾議員布朗 (Sherrod Brown；民主黨，俄亥俄州)
等四十五位眾議員提出眾院共同決議案 (H. Con. Res. 219)，認為台
灣兩千一百萬人民在世界衛生組織應有代表出席，美國應支持台灣
在世界衛生組織之代表權。此後，在柯林頓政府任內，至少有六項
其他支持我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議案先後被提出，9 其中眾院 1794
9F

號法案 (H. R. 1794) 於一九九九年十二月七日正式成為美國公法
(U.S. Public Law 106-137, 1999)，要求美國國務卿最遲應在二○○
○年一月一日前向國會提送報告，說明國務卿為履行一九九四年對
9

此六項法案分別為 H. Con. Res. 334, H. J. Res. 126, H. Con. Res. 219, S. Res. 26,
H. R. 1794, H. J. Res. 70。詳細資料參閱：http://thomas.lo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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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政策檢討報告有關更為積極地支持台灣參與國際組織承諾的努
力，特別是世界衛生組織。
二○○○年元月，國務院根據美國公法 106-137 規定，提出了
台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國務院指出，一九九四年對台政策
檢討報告公布以來進展不多，除了因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積極全力
反對台灣成為會員或參與國際組織，另一原因是大多數的國際組織
決策採共識決，台灣只有二十八個邦交國，非常有限。此外，非常
少的國際組織憲章，不是要求以國家為前提之會員身分；因此，台
灣能參與的國際組織非常有限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0)。
此報告指出，美國不支持台灣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因為
世界衛生組織憲章第 3 條明確要求以國家為會員的規定，要成為會
員而修改憲章需要三分之二的多數，目前不可行。對於台灣參與世
界衛生組織工作的可能性，美國採取了以下的方式：
(1) 透過美國在台協會，行政部門和台灣當局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憲章，經常討論參與國際組織的方式。
(2) 建議台灣的非政府組織及醫界團體，透過國際非政府組
織，如：「世界醫學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尋找參與世界
衛生組織的活動。
(3) 和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討論，有意尋求台灣對世界衛生組織
工作做出貢獻及受益之適合方式。
(4)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建議，邀
請台灣衛生健保專家及醫生以專業身分出席世界衛生組織專家會議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0)。
國務院並例舉在腸病毒以及台灣九二一大地震期間，曾透過美
國在台協會、美國衛生部及疾管局，與台灣進行雙邊合作。西元兩
千年是柯林頓政府八年執政的最後一年，一九九八年柯林頓總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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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做了「三不」宣示，在台灣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的議題上，
華府沒有積極回應是可以理解的。沒有柯林頓政府的支持，台灣的
努力雖然獲得美國國會支持，但是進展有限。

二、小布希政府與國會一致協助台灣，帶動了點的
突破：二○○一至二○○八年
西元兩千年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共和黨的黨綱明列「有鑑於台
灣對全球經濟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並
支持其參與世界衛生組織與其他國際組織」(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 of 2000, 2000)。
小布希總統上任後，對台灣安全與軍售議題有諸多積極的回
應，是近年來最友我的美國總統之一。小布希政府對我成為世界衛
生大會觀察員之努力，亦有正面回應。二○○一年三月七日，國務
卿鮑爾 (Colin Powell) 在眾院作證時表示：「應該有方法讓台灣在
無法成為會員的情況下，仍享有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最高福祉」
(Snyder, 2001)。
經過數年的努力，美國國會亦以更積極明確的方式，要求行政
當局協助台灣在世界衛生大會獲得觀察員之地位。二○○一年四月
二十四日眾院通過 428 號決議案 (H.R.428)，布希總統在五月二十
八日簽署成為美國公法 107-10。此法授權美國國務卿擬定計畫，支
持台灣在瑞士日內瓦取得觀察員身分，參與二○○一年五月之世界
衛生大會，並且訓令美國在日內瓦的代表團執行該計畫。國會並要
求國務卿「應」(shall) 在此法制定通過後十四日內，向國會提出有
關此計畫非機密的書面報告 (U.S. Public Law 107-10, 2001)。
布希總統簽署 107-10 公法時，二○○一年五月十四日起召開
的第五十四屆世界衛生大會已經結束。為了避免時效已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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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十二月十九日及二○○二年三月十九日眾議院與參議院分別
通過修正案，將公法 107-10 的內容「二○○一年五月」改為「二
○○二年五月」，授權國務卿擬定計畫，支持台灣於二○○二年五
月在瑞士日內瓦取得觀察員身分。此決議案 (H. R. 2739) 在二○○
二年四月四日正式成為美國公法 (U.S. Public Law 107-158, 2002)。
在國會的敦促下，二○○二年五月十四日，美國衛生部長湯普
森 (Tommy Thompson) 在日內瓦「世界醫學會」演說時，首度明
確表示美國支持台灣取得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資格的立場 (中華民
國外交部，2002)。六月十日，美國國務卿鮑爾在紐約「亞洲協會」
的演說中表示美國對其依據台灣關係法的責任「非常、非常認真」，
並稱讚台灣已成為一個強勁的經濟體，活力充沛的民主政治，以及
國際社會中慷慨的貢獻者，台灣不是一個問題，而是一個「成功故
事」(success story) (Powell, 2002)。
此外，在二○○二年美國各地陸續有二十三個州議會通過相關
決議案支持我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並將相關案文通知布希總統、行
政部門首長及世界衛生組織，表達對聯邦國會和布希政府支持我案
之讚揚與肯定。另有包括十三位州長之各州政要就我案致函美行政
部門、重要智庫暨醫療團體，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籲請美國
行政部門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進一步以具體作法，助我以觀
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組織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2a)。

(一) 二○○三年：美國給予關鍵支持
二○○三年對我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努力是重要的一年，因為
SARS 肆虐引起全球恐慌，中國隱匿疫情，台灣成為關鍵的受害者，
引起了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的進一步關注，帶動了台灣首次與世界
衛生組織的互動，而美國扮演了穿針引線的「促成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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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眾院在二○○三年三月十二日通過法案 (H. R. 441)，參院
則在五月一日通過另一法案 (S. 243)，授權行政部門助我取得世界
衛生大會觀察員地位。兩案在五月十四日因眾院通過接受參院版本
之法案合而為一，布希總統在五月二十九日正式簽署成為美國公法
(U.S. Public Law 108-28, 2003)。
此外，美國「國會台灣連線」參議員布朗等四位共同主席在五
月 五 日 聯 名 致 函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幹 事 長 布 琅 蘭 (Gro Harlem
Brundtland)，促伊於該年世界衛生大會發言支援台灣成為觀察員。
二○○三年二月二十六日及三月二十八日美國國會台灣連線總共
有九十四位議員曾共同致函國務卿鮑爾籲請支持我案。美國第一○
八屆國會開議以來，總計有百餘位國會議員分別以發表國會聲明
(五位)、聯名致函國務卿鮑爾，以及聯署法案等方式積極支持我參
與世界衛生組織案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3: 5)。
在國會全面的支持下，美國衛生部長湯普森在二○○三年五月
十四日致函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籲請世界衛生組織應將所有受
SARS 影響的國家及地區，包括台灣在內，納入世界衛生組織之相
關計畫及活動中，並表示美國支持台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事務，包
括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湯普森並在世界衛生大會總討論時特
別指出「美國強烈支持將台灣納入對抗 SARS 及其他防疫之努力
中」，此為美國衛生部長首次在世界衛生大會之正式場合公開支持
台灣，極具意義。其後湯部長亦在五月二十一日「世界醫學會」午
宴中，再次公開重申支持我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及納入世界衛
生組織抗 SARS 之立場。自二○○三年三月至五月美國國務院共公
布新準則 (或新聞稿) 四度表達支持我案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3: 5)。
二○○三年五月十九日召開之「世界衛生大會」雖未通過我友
邦所提「邀請台灣衛生當局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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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提案，但是大會通過了一項有利我未來參與防治 SARS 的決議
案。主要背景是美國原有意在此次大會期間就 SARS 疫情提出決議
案，其中文字已包括「納入所有受影響之各方均應該獲邀參與世界
衛生組織就各類傳染病，包括 SARS 之一切運作」。最後，改由世
界衛生組織秘書處主動提出，並在世界衛生組織修訂「國際衛生條
例」議題項下提出並附決議草案。我方原本希望決議案列入有利我
方參與之文字。美國、日本與我友邦均曾支援，但是中國強烈反彈，
認為任何非會員體之參與皆須經「中央政府」之同意 (中華民國立
法院，2003: 4)。
幾經折衝之後，最後通過的內容為要求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憲章，針對有關 SARS 監測、預防及控制之所
有請求世界衛生組織之支援，做出適當回應」(“to respond appropriately to all requests for the WHO’s support for surveillanc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AR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WHO Constitution.”)。「所有請求」包括會員與非會員，此文字初步奠定了世界
衛生組織未來就 SARS 防治與我方往來之法理基礎 (中華民國外交
部，2003)。
二○○三年在美台共同努力下，台灣成為觀察員之目標雖未實
現，但卻帶動了點的突破。此一發展頗令北京擔憂，中國副總理兼
衛生部長吳儀聲稱我國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於法不符、於理不容、
於情不和」(中華民國外交部，2003)，持續干擾我國與世界衛生組
織之直接互動，但卻無法阻擋美國全力支持我國參與世界衛生組織
之努力。

(二) 二○○四年：美國首度投票支持我案
台、美雙方於二○○四年四月一日在華府舉行「世界衛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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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會議」，就推案策略與作法交換意見。四月二十一日，美國國
務院亞太助卿柯立金在美國國會「台灣關係法」聽證會首次表示我
案若由大會付諸表決，美國將投票支持台灣成為觀察員，美國將繼
續作為台灣參與國際組織之堅強支援者 (Kelly, 2004)。美國衛生部
長湯普森亦於五月一日致函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明白表示美國完
全支持台灣在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地位，並籲請世界衛生組織加強
與台灣間之合作，讓台灣得以參與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疾病控制及
防治之努力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4)。
美國眾議員於二○○四年四月二十一日通過 4019 號法案 (H.
R. 4019)，參院則於五月六日無異議通過 2092 號法案 (S. 2092)，
兩法案之文字相同，皆授權行政部門支持並協助台灣以觀察員身分
參與五月在日內瓦舉辦之世界衛生大會會議。美國國務卿應在法案
通過之三十日內及其後每年四月一日前，向國會提出美國協助台灣
在世界衛生組織取得觀察員計畫之非機密性報告，支持台灣參與世
界衛生組織成為美國的長期政策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4)。此項法
案於六月十四日布希總統簽署成為美國國內法 (U.S. Public Law
108-235, 2004)，自一九九八年以來，美國國會通過五項支持我參
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法案，已正式成為美國的國內法 (見表 2)。二○
○四年通過的法案最為明確，要求行政部門提出協助台灣取得觀察
員的具體計畫。
二○○四年五月十七日，世界衛生大會開議首日，美國首次在
總務委員會為我執言，主張世界衛生大會不應涉及政治議題，美國
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大會，世界衛生組織應賦予台
灣「特殊地位」。美國衛生部長湯普森嗣後在世界衛生大會全會為
我聲援，強調美國完全支持台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並指賦予觀
察員地位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4: 103-104)，在全會表決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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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美國支持台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之國內法 (1999-2004)
提案類別
H.R.1794
(106th)

國會通過的時間
Oct. 4, 1999 眾院通過
Nov. 19, 1999 參院通過
Dec. 7, 1999 成為公法
(Public Law 106-137)

H.R.428
(107th)

April 24, 2001 眾院通過
May 9, 2001 參院通過
May 28, 2001 成為公法
(Public Law 107-10)

H.R.2739
(107th)

Dec. 19, 2001 眾院通過
March 19, 2002 參院通過
April 4, 2002 成為公法
(Public Law 107-158)
May 1, 2003 參院通過
May 14, 2003 眾院通過
May 29, 2003 成為公法
(Public Law 108-28)

S.243
(H.R.441)
(108th)

S.2092
(H.R.4019)
(108th)

May 6, 2004 參院通過
May 20, 2004 眾院通過
June 14, 2004 成為公法
(Public Law 108-235)

法案主要內容
國務卿應於二○○○年一月一日之前向
國會提交報告，以履行一九九四年「對
台灣政策檢討」(Taiwan Policy Review)
之承諾，更積極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
織，尤其是世界衛生組織。
1. 授權國務卿：(1) 提出美國支持台灣
在二○○一年五月日內瓦世界衛生大
會 上 取 得 觀 察 員 的 計 畫 ； (2) 訓 令
(instruct) 美 國 駐 日 內 瓦 代 表 團 執 行
此計畫。指示 (directs) 國務卿向國會
報告此計畫。
2. 國務卿應 (shall) 於此公法通過後十
四天內，向國會提交有關此計畫之非
機密性書面報告。
1. 修改公法 107-10：將「二○○一年五
月」改為「二○○二年五月」。

1. 授權國務卿：(1) 應提出美國支持台
灣在二○○三年五月世界衛生大會
上取得觀察員的計畫；(2) 並訓令美
國駐日內瓦代表團執行此計畫。
2. 國 務 卿 應 於 此 公 法 通 過 後 十 四 天
內，向國會提交有關此計畫之非機密
性書面報告。
1. 授權國務卿：(1) 提出美國每年世界
衛生大會上支持台灣取得觀察員身
分之計畫；(2) 訓令美國駐日內瓦之
代表團於事務大會上執行此計畫；(3)
於世界衛生大會上提出決議 (resolution) 支持台灣成為大會觀察員。
2. 指示 (directs) 國務卿於此公法通過
後三十天內，以及每年四月一日前提
交有關美國支持台灣取得世界衛生
大會觀察員身分的非機密性報告。

資料來源：作者綜合整理 (Library of Congress,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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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美國史無前例地投下贊成票，此係我自一九九七年努力參與世
界衛生組織，八年來最大的進展，殊有意義 (中華民國外交部，
2004)。
除了美國國會之外，二○○四年尚有新罕布什州等十八州之
參、眾議會通過支持我案之決議文。另外，包括美國華盛頓州等四
十八位州長亦致函布希總統及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表達對我案之支
持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4)。

(三) 二○○五年：美國支持「普世適用」原則
二○○五年美方持續就我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案進行雙邊會談，
並以具體行動協助我方。美國新任衛生部長李維特在二○○五年五
月致函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李鍾郁，表達支持台灣成為世界衛生大
會觀察員及參與「國際衛生條例」(IHR)。美方並積極促使世界衛生
組織通過國際衛生條例納入對我參與之文字 (中華民國立法院，
2005b: 71)。
美國國會亦持續關注我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案。美國眾院國際關
係委員會主席海德 (Henry Hyde；共和黨，伊利諾州)，眾院外交委
員會主席藍托斯 (Tom Lantos；民主黨，加州)，眾院「國會台灣連
線」四位共同主席、 10 參院外交委員會主席魯加 (Richard Lugar；
10F

民主黨，印第安那州)、參院台灣連線共同主席艾倫 (George Allen；
共和黨，維吉尼亞州)，以及強森 (Tim Johnson；民主黨，南達柯
達州) 等十一位參議員皆曾致函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李鍾郁，重申

10

此四位共同主席分別為；Steve Chabot (R-OH), Robert Wexler (D-FL), Sherrod
Brown (D-OH), and Dana Rohrabacher (R-CA)。一九九五至二○○七年，美國眾院
「外交委員會」(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之
名稱為「國際關係委員會」(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Internatinal Relations)，二○○七年一月一日起又改為原來名稱「外交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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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支持台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成為觀察員，並要求幹事長正視台
灣參與之議題。二○○五年四月十一日，參院「台灣連線」主席艾
倫亦於國務次卿波頓 (John Bolton) 之任命聽證會上公開發言，強
力支持我為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5)。
二○○五年世界衛生大會期間，終於在「國際衛生條例」修訂
條文中納入我期盼之「普世適用」文字，美國在幕後亦扮演推手的
角色。

三、美國對我案支持的力道愈強，愈可帶動其友邦
支持
美國身為民主國家的領袖，其對台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立場
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美國未具體表示支持台灣成為世界衛生大
會觀察員之前，除了我友邦外，沒有其他國家願意挺身而出，公開
助我。但是自二○○二年美國公開支持我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
後，陸續帶動了日本、加拿大，以及歐盟等國家的支持。

(一) 日本同步支持我成為觀察員
二○○二年五月十四日美國衛生部長湯普森在日內瓦「世界醫
學會」演說時首度表示美國支持台灣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無
獨有偶地，美國友邦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福田康夫 (Yasuo Fukuda)亦
於同一日在記者會中首次公開表達支持我案。福田表示：「日本對
於在地理上極為接近之台灣醫療發展十分關心，在相關各方皆能滿
足之某種形式下，盼台灣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中華民
國立法院，2002b)。
日本外相川口順子 (Yoriko Kawaguchi) 於二○○三年四月六
日與中國外長李肇星晤面時，表達日本政府支持我參與世界衛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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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之立場；五月十二日會晤中國副外長王毅及五月二十日答覆記者
詢問時，再度重申日本支持我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之立場。此外，日
本厚生勞動省大臣坂口力 (Chikara Sakaguchi) 亦於五月十一日在
東京公開表達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日本厚生
勞動省副大臣木村義雄 (Yoshio Kimura) 於五月十九日在世界衛生
大會第二次全會「總討論」中表示：「SARS 已紮實提醒吾人，地
方性之問題亦可能迅速蔓延而影響周邊地區，吾人不可能將世界之
任何部分排除，使之不克自世界衛生組織受益」，再度以間接之方
式助我參與世界衛生組織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3: 5-6)。
二○○四年日本首度在世界衛生大會全會表決我案時投票贊
成，並於投票後復發布解釋性聲明，指出基於世界衛生組織之普遍
性原則，應使所有國家相關之國際組織均盡可能得以參與世界衛生
組織，增進台灣之健康福祉，對鄰近的日本亦屬有利，故支持台灣
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並盼在各方均同意之情況下尋求
某種方式讓台灣參與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5b: 104)。
二○○七年日本在世界衛生大會上未支持我會員申請案，但發
表解釋性聲明，支持台灣在相關各方均可接受下，以觀察員身分參
與世界衛生大會，並盼台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技術性會議之情況得
以改善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7: 166)。

(二) 加拿大國會通過友我決議案
二○○三年五月二十七日，加拿大國會以一百六十三票對六十
七票通過支持我以觀察員身分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之動議案。同年，
加國參議院亦於六月十二日通過 116 號動議案，呼籲加國政府支持
台灣取得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身分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3)。
二○○四年加拿大雖然沒有投票支持我案，但曾在投票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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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性聲明，主張對台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之問題應作務實
(pragmatic) 之處理，倘有一具廣泛基礎之模式，加國給予支持。加
國鼓勵世界衛生組織採取一切可能之措施，協助台灣取得與世界衛
生組織聯繫之管道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5b: 104-105)。
此後，加拿大國會對我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持續給予支持。二○
○五年五月三日，加國眾議院外交委委員會以七比三通過支持我參
與世界衛生組織之報告案，另參議院則於六月十五日通過支持我以
觀察員加入世界衛生大會之決議案。二○○五年世界衛生大會通過
「國際衛生條例」修正案後，加國代表發言支持納入「普世適用」
原則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5)。
二○○六年五月十七日，加拿大聯邦眾議院外交暨國際發展委
員會，在全體出席不分黨派一致同意下，通過決議支持我國以觀察
員身分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此外，加國國會參、眾兩院有一百五十
一位議員簽署聯名函，呼籲幹事長李鍾郁支持我以觀察員身分參加
該組織。二○○三年至二○○六年，加拿大國會已通過五項決議案
支持台灣以衛生實體觀察員身分參加世界衛生大會。美國國會多年
來支持我案，在我駐加拿大外交人員的努力下，亦帶動了加拿大國
會對我國的支持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6 年 5 月 19 日 a)。加國政
府在二○○六年五月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上為我案執言，支持台灣有
意義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6)。
二○○七年加拿大雖然不支持台灣會員案申請，但在解釋性聲
明中表示支持台灣「有意義參與」，無須會員資格，另國際衛生條
例之「普世適用」原則亦應涵蓋台灣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7: 166)。

(三) 歐洲議會及比利時等國國會支持我案
二○○二年三月十四日「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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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重大暨緊急聯合決議文，呼籲世界衛生大會接受台灣觀察員的地
位。二○○三年五月十五日，「歐洲議會」再度通過決議要求世界
衛生大會接受台灣成為觀察員，並要求歐盟會員國支持台灣參與世
界衛生組織 (European Parliament, 2004: 307-309)。
二○○四年，歐盟未在世界衛生大會上投票支持我案；愛爾蘭
(當年歐盟輪值主席) 表示歐盟基於「一中」原則，無法同意將我案
列入大會議程，但歐盟同意世界衛生組織憲章揭櫫全人類均有權享
受健康，故歡迎二○○三年世界衛生組織派遣專家赴台灣，並盼世
界衛生組織繼續強化此類合作，歐盟並支持世界衛生組織允許台灣
專家參加世界衛生組織相關技術會議及工作小組會議 (中華民國立
法院，2005b: 104-105)。
二○○六年五月十八日歐洲議會再度通過台灣參與世界衛生
組織緊急決議案，籲請執委會及會員國支持台灣成為世界衛生大會
觀察員，歐洲議會曾於二○○二年及二○○三年二度通過緊急決議
案支持我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並於二○○五年七月七日通過
「歐盟、中國與台灣關係及遠東安全」決議案，呼籲允許台灣在各
國際組織中有更佳之代表性，並籲請執委會及各會員國支持台灣以
觀察員身分申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6 年 5 月
19 日 b)。
二○○七年我首度申請為世界衛生組織會員，德國為歐盟輪值
主席，德國代表曾竭盡心力，將台灣人民納入世界衛生機制，但未
成功。德國代表曾發表解釋性聲明，對原有一可將台灣納入世界衛
生機制之機會未能「把握」(seized) 表示遺憾，歐盟強烈支援國際
衛生條例之普世原則，並盼該原則同樣適用於台灣人民 (中華民國
立法院，2007: 166)。自一九九七年以來，我國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
努力持續不懈，已獲得美、日政府、歐洲議會，以及加拿大國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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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的支持。二○○六年五月十九日，紐西蘭國會外交、國防
暨貿易委員會決議通過紐西蘭國務部長鄧彼得 (Winston Peters) 及
其他一千六百二十五名紐國人士所提籲請紐國政府支持台灣成為
「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之請願案。該案建議紐國政府支持台灣適
當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以利全球衛生，尤其是傳染性疾病議題之協
調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6 年 6 月 1 日)。
二○○七年四月三十日，比利時眾議院全會通過「台灣在世界
衛生組織之地位」決議案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7 年 4 月 30 日 a)。
在此之前，比利時眾議院全會曾於二○○二年及二○○五年五月通
過「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組織年度大會」決議案 (中
華民國外交部，2005 年 5 月 5 日)。此外，英國、愛爾蘭、義大利、
波蘭、捷克、荷蘭等國國會亦以議員連署或通過決議案之方式，表
達支持我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大會 (詳見表 3)。

四、美國可繼續扮演「促成者」角色
自一九九七年我方首次申請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以來，世界衛
生組織即以一九七一年聯合國通過之 2758 號決議文為由，拒絕我
申請案。中國自一九九七年即一再重申一九七一年聯合國的 2758
號決議案和一九七二年第二十五屆「世界衛生大會」WHA 25.1 決
議案，已經完全解決中國代表權的問題。儘管我方一再地對各國解
釋說明一九七一年的 2758 號決議文完全沒有提到台灣，不應被用
來排擠兩千三百萬台灣人民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理由，但是除我友
邦外，國際社會始終不願就聯合國 2758 號決議文之內容及涵義給
個說法。二○○七年三月聯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Ban Ki-moon) 錯誤
解讀 2758 號決議文，美國布希政府終於挺身而出，澄清 2758 號決
議文並未提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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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歐洲議會與部分歐洲國家議會支持我參與 WHO/WHA
(2002-2009)
日期
2002/3/14
2002/5/8

2002/9/5

2003/3/5
2003/5/15

2004/2/26

2004/4/1
2004/5/4
2004/5/4

2005/5/5

主要內容
歐洲議會通過決議案，明確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參與本年世
界衛生大會，同時要求歐盟執委會與歐盟會員國在即將召開之
世界衛生大會中同意授予台灣觀察員身分。
比利時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二○
○二年世界衛生大會」的決議案。
歐洲議會分別於九月五日及廿六日通過兩項友我決議案，包括「促
請歐盟部長理事會及執委會尋求讓印度及台灣參與亞歐會議
(ASEM) 的方式，協助扶持區域內經濟成長及民主」、「呼籲中
共撤除部署在台海沿岸各省飛彈」、「呼籲歐盟執委會與台灣簽
署自由貿易協定」、「重申盼執委會在台成立貿易辦事處」、「籲
請歐盟部長理事會及其會員國核發陳總統及所有高層官員簽證，
以利進行私人訪問」、「支持台灣成為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及
「表達對台海軍備日增之極度關切，並呼籲部長理事會主動提出
強烈倡議，以利雙方對話」等條文。
瑞典、挪威及丹麥三國友我議員在瑞典國會集會召開「北歐地
區台灣問題研討會」，會中通過決議，要求北歐三國政府助我
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組織。
歐洲議會通過決議通過支持台灣參與第五十六屆世界衛生大
會。
英國下議院通過第 714 號動議案，支持台灣取得世界衛生大會
觀察員身分，議案提及此要求亦為美國、日本、歐洲議會、世
界醫學會，以及英國醫學協會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所
支持。
愛爾蘭國會衛生委員會通過決議，支持台灣取得世界衛生組織
觀察員身分。
義大利眾議院全會通過決議案，支持台灣取得世界衛生組織觀
察員身分。
台英國會小組主席 Tom Cox 致函世界衛生組織李幹事長鍾
郁，呼籲重視台灣對世界衛生的貢獻，並邀請台灣參與世界衛
生組織。
比利時眾議院全會無異議通過「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
界衛生年度大會」決議案，要求比國聯邦政府支持台灣以觀察
員身分參與本屆 (第五十八屆) 世界衛生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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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7/7

2005/11/30
2006/4/25

2006/5/18

2006/8/29

2007/02/07

2007/04/26

2007/05/14
2008/4/9
2008/5/10
2009/2/5

歐洲議會史堡全會通過「歐盟、中共與台灣關係以及遠東安全
決議案」，反對中共制訂「反分裂國家法」、強烈建議理事會
及執委會維持軍售禁令，並籲請執委會及各會員國支持台灣以
觀察員身分申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荷 蘭 國 會 眾 議 院 通 過 決 議 支 持 台 灣 成 為 世界衛生組織觀 察
員。
捷克眾議院過半數議員完成簽名連署支持台灣參與世界衛生
組織案聲明；波蘭參議院外交委員會亦於同日通過決議支持我
參與世界衛生組織。
歐洲議會史堡全會中，通過台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緊急決議
案，籲請執委會及會員國支持台灣申請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
員。
英國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二○○五～二○○六年會期有關東亞
地區「支持台灣取得世界衛生組織完全會員」報告，提及「台
灣被排除在討論衛生與環境相關議題的組織之外，令人感到相
當不公…建議英國政府回應此份報告，採取相關措施……且讓
台灣取得世界衛生組織的完全會籍。」
歐洲議會友台小組主席致函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呼籲世界衛
生組織應對台灣自願遵循國際衛生條例做出正面回應，並支持
台灣取得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身分。
比利時眾議院全會於比國時間四月二十六日下午召開會議，通
過「台灣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地位」之決議案，要求比國聯邦政
府 促 請 世界 衛生 組 織 儘速 研究 適 合 台灣 參與 該 組 織之 方式
(比照台灣參與世界貿易組織模式)，並提出一項正式且恆久解
決世界衛生組織與台灣間科學、技術暨設備合作之議定書。
丹麥國會友台協會主席麥森 (Mr. Jens Hald Madsen) 呼籲支
持台灣成為世界衛生組織會員國。
歐洲議會研討會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丹麥國會友台協會主席麥森致函陳馮富珍，呼籲支持台灣參與
世界衛生組織活動，並將台灣納入「國際衛生條例」保障範圍
歐洲議會在史特拉斯堡全會中表決通過「歐中經貿及經濟關係
決議案」，其中包括支持我以觀察員身分參與國際組織。
0H

資料來源：作者綜合整理自外交部新聞稿、外交部年度外交年鑑、衛生署國際合作
處國際衛生成就。

我國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之策略演變與美國角色分析

477

二○○七年一月五日我國立法院三讀通過「消除對婦女一切形
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簡稱CEDAW) 11 (中華民國外交部，
1F

2007 年 4 月 30 日b)。同年二月九日陳水扁總統批准此公約，頒發
加入書，完成國內法定程序。依據該公約規定，加入書須送交聯合
國秘書長存放，始成該公約締約方。由於我國尚非聯合國會員，外
交部乃委請友邦諾魯共和國將加入書轉交聯合國秘書長存放。同年
三月二十八日，聯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在給我友邦諾魯退函中援引一
九七一年十月二十五日聯合國通過的 2758 號決議文，竟認為「台
灣各方面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整的一部分。」(Taiwan for all
purposes to b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RC) 潘基文錯誤解讀 2758 號
決議對我影響甚鉅 (Tkacik, 2008: 13)。
美國並不認同潘基文的立場。美國認為「2758 號決議事實上並
未確立台灣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省。該決議僅承認中華人民共和
國代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並驅逐蔣介石的代表在所有相關組織
「雖
佔據之席次。2758 號決議並未提及中國主張對台灣擁有主權。」
然美國並不支持台灣加入以國家資格為要件之聯合國等國際組織
成為會員。惟美國確實支持台灣之專家於合宜之情況下加入不要求
國家資格之組織」(Tkacik, 2008: 12)。美國對 2758 號決議的闡釋應
有助我方未來進一步爭取參與國際組織。2758 號決議內容未提及台

11

CEDAW 為國際人權體制之一環，一九七九年經聯合國大會通過，於一九八一年九
月三日正式生效，目前有一百八十五個締約國。此公約明定「締約國須採取一切
適當措施，推行消除歧視婦女的政策，並具體規範婦女在政治、就業及工作、家
庭及個人自主等四個領域的基本權，堪稱『婦女人權法典』」。而我立法院通過
此公約旨在「促進我婦女權益及兩性平權，融入國際『性別主流化』潮流，並落
實我人權立國之目標，我國積極推動加入聯合國『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
約』，除遵守該公約規範外，並籲請國際社會大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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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也不應該成為我方不得參與國際組織之理由。
二○○三年 SARS 期間我國首次與世界衛生組織互動；其後我
得以參加世界衛生組織主辦的若干技術性會議，幕後都有美國之支
持。二○○九年我之所以能夠被納入國際衛生條例機制，除了我外
交人員的努力外，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在二○○三年 SARS 期間，
要求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回應「所有請求」，並在二○○五年世界
衛生大會支持通過「普世適用」原則，亦是重要的轉捩點。
二○○九年四月二十八日，我方接獲世界衛生組織邀請，以觀
察員身分出席五月十八日舉行的世界衛生大會，美國在次日即主動
表達歡迎我方以「中華台北」的名稱及觀察員的身分參加世界衛生
大會，並期盼台灣的公衛經驗能為國際社會帶來更多助益 (Wood,
2009)。
此後，英國、新加坡、日本、加拿大、法國，以及歐盟等國亦
先後公開表示歡迎及肯定。歐盟二十七個成員國及十二個歐盟候選
國及歐盟鄰邦，在五月八日發表共同聲明，歡迎並全力支持台灣以
觀察員地位參與世界衛生大會，認為此將有助台灣有意義參與並貢
獻於世界衛生組織所主導的全球衛生體系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9
年 5 月 11 日)。
二○○九年五月十八日，美國衛生部長希伯莉絲 (Kathleen
Sebelius)、歐盟輪值主席捷克衛生部長佐拉斯柯娃 (Dana Jurásková)，以及日本厚生勞動省副大臣渡邊孝男 (Takao Watanabe) 在世
界衛生大會發言時，皆不約而同地歡迎中華台北出席此次大會 (黃
進福，2009: 4)。會議期間，我方並分別與包括美國、歐盟、日本、
加拿大與中國大陸在內的國家舉行雙邊會談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09 年 5 月 21 日)。
二○○九年我方得以觀察員出席世界衛生大會，必須要感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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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尤其是小布希政府及國會多年來的支持。未來要參與任何其他
國際組織，仍須有來自美國為主國際社會之支持。美國對台灣參與
國際組織的立場亦將影響兩岸未來的談判。我應繼續努力爭取美國
扮演台灣參與其他國際組織「促成者」的角色。

伍、北京因應對策
一九九七年台灣首度努力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世界衛生大會以
來，北京曾傾全力全面封殺我友邦的提案。但是，世事的演變很多
是北京難以預料的，二○○三年的 SARS 疫情成為重要的轉捩點，
世界衛生組織派遣專家到台灣，我也開始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若干
會議，實為中共始料未及。過去十三年來，北京因應的對策大致可
以分為以下數個階段。

一、以「一個中國」原則全面阻擋我案：
一九九七年至二○○二年
從一九九七至二○○二年間，是我方努力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
察員的第一階段，也是我方採取低姿態，跨國民黨及民進黨執政的
一段漫長旅程。不論我方以「衛生實體」、「不挑戰中共既有席位」、
「防疫無國界」或「人道精神」為訴求，北京皆以「一個中國」原
則為由，一再重申台灣沒有資格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二○○一年七
月二日，中國常駐聯合國代表王英凡致函聯合國秘書長安南 (Kofi
Annan)，指出：
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國際社會普遍公認的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
不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九七一年聯合國大會第二十六屆會議通過的 2758 (X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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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決議，在政治、法律和程序上徹底解決了中國在聯合國的
代表權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聯合國系統及其所有專門機
構，包括世界衛生組織之中自然代表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
體中國人民，所以根本就不存在所謂「台灣參與聯合國和世
界衛生組織」的問題。
聯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政府間國際組
織。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沒有資格以任何名義和藉口參
與聯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和活動。(聯合國，2001)

北京認為極少數國家在台灣當局的唆使下，企圖製造「兩個中
國」、「一中、一台」，粗暴地干涉了中國內政 (聯合國，2001)。
從一九九七年至二○○二年長達七年的時間，我國友邦鍥而不
捨地為我參與世界衛生大會提案，但是北京則以「一中原則」為由，
堅持台灣作為中國的一省，沒有資格參加世界衛生組織，也沒有資
格以任何名義參加世界衛生大會，故每一年在世界衛生大會總務委
員會及大會中我案皆被封殺，未能列入議程。
二○○三年爆發了令世人驚恐的 SARS 傳染病，中國隱瞞疫
情，香港、台灣先後淪為疫區，造成全球七百七十四人死亡，引起
國際輿論譁然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4a)。世界衛生組織決
定派專家赴台灣協助控制疫情，北京見阻擋不了，不得已乃改策
略，「同意」世界衛生組織派員來台。

二、不得已，北京「同意」世界衛生組織派專家赴台：
二○○三年
SARS 爆發凸顯台灣未被列入世界衛生體系對全球人民健康所
造成的威脅，亦促使世界衛生組織展開與台灣的直接互動。二○○
三年三月中旬至五月中旬，世界衛生組織曾藉由各會員國之間的經
驗交換與討論，修正 SARS 的認定標準，但因我國未能參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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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法取得第一手資料。儘管如此，我國仍採取主動的態度，當世
界衛生組織在三月十二日首次發布 SARS 警訊後，我國在十四日主
動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兩個病例，讓世界衛生組織獲知詳實的疫情
參考資料。
二○○三年五月三日，世界衛生組織派兩位專家來台，其任務
為了解我國的衛生醫療體系、傳染病防治體系，以及 SARS 防治指
揮系統等工作。此後至同年七月七日間，另有三位世衛專家來台，
其工作重點在疫情調查並準備資料提交世界衛生組織總部做為判斷
台灣能否除名的依據。此外，二○○三年五月十六日的「流行病學
視訊會議」，以及六月中旬在吉隆坡舉行的「全球 SARS 研討會」，
我國都獲邀參加，世界衛生組織並將台灣納入「世界疫情最新資訊」
(Outbreak Verification List；簡稱 OVL) 名單中。台灣與世界衛生組
織在此段期間的一連串互動對日後推展國際衛生工作奠定了不可
抹滅的基礎，也迫使北京做出調整 (中華民國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
制局，2004: 70, 72)。
二○○三年中國副總理兼衛生部長吳儀，在世界衛生大會總務
委員會及全會發言時表示，中國中央政府「同意」世界衛生組織派
專家赴台考察 SARS 疫情後，又「同意」台灣醫學專家出席六月舉
行的「SARS 全球科學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荷蘭王國大使館，
2003)。此舉除了凸顯其為「中央」之外，亦意圖減少國際上要求
將台灣納入全球防疫體系之壓力。

三、提出四原則，並主動邀請台灣參加活動：
二○○四年至二○○五年
二○○三年 SARS 期間，台灣衝破重圍，不但有世界衛生組織
派員赴台灣，而且受邀參加世界衛生組織的 SARS 會議，這些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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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北京不得不深思如何應對未來世界衛生組織與台灣的互動。北京
在第三階段的因應對策為提出其對台的四項基本原則，並主動邀請
台灣參加其主辦之若干會議，企圖降低國際輿論之壓力。
二○○四年五月十七日，中國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在日內瓦
世界衛生大會提出有關台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四項立場：
第一，誠摯地歡迎台灣派醫療衛生專家參加中國代表團出席
世界衛生大會。第二，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中央政府願意開
展兩岸商談，共同研究台灣地區以適當方式參與世界衛生組
織有關技術活動的問題。第三，在兩岸商談達成一致之前，
作為一項特殊安排，中央政府願意同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積
極協商，推動並幫助台灣醫療衛生專家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
技術交流活動。第四，台灣地區如需要世界衛生組織提供技
術支援，只要向中央政府提出，中國都會給予積極支持。(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2004)

北京並主動邀請台灣參加若干活動，塑造其照顧台灣人民的形
象。例如：在二○○三年五月九日，中國與親民黨委員曾召開了一
次兩岸預防控制 SARS 的視訊會議。其他參與者尚有我官方人員，
包括疾管局副局長許須美、研究員陳勇豪，以及署立台北醫院院長
黃焜璋等人。十天之後，中國副總理兼衛生部部長吳儀在世界衛生
大會中表示，兩岸召開視訊會議是中國與台灣交流，照顧台灣的醫
療健康，協助台灣防治 SARS 疫情的具體事證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
荷蘭王國大使館，2003)。
二○○四年十月，中國透過香港衛生署邀請我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出席「中、港、澳、台國際衛生條例討論會議」，營造台灣參加
中國內部會議的印象。二○○五年二月，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
任王宇以電傳的方式，邀請我疾管局同仁及衛生檢疫人員參加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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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共同出席世界衛生組織「修正國際衛生條例政府間工作小
組」會議。凡此種種安排，皆在宣傳中國政府照顧台灣人民參與「國
際衛生條例」之權益。二○○四年十月，我方為避免被矮化成港、
澳，曾建議香港主辦單位擴大邀請其他有 SARS 或禽流感疫情的國
家共同與會，但未獲任何回應。而中國嗣後對外宣稱，其並未忽略
台灣參與國際衛生條例之討論，但台灣方面卻毫無回應 (中華民國
外交部，2005 年 2 月 22 日)。
自二○○三年以來，中共邀請台灣參加極少次的會議，但是在
國際宣傳上卻大做文章。二○○三年八月七日，中國駐聯合國代表
王光亞致函給聯合國秘書處時指出：
發生 SARS 疫情後，中國中央政府十分關心，採取了一系列措
施，加強兩岸經驗交流和技術合作。中國大陸醫學部門向台
灣同行傳遞有關疫情，防治技術和政策方面的信息…中國中
央政府同意世界衛生組織派專家赴台灣考察 SARS 疫情，並且
同意台灣專家出席世界衛生組織今年六月舉行的防治 SARS
全球科學會議。
台灣人民是我們的骨肉同胞，沒有誰比我們更關心他們的健
康安全。台灣當局指使極少數國家，借 SARS 作政治文章，完
全是別有意圖，既不道德，也不明智。(聯合國，2003)
二○○五年四月十三日，中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發言人李維
一指出，中國提出了四個基本主張，但台灣當局沒有做出任
何回應。李維一再度表示，在兩岸未就有關問題達成意見之
前，作為一種特殊安排，願與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協商，研
究台灣醫療衛生專家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技術交流活動的具體
安排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2005 年 4 月
13 日)。SARS 過後，經過二年多的構思，北京已準備與世界
衛生組織簽署諒解備忘錄，規範台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技術性
會議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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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簽諒解備忘錄：
二○○五年
二○○五年三月十四日，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之後，遭
到各方抨擊，北京開始釋放若干善意，包括邀請國民黨主席連戰以
及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訪問大陸。連戰與胡錦濤會面後發表新聞公
報，其中第 4 條提到要「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參與國際活動的
問題，包括優先討論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雙方要共同努
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2005 年 4 月 29 日，
2005 年 5 月 12 日)。此外，胡錦濤主席亦曾表示台灣可以用「中國
台灣」名稱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活動，但是連主席並不同意此一名
稱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5 年 5 月 2 日)。
事實上，北京自 SARS 爆發以來，眼見台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
若干技術活動已不可擋，乃於二○○四年五月主動提出台灣的醫療
衛生人員在一中原則及中央政府的授權下，可參加世界衛生組織的
技術交流活動。二○○五年四月李維一提出的四項原則，早在二○
○四年五月的世界衛生大會就已提出，這四項原則亦應是二○○五
年五月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簽訂之諒解備忘錄中的若干原
則。
二○○五年五月十四日，中國在世界衛生大會前先與世界衛生
組織秘書處簽署之諒解備忘錄屬秘密性質，全部內容並未公諸於
世，但我方得知若干實施細則如下：
(1) 世界衛生秘書處可向台灣醫療及公共衛生專家發邀請函，
邀請台灣參加世界衛生組織技術活動，但應在實際會議前五週告知
中國駐日內瓦的代表團，再轉交中國衛生部，並須附上出席專家姓
名。中國在接獲世界衛生組織要求後的兩週內決定台灣是否可派專
家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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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避免提到國名，中國要求世界衛生組織與台灣專家之通
訊最好以電傳 (telefax) 之方式，而非一般信件，不得寫中華民國
(R.O.C.) 或台灣，可以使用城市的名稱。此外，中國並限制我方僅
可派司、處長級以下的衛生官員參與，並以個人名義出席，會議的
名牌列以「中國台灣」(Taiwan, China) 稱呼。我方出席的專家不得
從事政治活動。
(3) 「 中 國 台 灣 」 若 發 生 公 共 衛 生 突 發 事 件 (acute health
emergency)，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與中國衛生部人員諮商後，得派
專家來台灣，但是世界衛生組織最晚八週內要和中國代表團評估，
緊急狀況是否已控制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WHO Secretariat and China, 2005)。
此一秘密諒解備忘錄雖然促成我方參加若干技術活動，但實質
上卻把台灣「地方化」，其引申的問題包括：
(1) 能否出席技術性會議，最終同意權在中國。中國以簽署諒
解備忘錄的方式暗示對台灣擁有主權，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
專家能否出席會議由北京決定。
(2) 台灣參加的會議事實上相當地少。二○○五至二○○八年
底之間世界衛生組織舉行數千次傳染病的技術會議，我方實際出席
只有二十一次。此外，中國往往以技術性方式刁難延遲，台灣專家
常在會議開始前幾天才被告知可以出席，以致準備不及無法順利與
會。又如二○○七年一月十一日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陳馮富珍曾向
世界衛生組織會員詳細報告處理禽流感之各項作為，其中包括舉辦
多次國際會議、各項合作及交流，但我方皆未參與，也完全不知道
這些會議的存在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b)；如此，根本
無法「有意義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活動。
(3) 透過中國通知台灣食品污染。二○○七年九月十二日世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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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各國有關泰國毒玉米事件，但台灣卻未能直接由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食品安全網絡」(International Food Safety Authorities Network；簡稱 INFOSAN) 接獲通知。中國延遲了十天，直到九月二
十一日才通知我方，此為「國際食品安全網絡」第一次透過中國通
知台灣食品污染事件。在此之前，世界衛生組織曾經數次將食品安
全的事件直接通報台灣 (邱燕玲、王寓中、王昶閔，2008；葉金川，
2009b: 15)。
(4) 台灣港口成為中國一部分。二○○七年十二月十七日，世
界衛生組織公布之「國際衛生條例授權港口清單」(IHR Authorized
Ports List)，擅自將我八個港口列於「中國」之下，引發國際船隻進
入台灣港口證明書問題。事實上，我疾病管制局曾依二○○五年的
「國際衛生條例」第 20 條規定，分別在二○○六年五月三十日及
七月三日以我國國際衛生條例窗口身分，通知世界衛生組織及其西
太平洋區辦公室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 Pacific；簡稱 WPRO)
我國內指定簽發「船舶衛生管制及免予衛生管制證明書」之八個港
口，並併附兩個機場名單，要求列入世界衛生組織未來公布之清單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8a;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7)。
我方事先並未獲告清單提送之格式，世界衛生組織在接獲我政
府提報的清單後，亦未與我方聯繫核對，致上述清單顯示我港口不
接受證明書效期延長，與我現行港埠檢疫規則中接受上述證明效期
展延一個月之實踐不符，造成國際船舶公司之困擾 (中華民國外交
部，2007)。
二○○七年十二月十七日，我外交部已即時向世界衛生組織提
出嚴正抗議，並促請我友邦及主要國家向世界衛生組織交涉，要求
更正上述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衛生條例授權港口清單」擅自將我港
口併入中國項下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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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世界衛生組織「回函」台灣，正本給中國，副本給台灣。
台灣在二○○八年九月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台灣春喬公司生產的
木瓜牛奶及三合一咖啡，添加了遭三聚氰胺污染的三鹿牌奶粉，並
已銷往香港。世界衛生組織以電子郵件「回函」台灣，請求進一步
資料。但是正本給中國衛生部，副本給台灣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世
界衛生組織在信中感謝通報，希望我方再提供是否還有其他從「中
國台灣」銷到「中國以外」受污染品的資訊 (邱燕玲等，2008 年 9
月 23 日)。此後，衛生署曾七次將調查三聚氰胺的調查結果緊急通
報國際食品安全網絡，但皆未獲其直接回應 (葉金川，2009b: 15)。
自從二○○五年中共與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簽署諒解備忘錄以
來，北京有計畫地將台灣實質地方化。台灣與世界衛生組織資訊的
往來、使用的名稱及台灣專家能否參加技術會議，都由北京掌控。
面對台灣被中國逐步「地方化」的嚴峻情勢，馬英九政府應仔細妥
謀因應對策。

五、我方被納入國際衛生條例體系，並以觀察員身分
出席世界衛生大會：二○○八至二○○九年
「國際衛生條例」原版本於一九六九年修訂，是國際社會為了
防止疾病散播所制定的策略準則，當時僅將黃熱病、鼠疫、霍亂納
入通報體系。二○○三年爆發SARS之後，為了防止SARS、禽流感
等傳染病在國際間傳播，並因應核、生、化等物質外洩或恐怖攻擊，
世界衛生組織要求幹事長成立政府間工作小組 (Inter-governmental
Working Group；簡稱IGWG)，著手修改「國際衛生條例」(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8b)。二○○五年通過的「國際衛生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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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共分為前言、十個部分、六十六項條文，以及九個附件， 12
12F

目前有一百九十四個締約國。
「國際衛生條例」(IHR2005) 在二○○七年六月十五日正式實
施，我國早在二○○六年五月十四日宣布自動提前實施。衛生部長
侯勝茂並於二○○七年五月二日致函世界衛生組織陳馮幹事長，確
認我將於二○○七年六月十五日起與國際同步實施國際衛生條例，
並指定我疾病管制局為聯絡窗口。我方的立場是堅持以獨立地位參
與國際衛生條例，絕對不接受世界衛生組織將台灣執行國際衛生條例
納 入 中 國 ， 或 經 由 中 方 轉 介 之 安 排 ( 中 華 民 國 立 法 院 ， 2007:
167-168)。
根據國際衛生條例 (2005) 第 64 條之規定，我既係十一項舊國
際衛生公約中五項之簽署國，在我完成致函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
確認我願配合實施國際衛生條例，並指定疾病管制局為聯繫窗口
後，即應有權參與國際衛生條例 (中華民國立法院，2007: 167)。
但是「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在正式實施前，將中國有關實施
國際衛生條例 (2005) 之聲明英譯文函轉各會員國駐日內瓦代表，
該聲明指稱國際衛生條例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境，包含「台灣
省」在內。二○○七年六月十五日，我外交部重申絕不接受世界衛
生組織將台灣實施國際衛生條例納入中國之下。中國從未對台灣實
施管轄權，既無權亦無法代表台灣，誆稱中方實施國際衛生條例已
包括台灣，並將台灣定位為其一個省，嚴重悖離事實。外交部表示
我是一主權獨立的國家，唯有由全台灣人民以民主方式選出之合法
政府有權對台灣，包括海、空領域在內行使獨立管轄，在台灣任何
有關國際衛生條例防疫措施之實施亦僅能由我政府相關部門執行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7 年 6 月 15 日)。
12

IHR 之完整內容，請參閱 http://www.who.int/csr/ih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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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政府並要求世界衛生組織確實遵守國際衛生條例 (2005) 第 3
條第 3 款「普世適用」原則，接受我為國際衛生條例獨立參與方式，
建立與我國之直接互動及聯繫管道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7 年 6 月
15 日)。
中國衛生部長陳竺在二○○八年五月世界衛生大會全會時指
出，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已達成協議，同意世界衛生組織就「國際
衛生條例」實施之技術事宜與台灣的聯絡點直接聯繫。陳竺並重提
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在二○○五年簽訂之秘密諒解備忘錄，將據以
協助台灣醫衛專家參加世界衛生組織的技術活動 (中華民國外交
部，2008;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2007 年 5 月 19 日)。
二○○八年五月二十日我外交部強調，我方雖然樂見世界衛生
組織就國際衛生條例的執行與我直接互動，但此諒解備忘錄對我方
參與世界衛生組織加諸許多不合理限制，希望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
仍應就國際衛生條例的執行和台灣衛生主管機關成雙邊協議安排，
以利實際執行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8 年 5 月 20 日)。
二○○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表「六點主
張」，其中第五點提到「台灣參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在不造成兩
個中國、一中一台前提下，通過兩岸務實協商，做出合情合理的安
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2008)。
值得注意的是北京在二○○九年展現了新的柔性策略，在我方
被納入國際衛生條例體系、參與世界衛生大會之安排，以及世界衛
生組織公布 H1N1 新型流感疫情統計之名稱上，都表現出與過去不
同較為彈性的作為，茲分敘於下：

(一) 世界衛生組織直接通知我被納入國際衛生條例體系
二○○九年一月我方被納入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衛生條例」運

490

歐美研究

作體系，其方式包括：(1) 接受我方指定國際衛生條例聯繫窗口；(2)
我窗口可與世界衛生組織窗口直接主動進行聯繫；(3) 提供我方密
碼登錄「公衛事件資訊網站」；(4) 倘我方發生國際公共衛生緊急
事件，世界衛生組織可派遣專家協助，並邀請我方人員出席世界衛
生組織緊急委員會；(5) 世界衛生組織請我方推薦專家納入世界衛生
組織「國際衛生條例」專家群 (中華民國行政院衛生署，2009 年 5
月 21 日)。
我國衛生署認為此次國際衛生條例參與模式的意涵與進展包
括：(1) 突破以往的世界衛生組織不與我方直接聯繫模式；(2) 不同
於港澳模式透過區域辦公室聯繫，可以直接和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
國際衛生條例的負責窗口聯繫；(3) 參與緊急委員會 (emergency
committee) 之層級提昇至局處長層級 (葉金川，2009b)。
至於名稱問題，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辦公室主任基恩在一月十
三日致函給我疾管局時稱呼我方為「台北疾管局局長」(CDC Director in Taipei)，並沒有使用「中國台灣」的字眼。在二○○九年
一月二十三日，我方在回函給世界衛生組織時，則自稱「台灣疾管
局局長」(Director of Taiwan CDC)，如此巧妙地化解了稱呼的問題
(Hsu, 2009; Ko, 2009)。

(二) 我與世界衛生組織直接聯繫出席世界衛生大會事宜
二○○九年四月二十八日，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陳馮富珍直接
致函我衛生署，邀請中華台北衛生署以觀察員身分出席第六十二屆
的大會，並希望「能儘速確認中華台北的出席及與會名單」。我方
則於四月二十九日覆函世界衛生組織，葉金川署長將率十二位衛生
官員、中研院院士陳建仁、陳培哲，以及台大醫院副院長張上淳等
十五人出席世界衛生大會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9 年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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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方式符合我方一貫要求，以直接、分別之方式與世界衛生組織
聯繫。然而，未來我方參加其他世界衛生組織技術會議是否亦能比
照辦理，仍有待觀察。

(三) 世界衛生組織將我病例脫離中國標示
二○○九年全球爆發 H1N1 新型流感，世界衛生組織原先將台
灣的 H1N1 新型流感確定病情納入中國疫區，引起國內反彈 (王昶
閔、李欣芳，2009 年 5 月 17 日)。經我駐外館和世界衛生組織交涉，
五月二十三日「H1N1 新型流感疫情速報」第 37 號，世界衛生組
織已將台灣病例以「中華台北」註記自中國疫區剔除，改在統計表
最後一欄位，以備註文字說明方式，說明「中華台北」向世界衛生
組 織 通 報 一 例 境 外 移 入 確 定 病 例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a; 陳舜協，2009)。雖然如此，中國大陸十一例字樣旁邊有個
星號 “China*”，地圖下方說明星號的意涵為「中華台北通報一例
確診病例」，台灣的病例雖未涵括於中國大陸之內，但是疫情地圖
的標為 China* 仍不合理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b)。
經過我駐日內瓦辦事處再度交涉，在五月二十五日，世界衛生
組織第 38 號疫情通報一個 A (H1N1) 確診病例，台灣附註中以「中
華台北」的名義統計為一例，並跟中國大陸的疫情分開，原本在中
國旁邊加註的星號不見了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c; 李
佳霏，2009)。
不過，中華台北並未被列入國家欄位，世界衛生疫情地圖上也
找不到中華台北的確切位置，只在表列下方最後附註中華台北的病
例數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d)。
此外，我衛生署透過國際衛生條例管道，持續與世界衛生組織
溝通，希望世界衛生相關網站能儘速一倂改用中華台北，而非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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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灣稱呼我方。外交部發言人陳銘政指出，任何把台灣表述成中
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方式，外交部都不會接受，並會盡力向世界
衛生組織爭取。雖然一下子要全部改變世界衛生組織使用「中國台
灣」的名稱仍有困難，但會持續交涉，希望世界衛生組織官方文件、
出版品與網站都能儘速改正 (王昶閔、李欣芳，2009 年 5 月 25 日；
李佳霏，2009)。
雖然如此，中共究竟與世界衛生組織達成了什麼協議？對我參
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影響又如何？未來我方是否能年年出席世界衛生
大會？我是否二○○五年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達成之諒解備忘錄架
構下出席此次世界衛生大會？台灣的主權是否受損？這一連串的問
題皆是在野質疑的焦點 (王昶閔、李欣芳，2009 年 5 月 17 日；王
景弘，2009；呂秀蓮，2009；李英明，2009；林濁水，2009；涂
醒哲，2009；陳隆志，2009；楊朱，2009；鄒景雯，2009 年 4 月
30 日，2009 年 5 月 11 日)，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世界衛生組織發言人亞伯拉罕在二○○九年五月一日的記者
會中表示，包括「中華台北」的名稱和其他議題，都是台海兩岸相
互同意的，「世界衛生組織完全沒有參與協商」，陳馮富珍只是接
到通知，並依照這個共識發出邀請 (周盈成，2009 年 4 月 30 日 b)。
亞伯拉罕並表示，台灣獲邀參加世界衛生大會的情況，「反映了海
峽兩岸關係的改善，如果這個關係繼續，也許我們可以預期這 (邀
請) 也會繼續」(周盈成，2009 年 4 月 30 日 a)。
前副總統呂秀蓮指出，我方參加 APEC 及 WTO，在國際組織
與中國絕無隸屬關係。過去我參加之「各個國際組織，對於台灣會
籍及名稱的處理，都是經由國際諮商議決，斷無由北京對台北私相
授受之理」(呂秀蓮，2009)。此外，中國新華社英文版引用國台辦
發 言 人 表 示 ： 「 大 陸 允 許 (allow) 台 灣 參 加 世 界 衛 生 大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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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ving issue of Taiwan’s WHA role,” 2009)。目前世界衛生官方
網站，把台灣列為中國的一省，台灣八個港口仍被列入中國港口。
呂秀蓮前副總統語重心長地提醒馬總統，將台灣的國際參與兩岸
化，絕對會讓台灣落入一個中國的陷阱 (呂秀蓮，2009)。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表示，台灣參加世界衛生大會是否接受類似
香港是次主權或是非政府組織沒有主權的代表地位，馬總統應說明
清楚。過去台灣參加世界貿易組織或亞太經合會都具有完整會員資
格，各國公認，形諸文字，不附屬於任何國家，但這次參加世界衛
生大會過程令人質疑 (朱真楷，2009)。蔡英文指出，從邀請函來看，
是一次性邀請，「如果只是一次性邀請，而且主權問題還是疑雲重
重」，馬政府若當成外交休兵，換來的重大收穫是「言過其實」(林
政忠，2009)。
外交部政務次長夏立言表示，兩岸衛生官員在第三地直接接
觸，洽談議題包括名稱、身分等問題，「口頭達成默契」，但沒有
簽署書面資料；兩岸沒有任何秘密協議，協商過程沒有提到「一個
中國」原則 (黃敬平、劉永祥，2009; 劉尚昀、江慧真、陳洛薇，
2009)。夏次長指出，世界衛生大會首次在文件中以正式官銜稱呼衛
生「署長」(Minister)，具有重大意義。台灣獲邀成為世界衛生大會
觀察員，說明中國大陸在二○○五年與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的祕密
諒解備忘錄，「對台灣設限的框架已被打破，名存實亡」(李順德、
林新輝、王光慈、李志德，2009)。夏次長並說明，二○○九年沒
有任何國家向世界衛生組織提案要求台灣入會，但「重要國家都跟
世界衛生組織表達希望台灣今年能以觀察員身分入會之意願」，國
際社會的支持也發揮極大助益。至於台灣以何種身分成為觀察員，
夏次長表示，「我們當然會認為自己是像教廷那樣的主權國家」(李
順德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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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葉署長率領的代表團，全團團員皆為衛生領域的人員，我
駐日內瓦辦事處處長謝武樵表示，這是專業考量，不代表被矮化 (周
盈成，2009 年 5 月 12 日)。外交部次長夏立言指出，世界衛生大會
未有常設的觀察員，目前六個觀察員，每年都會收到幹事長的邀
請，預期我方會和其他觀察員一樣，不需要每年提出申請，每年都
會收到幹事長的邀請函 (林修全，2009)。
針對此次出席世界衛生大會的名稱、身分、地位、意義與影響，
朝野的認知顯然有很大的落差。落差的主要因素之一應是此次兩岸
談判達成「各表」的默契。海峽兩岸基於各自的國內因素，皆有「各
表」的需求，但是在國際上，北京表述的立場影響力較台北大得多。
也因此，民進黨的質疑主要來自中國對台灣出席此次世界衛生大會
的立場，在國際上有長遠的影響，擔心在一中架構下，會對我主權、
地位可能帶來負面效應 (劉尚昀等，2009)。而馬政府則認為以「中
華台北」的名稱，「觀察員」的身分，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致函提
到「衛生署」及具主權意涵的正式官銜「署長」，加上世界衛生組
織直接致函我方等等的安排，符合尊嚴、自主原則，未受矮化、打
壓。
雖然如此，馬政府仍必須正視國內諸多的質疑，集思廣益和各
界溝通，並防範此次世界衛生大會參與的方式，可能在國際上造成
對我身分與地位的負面效應。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弱勢的台灣要能
以小搏大，必須借重各界的智慧及廣大民意的支持，才有可能成功。

陸、結語
民進黨執政的八年，在戰略上，是以結合美國為主民主國家的
力量向北京施壓，也就是勞爾在《現代國際談判》一書中所言，聯
合一強來對抗其敵人 (Lall, 1966: 4)。馬英九總統上任後積極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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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關係，在主權爭議問題寄望以一九九二年「一中各表」的「九
二共識」做為解決方案，並且提出「外交休兵」以及「不統、不獨、
不武」的倡議。藉此，弱勢的我方盼能在美、中兩強之間達到左右
逢源的新局。
以上兩種不同的戰略思維，在不同的時空環境下，扮演了不同
的影響力。在馬總統上任前的十二年，弱勢的台北曾軟、硬兼施，
爭取國際的注意與同情，並獲得美國為主國際社會的支持，累積了
相當的能量，成為馬政府和北京談判的後盾。未來我方要爭取參與
其他國際組織，應防範美國為主之國際社會因兩岸談判而鬆懈對我
之支持。從過去發展可以看出，美國為主之國際社會對我支持的力
道愈強，我才愈有與對岸談判的籌碼。弱勢的台灣想要在美、中之
間左右逢源，必須要有非常細膩的手法，才能避免造成顧此失彼的
窘境。
二○○九年一月我方被納入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衛生條例」體
系，五月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世界衛生大會，乃過去十三年來，國內
行政、立法、各政黨、專業團體、與百姓共同打拼的結果。我方雖
然順利地出席了第六十二屆世界衛生大會，但是馬總統的外交與兩
岸政策在國內仍遭到諸多質疑與批評。政府應以虛心的態度應對，
並採取具體行動，化國內批評的力道為對外談判的籌碼。以二○○
九年世界衛生組織將台灣 H1N1 新流感病例脫離中國標示為例，可
以清楚看出民進黨提出的質疑，可以成為政府和世界衛生組織談判
的後盾 (王昶閔、李欣芳，2009 年 5 月 25 日)。在野黨與執政黨可
以分別扮演黑、白臉的角色，為弱勢的台灣增加籌碼。
出席年度的世界衛生大會只是開始，世界衛生組織有六大機
制，目前我只被納入國際衛生條例，我必須繼續努力參與其他五大
機制，包括：「國際食品衛生安全網絡」、「全球疾病疫情警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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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網絡」、「結核病夥伴網絡」、「菸草控制框架公約」以及「國
際反偽藥工作小組」。世界衛生大會後，我方曾希望能以觀察員身
分參加二○○九年六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五日在日內瓦舉行之「菸草
控制框架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簡稱
FCTC) 會議，但是未果 (周盈成、陳清芳，2009)。菸草控制框架
公約是二○○三年世界衛生大會通過二○○五年二月生效，現有一
百六十四個締約國。除了世界衛生大會外，世界衛生組織尚有其他
諸多會議與活動，我政府應繼續凝聚台灣內部共識，爭取國際支
持，更全面地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機制與活動。
二○○九年一月一日，中共全國政協舉行新年茶話會，總書記
胡錦濤在會上發表講話時指出，「我們要牢牢把握兩岸關係和平發
展的主題，牢牢抓住兩岸關係改善的歷史機遇，推進兩岸交流合
作，繼續為兩岸同胞謀福祉、為台海地區謀和平，不斷開創兩岸關
係和平發展新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9)。
二○○九年及二○一○年，我國能以觀察員身分兩度參與世界
衛生大會，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支持十分
重要，但是若沒有北京善意的回應，我方仍難以成為世界衛生大會
的觀察員。未來，兩岸若能繼續發揮創意，找出更多雙贏的策略，
才能「牢牢抓住兩岸關係改善的歷史機遇」，讓兩岸關係的良性互
動注入更多關鍵性的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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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pril 2009, Taiwan received an invitation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to attend the 62nd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in Geneva as an observer under the name of “Chinese
Taipei.” The invitation was widely seen as a result of improving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the wake of President Ma Ying-jeou
taking office in May 2008. This outcome, however, had much deeper
roots and involved other countries, principally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previous governments in Taiwa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background of Taiwan’s inclusion as an
observer in the annual WHA, reviews the “facilitator”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discusses support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finally considers PRC posturing with regards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aiwan in
the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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