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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儘管雙邊優惠貿易協定談判已為國際經濟活動之主流，然
相關成效卻往往受到其原產地規則寬嚴之制約。過去相關研究
有從法律面向討論優惠貿易協定相關問題，或純從經濟角度看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對於貿易或投資可能影響，而本文乃係同時
結合法律與經濟之探索，特別是根據 GATT 第 24 條第 5、8
項規定來釐清關於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適法條件，並透過經濟
之量化估算來作為上述適法條件落實之基礎。最後研究發現，
若所訂定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過於嚴苛，則可能將對於非會員
之貨品進口較先前更具限制性，且同時對絕大多數在會員國家
加工出口之貨品構成歧視，致不符合 GATT 第 24 條第 5、8
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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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因 WTO 多哈回合談判之久滯不前，各國無不另闢戰
場，競相投入在 RTA/FTA 之競賽中；冀在不似多邊架構須遵循最
惠國待遇 (MFN) 原則對所有會員國開放並支付龐大成本，而僅針
對主要目標國家市場要求互授優惠下追求自身利益之最大化。故根
據 WTO 網頁統計顯示，截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為止，已向
GATT/WTO 通知包含貨物和服務在內之區域貿易協定總共有 474
個。其中，根據 GATT 1947 或 1994 第 24 條通知的區域貿易協定
有 351 個；有 31 個是根據授權條款；有 92 個是根據服務貿易總協
定 (GATS) 第 5 條。而且，其間已有 283 個協議是已經生效的。此
外，國際間一些已開發國家基於經濟協助及提升全球人類福祉之認
知與職志，亦有對於開發中國家或低度開發國家單方面給惠之經貿
安排，冀以帶動該等國家在國民就業、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方面
之發展。
然而此等優惠貿易安排是否真發揮預期效果，應是頗值商榷
的。有很多開發中國家抱怨指出，由於給惠之進口國嚴苛的原產地
規則 (rules of origin; RoO)，致使其所加工出口之貨品不是因無法
取得特別優惠進口待遇之資格，就是因為符合該原產地規則之符合
成本 (compliance costs) 過高，平均高達貨物價值的 3-5％，實質地
降低其可享之優惠，迫使其寧可放棄享受該優惠而改依一般 MFN
稅率進入給惠國家市場 (Hoekman & Prowse, 2005: 5)。故此等優
惠貿易安排，事實上僅是口惠罷了。至於已享受優惠者，則常為了
享受優惠而不得不放棄自非會員國之較低成本採購，而轉向會員國
以較高成本進口中間生產投入，致使對貿易造成相當程度之扭曲。
此外，其亦可能導致優惠減損 (preference erosion) 之問題。就以兩
岸所洽簽之 ECFA 為例，相關實證研究指出若將原產地規則因素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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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考慮時，其對於台灣及中國之 GDP、進出口貿易、社會福利等方
面之增加幅度將較不考慮原產地規則時分別降低了二分之一、及三
分之一 (蔡孟佳、陳坤銘、楊書菲，2010: 205-207)。凡此問題之
關鍵，似皆指向 優惠性) 原產地規則；因其不僅將可能限制享惠國
享受優惠之機會，扭曲貿易相關利益在國家、產業間之分配，且將
影響國際直接投資 (FDI) 之移動。就本質言，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應
係一中立且單純之關務管理作業工具，但目前卻屢屢遭受指控，其
已經被很多國家操弄而變質，由原先為避免迂迴、轉運貿易目的之
關務管理工具，轉變為保護國內產業或部門利益之政策工具，擴大
了貿易移轉之效果，扭曲了當初成立各種優惠貿易安排之美意。基
於原產地規則在生產中間物料間製造出彷如進口關稅之效果，乃有
認為原產地規則本身就是一種隱藏性的保護措施 (hidden protection) (Krishna, 2004: 1)，且讓已開發國家可以搭配環境、勞工權益
等 政 策 來 對 不 同 來 源 進 口 產 品 間 給 予 歧 視 性 之 待 遇 (Falvey &
Reed, 2002: 406)。故此，有關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屬性及適法性問
題，乃成為本文所欲研究之重點。
由於在 GATT/WTO 之架構下，各國所採行之有關政策、法規
或命令，不僅要符合公開透明原則，且不得對於貿易形成不必要之
限制或障礙。但在過去關於原產地規則議題之相關研究中，多以肯
認其對於貿易之限制效果，只是在研究面向及焦點上或有不同；有
係集中在以經濟量化方法研究其對於國際貿易流量、貿易利益分
配、國際投資決策或產業網絡佈局者，亦有是以政治經濟方法探討
其在區域合作、貿易援助政策等可能造成之影響者。然而，儘管原
產地規則在實踐上將對於貿易產生限制及扭曲效果，但卻鮮少有針
對原產地規則之適法性問題進行探索者。過去之相關文獻及專論，
或有從法律角度針對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作規範性或政策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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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有純從經濟角度去討論或衡量其對於經濟福利或貿易限制之
效果者。其中，法律性之文獻，有針對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政策工
具職能 (Gantz, 1995; Hirsch, 2003; Inama, 2009; Nsour, 2008;
Vermulst, 1994)、阻礙貿易發展而應加以調和或簡化 (Mabrouk,
2010; Ukpe, 2010; Vermulst , 1994)、以及因應原產地規則可能對於
貿易投資造成影響 (Brenton & Manchin, 2003; Komuro, 2009;
Sandstrom, 1999; Vermulst, 1994) 之討論。至於在經濟分析方面之
研究，有著重在對於國際貿易之限制者 (Augier, Gasiorek, & LaiTong, 2005; Gretton & Gali, 2005; Lloyd, 2002)，有討論評估原產
地規則方法與效果者 (Cadot, Carrère, & de Melo, 2005; Cadot,
Carrère, de Melo, & Tumurchudur, 2006; Carrère & de Melo,
2004; Estevadeordal, Harris & Suominen, 2007; Kuroiwa, 2009;
Pelzman & Shoham, 2010)。但本文與之前研究所不同者，乃將結合
法律以及經濟性之分析，討論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從單純關務管理工
具到被指為貿易保護措施間之相關問題。亦即，先從法律角度分析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否應受 GATT/WTO 規範？其符合該規範之條
件為何？然後再透過經濟之量化計算或評量以判定該優惠性原產
地規則是否能符合相關之規範等，俾讓有關法律面對於優惠性原產
地規則之適法性及適法條件討論，能在具體實踐或應用時找到評
斷、落實的基礎。故此，在有關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適法性問題討
論部分，本文將先從其是否為 GATT/WTO 所指稱之貿易政策、商
事法規之問題切入，進而討論其是否應受 GATT/WTO 之規範，特
別是 GATT 第 24 條之規定，以及 GATT/WTO 對於優惠性原產地
規則又將如何規範等問題。接著，利用經濟分析方法之評量或計算
以觀察該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可能對於貿易造成之限制效果，進而再
與之前之法律規範性討論相互對照及印證，俾以為未來對於國際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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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產地議題處理上之參考。
因此，本文不僅將從法律角度，且更要利用經濟分析方法評析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可能造成之貿易限制效果，俾讓法理概念之論述
能與措施執行之貿易效果相互對照、印證，故在文章結構上除前言
之外，將分為下列幾個部分：(一)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意義與作
用；(二)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的法律性質，討論其是否為貿易工具、
商事法令？以及是否符合 GATT 第 24 條之規定？(三) 優惠性原產
地規則的經濟效果，特別是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否具有貿易限制效
果？以及應如何評定其是否具有貿易限制效果？(四) 討論優惠性
原產地規則之未來發展。最後，總結研究所得並提出我國在未來因
應 RTA/FTA 談判時就有關優惠性原產地規則議題之建議。

貳、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意義與作用
一、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意義
根據 WTO 原產地規則協定，所謂原產地規則，係指一個國家、
國家集團或地區為確定進出口商品之原產地而制訂的法律、規章及
具有一般效力之行政決定和措施。因在國際貿易中，各國對於來自
不同國家所產製商品間可能會於相關之關稅或稅費方面給予差異
性或歧視性的對待，而其間之作業往往需依據一定標準俾針對每一
商品確立其生產或製造國家以適用相關之貿易措施。故此，原產地
可謂是國際貿易中商品的「經濟國籍」，每件商品原則上僅有一個
原產地 (姚瑤，2006: 48)。原產地最早是由法國所提出，其目的乃
在保護法國當地葡萄酒生產商免受造假之苦 (鍾致雅，2008: 30)，
但隨著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帶有貿易保護色彩的原產地問題逐漸
引起國際間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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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產地規則，依其適用的貿易政策對象不同，可分為非優惠性
原產地規則 (non-preferential RoO) 與優惠性原產地規則 (preferential RoO) 兩大類。其中，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主要乃於較一般性
而不涉及優惠商業政策工具時所適用者，如 GATT 1994 第 1、2、
3、11 及 13 條之最惠國待遇、第 6 條之反傾銷與平衡稅、第 19 條
之防衛措施、第 9 條之產地標示及任何歧視性數量限制或關稅配額
以及政府採購及貿易統計適用之原產地規則。故在 WTO 之原產地
規則協定 (Agreement on Rules of Origin) 中要求其需符合中立性
(neutrality)、不歧視性 (non-discrimination)、透明化 (transparency)、
可預測性及合理程序 (predictability and due process) 等原則。至於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依 WTO 原產地規則協定第 1 條第 1 項後段所
示，則是與一些貿易優惠機制，如自由貿易區 (FTA)、普遍化優惠
關稅制度 (GSP) 相連結，適用於以約定或自主方式授予關稅優惠
之貿易制度或安排，其目的在於確保該等優惠待遇不致為不適格之
對象濫用。基本上，優惠性原產地之型態，有係透過自主 (autonomous) 但非互惠性 (non-reciprocal) 方式授予，如洛梅公約、
普遍化優惠關稅制度；亦有透過協議 (contractual) 且互惠性 (reciprocal) 方式授予，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 (NAFTA) 等。
非 優 惠 性原產 地 規 則與優 惠 性 原產地 規 則 間最主 要 之 不 同
點，在於前者必須竭盡所能地提供各種方法確認出商品的原產地；
但後者，若遇有無法符合既有之規則或標準時，則該商品將無法取
得適用優惠關稅或待遇之資格 (Inama, 2009: 1)。

二、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作用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主要乃在區別商品之不同來源而給予不同
之待遇，是為對進口貨品施行歧視性待遇所為設計。其在本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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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對不同的貿易對手帶有相當之歧視性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2002: 8)，故一直以來皆為
海關用以為執行優惠關稅安排之關務管理工具。
實際上，用以作為決定產品原產地之標準 (criteria)，主要有
二，即 (1) 當生產僅涉及一個國家者，以農林漁礦品為主之「完全
生產」(wholly produced)，及 (2) 當產品之生產涉及二國或以上者，
亦即當有進口原料、零配件涉及到產品製程時，乃以「實質轉型」
(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 或「充分加工」(sufficient working or
processing) 作為判斷其最後製成地是否為原產地之基準。而 1973
年的京都公約 (Kyoto Convention) 中之附件 D1，可謂是國際間試
圖透過多邊方式欲將「實質轉型」概念落實之一重要具體貢獻。其
主要乃透過下列三種標準以判斷是否構成實質轉型：

1. 關稅稅則號別改變 (Change of Tariff Heading)：除了特別
清單以外的貨品，透過相關規則對某加工行為所造成該貨品之稅則
號別之改變來加以認定。易言之，當出口國就先前所進口之物料或
零組件經加工處理後之產品，若其之關稅稅則之號別相對於投入物
料發生變動時，即得認定該產品在出口國發生實質轉型，該出口國
即可被認定為原產地。

2. 加工工序 (Lists of Manufacturing or Processing Operations)：透過清單所列之製造或加工工序，來判斷決定進行該製造
或加工行為之國家是否可被認定為該產品之原產地。

3. 從價比例 (Ad Valorem Percentage Rule)：根據從價百分比
之規定，判斷該地為加工生產所投入之價值或是增加之價值是否達
到規定之水準，來認定該地是否為原產地。有些協定之原產地規則
係以區域價值含量 (Regional Value Content; RVC) 表示。
此外，還有其他的附屬或輔助性之規定，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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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累積 (cumulation)：在累積規則下，優惠貿易協定的成員在
計算產品原產價值時對取自特定國家之非原產原料或組件，亦可累
積加計為國內的原產價值。目前依進口物料所適用累計地域範圍之
不同，可分為雙邊累積 (bilateral cumulation)、斜線累積 (diagonal
cumulation) 、 區 域 累 積 (regional cumulation) 或 完 全 累 積 (full
cumulation) 等。在 FTA 中納入累積規定，目的除促使更多地域範
圍都能符合原產地規則之規定，平衡資源稟賦較為不利國家可能之
劣勢，同時亦可抑制對於非成員第三國物料的使用 (Inama, 2009:
194)。目前，多數的 FTA 較偏好採行較嚴格的雙邊累積原則 (杜巧
霞等，2005: 15)。
2. 吸收原則 (absorption rule)：若產品在製造過程中所使用組
件內含的非原產物料比率不超過原產地規則的進口內含上限者，則
該組件將 100％被視為原產組件，故得以被計入國內製程之國內原
產附加價值。
3. 容忍原則或微量原則 (tolerance or de minimis rule)：原產地
規則中允許一定微量比例 (如 10％或 8％) 的非原產物料之使用，
而不影響該產品依稅則號別變更或特定製程準則決定其最終原產
地。基本上，此一原則乃為維護資源稟賦較為不足的小國，俾其產
品亦儘可能地享有優惠關稅待遇。
4. 境外加工 (outward processing)：鑑於全球化代工生產活動
盛行，常使得產品之生產無法滿足領地原則 (principles of territoriality) 之規定，因此乃對於在累積區域外第三國進行代工處理後再
轉進口已完成為最終產品者，並不會因在第三國代工製造而影響其
最終產品的原產地位。
5. 微末作業 (insufficient operations)：在實質轉型規定外，另
列舉若干在任何情況下均不足以賦予原產地的簡單作業程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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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 EU 或 EFTA 的原產地規則中，即詳細列舉包括為供運輸與
倉儲目的貨品保存作業、簡單清洗、分類包裝、組合與動物宰殺等
多達 16 項作業，均為不考慮貨品原產地的微末作業 (杜巧霞等，
2005: 19)。
實際上，原產地規則在商標、廣告、出口退稅、政府採購、數
量限制和貿易制裁等方面，也都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但隨著國
際貿易、國際分工的日益發展，國際間多國製造「混血」商品的情
況日益普遍，加上區域經濟整合風潮及貿易保護勢力抬頭等因素之
催化，加以其間高度之技術性以及實務運作上之欠缺透明 (Brenton
& Manchin, 2003: 756) 使得一般人對於原產地規則 (尤其是優惠
性原產地規則) 之印象，似已由單純之關務管理工具轉變成為一種
可單獨遂行的貿易政策，俾期達到增進進口國福利、保護進口國內
產業 (特別是中間財產業)、吸引外國直接投資 (FDI) 流入等目的
(樊倩、師樹興，2003: 48-49)。
儘管如此，國際社會一開始對於原產地規則議題並不甚重視。
GATT 認為原產地規則是進口會員國的內國法，且未來皆須依據最
惠國待遇原則給予進口商品相同待遇，故區分進口商品之來源並不
具實益。但事實上，只要進口國對於進口商品會有差別歧視待遇
時 ， 則 原 產 地 規 則 即 將 發 揮 相 當 效 用 與 影 響 。 雖 然 GATT 在
1951-1952 年曾試圖對原產地規則進行調和，可惜並未成功。而第
一次試圖建構一套調和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在聯合國貿易與發
展會議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上針對 GSP 議題之討論時；只是在當時普遍認為
GSP 乃是授惠國單方面自主的給惠行為，故不宜於多邊給予過多約
制之情況下，最後決定放棄而由各授惠國自行選擇所欲適用之原產
地規則，致使第一次試圖進行多邊調和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努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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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垂成 (Inama, 2009: 3)。另，日本亦曾於 1996 年在 WTO 提案原
產地規則委員會應針對區域整合機制下之優惠原產地規則進行研
議調和，俾以因應日益增多的 RTAs 以及隨之日益加劇之貿易扭曲
效果；但可惜此提案除了獲得澳洲、香港、韓國及巴基斯坦等四會
員支持外，大多數的會員國多表示反對 (Barcilo, 2006: 12-13)。

參、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法律性質
一、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貿易政策工具？
何謂政策？根據韋氏字典之定義，政策乃是基於主要利益所為
之管理或程序 (management or procedure based primarily on material interest)，或是根據給定條件下所為選定之一種用以指導及決定
現 在 與 未 來 決 策 之 明 確 程 序 或 行 動 方 案 (a definite course or
method of action selected from among alternatives and in light of
given conditions to guide and determine present and future decisions)。基本上，政策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其體現了許多不同之層面
(Torjman, 2005: 4)，各國政策的制訂過程，一般多先有明確之政策
目標 (goals)，然後才有相關行動準則 (rules)，最後是具體的行動手
段 (device)、命令 (commands)。因此，對於被海關用以執行優惠關
稅安排的關務管理工具—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原應屬一相當中性的
行政作業工具，但由近來各國 (特別是GSP之享惠國及受到若干非
參與FTA之國家) 因受到嚴格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影響，限制其進
入目標市場之機會，故乃對其多有抱怨。有鑑於此，本小節將討論
究竟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否為貿易政策的工具？且可否為貿易政
策的工具？
在1994年之前，GATT/WTO並未將原產地規則視為是潛在性

從經濟效果論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適法性及其未來發展

291

的非關稅貿易障礙，但此看法卻隨著1994年之原產地規則協定之成
立而有所改觀。在該協定之前言認為明確、可預測的原產地規則及
適用，可促進國際貿易之流通，故主張確保原產地規則本身對貿易
不會發生非必要之障礙 (unnecessary obstacles to trade)，俾會員依
GATT 1994所享有之權利不會造成剝奪或減損。此外，在協定第2
條對原產地規則過渡時期之規範條文中更是規定，原產地規則雖與
商業政策之措施或工具互有關聯，但不得利用該項規定作為直接或
間接追求貿易目標之工具；原產地規則不得對國際貿易造成限制、
扭曲或干擾之影響，亦不得採取不適當之嚴格要求或規定履行與製
造或加工無關之要件以為認定原產地之必要條件。只是該協定主要
乃適用於非優惠性之原產地規則，至於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則不在
此限。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本質上是優惠貿易 (RTA、GSP) 制度下用以
區別不同商品來源，而給予歧視待遇之一項相當重要的工具，其用
意乃在避免非屬可享優惠商品以貿易迂迴 (trade deflection) 方式
搭享惠國商品可免稅或優惠稅率進口之便車 (Cho, 2007: 406)。由
於一般在這些優惠貿易安排中間的國家通常有較緊密的政經關
係，故有時所使用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會相對較為寬鬆。例如歐盟
在給 ACP (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Countries) 國家及 OCTs
(Overseas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國家的優惠中就允許其在所有
享惠國家間進行完全累積，但在其所授予之 GSP 待遇中則僅允許部
分的區域累積 (Vermulst, 1994: 473-474)。
由於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複雜性且涉及相當高之技術成分，使
得此一原本中性的關務管理工具，往往被操弄成為具有限制效果的
變相貿易保護手段，變成進口國為達某些商業政策或目的之工具。
尤其是隨著區域經濟整合的崛起，使得各國的關稅、非關稅貿易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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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在參與各種 RTAs 或 FTAs 過程中被降低或取消，因此許多國家
即透過嚴苛的原產地規則以變相地保護本地產業。例如，在很多的
FTA 中主要是以稅則號別變更法則來作為原產地認定的依據，但是
對若干產品只要經過輕微加工就可以輕易取得原產地資格者，會以
其他法則或另外加上其他要求來做認定 (Horlick & Meyer, 1994:
404)。故此，乃有透過適用多種複雜認定法或高比例的本地成分 (如
美─加 FTA 中就要求需超過 50％) 或特定商品製程等產地認定方
式，以保護進口國內之製成品業者、中間產品提供者。亦有透過另
外訂定特別清單方式，將原產地規則用以作為保護有如義大利麵碗
(spaghetti bowls) 般之複雜利益，如在墨西哥─日本 FTA 中標題為
「關於第四章附件四：特別原產地規則」(Annex 4 referred to in
Chapter 4: Specific Rules of Origin) 中就出現超過 100 多頁的原產
地規則 (Cho, 2007: 406)。此種以嚴苛原產地規則來取代以往貿易
障礙的現象，就誠如學者 Jagdish Bhagwati 所稱之「一貫保護法則」
(Law of Constant Protection) (Mabrouk, 2010: 103)。
除了保護產業之經濟目的外，原產地規則亦可以在相關機制上
(如境外加工條款) 作巧妙安排俾以作為解決政治上難解議題 (如
領土爭議)、促進區域合作或反對恐怖主義等政治目的之工具。例
如，歐盟原對於由以色列佔領但目前仍有領土主權爭議之約旦河西
岸、加薩走廊地區所生產輸出至歐盟產品，是否可以享受其與以色
列於 1995 年所簽訂之歐盟─以色列 FTA 之優惠問題頗為遲疑。因
為一直以來歐盟根據國際公法或是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認為該佔領
區是無法被認定是屬於以色列的一部份，故該地區生產貨品自然無
法符合原產地規則下之領域原則 (territory principle) 規定，而被認
為是產自以色列從而取得享受歐盟─以色列 FTA 之優惠。但在 2004
年 8 月歐盟與以色列雙方合意以色列可以使用類如「以色列及約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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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岸的巴坎」(Isreal and Barkan in the West Bank) 在原產地證明
書上描述貨品來源之地理位置 (geographic location) 的技術處理方
案，讓上述地區之貨品可以在事實上 (de facto) 享受該 FTA 的優惠
(Komuro, 2009: 811-812)。類如上述境外加工的概念，亦相當普遍
地存在一些 FTA 中，如美國─以色列 FTA、韓─東協 FTA、美─
韓 FTA (尚未生效)、韓─新 FTA 均有將非成員國之領土所加工生產
之貨品，在特殊條件下可以被視為 FTA 區域內所生產，而取得享受
優惠待遇之資格。當然境外加工條款之動機甚多，除基於經濟上比
較利益之考量而在海外尋求較低成本地區進行加工生產外，亦有結
合政治及外交動機而為安排者。如美國 2003 年與新加坡所簽訂之
美─新 FTA 中透過綜合採購計畫 (integrated sourcing initiative) 之
安排，允許非會員國 (特別是印尼) 亦能享受美─新 FTA 之優惠
(尤其在降低關稅及相關管理成本方面的好處)，不僅用以照顧在巴
淡島 (Batum Island) 之美商利益外，同時幫助印尼脫貧免為恐怖主
義滋生溫床，藉間接經濟支持方式爭取印尼為其反恐戰爭中之重要
盟友 (Coyle, 2004: 556-557)。對於韓國向來在對外 FTA 談判中均
要求要將在北韓境內開城加工區 (Kaesong Industrial Complex) 視
為境外加工基地之要求，在美─韓 FTA 中並未做出決定，而是留候
美─韓 FTA 生效後再由雙方所成立之委員會針對南北韓情勢進展
以及其他相關環境、商管條件再作決定 (Komuro, 2009: 832-833)。
故於實務上，優惠性原產地規則顯已脫離其單純海關作業、關
務管理工具之本質，而為各國賦予相當複雜之政治或經濟上之政策
目的。更且，根據 WTO 原產地規則協定附件二「關於優惠性原產
地規則之共同宣言」(Common Declaration with Regard to Preferential Rules of Origin)，其並無意將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如同非優惠性原
產地規則一般加以規範，要求其不得被利用作為直接或間接追求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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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目標之工具，而僅係以共同宣言形式要求，會員國應遵守相關規
定並將其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提供給秘書處。特別是從其中第 3 項所
提到各會員國同意確保 (agree to ensure) 之各點以觀，其所列之項
目與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在過渡期間與過渡期間之後所應遵守之
原則相類似，只是各會員國仍得以原產地規則作為貿易政策工具，
且得設較嚴格之要件或與製造無關之要件，以及會員國亦無義務對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進行統一化 (羅昌發， 1999: 243-244)。由於
WTO 並未將優惠性原產地規則納入規範，已經使得原產地規則成
為優惠貿易安排中之重要問題；且此亦正反映出會員國不希望其在
區域整合以及在對開發中國家授予優惠等政策方面之自由受到限
制 (Hoekman & Kosecki, 1995: 104)。
綜此，儘管原產地規則在其作為區分商品來源之功能上應是中
性的，但從上述之討論中即不難發現，各國不願將優惠性原產地規
則納入多邊規範且已充分地利用其富含技術本質，和具有不透明、
含糊的特質，業已使得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搖身成為各國手中相當強
而有力的貿易政策工具。

二、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商事法令？
基本上，GATT/WTO 並不禁止各締約國間設立「關稅同盟」
或「自由貿易區」，只是在成立時應符合相關規範。因為「關稅同
盟」或「自由貿易區」之成立，將會使得會員國因整合所相互授予
之貿易優惠無法一體適用至其他的非會員國，致對非會員國造成歧
視待遇，違反了 GATT/WTO 之不歧視原則。因此，GATT 第 24 條
乃在提供給相關經濟整合一個合理的法源依據。不過，應注意者，
乃「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之成立目的係在促成區域間貿易，
而非對各該區域與其他各締約國之貿易增加障礙，且在設立「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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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時，其締約國間絕大多數貿易 (substantially all the trade) 有
關之關稅及商事法令，不得較各締約國前所適用之關稅及商事法令
更高或更具限制性；或在「自由貿易區」時所適用對區外或協定外
締約國貿易之關稅及商事法令，不得較訂定前更高或更具限制性等
之條件限制。另就締約會員間除依規定在必要情形下所實施者外，
應取消其所有 (在關稅同盟時) 或絕大多數貿易 (在自由貿易區時)
之關稅及限制性商事法令。易言之，在 GATT 第 24 條第 4 項所高
舉之促進自由貿易之目標前提下，會員國在設立「關稅同盟」或「自
由貿易區」時，其與區外或非會員間所適用之關稅及其他商事法令
(“other regulations of commerce”) 不得較設立前更具限制性，而且
會員彼此間絕大多數貿易之關稅及其他限制性商事法令 (“other
restrictive regulations of commerce”) 亦應取消。
由於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一如前述乃係一種貿易政策工具，且根
據原產地規則協定附件二「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共同宣言」第二
段，亦將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定義為，任何會員用以決定貨物是否符
合依協議或自主方式給予優惠待遇而不適用 GATT 1994 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之法律 (laws)、法令 (regulations) 及具有一般效力之行政決
定 (administrative determinations)。WTO 的區域貿易協定委員會
(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CRTA) 在 2002 年的一
份對於區域貿易協定下之原產地規則是否屬於第 5 項之「其他商事
法令」報告中，亦曾出現有不同的看法。贊同原產地規則係「其他
商事法令」者，認為其在自由貿易協定中所扮演角色，就如同在關
稅同盟中之共同對外關稅一般。但反對者，認為就其定義即可知，
其目的並非在影響與第三國之貿易。故乃有折衷認為，區域貿易協
定下之原產地規則是否屬於第 5 項之「其他商事法令」一事，應以
逐案 (case-by-case) 方式來檢討審定，方能清楚辨明其是否對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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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之貿易造成限制性之影響。1 不過，一般仍以為區域貿易協定
(特別是 FTA) 下之原產地規則，應是一種商業法令。2 故優惠性原
產地規則應可認係是一種法令，只是其是否為 GATT 第 24 條第 5
項所指稱之「其他之商事法令」，而應受其之「不得較各締約國前
所適用者更高或更具限制性」規範？則需進一步加以釐清。
GATT 第 24 條第 5 項 (a) 及 (b) 款中所提及「其他商事法
令」，究其所指稱之範圍如何？GATT 本身並未有清楚定義，各國
對其定義亦未有共識。3 故有認為，GATT 之起草者並無意將所有
國內商業法規均包含在內 (Bhala, 2002: 325)。亦有國家認為第 5
項與第 8 項是有別的，其中第 5 項之「其他商事法令」有對外
(outward-looking) 之意，係指規範與非會員間之貿易法規。4 另亦
有根據 GATT 1994 第 24 條釋義瞭解書之草擬過程認為，「其他商
事法令」係關於所有進口與出口之規範，其中亦包含某些不具限制
貿易性質之規範；只是其需符合對「絕大多數貿易」不可較整合前
更具限制性之要件 (陳昭仁，2008: 52)。至於該條第 8 項所述及之
「其他具限制性之商事法令」又所指為何？國際間亦未有共識，惟
若逕從第 24 條條文字面進行解讀，第 8 項之「其他具限制性之商
事法令」與第 5 項之「其他商事法令」間顯非完全相同；第 5 項之
文義較多指向會員與非會員間之法令適用關係，而第 8 項則較強調
會員國家間之法令適用關係。另若自文義以觀，「其他商事法令」
應指不限於規範國際貿易且不限於具有限制性者，故「其他具限制
性之商事法令」應係包含於「其他商事法令」之範圍內，且一般所

1
2
3
4

參見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2, para. 78)。
參見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2, para. 52)。
參見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2, para. 34)。
參見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998a, para. 26)。

從經濟效果論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適法性及其未來發展

297

指稱之「其他具限制性之商事法令」多係與保護性之措施 (protective measures) 相連結。綜此，第 5 項之「其他商事法令」應可解釋
為所有一切影響與非會員國間之貿易措施，不管其是否為 WTO 協
定所規範，而第 8 項之「其他具限制性之商事法令」則其範圍應僅
含括對於會員間貿易具有直接限制效果的商事法令 (Nsour, 2008:
380-381)。其間，在 RTA/FTA 下所指稱「其他商事法令」之範圍，
應要較關稅同盟為大，而本文所欲討論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應即含
括在此範圍內。5

三、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否符合 GATT 第 24 條規定？
(一) 關於第 24 條第 5 項
既然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屬於第 24 條第 5 項「其他商事法
令」，但其是否符合第 24 條之規範？亦即，為成立關稅同盟或自
由貿易區所必須且不會對於非會員國家造成較成立前更高或更具
限制性？此一問題或可參酌過往 WTO 的爭端解決的小組報告及上
訴機構報告中對於區域貿易協定成員間在採行相關貿易措施時是
否符合 WTO 規定之分析論據。儘管其並非直接處理優惠性原產地
規則但其卻有助於本節所欲討論處理「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否為成
立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所必須且不會對於非會員國家在貿易上
造成較成立前更高或更具限制性？」之問題。因此，底下乃利用該
二案例所歸納出之重點進行檢驗：
1.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對非會員國是否變得更具限制性？
根據 GATT 第 24 條第 5 項之規定，就整合所必要之商事法令
對於其他非會員國之絕大多數貿易不得較先前所適用者更具限制
5

參見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2, para.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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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相關整合下所適用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其目的主要乃係用
以區別有關產品之來源俾以作為判斷可否享受優惠之依據，確保會
員國優惠貿易之利益，避免非會員國產品藉貿易迂迴或轉運以享受
優惠待遇之現象。亦即，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在作為區分會員國產品
與非會員國產品俾以適用優惠關稅或相關進口措施等方面扮演極
為重要角色，然會員國與非會員國間真正優惠或差異化待遇之產
生，主要乃來自於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相關整合之安排，而非優
惠性原產地規則，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本身之性質應是中性的，理應
不會因此增加或提升會員國內某產業 (或產品) 更多優惠。
過去 GATT 區域貿易協定審查工作小組即曾以對非會員國造
成最小化負面效果之理念以檢視 FTA 下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否
符合第 24 條之中立性。檢視之結果，認為美─加自由貿易協定
(CUSFTA) 下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應依據第 24 條所規定在不致對
於 第 三 國 貿 易 造 成 不 利 影 響 之 方 式 下 運 作 (operated in such a
manner as not to caus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trade of third parties)。6
不過，卻有對在第 24 條框架下檢視分析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持反對
者，認為 WTO 本身即欠缺對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明確規定，何況
欲就整合後優惠性原產地規則與成立前性質相同者 (of the same
nature) 進行比較也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在 FTA 成立之前，並不存
在有 FTA 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且第 24 條自始並未提及原產地規
則，故又將如何根據第 24 條進行審查呢 (Rivas, 2006: 166)？然不
可諱言者，第 24 條仍是 WTO 賦予各會員國在成立貿易整合機制
以及相關自由化過程所設定之限制條件。因此，將整合後所適用之
原產地規則與成立前相同性質者進行比較，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
必須的；否則，將導致開放授權各國透過整合後之原產地規則來遂
6

參見 GATT (1991, para.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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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貿易保護。就以 NAFTA 之原產地規則為例，當初美、加兩國由
CUSFTA 擴張轉為 NAFTA 時，其在 NAFTA 下之原產地規則就明顯
要較 CUSFTA 所適用者來得更具限制性。因為在 CUSFTA 下之原產
地規則，不管是纖維或紗都可以向第三國進行採購而不會影響其未
來製成品之享受優惠，但是在 NAFTA 下可享受優惠之成衣生產，
則僅有纖維是被允許自第三國採購，而從紗以後之製程皆須於北美
地區進行，致乃形成對第三國紗進口至北美地區之障礙。所以在
NAFTA 談判時，加拿大官員即曾指出北美紗 (yarn-forward) 規則
要較 CUSFTA 既有之規定更具限制性，因其雖使 90％美國及墨西
哥的成衣生產廠商都能享受優惠待遇，但卻有不到 50％需要大量依
靠第三國進口紗的加拿大廠商可以有資格以優惠稅率進入其他北
美市場 (Robert, 2000: 100-101)。此一案例相當清楚地顯示，整合
後所適用之原地產規則是有可能較之前所實施之相關法令更具限
制效果的。
2. 若未適用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否將使該整合無法成立或更加凝聚？
從上述第一個問題發現，若整合之後所適用之原產地規則較先
前所適用更具限制性者，其將難以符合第 24 條第 5 項之規定。然
因原產地規則係乃用以確保整合之優惠待遇僅止於會員國間而將
不及於非會員之第三國，故除了原產地規則之外是否尚存有其他較
不具限制性但卻能達致與原產地規則相同目的者？若無有其他替
代措施，則就原產地規則本身是否存在有限制性較低之規則之可能
性？其乃係接著需加檢視、釐清者。
就第一個問題言，目前在實務上恐不存在有可取代原產地規則
而可用以區分貨品來源俾授予相關差別待遇之措施。故而今問題研
究之焦點，應係在於就原產地規則本身比較，是否存在有限制性較
低之規則？根據前所述，除了對於農林漁礦產品採取以完全生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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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地來認定其原產地之外，其他多係透過貨品稅則號別變更、區
域價值含量或從價百分比、加工工序等三種準則以判斷該地之生產
行為是否構成「實質轉型」或「充分加工」而使該地成為貨品之原
產地。只是在上述三種標準間，不僅其對於貿易造成之限制性殊
異，就其個別標準內亦存有不同限制性效果之規範。就以貨品稅則
號別變更為例，按照該貨品在調和系統 (Harmonized System; HS)
的關稅編碼，其限制性高低依序為 CC (change of chapter, HS 之前
二位碼，即「章」之變更) 大於 CH (change of heading, HS 之前四
位碼，即「節」之變更)，CH 大於 CS (change of subheading, HS 之
前六位碼，即「目」之變更)，CS 又大於 CI (change of item) (Cadot
& de Melo, 2008: 82)。關於區域含量或從價比部分，其所要求之比
例高低亦對應不同程度之貿易限制性；原則上，要求比例越高者，
其限制性就越大。至於加工工序部分，若要求較多的加工工序需在
整合區域內進行者，則其限制性就越大。故在上述原則下，若要求
加工後只要構成六位碼 (目) 的改變 (CS)，一般認為其限制性是屬
於較低的；若是要四位碼 (節) 改變 (CH)，則是屬於中等；但若要
求加工需構成二位碼 (章) 的改變，則其限制性就是高的。另，若
加工係要求區域含量需達 50％以內者，則一般認為其限制性是低
的；但若是 70％時，則是屬於中等；但若是要求需有某些特定區內
零組件之最低數目時，則通常其限制性是較高的。又，若貨品之加
工未被列入需適用加工工序標準清單者，其限制性是低的；但若被
要求其加工程序需於整合區內進行者，則其限制性即屬於較高者，
且更多的工序要求，限制性就越高 (Rivas, 2006: 168-169)。但實務
上，有相當多貨品在為產地認定時，即往往需符合一項以上之標
準，例如，貨品在加工後不僅要構成二位碼 (章) 的改變且同時要
滿足超過 65％以上之區域含量，或是除須達一定區域含量外更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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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加工程序係在區域內進行等，凡此等都將增加評估原產地規則
限制性之難度。故乃有學者嘗試以計量方式對 NAFTA 進行研究，
發現要求貨品在加工後不僅要構成二位碼 (章) 的改變且同時所有
加工程序需在整合區內進行之產地認定組合是限制性最強的；而這
些標準亦正是 NAFTA 區內對政府政策影響最大之紡織及成衣產業
之貨品所適用者 (Rivas, 2006: 169)。
基於較具限制性之原產地規則將造成較大之貿易移轉效果，若
該原產地規則已偏離原先避免迂迴貿易之初衷，而對於非會員國造
成額外之貿易障礙時，即應尋求代之以較不具限制性之原產地規
則，方才得以還其中立之屬性且符合 GATT 第 24 條之規定。
(二) 關於第 24 條第 8 項
在前述第五項中要求對於其他非會員所適用之其他商事法令
不得較未整合前所適用者更具限制性 (shall not be more restrictive)，至於第 8 項則是要求取消 (are eliminated) 其所規定必要外之
其他影響整合會員間絕大多數貿易之限制性商事法令。優惠性原產
地規則係屬第 5 項所指稱之「其他商事法令」且應受該項之規範，
已為前所肯認。而現所欲探討者，乃其是否亦屬於「其他限制性商
事法令」而須受第 8 項之規範？
有關「其他限制性商事法令」之意義及含括範圍為何？一直以
來國際間並無共識；不管是 GATT 的工作小組，或是其後之區域貿
易協定委員會在審核會員所提出關於自由貿易定協定或關稅同盟
案件審查時，其等對於「其他限制性商事法令」之實務認定或作法
都不是很一致 (Mathis, 2006: 82)。故回溯歷史，「其他限制性商事
法令」一詞，最早是由美國在 1946 年倫敦預備會議中針對國際貿
易組織憲章 (Chart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中有
關關稅同盟一節時所提出之用語，該用語並未如其他 GATT 條款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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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使用於美國之前對外之互惠貿易協定中 (Mathis, 2006: 84)。至於
現行之第 24 條條文內容，則是在哈瓦那會議期間所確定的 (Mathis,
2006: 85)。故從第 24 條條文以觀，「其他限制性商事法令」應指
為便於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運作而除關稅以外需要被取消的貿
易措施。只是，其並不要求需全部取消，而係在「絕大多數貿易」
條件下，仍容許有少部分可以不被取消 (Mathis, 2006: 87)。且同
時，第 24 條第 8 項中亦在「絕大多數貿易」條件下列出會員間得
於「必要時」(where necessary) 採行第 11 條 (數量限制之普遍消
除)、第 12 條 (為保護收支平衡之限制)、第 13 條 (執行數量限制
之不歧視原則)、第 14 條 (不歧視原則之例外)、第 15 條 (匯兌管
理) 及第 20 條 (一般例外) 之限制措施。但，一般在解讀某一未被
提及之限制性商事法令是否符合第 8 項規定且是否可適用於整合會
員間之措施時，其主張不可相互適用者，乃以該第 8 項所列出之限
制性措施係屬列舉 (exhaustive) 規定而非例示 (illustrative) 規定，
故若所欲採行之限制性措施不為該項所列舉者，即應依規定取消，
不可於會員間相互適用。反之，若欲讓該限制措施可在會員間相互
適用者，則乃主張該法令或措施乃係依據「絕大多數貿易」條件下
可容許不被取消之部分 (Lockhart & Mitchell, 2005: 237-238)。但
究竟「其他限制性商事法令」一詞之原意為何？吾人或可從一份
1949 年美國關稅委員會準備提交給眾議院財政委員會關於哈瓦那
憲章中針對商業政策一章之報告窺出其端倪，7 亦即「其他限制性

7

US Tariff Commission (1949), Report on the Havana Charter for an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for th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ay 1949), WTO Libarary, at 19, which stated: “The primary objective . . . is
that, in the long run, governmental measures to restrict foreign trade shall be confined to non-discriminatory tariffs, and that the use of other restrictive measures, such
as quantitative restrictions and discriminatory internal taxes or discriminatory 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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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令」應為除一些保護性之邊境措施外，尚包括內部之歧視性
法令或措施 (如稅法)。易言之，其係適用於整合會員間且具歧視性
之法令，或是在進口時所採行屬第 11 條所規範之措施。
因此，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否為適用於會員間且具歧視性之法
令而須受第24條第8項之規範呢？可從下列二點進行檢視：
1. 適用該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時是否在會員間構成歧視？
透過類似國民待遇之概念，來檢視是否對於本國企業生產使用
投入 (input) 所給予之待遇將優於給予其他會員國類似投入之待
遇。易言之，對於被認定為某一會員國當地取得 (locally obtained)
之貨品，亦將被視同為其他會員國內所獲取者，不得對其如同第三
國貨品般課稅，否則即構成會員間之歧視。
由於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係整合會員為避免因第三國利用迂迴
貿易以享受整合貿易優惠所為之設計，若其適用之結果已對其他會
員國所獲取之貨品之貿易有造成取消或挫折等不當影響者，即可被
視為是一種貿易歧視及貿易障礙，而須進一步根據第8項規定進行
「絕大多數貿易」條件之測試，以檢視其是否已對絕大多數貿易造
成影響。若其檢視結果為肯定者，即可推論其乃為「其他限制性商
事法令」，依第8項規定應予取消。
2. 該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適用是否含括會員間絕大多數之貿易？
第24條第8項規定應行取消之「其他限制性商事法令」的另一
要件，乃其之適用是否含括絕大多數之貿易。對此，在過去區域貿
易協定委員會議中香港代表曾經提出評估「絕大多數貿易」之方
式，亦即將包含所有依照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所衡量之會員內部貿
易 (intra-trade) 在內之所有貿易當分母，然後將依照優惠性原產地

regulations, shall be elim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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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所衡量之貿易當分子，根據由此所計算出之比例來認定其是否
含括絕大多數之貿易。8 基本上，若優惠性原產地規則越寬鬆者，
則分子與分母之數值會愈趨近，使該數值愈趨近於一；反之，若越
嚴格者，則該數值會愈趨近於零。
由於根據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所為認定之原產地與優惠性原
產地規則之結果，未必是一致的。亦即，若某產品依據非優惠性原
產地規則認定是某一國之產品，但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有時未必認定
係該國產品；尤其是當該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相當嚴格時，此一情
況將更為顯著。因此，若依上述要件進行檢視，當整合時所訂定之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相當嚴格而超過當初設定欲以避免迂迴貿易所
必要之程度者，則將使原本依據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所認定之貨品
貿易不易被計入至適用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貿易統計中，使得分
子、分母之數值出現較大之歧異，此一現象應可視為已構成會員間
之歧視 (Mathis, 2006: 168-169)。且當優惠性原產地規則越嚴格
時，則被含括計入之優惠貿易數值將會越小 (亦即分子將會越小)，
該分數值將愈趨近於零，即此應為滿足第8項中「絕大多數貿易」
條件之要求。因此，若採行過於嚴格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使得絕
大多數會員間之貿易受到嚴重受挫或影響時，則應可認定該原產地
規則係屬於第24條第8項所規定應行取消之其他限制性商事法令。

肆、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經濟效果
根據上述對於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否符合 GATT 第 24 條第 5、
8 項規定之討論可知，關鍵問題即在該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對於貿易
所生之限制效果上。因為過於嚴格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不僅會產

8

參見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99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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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保護區內產業 (特別是中間財產業) 而對非會員國造成貿易移轉
效果，而致違反第 5 項規定外，亦可能使得區內成員間絕大多數原
可以享受優惠待遇之貿易因過於嚴格之原產地認定規則而受到挫
折，而有違反第 8 項規定之情況。故此，某一原產地規則是否過於
嚴格？以及如何進行評量？乃為當今政策實務上相當重要的課題。
一般評論皆認為，優惠貿易協定之原產地規則要較非優惠性的
原產地規則來得嚴格 (Kingston, 1994: 14)。但是，越嚴格的原產地
規則，就越有機會造成貿易移轉效果 (Mabrouk, 2010: 133)。因在
嚴格之原產地規則下，該合作協定之會員為求產品日後得以順利進
入其他會員國市場，通常會捨棄向較低成本之第三國採購而轉向成
本較高 (較無效率) 之會員國採購，致使該原產地規則變成一貿易
保護工具 (Krueger, 1993: 10)。以 NAFTA 為例，墨西哥廠商為求
產品可以進入美國市場，在嚴苛的原產地規則要求下，只得捨棄向
國際其他較低成本地區採購中間投入產品，而轉向美國廠商進行採
購。如此一來，常連帶造成向來以進口中間物料、組件進行組裝出
口之開發中國家之工業化發展遭受嚴重阻礙。此外，在原產地規則
對於加工要求之程度以及累積之方式、範圍等皆使得原產地規則似
乎已經逾越了原先採行用以避免迂迴貿易之原意，反倒使其變得更
具貿易限制效果 (Pelzman & Shoham, 2010: 2)。故經濟整合中有關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可能造成之經濟效果，特別是有關貿易限制效果
問題，往往成為攸關該原產地規則是否得以符合 GATT/WTO 規定
的關鍵因素 (Kingston, 1994: 14)。因此，對於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
否具有貿易限制效果，以及應如何加以評定等問題，目前已在經濟
學界引起相當關注，且已採用各種方法探索其可能產生之效果。本
文接下來將透過對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經濟效果之討論，期讓上述
法律規範性之討論透過經濟量化實證獲得更進一步的支撐及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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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否具有貿易限制效果？
就國際企業之經營角度言，判斷一個原產地規則是否過於嚴苛
而具有貿易限制性，通常是根據下列事項進行評定：(1) 符合該規
則要求之困難度；(2) 受該規則影響之市場規模大小；(3) 對勞動力
教育水平高低之要求；(4) 為符合該規則所需要之技術層次高低；
(5) 若不符合該規則時之懲罰成本大小 (Pelzman & Shoham, 2010:
2)。其中以懲罰成本為例，因為當國際企業所面對之優惠性原產地
規則已超過必要之嚴格程度時，若其懲罰成本夠大時 (例如，其可
能喪失該優惠區域之市場規模、優惠關稅差額夠顯著等)，其通常就
會進行相應之生產結構調整或投資佈局；否則，若懲罰成本不高 (如
優惠關稅差額太低、市場規模不大、或尚可將產品行銷其他國家市
場等)，其通常即對該規則背後所代表之優惠 (或優惠協定) 加以忽
略或放棄，而不會進行任何有關生產或投資等相對應之調整。不
過，儘管在實務上有上述資料之存在，但實際上卻是很難取得的，
縱可取得其間亦有加總 (aggregation) 之問題。
由於原產地規則係乃優惠貿易協定中所不可或缺，故在很多文
獻皆論及其規定之寬嚴不同，往往即產生不同程度之貿易限制、扭
曲投資、抑制經濟成長與降低福利等經濟效果。9 而且，廠商為滿
足相關規定要求亦往往需增加相當的文書作業成本，以及因應海關
為管理與稽核原產地作業之成本，凡此都將大大地提升廠商經營管
理與交易的成本。因此，隨著全球優惠性貿易協定之不斷增加，形
形色色之原產地規則應運而生，而廠商從事國際貿易之複雜程度以
及符合成本勢亦隨著大幅增加，故乃有謂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實已成
為一種非關稅貿易障礙 (Gretton & Gali, 2005: 1)。
9

相關文獻可以參考 Brenton & Manchin (2003), Estevadeordal (2000), Hoekman
(1993), Krishna & Krueger (1995), Krueger (1993), Vermulst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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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若將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導入到有效保護率的討論中，亦可
以發現當整合會員對某一貨品所設定之有效保護率越高時，將越會
促使其從其他會員採購該貨品生產所需之中間投入以取代原本從
非會員較低成本之進口。因為，若不為此採購決策，結果將難以符
合 優 惠 性 原 產 地 規 則 之 要 求 (Grossman & Helpman, 1995:
672-673)。因此，在貿易日益自由化的今日，傳統貿易保護工具愈
來愈受到限制之情況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已宛如技術性貿易障礙
般地被很多國家或地區所操作著。面對此一情勢發展，國際間似乎
充滿相當之無奈，因為除了原產地規則本身乃一技術性相當高之規
範外，加以截至目前為止有關優惠使用率 (preference utilization
rate) 之取得及解釋等問題之存在，皆使得對其進行相關實證分析
研究之進展顯得相當緩慢 (Pelzman & Shoham, 2010: 8)。

二、如何評定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貿易限制效果？
由 於 過 去在討 論 原 產地規 則 之 經濟效 果 以 及其對 於 國 際 貿
易、國際投資、經濟成長、全體福利等影響之問題時，常因缺乏有
關原產地規則量化方面之資料，致使所得結論往往受到相當之質
疑、挑戰。故如何評定原產地規則並加以量化，乃成為從事此一課
題研究者首須克服之難題。
儘管過去在有關原產地規則方面之實證分析進展緩慢，但目前
在國際間已有發展出一些量化的實證分析方法：
(一) 指數分析法
一般而言，原產地規則中對於不同貨品類別會存在依照貨品號
別變更、生產加工之附加價值達一定比例、滿足一定製程或技術要
求或綜合要求上述幾個要素 (components) 等各種不同形式之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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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規範，故欲量化評估各種不同規定所造成之貿易限制效果，顯
非易事。於是 Estevadeordal 在 2000 年乃針對 NAFTA 之原產地規
則依其限制性之不同給予從「 1 」(least restrictive) 到「 7 」(most
restrictive) 等七個指數群組，俾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ed) 該原產
地規則對出口商之要求及衡量可能造成影響之指標 (Estevadeordal
et al, 2007: 23)。因為在欠缺有關實施原產地規則之價格及數量資
料時，透過指數評估方式來測度原產地規則之限制性應是一可行有
效的方法 (Gretton ＆ Gali, 2005: 2)。該指數主要依據原產地規則
中對於貨品產地之認定規則，依其限制性高低，由最不具限制性至
最具限制性分成七類；即「 1」代表最不具限制性，依次遞增，指
數「 7」代表限制性最高。基本上，該限制性分類之建構，主要乃
基於下述兩個非常重要之假設：(1) 要求加工需構成「章」(chapter)
別稅則 (即二位碼) 改變之原產地規定 (以 ΔCC 表示) 要比要求
「節」(heading) 別稅則 (即四位碼) 改變之規定 (以 ΔCH 表示) 來
得嚴格 (或限制性效果較大)；而要求「節」別稅則之改變又要較要
求目次 (subheading) 別 (六位碼) 之改變 (以 ΔCS 表示) 來得更具
限制性。亦即，依照稅則變更要求之差異所代表限制性之高低可表
示為 ΔCC>ΔCH>ΔCS>ΔCI；10 (2) 除了要求稅則變更外，若尚還
需加上符合附加價值比例 (VC) 時，則其限制性自然要較單純要求
稅則變更為高。當然，若另要求需綜合考量一定之技術或製程要求
(TECH) (Chase, 2008: 516) 或是完全獲取者 (Cadot, Estevadeordal,
Suwa-Eisenmann, & Verdier, 2006: 107)，其限制性最高。
至於上述 R 指數之產生，主要是觀察其係採何種方式以認定貨
品之原產地。若其僅要求貨品稅則號別 8-10 碼改變者，其限制性
最低，故其 R 指數為「1」；若要求至少須超過 8-10 位碼之改變者，
10

對於要求較目次 ΔCS 規定寬鬆者，則歸入 Δ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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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限制性較之前稍高，故其 R 指數乃以「2」表示；若除要求至
少 6 位碼改變外，尚須規定其加工生產之附加價值比例時，則其限
制又更高，故其 R 指數為「3」；以下即可類推。至於若單僅以附
加價值比例方式要求且其允許非當地產原料之比例可以超過 50％
者，則其 R 指數相當於要求稅則號別 4 位碼之改變，亦即 R 指數為
「4」；若要求非當地產原料之比例不可以超過 50％者，則其 R 指
數為「 5」；若原產地規則要求該貨品需在當地完全獲取 (wholly
obtained) 者，則其 R 指數為「7」。有關如何產生某一原產地規則
指數之方式，可參如下表。不過，在此需特別注意者，乃是該測度
方式主要係根據其產地認定規則特徵顯示限制性所為之函數表
示，而不是根據該規定執行後之結果所為測定。
指 數

原產地規定

y=1

if y*≦CI

y=2

if CI＜y*≦CS

y=3

if CS＜y*≦CS and VC

y=4

if CS and VC＜ y*≦CH

y=5

if CH＜y*≦CH and VC

y=6

if CH and VC＜y*≦CC

y=7

if CC＜y*≦CC and TECH

資料來源： Estevadeordal & Suominen (2006: 107)。
說明： 1. y*用以表示該原產地規則之潛在限制程度。
2. CI 表示 8-10 碼之改變；CS 表示 HS 6 碼之改變；CH 表示 HS 4 碼之改
變； CC 表示 HS 2 碼之改變。
3. VC 表示附加價值比例要求；TECH 表示技術或製程要求。

若利用上述指數觀察美國、歐盟所訂定原產地規則各部門別產
品之限制性，可發現農產品、紡織及成衣等產品之產地認定規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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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較其他產品相對超出甚多。此外，為期確實評估每一原產地
規則之限制效果，對於特別產品清單中若含有微量條款、斜線累
積、完全累積、出口退稅、自我認證 (self-certification) 等較彈性規
定者亦需加以列入考量，故而乃另有促進指數 (facilitation index)
之設計。實務上，亦發現受到嚴格原產地規則影響之業者常會積極
透過遊說方式去爭取在原產地規則上能作較為彈性之處理，故其往
往產生較高的促進指數值之現象 (Cadot et al., 2006: 95, 98)。
而 Gretton 則是更進一步根據原產地規則之影響程度加以分
類，並將用以評估之指數分為主要、補充及其他三大類，依其限制
性高低由 0～1 給分 (0 表限制性最低、1 表限制性最高)，同時依照
經驗法則給予每一類別一定之權數 (Gretton ＆ Gali, 2005: 4-7)，
然後即可用以評定每一個優惠貿易協定可能造成之限制效果。
不過，此種以指數方式評定原產地規則限制性之作法，其應僅
是事前 (ex ante) 觀察該規則之特徵推斷對廠商可能受到之影響，
以一種指示性、序數方式表示其限制性高低之量化作法，故該量化
數據並不能非常準確地表示其實際或實施該規則後廠商所實際受
到之貿易限制結果。
(二) 投入產出之分析法
基於以指數方式評定可能有流於過度主觀判斷以及難於確實
掌握實際施行後之影響等不足之處，故若能實際依照原產地規則實
施後掌握相關業者在投入、產出之製造行為上的改變，特別是在原
產地規則中出現有累積規定時，將更能準確地估量出原產地規則所
造成之影響。因為，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規定內容，通常會對欲享
受優惠之出口製造廠商不得不針對相關規定謹慎地選擇其對於生
產投入之採購來源，因此透過對產業之投入產出表及估算即可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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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原產地規則對於產業可能造成影響之情況。Kuroiwa 為檢視東亞
地區國家之產業是否能符合東協自由貿易協定 (AFTA)、東協─中
國 FTA、東協─韓國 FTA、東協─日本 FTA 原產地規則中有關價
值含量之比例要求，乃利用亞洲國際投入產出表 (Asian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Tables)，並加入區域累積方法來計算各產業附
加價值之變化，同時檢視產品附加價值變化與生產網絡 (production
networks) 間之關係 (Kuroiwa, 2009: 152-155)。
以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為例，其主要是以當地含量 (local content)
來作為認定原產地的主要標準，亦即
式(1) (進口非東協地區中間投入之價值+無法決定來源之中間
生產投入之價值) ÷製成品之 FOB 價格×100％≦60％
或是
式(2) (自東協地區進口之中間投入價值+本地之中間生產投入
之價值＋附加價值+其他成本) ÷ 製成品之 FOB 價格×100％≧40％
因此，利用亞洲之國際投入產出表，可將上式 (2) 寫成
∑

其中
X

∑

a

v

(3)

表示 S 國 j 部門之當地含量；
表示中間投入之數量 (如 i 產品在 S 國被 S 國 j 部門所需要
數量)；

V 表示 S 國 j 部門之附加價值；
x 表示 S 國 j 部門之產出；
∑

a

表示當地中間投入係數的總和；

v 表示 S 國 j 部門之附加價值係數。
從式 (3) 可知，當地含量是由產業投入結構所代表之中間投入
係數與附加價值係數所決定。不過，由於在所使用之投入產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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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式所看到之分母，是用出廠價格 (ex-factory prices) 而非如
上式 (2) 是 FOB 價格，且在式 (3) 之分子中亦未將其他成本納
入，但分子、分母相抵後結果與實際之誤差並不大 (Kuroiwa, 2009:
152-153)。
而根據上式所估測出之當地含量值之大小，因各國產業之投入
產出結構差異頗大，故其結果自然就有不同。但是，可以發現若較
屬於初級產業之部門 (農業、礦產品部門) 其當地含量值都相當地
高，但若是屬於需依賴進口原物料之工業部門，則對於進口物料之
依賴越重者，當地含量值將越低。同樣亦可以發現，在作跨國間之
比較時，對於較小且較開放之經濟體，若其工業基礎較薄弱而需依
賴大量進口中間投入者，其當地含量值亦會偏低。而就一國之時間
序列比較，若有出現下降趨勢者，通常即表示其已在該區域形成生
產網絡，只是此一發展將使相關產業或業者可能及無法滿足原產地
規則中關於當地含量或附加價值比例之規定，除非有在該原產地規
則中有加入累積之規定。
(三) 計量分析法
Augier et al. 曾利用下列之擴大之重力模型 (augmented gravity
model) 並使用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 方式試圖進一步冀求瞭
解歐盟對外之優惠貿易協定之原產地規則中有無累積規定 (斜線累
積) 對於貿易之影響。
X

α

α

α

Pop

GDP

α Language

α

α

Pop

α

Dist

α PTA

α Tariff

α RoO

其中 Xij：i 國出口至 j 國的金額；

GDP
α Bord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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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i、GDPj：i 國及 j 國的 GDP；
Popi、Popj：i 國及 j 國的人口數；
Distij：i 國至 j 國的距離；
虛擬變數如下：
PTAij：相關的優惠貿易協定；
Borderij：各國間共同邊界的潛在作用；
Language ：各國間共同語言的潛在作用；
Tariffij：國家間適用 MFN 關稅或優惠關稅；
RoOij：在與歐盟所簽定 FTA 之原產地規中是否適用斜線累積
規定。
對於上式係數期待符號：α , α , α , α , α , α , α
α ,α ,α

0;

0

利用 EU、CEFTA 及 EFTA 等 1995 及 1999 年之貿易資料代入
估計，結果發現原產地規則的確將產生相當之貿易限制效果，而且
若將累積之規定列入考慮者，則將較考慮累積規定前增加約 50％的
貿易；且累積規定對於中間投入物料貿易之影響要大於最後製成品
(Augier et al., 2005: 18)。不過，此種欲以虛擬變數方式捕捉原產地
規則可能產生之經濟效果作法，是有其侷限性的。因為其雖可以透
過計量模型求得其最大可能之限制效果，但其間亦可能摻雜未被考
慮之因素所產生之效果。
此外，為更積極掌握並測度實施原產地規則後對廠商在符合成
本 (compliance costs) 方面之影響，Carrère and de Melo 曾試圖將
原產地規則透過虛擬變數來取得原產地規則之管理成本間的關
係。因為廠商在 i 項產品對於優惠之使用率 (ui) 常受到優惠關稅 (τi )
與符合成本 (Ci) 之影響，故乃式 (5) 表示：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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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原產地規則與符合成本間之關係，假設其為線型關係而以式 (6)
表示：
(6)
0

對於上式係數期待符號：

故將 (5)、(6) 加以合併，可得出式 (7)
(7)
將 (7) 式整理之後，可以式 (8) 進行估計。
θ

ε

(8)

對於上式係數期待符號：α>0, θ<0
可將原產地規則所產生之成本概略地以下式 (9)11 表示：
＝

(9)

因此，可以發現原產地規則所造成之成本將與優惠使用率對原
產地規則之回應成正比例關係，卻與優惠使用率對優惠差額
(preference margin) 之 回 應 成 反 比 例 關 係 (Carrère & de Melo,
2004: 14)。
此外，Cadot 等多位學者為更進一步應用前述方法評估歐盟及
美國因原產地規則之符合成本對於優惠關稅使用之影響。乃假設優
惠稅率之使用率 ( ui ) 將會受到優惠稅率 (  i )、原產地規則之限制

11

因為要使用計量式去實際估計原產地規則所造成之符合成本
有困難的。

＝

̂

θ̂

α̂

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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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 Ri ) 及其他相關因素 ( Dk )12 之影響。其關係式如下：

u i     i  Ri   k Dk   i

̂ >0, ˆ  0

(10)

對於上式係數期待符號：α>0, θ<0
利用上式，再進一步估計廠商為符合原產地規則可能負擔之符
合成本 (compliance cost)。當優惠完全被利用 (即 ui ＝100％) 時，
其平均優惠差額可視為是該符合成本的上限 ( C U )；因為當符合成
本高於 C U ，廠商將失去使用該優惠之誘因，故不會使用該優惠出
口。反之，當優惠完全沒有利用 (即 ui ＝0％) 時，該優惠差額即可
視為是該符合成本的下限 ( C L )。至於 ui 介於 100%與 0％時，假設
其符合成本等於其平均之優惠稅率 (Cadot et al., 2005: 16-19)。
由於稅則號別變更之規定對於最終製成品之成本要遠高於中
間投入貨品，且在所有產地認定標準中技術或製程要求應可認為是
最具限制性的。因此，Carrère & de Melo 將上式 (10) 中對於原產
地規則變數之表達加以改變成為式 (11)：

u i     i  RoO i   k Dk   i

(11)

其中 i=1,…3225；

RoOi  CCi , TECH i , RVCi
對於上式係數期待符號：α>0, θ<0
然後進一步以 NAFTA 在 2001 年的資料，利用最小平方法
(OLS) 及雙限制 Tobit 法，分別對最終製成品及中間投入貨品進行
12

DK 為虛擬變數，其可能是國家別 (如代表開發中國家），亦有 11.39% 可能是代
表加工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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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結果發現：(1) 優惠關稅差額對於優惠使用率有正向之影響；
(2) 技術或製程要求對於優惠使用率產生最強之負向效果 (Carrère
& de Melo, 2006: 201)。若再進一步將式 (9)、(11) 所估算出之符
合成本與 Estevadeordal 的 R 指數相比較，則又可以得出下表：

原產地認定標準

樣本數

符合成本

Estevadeordal
的 R 指數

全部

製成品

CI

9

1

N.A.

N.A.

CS

134

2

N.A.

N.A.

2

3

3.84%

4.61%

30

3

11.39%

11.17%

1400

4

N.A.

N.A.

167

5

3.84%

4.61%

16

5

11.39%

11.17%

4

5

15.23%

15.77%

1209

6

3.47%

3.68%

254

7

14.86%

14.85%

CS+RVC
CS+TECH
CH
CH+RVC
CH＋TECH
CH+RVC+TECH
CC
CC+TECH

資料來源：Carrère & de Melo (2006: 205)。

從上表發現，相關優惠貿易協定成立後原產地規則對於所有貨
品所產生符合成本的從價稅當量，可以從單純「章」之號別改變 (CC)
的 3.5％到須綜合考量技術要求 (CC+TECH) 的 15％。此外，事
前根據原產地規則之特徵所作之貿易效果之判定與執行後對於相
關 貨 品產 生之 符 合成 本間 是 有相 當差 異 的； 就以 「 CH+RVC+
TECH」為例，其根據 Estevadeordal 的 R 指數僅為「5」，但若依
據符合成本角度卻是限制效果最高的。只是，在使用此方法時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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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注意到在推估過程中之共線性問題 (特別是優惠關稅與原產地
規則間)，以及單憑一個市場實證研究結果是否可以成為一般性之推
論，則恐又有待商榷。
(四) 綜合評析
透過上述之量化評定方法，可以將過去單純概念性之貿易限制
或效果進行評定，可以被更具象地呈現及比較，對於國際規範之執
行及未來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貢獻。不過，上述之量化方法雖都更
有其擅場，但亦仍存在若干不足之處，有待未來學理及技術方法上
之提升、突破，俾以取得更精準之評量結果。茲再將上述各方法簡
單歸納並評析如下：
1. 對於一甫乍成立之優惠貿易協定，使用 Estevadeordal 的 R
指數法應是用以評量其原產地規則限制效果之最佳選擇。因為不須
藉助任何優惠執行後之資料，只要單憑其規定之內容即可進行評
定，來了解、掌握該規則對於區內、外貿易可能之影響。所以，應
可算是一個使用障礙最小，最有效率的量化評量方法。不過，利用
Estevadeordal 的 R 指數來分析評定原產地規則之貿易限制效果，固
然是在該優惠貿易協定尚未實際執行、或雖執行但卻未能累積有足
夠資料可供分析情況下，最簡便的評定方法，可以很容易且迅速地
觀察出該原產地規則未來可能產生之限制效果。但其缺點，乃是其
過於簡化之僅以「1」至「7」之序數來表達相關規則之限制性，而
並未納入個別產業 (產品) 之差異性，故自然無法確實地反應出實
際規則可能產生之限制效果，故而乃出現在上表中與符合成本估算
結果出現落差之情形。
2. 投入產出分析法，乃是透過現行產業之生產結構，加上一段
時間之資料蒐集，來觀察原產地規則實施前後相關產業在投入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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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方面所產生的變化，藉以評定該規則實際所產生之限制效果。此
種測度方法，雖可以較明確地計算出執行原產地規則後對於會員或
非會員國內產業可能受到之影響，但其之測度除要受到可能無法取
得相關國家之產業投入產出資料外，且亦可能受到各產業使用進口
中間原物料情況、匯率等所影響，加上此種評量方法僅能適用於以
價值含量或附加價值比例作為原產地認定之規範中，而無法適用在
其他以稅則號別變更及技術或加工製程要求等認定方式之規則
中，故有其適用上之侷限性，而難以評量出整套原產地規則可能之
限制效果。
3. 至於使用計量分析法，主要是針對業者為要因應或符合該原
產地規則而在相關製造或行政程序上進行調整所支付之成本加以
估算，並將該成本以關稅當量形式表示該原產地規則對於產業生
產、貿易可能產生之扭曲效果，故似乎是目前三種方法中較能確實
地處理有關原產地規則對於貿易限制效果的問題。只是其在實際運
用上仍有不足而有待未來之計量方法上加以補強者。例如，其在估
算原產地規則之符合成本時，往往在對於原產地規則之處理上，不
是使用 Estevadeordal 的 R 指數就是使用虛擬變數，使得評量結果尚
受到模型中未考量到因素之干擾，而無法精準反應實際原產地規則
之複雜性；再加上，在計量方法處理上有時亦會因欠缺資料 (如優
惠剛開始施行或施行時間不夠久，以致欠缺優惠使用率等相關資
料)，以及變數資料間可能出現共線性問題等。
從上面單是根據原產地規則中對於實質轉型規定所可能造成
之貿易障礙予以評定原產地規則限制性之作法，尚存有難以反映出
在經濟整合中所精雕細琢出來之複雜規則所帶來之實際成本之
虞，加以若在為評估時無法取得足夠資訊 (如優惠使用率等) 或是
需為人為主觀判斷 (如相關產地認定標準之重要性權數等)，都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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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到最後評估之結果。故此，若能在有充分資訊情況下，且能將
原產地規則相關規定所可能造成之影響換算成關稅當量，如此推導
研究之結果將更能提供給企業投資調整或放棄市場等判斷之參考
(Pelzman & Shoham, 2010: 21)。
既然優惠貿易協定在本質上即欲於會員國與非會員國間為歧
視性之對待，故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即有其存在之必要性。只是，在
評定一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良窳或適法性時，基本上應從其限制
性、技術合理性兩方面來進行評估 (Inama, 2009: 487)。而今，優
惠性原產地規則之經濟效果既是可透過上述方法進行量化估算，其
自然即可透過其對貿易限制性之估算結果評斷某一特定原產地規
則是否符合 GATT 第 24 條第 5、8 項之規定。若實證結果發現，某
原產地規則之 R 指數並不高、優惠使用率高、且符合成本低 (或根
據原產地規則所換算之關稅當量低) 時，應即可推定該原產地規則
係符合 GATT 第 24 條第 5、8 項之規定；反之，若實證發現某原產
地規則之 R 指數高、或優惠使用率不高或符合成本高 (或根據原產
地規則所換算之關稅當量相當高) 時，則該原產地規則即可能不符
合 GATT 第 24 條第 5、8 項之相關規定。
儘管實務上，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對於會員國及非會員國內廠商
之貿易、投資、產業發展、經濟成本、經濟福利等都產生了程度不
一之影響。其間，對於開發中國家或低度開中國家之影響更是深
遠，故該等國家乃不斷地在各種國際場合呼籲指出，已開發國家在
國際間對於開發中國家或低度開發國家所提供之各種貿易優惠，根
本就是口惠而實不至。追究其中原因，發現嚴苛之原產地規則往往
是造成這些被授予優惠之開發中國家或低度開發國家無法順利享
受優惠，且甚是其選擇放棄享受優惠之最主要原因。故此，國際間
乃 有 提 議 要 求 檢 討 改 革 原 產 地 規 則 (Cadot & de Melo,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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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或是仿照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作法以進一步進行調和並訂定
統一之原產地規則之聲浪四起 (Inama, 2009: 3)。

伍、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未來發展
隨著全球經濟在 GATT/WTO 架構下之關稅、非關稅之降低、
取消，以及各種型態之優惠性貿易安排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原產
地規則問題逐漸成為焦點，吸引全球的目光。或許是因過度強調其
複雜之技術層面問題，致使眾人對其在貿易、投資等經濟行為造成
之扭曲印象，早已蓋過對其原先在扮演辨識貨品來源、避免貿易迂
迴轉運之功能認知 (Balogun, 2010: 14)。不過，當全球生產型態漸
漸趨向分工體制之際，垂直分工、外包、供應鏈等型態不一而足，
其間更是需要倚賴原產地規則以協助各國海關對各種通關貨品作
歧視性待遇處置之依據。故如何減少可能扭曲效果且能充分發揮其
原先關務管理、避免貿易迂迴、轉運職能，乃成為國際間關於優惠
性原產地規則議題之發展焦點。而其間對於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所提
出之興革提議、主張，約可歸納為下列數端：

一、調和簡化成單一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
很多的實證研究都發現，越是屬於高關稅的品項，其原產地認
定規則就越趨嚴格，且常是為保護當地產業之利益 (Cadot & de
Melo, 2008: 98)。而且不當或嚴苛之原產地規定，有時根本就是違
反 GATT/WTO 相關法規。如前所論者，若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規
定較其實施前更具限制性時，其可能就牴觸了 GATT 第 24 條第 5
項之規定。過去眾所耳熟的 NAFTA 蕃茄醬 (ketchup) 案，美加自
由貿易協定 (CUSFTA) 的原產地規則規定，加拿大若自智利進口
HS 號列屬第二十章的蕃茄糊 (tomato paste) 加工製成列屬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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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的蕃茄醬 (tomato catsup) 後再出口至美國，則該蕃茄醬的原
產國為加拿大，依照 CUSFTA 規定，可享有優惠關稅待遇；但同樣
情況，若依照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的原產地規定，該蕃茄
醬的原產國並非加拿大，因為唯有其使用的原料 (蕃茄糊或新鮮蕃
茄) 來自 NAFTA 境內者，才會被認定為是該出口國所原產。即此，
不僅凸顯 NAFTA 原產地規則之較 CUSFTA 為嚴格而不符第 24 條
第 5 項規定，且同時點出區域累積規定之不合理處。故而乃有主張，
應行調和各個優惠貿易安排下之原產地規則 (特別是在 WTO 的層
次)，並且未來應避免採行區域累積規定 (若在 GSP 架構下，則為
雙邊累積規定) 及過於嚴苛之規定在原產地規則中 (Barcilo, 2006:
18)。而且，過去針對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調和中所強調不具限
制性 (non-restrictive)、中立性且以最後實質轉型 (last 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 之概念，應可做為未來 FTA/RTA 優惠性原產地規
則調和時學習、依循之典範。至於，在針對開發中國家之 FTA 部
分，則應依據授權條款而非第 24 條作例外處理 (Barcilo, 2006:
32)。像歐盟在 WTO 尚未有針對非優惠性 (甚或優惠性) 原產地規
則有一較強拘束力規範出現之前，為了減輕其自身海關關務管理上
之負擔、貿易商解讀各種原產地規則上之困擾，以及促進生產及國
際貿易之最適化發展，即曾宣示調和其對外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決
心 (Naumann, 2008: 10)，並於 2003 年出版優惠性原產地規則綠
皮書。13 加以其觀察到在各個不同協定下之原產地規則各自為政情
況下，不僅造成夥伴國廠商難於了解相關規定以及適用上的障礙與
困難，有時就連歐盟區內廠商亦無法確實掌握其交易貨物是否符合
相關規定而能以優惠條件進口，徒然增加國內外相關廠商在貿易上
13

參見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Green paper on the Future of Origin in 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 COM(2003) 787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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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本。是故，歐盟乃希望透過對原產地規則進行漸進方式之調
和，俾讓相關之投資或貿易廠商不致在受到莫衷一是之原產地規則
的困擾，同時有效降低過去因原產地規則所造成之高交易成本。
歐盟針對此一調和工作，首先乃從累積規定上著手；因為一開
始歐盟、歐洲自由貿易區 (EFTA)、中東歐國家 (CEEC) 彼此間是
不互相提供累積之相關優惠。故而歐盟乃以泛歐原產地規則作為典
範 (model) 同時擴大斜線累積規則之適用，以調和各不同原產地規
則間之歧異。其後，不僅應用在其本身的整合、東擴，且其後亦導
入在與南非、地中海地區國家之談判，以及 GSP、科多努協定之貿
易夥伴；甚至與墨西哥、智利之 FTA 亦是遵循泛歐原產地規則之
模式。而且，為讓此一作為調和典範之原產地規則能對貿易產生更
大之效果，故乃在泛歐原產地規則中放寬先前之規定或是加入更多
的選擇，例如，在提到關於充分加工時，其規定對於非完全取得之
產品，應就其非原產物料按規定進行必要之加工或處理。其間，為
允許使用一定微量比例的非原產物料而不影響產品依稅則號別變
更或特定製程準則取得原產地資格而導入一般容忍原則時，其對於
投入之非原產物料比例之規定，其有時是可以容許較高的物料進口
比例，只要其能符合進口物料相對於原產物料間之比例限制；但亦
可選擇循使用較低之進口物料，而不另對進口物料與原產物料間規
定比例限制 (Inama, 2009: 249-250)。
另，歐盟亦放寬對於領域原則之適用。因為，領域原則主要用
意是為限制在享惠國或區域內之生產者利用低廉之非享惠國或區
域內進行境外加工後，再復運回該區域內取得優惠原產資格之貿易
轉向情形，故乃納入境外加工之規定，就會員國在第三地 (或國) 對
於其所出口物料進行加工後再進口所製成產品，規定在不超過最終
產品出廠價格 (ex-work price) 10％的範圍內，即可適用領域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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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並取得享受優惠之原產地資格。此外，為提升歐盟與各區域間
之連結與合作，歐盟不僅在泛歐原產地規則中採行斜線累積之原
則，且亦積極將此一累積原則套用在其他的原產地規則中 (如歐洲
經濟區 [EEA] 協定等)。
儘管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在國際貿易、國際投資方面造成相當之
阻礙與扭曲之效果，然國際間對於調和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提議卻
遭到相當之反對聲浪。特別是在單方面給惠的優惠貿易安排中，更
是遭到授惠國家強烈之反對；因其已在不要求回報之前提下授給其
他國家優惠，今又強要求其必須採行經調和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
不僅將迫使授惠國意外地須承擔國際義務，頓挫其原本授惠之美
意，且亦將影響其在相關貿易或產業政策之自主性 (Inama, 2009:
3)。然平心而論，此反對主張背後真正意涵，乃不願放棄透過優惠
性原產地規則以保護國內產業 (特別是中間投入產品產業) 之利益
(Barcilo, 2006: 38)。
除了缺乏各國政治意願之支持外，欲將優惠性原產地規則進行
調和所面對之另一個挑戰，應是技術方面的問題。儘管簡化認定標
準是各國間之共識，但國際間卻尚有若干歧見存在。如有主張應全
面以單純之 HS 四位碼稅號 (即「節」別稅則) 改變作為原產地認
定基準，但亦有主張應以附加價值比例需達一定標準方可取得原產
地資格者 (Barcilo, 2006: 30)。觀諸當前所成立、施行之優惠性原
產地規則，即可發現欲將各個規則背後所代表之產業狀況、國情差
異、政策取向等複雜因素進行調和誠非易事。更何況在各個產業遊
說能力差異甚大之情況下，調和後之新規則是否仍能確保現行規則
下獲利產業之利益不受減損，亦是關乎調和工作能否成功、不受攔
阻反對之重要關鍵 (Estevadeordal et al., 2009: 49)。而且在不考慮
個別優惠安排之差異性，仍有可能會在新規則中出現不得有非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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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在累積區域內之生產投入存在，而使得該調和後之新規則反倒
較原先之規則更具限制性，結果適得其反。

二、多邊化優惠性原產地規則
有鑑於調和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可能將面對之反對與挑戰，故另
出現將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多邊化之提議，亦即在 WTO 架構下針對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限制性及複雜性建構多邊之規範，給予各國在
為優惠貿易安排談判或訂定時關於原產地規則之最高限度 (cap)，
俾期能以包容先前各種已經訂定之原產地規則。當然，此一針對多
邊化原產地規則所建立之規範亦需如同其他 WTO 架構下之規範，
強調不得使原產地規則之限制效果較之前更增加，致危害到國際貿
易及牴觸 GATT 第 24 條之規定 (Estevadeordal et al., 2009: 50)。
具體作法，有提議將未來調和後之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協定當
成一個基準 (benchmark)，同時建立量化評量機制，作為評估每個
優惠貿易協定下之原產地規則與該基準間之差距 (deviation)，並以
為日後再行談判縮短該差距、減少限制性，或為日後協議補償 (要
求較具限制性之產品或部門規定須以其他較不具限制性之產品或
部門規定作補償) 之依據。為了讓原產地規則更不具限制性，更有
提議應從一般之原產地規定著手，而不是特別產品清單，同時增加
微量條款中非原產國家原料或零件含量之比例，或是仿效美國─新
加坡 FTA 之原產地規則中加入更多創新概念之相關作法 (例如，採
取 較 為 寬 鬆 的 境 外 加 工 規 定 以 及 整 合 資 源 行 動 方 案 (Integrated
Sourcing Initiative; ISI)14 (Estevadeordal et al., 2009: 20-21)。

14

美國-新加坡 FTA 為因應新加坡之特殊經貿型態 (如對外採購勞力密集、低附加價
值之貨品或經濟活動，而將高附加價值部分留在國內)，以及為協助美國之跨國企
業可以利用東南亞國家之獨特優勢，乃對於一些在製造過程中曾經境外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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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勵自發性改革原產地規則
由於嚴苛的原產地規則將可能出現迫使生產者在生產投入來
源之替代效果，亦即由區內成本較高之生產投入來取代原先自非會
員國較低廉進口之投入，其最後的結果，不是提高貨品之生產成本
並轉嫁由消費者承擔，就是在萬一因市場競爭無法轉嫁時仍須由生
產者自行吸收。如此一來，不僅將傷害消費者利益，同時讓本國產
業發展受到影響，故而有一方面積極倡導自由貿易，冀望透過多邊
談判降低 MFN 關稅作法，讓各種優惠貿易安排可能產生之優惠差
額儘可能降低，減少各國欲享受優惠之誘因，進而使得優惠性原產
地規則可能造成之負面影響降至最低。另一方面建議各國進行改
革，儘量採行寬鬆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如採行全面性之以 HS 六
位碼稅號 (即「目」別稅則) 改變或統一之當地 (或區域) 含量或附
加 價 值 比 例 以 作 為 原 產 地 認 定 基 準 (Cadot & de Melo, 2008:
99)。至於可能因寬鬆規定而導致貿易迂迴或轉運問題之應對，或
許透過靈活之防衛機制可能要較嚴苛的原產地規則要來得有效，且
不致產生對廣大進口來源造成限制之副作用 (Brenton & Manchin,
2003: 768)。

陸、結論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在性質上是否為貿易政策工具，是否為商事
法令，甚至是否符合 GATT 第 24 條之相關規定等問題，乃當前在
評價各國所成立之各種貿易整合機制，以及解決因此衍生可能造成

(outward processing) 之資訊科技產品組件或醫療器材等在會員國間之交易可以
不必經繁複的原產地驗證程序，以簡化其通關作業及減輕進口商的負擔，俾鼓勵
美國企業能善用東協地區國家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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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限制或扭曲問題時，首需面對及處理的課題。

一、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貿易政策、商事法令
由於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具有含糊、不透明之複雜性及涉及相當
高的技術成分，已使其從原本中立性的關務管理工具，被各國在經
濟或政治上操弄成為保護產業利益、促進區域合作或具有高度政治
目的之反恐工具。WTO 原產地規則協定附件二「關於優惠性原產
地規則之共同宣言」中之呼籲，更是相當程度肯認優惠性原產地規
則可為各國達成其經貿目的之政策工具。此外，根據「關於優惠性
原產地規則之共同宣言」針對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所下定義，亦清楚
表明其乃係一商事法令。

二、優惠性原產地規則符合 GATT 第 24 條之條件
針對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否符合第 24 條第 5 項之規範而為成
立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所必須，且會否對於非會員國家造成較成
立前更高或更具限制性等問題，根據過去 WTO/GATT 針對相關個
案之處理經驗，似可透過對 (1)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對於非會員國是
否變得更具限制性；(2) 若不適用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否將使得該
整合受到影響等來進行檢驗。由於實務上似並不存在有其他可替代
原產地規則而可用以區分貨品來源俾授予相關差別待遇之措施，故
只要該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對非會員國不致變得更具限制性即能符
合第 24 條第 5 項之規定。
至於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否為適用於會員間，且具歧視性之法
令，而須受第24條第8項規範之問題，可以從下列二點進行檢視：
(1) 該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否在締約會員間構成歧視性之適用？(2)
該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適用是否含括締約會員間絕大多數之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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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基本上，若在締約成立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協定時適用過嚴之
原產地規則，致使連在會員國內取得貨品之貿易都受到不當影響
時，且該不當影響之範圍係包含絕大多數貿易者，則該原產地規則
即可被認定為第8項中所指稱之「其他限制性商事法令」，而應予
取消。
綜合以言，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否能符合GATT第24條規範之
關鍵，應在其對於貿易所生之限制性問題。至於有關原產地規則對
於貿易之限制性問題，可以透過量化方法進行評估、計算。因此，
若某原產地規則之R指數並不高、優惠使用率高、且符合成本低 (或
根據原產地規則所換算之關稅當量低) 時，應即可推定該原產地規
則係一較為寬鬆之原產地規則且能符合GATT第24條第5、8項之規
定；反之，若評估後發現某原產地規則之R指數高、或優惠使用率
不高或符合成本高 (或根據原產地規則所換算之關稅當量相當高)
時，則該原產地規則應即為較嚴苛之原產地規則，而可能不符合
GATT第24條之相關規定。尤其是在此國際間RTA/FTA蓬勃發展之
際，應可運用上述研究結論於未來各會員國向WTO所通知之各種區
域或優惠貿易協定，據以審查其之原產地規則是否符合GATT第24
條之相關規範，作為各國在雙邊優惠貿易談判制定優惠性原產地規
則時一個可供奉行之圭臬。

三、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發展
關於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問題之產生，主要係因為有優惠貿易協
定、優惠貿易待遇之授予及享受。今若能在多邊場域積極推動自由
貿易談判，大幅降低MFN稅率與優惠稅率間之差距，降低受惠國享
受優惠待遇之動機，應是根本解決現今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問題之最
佳途徑。只是短期間恐難使該理想實踐，故乃退而求其次，積極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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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如何讓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對於貿易所造成之貿易限制及扭曲影
響降至最低。
關於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發展方面，一般認為若原產地規則係
採全面性之以HS六位碼 (即「目」別) 稅則變更或以較低比例 (如
40％) 之附加價值增加，且儘量減少以加工工序 (或技術要求) 及
提列特別清單方式來認定貨物之原產地者，則將可使得該規則變得
寬鬆，同時降低其對於貿易之扭曲效果。故若能將現存之優惠性原
產地規則調和、簡化成單一之規則，在理想上應可根本地解決當前
國際間對於原產地規則所造成貿易限制、扭曲的問題。雖然，目前
在國際間已有像歐盟這樣大的經濟體開始採取相當積極的調和行
動，但是相關提議或作法在現行各國利益傾軋、衝突之現實情況
下，尤其是當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尚未調和成形且有效落實之前，
恐短期難能實現。
另一兼顧理想與現實者，乃提議主張宜完全尊重各國經貿主權
以為訂定及執行其優惠性原產地規則，現階段僅需對各國進行道義
勸說，建議其改革現行作法並儘量採行最寬鬆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
及靈活之防衛機制，以避免因不當貿易移轉所造成過高之生產成本
負擔，且亦能有效防衛因寬鬆規則造成貿易迂迴、轉運等導致國內
產業遭受傷害之問題。至於採折衷提議者，乃主張應在WTO架構下
以不危害到國際貿易及牴觸GATT第24條規定為前提，並以未來調
和後之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協定為基準，建構針對優惠性原產地規
則之限制性及複雜性建構多邊之規範，作為各國之優惠原產地規則
之最高限度 (cap)，俾便包容各種先前已經訂定之原產地規則。

四、對我國在優惠性原產地規則談判之建議
在過去我國較無法透過RTA/FTA談判以較優惠待遇進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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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市場之時代，我國之策略乃積極支持並參與多邊談判，儘量降
低MFN關稅，俾減低RTA/FTA及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所可能造成之影
響及衝擊。但隨著ECFA之簽訂，似為我國冀以透過RTA/FTA策略
突破現行多哈回合久滯不前僵局帶來相當大鼓舞。由於我國較欠缺
自然資源，相當多的原物料、生產投入皆需向外採購，使得我國之
產業發展與世界其他國家間形成相當緊密的分工、合作的鏈帶關
係。今設若在貿易中遭逢過於嚴苛之原產地規則時，將可能使得我
國以進口投入所加工製造之貨品在出口時無法被進口國認定為台
灣原產，而喪失可以享受優惠之資格，結果將對於我之產業發展與
貿易利益造成相當不利之影響。鑑於原產地規則之內容架構，多可
區分成一般原則規定與特別清單等二個部分，故在考量我國產業上
述之發展特性，建議未來政府在RTA/FTA談判中有關原產地規則議
題時，針對一般原則規定部分或可採取較為寬鬆開放態度，納入累
積、微量等相關條款，訂定限制性較低的原產地認定規則，俾使未
來之原產地規則之限制性不致過高，讓相關規定得以符合GATT第
24 條 之 規 範 且 使 我 國 內 大 多 數 產 業 出 口 的 產 品 都 可 以 享 受
RTA/FTA下之貿易優惠利益。至於，擔心可能因對手國產品長驅直
入造成衝擊之弱勢品項，則可以特別清單方式另為較嚴格之認定規
定，俾讓可能之衝擊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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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egality of preferential rules of origin
based on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Article 24 of the GATT 1994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effect. The preferential rules of
origin—originally intended to be a neutral instrument to protect
against trade deflection—were abused by preference-granting countries seeking policy instruments with which to protect their ow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With the stagnation of the WTO Doha
Round Negotiations, bilateral negotiations and the 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 have become the lead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preferences created through the above preferential arrangements, however, have been eroded substantially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f origin. It is therefor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rules of origin contained in such preferential arrangemen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of the Article
24 of the GATT 1994. We find that it is possible that these are inconsistent with Article 24 (5) and 24 (8), if the rules of origin are too restrictive. Accordingly, we suggest that it would be better for Taiwan in
future RTA/FTA negotiations to adopt looser rules of origin on account of networked global supply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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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n Rules of Origin, trade deflection, trade
restrictive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