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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臺灣)與瓜地馬拉共和國自由貿易協定 

前言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瓜地馬拉共和國政府雙方決議： 

加強兩國間傳統友誼暨合作精神； 

認知各方在其個別所屬區域市場之戰略上與地理上之位置；  

達成彼此貿易關係之較佳平衡；  

為雙方領域內生產之貨品與服務，建構更廣大與穩定之市場；  

認知雙方發展程度與經濟規模之差異以及創造雙方經濟發展機會

之需求； 

避免互惠貿易之扭曲； 

訂立規範貨品與服務貿易及促進與保護在雙方領域內投資之明確

且互利之規則；  

尊重各方在「馬爾喀什設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與其他雙邊及多

邊合作協定下之權利與義務；  

加強各方企業在全球市場之競爭力； 

創造各方領域內之就業機會並提升生活水準；  

依據環境保護、維護及永續發展之原則推動經濟發展；  

保持維護公眾福祉的能力；  

鼓勵不同經濟領域從業人士，尤其是私人部門，積極參與深化締

約國間的貿易關係； 

爰同意如下： 

 

 

 
1



 

第壹篇：總則 

第一章  原則性條款 
 

第 1.01 條  自由貿易區之成立 

本協定締約國雙方茲依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廿四條及服務

貿易總協定第五條之規定，成立自由貿易區。 

 

第 1.02 條  宗旨 

本協定宗旨如下： 

(a) 促進締約國雙方貨品與服務貿易之拓展與多元化； 

(b) 消除締約國間商品及服務之貿易障礙，並促進其跨境流

通； 

(c) 促進締約國雙方之公平競爭； 

(d) 促進、保障並實質增加締約國一方於他方之投資； 

(e) 建立執行及適用本協定及其聯合管理與爭端解決之有效

程序；且 

(f) 基於相互同意之條件，建立雙邊進一步合作之架構，以擴

大並強化本協定之效益。 

 

第 1.03 條  與其他國際協定之關係 

1.締約國雙方重申維持彼此於世界貿易組織協定以及雙方均為締

約國之其他協定下之權利及義務。 

 

2.如本協定規定與前項所述協定之規定發生任何牴觸，除本協定

另有協議外，應優先適用本協定之規定。 

 

3.如本協定與下列特定貿易義務發生牴觸時： 

(a) 1973 年 3 月 3 日於華盛頓簽訂並於 1979 年 6 月 22 日修

正之「瀕臨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易公約」(華盛頓公約); 

(b) 1987 年 9 月 16 日簽訂並於 1990 年 6 月 29 日修正之「管

制破壞臭氧層物質之蒙特婁議定書」;或 

(c) 1989 年 3 月 22 日簽訂之「管制有害廢棄物越境轉移及處

置之巴賽爾公約」。 

就牴觸部份，悉以該等特定義務為優先，惟締約國倘有多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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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合理可行方式以履行該等義務時，應選擇採行與本協定其

他規定牴觸程度最輕微之方式。 

 

第 1.04 條  義務之範圍 

締約國雙方應依其憲法之規範，確保於其領域內及各級政府間採

行一切必要措施，以遵循本協定各項條款。 

 

第 1.05 條  後繼協定 

本協定中援引之其他條約或國際協定，應包括雙方均為會員之後

繼條約或國際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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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總定義 

第 2.01 條  整體適用之定義 

除締約國雙方另有約定，本協定相關用語定義如下： 

章：國際貨品統一分類制度號列之前兩碼； 

執委會：依本協定第 17.01 條（協定執行委員會）成立之協定執

行委員會； 

關稅：任何對進口貨品課徵或因與進口有關而課徵之稅或各種規

費，包括與前述進口有關之各種形式之附加費用，惟不含： 

(a) 符合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而

課徵之內地稅； 

(b) 與進口有關，且與服務成本成比例之規費或其他收費； 

(c) 為管理進口數量限制措施、關稅配額或優惠關稅，而採

行標售制度，因此就其所衍生之相關貨品提出或收取之

金額；及 

(d) 依據締約國國內法所課徵之反傾銷稅或平衡稅，且符合

第七章（不公平貿易行為）之規定。 

關稅估價協定：世界貿易組織「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

七條執行協定」，含其構成世界貿易組織協定一部分之附註； 

日：指日曆天，包括星期六、星期日及假日； 

企業：依據相關法律所設立或組成的營利或非營利機構，不論私

有或政府擁有，包括法人、信託、合夥、獨資、合資或其他機構； 

當時有效：本協定生效日當時為有效者； 

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構成世界貿易組織協定一部分之

「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 

貨品：任何原料、物質、產品或零件； 

締約國一方之貨品：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下所謂之國內

產品，或指經締約國賦予此種性質之貨品，並包括原產於該締約

國之貨品。締約國一方之貨品得含有來自其他國家之原料； 

統一分類制度：締約國相關關稅法律所採行且執行之「國際商品

統一分類制度」，包含其解釋準則、類註、章註、節註及目註； 

節：國際商品統一分類制度號列前四碼； 

措施：任何法律、規章、程序、要求、規定或實務作法； 

2-1 



 

國民：附件 2.01 所稱之締約國自然人； 

原產貨品：符合本協定第四章（原產地規則）所規定原產地之貨

品； 

締約國：瓜地馬拉或中華民國（臺灣）； 

人：自然人或企業； 

締約國之人：指締約國之國民或企業； 

生產者：從事製造、生產、加工或組裝貨品之人；或耕作、栽種、

養殖、採礦、開採、收穫、漁撈、誘捕、收集、採集、狩獵、捕

獲貨品者； 

秘書處：依據本協定第 17.03 條（秘書處）所設立之「秘書處」； 

國營企業：一締約國所擁有或透過所有權之利益而控制之企業； 

目：國際商品統一分類制度號列前六碼； 

關稅調降表：依據附件 3.04（關稅調降表）所訂之關稅調降表; 

領域：締約國依據內國法及國際法而行使主權及管轄權之領土、

領海、領空，包含專屬經濟區及大陸礁層﹔ 

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構成世界貿易組織協定一部分之

「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統一規章：依本協定第 4.03 條（特定原產地規則）所制定之「統

一規章」； 

世界貿易組織協定：一九九四年四月十五日簽署之「馬爾喀什設

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構成世界貿易組織協定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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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  個別國家之特殊定義 

 

為本協定之目的，除另有規定者外，下列名詞應作如下定義： 

國民： 

(a) 就瓜地馬拉而言，係指： 

   瓜地馬拉共和國憲法第一四四、一四五及一四六條定義之瓜地

馬拉人； 

(b) 就中華民國(臺灣)而言，係指： 

   依據中華民國(臺灣)憲法第三條，且依中華民國(臺灣)國籍法

第二條之規定，因出生或歸化而擁有中華民國(臺灣)國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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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篇：貨品貿易 

第三章  貨品之國民待遇及市場進入 
 

第一節 定義及適用範圍 

第 3.01 條  定義 

除本協定另有其他約定，本章之相關用語定義如下： 

低價值之商業樣品：  
(a) 尺寸、數量、重量、體積或表徵顯示僅用於展示或證明

之原料及貨品； 

(b) 依據行業用法係以卡片、支持物所固著，或明顯作為樣

品而呈現之共同材料物件依據行業用法係以卡片、支持

物所固著，或明顯作為樣品而呈現之共同材料物件； 

(c) 以削切、打洞、標示永久記號或可有效避免商業化之方

式解除功能，僅供展示使用之原料及貨品及其剩餘原料

及貨品； 

(d) 不符合第(a)到(c)款條件，但包含如下之貨品： 
     (i) 單位價格低於十美元，由每個系列或獨特特徵之

樣品所構成之非消費性貨品；且 
        (ii)單位價格低於十美元之消費性貨品，包含部分或

完全由同種或同特徵之樣品所構成者，惟其數量

及形體之呈現應不具任何商業化之可能性。 
印刷宣傳品：列於統一分類制度第 49 章之產品，包含免費發送、

用於推廣、公開或廣告原產貨品或服務之小冊、印刷品、傳單、

貨品目錄、商業團體年鑑、觀光推廣之物品與海報； 

農產品或農業貨品：世界貿易組織農業協定附件一（包含世界貿

易組織未來議定之增訂條款）所列產品。 

 

第 3.02 條  適用範圍 

除本協定另有其他規定，本章適用於締約國雙方之貨品貿易。 

 

第二節 國民待遇 

第 3.03 條  國民待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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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締約國均應依據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三條及其附註之規

定，給予締約國他方貨品國民待遇；締約國茲將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

易總協定第三條及其附註納入本協定，構成為本協定規範內含之一部

分。 

  

2.前項關於國民待遇之規定，就締約國一方而言，包含其部門、縣、

省，係指締約國該方給予締約國他方貨品之待遇，不得低於其給予原

產於其本國之同類貨品、直接競爭貨品或替代貨品之最優惠待遇。  

 

第三節 關稅 

第 3.04 條  關稅調降表 

1.除本協定另有其他約定，締約國任一方皆不得調高原產貨品之現有

關稅稅率，亦不得採行任何新的關稅稅率。 

 

2.締約國同意應就原產貨品訂定附件 3.04 之關稅調降表。 

 

3.若締約國希望建立新的次稅目不高於原稅目所適用之關稅，則第 1

項無意限制該締約國建立該新稅目。 

 

4.締約國任一方提出請求時，締約國雙方應舉行諮商檢討改進附件

3.04（關稅調降表）所定締約國任一方關稅待遇之可能性。締約國雙

方達成改進貨品關稅待遇之協議時，一旦由締約國雙方依據其相關法

律程序批准，其效力應優於其原有該項特定貨品所訂定之關稅或優惠。 

 

5.若締約國一方將貨品關稅調降至低於附件 3.04（關稅調降表）所訂

之水準，則第一項規定並不禁止締約國調高其關稅；惟其水準不得高

於附件 3.04（關稅調降表）所定者。 

 

6.關稅調降過程中，締約國承諾將比較其個別關稅調降表建立之水準

與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一條（最惠國待遇）規定之有效水

準，擇最低關稅適用於其原產貨品之互惠貿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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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5 條  貨品暫准通關 

1.締約國對於來自於下列貨品，不問其原產地，皆應予免稅暫准

通關： 

(a) 為執行商業貿易或專業活動所需之專業設備，包含新聞

與電視、廣播與電影設備； 

(b) 為展覽或展示之貨品； 

(c) 商業樣品、廣告影片及錄製物；及 

(d) 基於運動目的進口之貨品。 

 

2.締約國任一方應依利害關係人之請求，在其海關視為有效之理

由下，依據其國內法將暫准通關之期限延長超過原定期間。 

 

3.締約國不應該設定第1項所載貨品免稅暫准通關之條件，惟關於

該貨品之以下要求除外： 

(a) 該貨品不得於其領域內出售或租賃； 

(b) 該貨品附帶保證金，金額不超過該貨品通關或最終進口

時應支付、出口時可償還或退還之稅捐及費用； 

(c) 該貨品出口時能加以辨認； 

(d) 該貨品係於締約國各方有效國內法所定期間內出口；  

(e) 該貨品入境時，其數量不超過其預定用途之合理數量；

及 

(f) 該貨品依據締約國國內法准予入境。 

 

4.若未符合締約國一方依第3項訂定之條件，該締約國得課徵以該

貨品原來一般適用之關稅及任何費用，並加計其國內法規定之罰

金。 

   

5.締約國每一方應經由其海關，應針對依本條通關貨品採行加速

放行之程序。 

 

6.依本條暫准通關之貨品，締約國雙方應允許該貨品經由其入境

關區(customs port)以外之關區出口。 

 

7.依本條暫准通關之貨品，締約國雙方海關應依據其國內法，豁

免該貨品之進口人或其他人未出口該貨品之責任，惟應向海關出

具充分之證明，顯示該貨品已於特定期間內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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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符合第十章（投資）與第十一章（跨邊境服務貿易）之情形

下：  

(a) 締約國每一方應允許自締約國他方領域進入其領域之

國際運輸貨櫃，且該貨櫃得以合乎經濟效益、迅速離境

之合理路徑離開其領域； 

(b) 締約國不得僅基於貨櫃入境與出境港口之差異而徵收

任何保證金、罰金或費用； 

(c) 貨櫃進入締約國領域後，該締約國不可於該貨櫃經由任

何特定出境港口出境時，針對其就該貨櫃徵收之任何債

務（包含保證金）設定任何解除條件；及 

(d) 將貨櫃自締約國他方領域運送至締約國領域之貨運業

者，締約國不得要求將該貨櫃運送到締約國他方領域時

為相同貨運業者運送。 

 

第 3.06 條  低價值商業樣品及印刷宣傳品之免稅進口 

締約國應准許來自締約國他方領域之低價值商業樣品及印刷宣傳品免

稅進口。 

 

第 3.07 條  關稅估價 

於本協定生效時，有關規範雙方貿易之關稅估價原則，應依關稅

估價協定（含該協定之附件）之規定。締約國雙方並不得依官定

最低價格，作為決定貨品關稅完稅價格之基礎。 

 

第四節 非關稅措施 

第 3.08 條  境內支持 

1.締約國雙方咸認境內支持對其農業之重要性，但亦認同其可能造成

貿易扭曲及影響生產。因此締約國雙方所為之境內支持，應依世界貿

易組織之農業協定或其後繼協定之規定。如締約國一方決定給予其國

內農業生產者境內支持，該締約國應確遵相關法律文書之規定，確使

此等方案之利益不致於扭曲締約國他方之內部貿易，亦不減損締約國

他方貨品進入該締約國市場之機會。 

 

3-4 



 

2.為確保透明度，締約國雙方同意依據第 3.15 條規定設立之貨品

貿易委員會，同意針對所有境內支持措施之狀態，進行永續分析，

以評估第 1 項條款之執行成效。締約國雙方應適時交換資訊，或

由締約國一方請求針對此議題，得隨時進行諮商。 

 

第 3.09 條  進口與出口之限制 

1.各締約國承諾立即消除非關稅障礙；惟不包含各締約國依據一

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以及本協定

第八章（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與第九章（標準、

度量衡及授權程序）之規定所享有之權利。 

 

2.除本協定另有規定外，締約國不得對締約國他方貨品之進口，或對

銷往締約國他方之任何出口或為出口之目的而為之販售，採取或維持

任何禁止或限制措施；惟不包含依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十

一條及其附註之規定而採行之措施。為此，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

協定第十一條及其附註，茲均納入本協定，而為本協定之一部分。 

 

3.締約國重申其於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下之權利與義務，於

任何情況下禁止任何型式之限制、出口價格規範，除執行平衡與反傾

銷命令外，亦不得制定進口價格規範，包含最低價格與參考價格。 

 

4.締約國一方針對另一方原產貨品之進口或出口採行或維持禁令或限

制時，如有必要，該締約國一方應證明此措施係符合本協定與世界貿

易組織之各種協定。 

 

5.締約國雙方爰制定附件3.09（進出口限制）。本條第1至3項不適用於

附件3.09所載措施。 

 

6.締約國一方擁有國營貿易事業時，該締約國應承諾其活動純係商業

性質，例如價格、品質、供應、行銷、運輸及其他買賣條件。前述締

約國一方對於他方之貿易，應依據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十

七條規定提供公平待遇，避免此等活動成為貿易障礙。為達此目的，

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十七條及其附註納入本協定並成為其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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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0 條  領事事務費 

自本協定生效時起，締約國不得對原產地貨品收取領事事務費或規

費，亦不得要求領事手續。 

 

第 3.11 條  原產地標示 

1.締約國確認其於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九條及一切未來協

定下之權利與義務。 

 

2.締約國均應確保，其訂定及執行原產地標示相關法律之目的及效

果，均非在使締約國間之貿易，造成不必要之障礙。 

 

第 3.12 條  出口稅 

針對出口至締約國他方之貨品，除附件 3.09（進出口限制）另有其他

規定，締約國簽訂本協定時，皆不得徵收或維持任何稅賦、稅捐或規

費。 

 

第 3.13 條  特殊防衛措施 

1.針對附件 3.13（適用特殊防衛措施之產品）包含之產品，只要

產品自締約國他方之進口超過附件 3.13 規定之啟動水準，締約國

得於年度中任何時間，採行特殊防衛措施。啟動水準應為過去三

年中此等進口之年平均成長之百分比，惟前述年度應有連續之進

口。 

 

2.特殊防衛措施之採行，應包含將關稅調高至該產品進口時或二

○○五年七月卅一日之最惠國待遇關稅水準，以較低者為準。 

 

3.採行特殊防衛措施時不適用任何補償。 

 

4.特殊防衛措施期間為十八個月以下，可延長相同期間。若該措

施構成條件持續存在，締約國一方希望延長前述措施時，至少應

於到期日之前三十日通知另一方。 

 

5.所採行之特殊防衛措施，於考量其生效之所有合理相關資訊

後，該措施將於締約國法律指定之媒體公佈日期生效。採行此等

措施之締約國應於措施生效前十五日通知締約國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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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儘管採行特殊防衛措施，締約國應得在任何時間召開諮商會議

交換資料，以期達成彼此互利之協議。 

 

7.新產品納入附件 3.04 之關稅調降表時，締約國應得將該產品納

入附件 3.13（適用特殊防衛措施之產品）。 

 

8.特殊防衛措施不適用於排除類別所列或關稅配額制度之產品。 

 

第 3.14 條  獨特產品  

1.基於標示之目的，臺灣政府承認咖啡為瓜地馬拉之獨特產品，

特別是來自 Antigua、Huehuetenango、Cobán、San Marcos、

Oriente、Atitlán 與 Fraijanes 區域之咖啡。因此，除此等產品

係以瓜地馬拉或前述區域原產咖啡所生產外，臺灣政府不允許以

瓜地馬拉咖啡產品之名稱銷售。 

 

2.締約國於簽訂本協定之後，得承認其他地區及其他獨特產品。

為此等目的，締約國應於貨品貿易委員會進行諮商。 

 

第 3.15 條  貨品貿易委員會 

1.締約國應設立貨品貿易委員會，其組成如附件 3.15（貨品貿易委員

會）之規定。 

 

2.貨品貿易委員會應定期集會或當締約國一方或執委會請求時開會，

以確保有效執行及管理第三章（貨品之國民待遇及市場進入）。 

 

3.在不減損第 17.05(2)（委員會）權責之情況下，貨品貿易委員會應

具有下列功能： 

(a) 監督締約國雙方之執行與管理； 

(b) 依締約國任一方之請求審查任何提議之修訂或增補； 

(c) 就任何修訂或增補向本協定執委會提出建議； 

(d) 考慮本章之執行與管理之其他任何相關事宜； 

(e) 持續分析締約國所有境內支持措施及其任何修改，以

評估第 3.08 條第 1項之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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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04  關稅調降表 

 

1.除締約國於本附件之調降表另有其他規定，以下階段類別適用

於消除締約國雙方之關稅： 

(a) 締約國一方之調降表第A類階段類別項目規定之原產貨

品，其關稅應完全消除，且該貨品應於本協定生效時免

稅； 

(b) 締約國一方之調降表第B類階段類別項目規定之原產貨

品，其關稅應自本協定生效日起分五期等量調降，且該

貨品應於第五年元月一日起免稅； 

(c) 締約國一方之調降表第C類階段類別項目規定之原產貨

品，其關稅應自本協定生效日起分十期等量調降，且該

貨品應於第十年元月一日起免稅；  

(d) 締約國一方之調降表第D類階段類別項目規定之原產貨

品，其關稅應自本協定生效日起分十五期等量調降，且

該貨品應於第十五年元月一日起免稅；  

(e) 締約國一方之調降表第E類階段類別項目規定之原產貨

品，其關稅應具敏感性，且免於受任何調降承諾所約束； 

(f) 締約國一方之調降表第F類階段類別項目規定之原產貨

品，其關稅應自本協定生效日期起，就基本稅率調降百

分之二十，之後，該調降後之關稅將維持不變，不再行

調降； 

(g) 締約國一方之調降表第G1類階段類別項目規定之原產

貨品，於第一到四年間應維持基本稅率。第五年元月一

日起，關稅應完全廢除，且該貨品應即免稅；  

(h) 締約國一方之調降表第G2類階段類別項目規定之原產

貨品，於第一到九年間應維持基本稅率。第十年元月一

日起，關稅應完全廢除，且該貨品應即免稅；及 

(i) 締約國一方之調降表第G3類階段類別項目規定之原產

貨品，於第一到十四年間應維持基本稅率。第十五年元

月一日起，關稅應完全廢除，且該貨品應即免稅。 

 

2.階段欄關稅項目標記為「Q」之貨品如下所述： 

(a) 中華民國（臺灣）應針對原產地為瓜地馬拉之原料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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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糖，執行並施行免關稅配額。對於列入免關稅配額之

糖，中華民國（臺灣）將要求瓜地馬拉核發原產地證明

書。 

(b) 第一年之配額水準為六萬公噸。配額將區分為原料糖與

精糖兩類。精糖之配額數量不得超過總配額35%。惟瓜

地馬拉得選擇出口原料糖而非精糖達總配額100%。所有

配額將透過關稅配額證明書核發。 

    (c)  原料糖與精糖之相關稅則編號如下： 

 

貨品 中華民國（臺

灣）關稅分類 

瓜地馬拉關

稅分類 

原料糖 
1701.11.00 

1701.91.10 

1701.11.00 

精糖 
1701.91.20 

1701.99.10 

1701.99.20 

1701.99.90 

1701.91.00 

1701.99.00 

 

 若締約國加入原料糖或精糖之新關稅編號，則新編號將

自動納入本清單。 

(d)  自第二年起，年度配額將為前一年總配額數量加或減

過去連續四個日曆年中華民國（臺灣）進口糖之平均成

長量。最低年度配額數量為六萬公噸。 

    (e)  每年十月，中華民國（臺灣）將把核定予瓜地馬拉之下

一年糖配額，同時通知瓜地馬拉經濟部與瓜地馬拉糖業

協會。在接獲該通知後30天內，瓜地馬拉將把擬核予各

該關稅號別糖產品之配額數量通知中華民國（臺灣），

惟其中精糖之配額量不應超過總配額量之35%。 

    (f)  每年不晚於四月三十日，中華民國（臺灣）應把「關稅

配額證明書」（Tariff Quota Certificates, TQCs）

表格送予瓜地馬拉。該「關稅配額證明書」將被瓜地馬

拉作為使其免關稅糖合法輸入中華民國（臺灣）領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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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華民國（臺灣）同意執行本附件之附錄（臺灣--

瓜地馬拉糖配額作業程序）所述細節。 

    (g)  總配額數量之成長率將按中華民國（臺灣）海關正式統

計數據計算之。 

(h) 若瓜地馬拉不同意中華民國（臺灣）核發之下一年之配

額，締約國雙方同意進行協商，尋求友好之解決方案。

若歧見依然存在，則適用本協定之爭端解決機制。 

 

3.某一項目之關稅基本稅率（應為個別締約國進口關稅表二○○

五年元月一日有效之最惠國稅率），每個項目決定其調降階段

過渡關稅稅率之基本稅率及階段類別，詳如締約國關稅表就該

項目之規定。 

 

4.為達消除關稅之目的，過渡階段稅率應至少捨至小數點後第一

位，若關稅稅率係以貨幣單位表示，則至少捨至締約國官方貨

幣單位小數點後第一位。 

 

5.為本附件及締約國關稅調降表之目的，第一年係指本協定簽定

之年度，如第21.03條（生效）之規定。 

 

6.為本附件及締約國關稅調降表之目的，從第二年起，每個關稅

調降之年度階段將於相關年度元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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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04之附錄 

臺灣--瓜地馬拉糖配額作業程序 

 

1.每年十月，中華民國（臺灣）將把核定予瓜地馬拉之下一年糖配額，

同時通知瓜地馬拉經濟部與瓜地馬拉糖業協會。在接獲該通知後30

天內，瓜地馬拉將把擬核予各該關稅號別糖產品之配額數量通知中

華民國（臺灣），惟其中精糖之配額量不應超過總配額量之35%。 

 

2.上項所示之配額，應自同年元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有效。 

 

3.每年不晚於四月三十一日，中華民國（臺灣）應把「關稅配額證明

書」（Tariff Quota Certificates, TQCs）表格，送經中華民國（臺

灣）駐瓜地馬拉大使館，該大使館將隨即轉予瓜地馬拉負責配額管

理與出口事宜之單位，俾供瓜方正確填寫。 

 

4.自瓜地馬拉輸往中華民國（臺灣）之每一批糖，必須檢附上述「關

稅配額證明書」，提經中華民國（臺灣）關務單位處理，俾予免關稅

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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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09  進出口限制 
 

瓜地馬拉之措施 

第 3.03 條與 3.09 條不適用於以下範圍： 

 

(a) 依據一九九六年十月卅一日第 101-96 號法令（Ley de 

Bosque）對於厚度十一公分以上之圓木或加工木等木材與

成材之出口管制； 

(b) 依據一九六九年四月廿二日第 19-69 號法令(Ley del Café)
及其修訂條文對於咖啡之出口管制；  

(c) 依據一九八九年六月廿九日第 39-89 號國會法令(Ley de 
Armas  y Municiones)及其修訂條文對於武器之出口管
制；及 

(d) 世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機構授權之行動。 

 

稅則號別 說明 

4407 

頭尾端鋸切、粗磨、切割或

接長、厚度超過六公釐之木材，

包含磨光、磨平或兩端接長者 

0901 

包含碳燒咖啡、去咖啡因之

咖啡，含咖啡內果皮與咖啡砂；

含任何比例咖啡之咖啡替代物 

9301.11.00 --自走推進者，大砲武器 

9301.19.00 -- 其他大砲武器 

9301.20.00 

--火箭發射台、火焰投擲

器、榴彈發射器、魚雷發射管與

類似投射器 

9301.90.00 -- 其他軍用武器 

9302.00.00 

轉輪槍及手槍不包括第 9303

或 9304 節所列者 

9303.10.00 -- 前裝填式火器 

9303.20.00 

-- 其他運動、狩獵或打靶把

用散彈槍(包含散彈來福組合槍)

9303.30.00 

--其他運動、狩獵或打靶用

來福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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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3.90.00 

-- 其他第 9303 節所屬之貨

品 

9304.00.00 

其他武器（例如：彈簧、空

氣或瓦斯槍枝、警棍），不包括

9307 節所列者 

9305.10.00 

--轉輪槍及手槍之零件及附

件 

9305.21.00 -- 散彈槍之槍管 

9305.29.00 

-- 其他屬於 9303 節之散彈

槍或來福槍的零件及附件 

9305.91.00 -- 第 9301 節之軍事武器 

9305.99.00 

-- 其他第 9302 至 9304 節物

品之零件及附件 

9306.10.00 

-- 供打鉚釘或類似用具或

捕獲用無痛捕殺器具之槍彈及其

零件 

9306.21.00 -- 散彈槍子彈 

9306.29.00 

-- 其散彈槍子彈零件；空氣

槍彈丸 

9306.30.00 -- 其他槍彈及其零件 

9306.90.00 

-- 其他第 9306 節所屬之貨

品 

9307.00.00 

劍、短厚彎刀、刺刀、矛與

類似武器及其零件與鞘 

 

中華民國（臺灣）措施 

1. 管制進口貨品 

CCC 號列 說                       明 

0208.90.20ex 狗肉，生鮮、冷藏或冷凍 

0303.79.99ex 冷凍河魨（豚） 

0305.30.90ex 乾、鹹或浸鹹河豚之切片，但未燻製 

0305.59.90ex 
乾河魨（豚） 

0602.90.10ex 含有毒品成分之菇類菌種（其成分係指行政院依「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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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防制條例」第二條第三項公告之各級毒品） 

1207.99.20ex 
其他大麻子、仁〈火麻子、仁〉 

1211.90.60 
青木香 

1211.90.91ex 廣防己；關木通；馬兜鈴；天仙藤 

1404.90.99ex 

含有毒品成分之菇類產品（其成分係指行政院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例」第二條第三項公告之各級毒品）

1604.19.90ex 

已調製或保藏河豚魚，整條或片塊（剁碎者除外），

冷凍者；其他已調製或保藏河豚魚，整條或片塊（剁

碎者除外） 

2710.19.51ex 含石油重量比 70%及以上之摻配油料（含多氯聯苯）

2710.91.10 變壓器油，含多氯聯苯、多氯聯三苯或多溴聯苯者

2710.91.20 電容器油、含多氯聯苯、多氯聯三苯或多溴聯苯者

2710.91.90 其他含多氯聯苯、多氯聯三苯或多溴聯苯者 

2830.90.00ex 次硫化鎳 

2903.14.00 四氯化碳 

2903.19.10ex １，１，１－三氯乙烷 

2903.41 
一氟三氯甲烷 

2903.42 二氟二氯甲烷 

2903.43 三氟三氯乙烷 

2903.44 四氟二氯乙烷及五氟一氯乙烷 

2903.45.00ex 

三氟一氯甲烷；一氟五氯乙烷；二氟四氯乙烷；一

氟七氯丙烷；二氟六氯丙烷；三氟五氯丙烷；四氟

四氯丙烷；五氟三氯丙烷；六氟二氯丙烷；七氟一

氯丙烷 

2903.46 二氟一氯一溴甲烷、三氟一溴甲烷及四氟二溴乙烷

2903.49.00ex 二溴氯丙烷 

2903.51 １，２，３，４，５，６–六氯環己烷 

2903.62.10 六氯苯 

2903.62.20 

滴滴涕［１，１，１–三氯–２，２–雙（對氯苯）

乙烷］ 

2904.20.00ex 對–硝基聯苯 

2908.10.10 五氯酚及其鹽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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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8.10.90ex ２，４，５–三氯酚 

2909.19.90ex 二氯甲基醚；氯甲基甲基醚 

2921.44.00ex ４–氨基聯苯；４–氨基聯苯鹽酸鹽 

2921.45.00ex 

２–萘胺(β－萘胺)；２–萘氨(β－萘胺)醋酸

鹽；２–萘胺(β－萘胺)鹽酸鹽 

2929.90.00ex α–氰溴甲苯 

2931.00.30 有機汞化合物 

3301.90.11ex 
鴉片之萃取含油樹脂 

3403.19.90ex 

潤滑製劑，含有多氯聯苯、多氯萘、多氯聯三苯或

六氯（代）苯，（以石油或自地瀝青所得之油為基

本成分且其重量在 70%及以上者列入第 2710 節） 

3404.90.90ex 由多氯聯苯或多氯萘之混合物組成之蠟 

3604.10.10 玩具烟火 

3604.10.20 玩具以外之烟火 

3604.90.90 其他烟火製品 

3813.00.00ex 

滅火器配藥，含有三氟一溴甲烷（海龍 1301）、二

氟一氯一溴甲烷（海龍 1211）或四氟二溴乙烷（海

龍 2402）者 

3824.90.23ex 

非屬礦物油之電容器油，（含多氯聯苯、多氯萘、

多氯聯三苯或六氯（代）苯） 

3824.90.99ex 多氯聯苯 

8112.92.22 其他混合五金廢料 

8424.10.00ex 

滅火器，含有三氟一溴甲烷（海龍 1301）、二氟一

氯一溴甲烷（海龍 1211）或四氟二溴乙烷（海龍 2402）

藥劑者 

8548.10.10 廢鉛酸蓄電池及耗損鉛酸蓄電池 

2. 管制出口貨品 

CCC 號列 說明 

0208.90.20ex 狗肉，生鮮、冷藏或冷凍 

0301.91.00 

活鱒（褐鱒、麥克鈎吻鱒、克氏鈎吻鱒、黃鈎吻鱒、

吉利鈎吻鱒、阿帕契鈎吻鱒及金腹鈎吻鱒） 

0302.11.00 

鱒（褐鱒、麥克鈎吻鱒、克氏鈎吻鱒、黃鈎吻鱒、吉

利鈎吻鱒、阿帕契鈎吻鱒及金腹鈎吻鱒），生鮮或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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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0302.12.10 

太平洋鮭（紅鈎吻鮭、細鱗鈎吻鮭、鈎吻鮭、大鱗鈎

吻鮭、銀鈎吻鮭、馬蘇鈎吻鮭及玫瑰鈎吻鮭），生鮮

或冷藏 

0302.12.20 大西洋鮭及多瑙河鮭，生鮮或冷藏 

0302.19.00 其他鮭鱒科，生鮮或冷藏 

0303.11.00 
冷凍紅鈎吻鮭，肝及卵除外 

0303.19.00 

其他冷凍太平洋鮭（細鱗鈎吻鮭、鈎吻鮭、大鱗鈎吻

鮭、銀鈎吻鮭、馬蘇鈎吻鮭及玫瑰鈎吻鮭），肝及卵

除外 

0303.21.00 

冷凍鱒（褐鱒、麥克鈎吻鱒、克氏鈎吻鱒、黃鈎吻鱒、

吉利鈎吻鱒、阿帕契鈎吻鱒及金腹鈎吻鱒） 

0303.22.00 冷凍大西洋鮭及多瑙河鮭 

0303.29.00 其他冷凍鮭鱒類 

0304.10.50 生鮮或冷藏鱒魚片及魚肉（不論是否經剁細） 

0304.10.90ex 生鮮或冷藏鮭魚片及魚肉（不論是否經剁細） 

0304.20.20ex 冷凍鮭魚片 

0304.20.30 冷凍鱒魚片 

0305.30.90ex 乾、鹹或浸鹹鮭鱒之切片，但未燻製 

0305.41.00 

燻製太平洋鮭（紅鈎吻鮭、細鱗鈎吻鮭、鈎吻鮭、大

鱗鈎吻鮭、銀鈎吻鮭、馬蘇鈎吻鮭及玫瑰鈎吻鮭），

大西洋鮭及多瑙河鮭 

0305.49.30 燻製鱒魚 

0305.69.10 鹹薩門魚 

0602.90.10ex 

含有毒品成分之菇類菌種（其成分係指行政院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例」第二條第三項公告之各級毒品） 

1211.90.60 青木香 

1211.90.91ex 廣防己；關木通；馬兜玲；天仙藤 

1404.90.99ex 

含有毒品成分之菇類產品（其成分係指行政院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例」第二條第三項公告之各級毒品） 

1604.11.00 

已調製或保藏鮭類，整條或片塊（剁碎者除外），冷

凍者；已調製或保藏鮭類，整條或片塊（剁碎者除

外），罐頭；其他已調製或保藏鮭類，整條或片塊（剁

碎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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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19.90ex 

已調製或保藏鱒魚，整條或片塊（剁碎者除外），冷

凍者；已調製或保藏鱒魚，整條或片塊（剁碎者除

外），罐頭；其他已調製或保藏鱒魚，整條或片塊（剁

碎者除外） 

2903.51.00 １，２，３，４，５，６–六氯環己烷 

2921.44.00ex ４–氨基聯苯；４–氨基聯苯鹽酸鹽 

2921.45.00ex 

２–萘胺(β-萘胺)；２–萘胺(β 萘胺)醋酸鹽；２–

萘胺(β 萘胺)鹽酸鹽 

8710.00.00 

坦克車與其他裝甲機動作戰用車輛及其零件，不論已

否裝有武器 

8906.00.10 軍用艦艇 

9301.11.00 自力推進者；大砲武器 

9301.19.00 
其他大砲武器 

9301.20.00 

火箭發射台；火焰投擲器；榴彈發射器；魚雷管及類

似投射器 

9301.90.00 
其他軍用武器 

9705.00.00ex 

武器之收集品及珍藏品；其他具有動物學、植物學、

礦物學、解剖學、歷史學、考古學、古生物學、人種

學或貨幣學價值之收集品及珍藏品 

9706.00.00ex 其他年代超過 100 年之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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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3 

適用特殊防衛措施之產品──瓜地馬拉之措施 

  

SAC 編號 說明 啟動水準 

1806.10.00 含糖或其他甘味料之可可粉 20% 

1901.10.90 其他麥芽精 20% 

2009.80.20 百香果(Passiflora spp.)汁 25% 

2009.80.30 刺番荔枝(Annona muricata)汁 25% 

2009.80.40 濃縮羅望子汁 20% 

2009.80.90 其他未發酵未加酒精之果汁 25% 

2009.90.00 綜合果汁 25% 

2103.10.00 黃豆汁 20% 

2103.20.00 番茄醬與其他番茄調味汁 20% 

2103.30.20 經調製之芥茉 20% 

2104.10.00 湯、肉湯及其調製品 20% 

2209.00.00 醋及醋酸製成之醋替代品 20% 

3506.91.10 

以聚珗胺或聚酯調製之熱塑性

黏著劑，熔點在攝氏 180 度到 240 度 

10% 

9502.10.00 玩偶，無論是否著裝 20% 

9503.41.10 玩具 20% 

9503.60.00 拼圖 20% 

9503.80.00 內含馬達之其他玩具及模型 25% 

9603.29.00 

其他修面刷、髮刷、指甲刷、睫

毛刷及其他人用盥洗用刷等 

20% 

9613.10.00 

以瓦斯為燃料、不可填充之口袋

打火機 

15% 

9613.20.00 

以瓦斯為燃料、可填充之口袋打

火機 

15% 

 

適用特殊防衛措施之產品──中華民國（臺灣）之措施  

 

編號 貨品號列 說明 啟動水準 

1 04090000 天然蜂蜜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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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7081000 生鮮或冷藏之豌豆 30% 

3 07102100 冷凍豌豆 30% 

4 19053100 甜餅乾 30% 

5 19059090 其他第 19.05 節所屬之貨品 30% 

6 20091110 

未發酵、不含添加酒精之天

然、冷凍柳橙汁 20% 

7 20091121 

未發酵、不含添加酒精之濃

縮、十八公斤以上包裝之冷凍柳

橙汁 20% 

8 20091122 

未發酵、不含添加酒精之濃

縮、十八公斤以下包裝之冷凍柳

橙汁 20% 

9 20091910 

未發酵、不含添加酒精之其

他非冷凍天然果汁 20% 

   10 20094121 

未發酵、不含添加酒精、濃

縮、甜度不超過二十度、十八公

斤以上包裝之鳳梨汁 20% 

   11 20094122 

未發酵、不含添加酒精、濃

縮、甜度不超過二十度、十八公

斤以下包裝之鳳梨汁 20% 

   12 20098010 芒果汁 20% 

   13 56050090 

其他纖維製攙金屬之紗，不論是

否經纏繞而成，即紡織之紗或第

54.04 或 54.05 節之扁條或類似

物，經與線形、扁條形或粉末形

金屬併合，或以金屬被覆者 

 20% 

   14 61051000 

棉製男用或男童用襯衫，針織或

鉤針織者 20% 

   15 61091000 

棉製 T 恤、汗衫及其他背心，針

織或鉤針織者 20% 

   16 62034310 

合成纖維製男用或男童用長褲、

膝褲及短褲 20% 

   17 62092000 棉製嬰兒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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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62121090 

其他紡織材料製胸罩，不論是否

針織或鉤針織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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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5  貨品貿易委員會 

 

第 3.15 條之貨品貿易委員會組成如下： 

(a) 就瓜地馬拉而言為其經濟部或其後繼組織；及  

(b) 就中華民國（臺灣）而言，為經濟部（國際貿易局代表）或其

後繼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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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原產地規則 
 

第 4.01 條  定義 

為本章之目的，相關用語定義如下： 

起岸價格：進口貨品價格，包括貨品之保險費及貨品運達進口國

口岸之運費成本﹔ 

離岸價格：出口貨品離開本國口岸之價格，賣方於起運地交貨給

買方之價格，不問運輸方式； 

可替代貨品或材料：為商業目的而可互相替代之貨品或材料，其屬性

實質上完全相同且無法僅由目視予以分辨者﹔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各締約國領域內適用於收益、成本、費用、資產

及負債之紀錄，資訊揭露與財務報表之編製，公認具有共識並獲得實

質授權之原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得涵蓋一般用途之廣泛準則以及詳

細之標準、措施及程序； 

完全於締約國一方之領域內取得或生產之貨品： 

(a) 於該締約國領域內提煉或開採取得之礦物； 

(b) 於該締約國領域內收穫、採摘或採集取得之植物或植物產品； 

(c) 於該締約國領域內出生且飼養之活動物； 

(d) 於該締約國領域內經由狩獵、誘捕、漁撈、採集或捕獲取得之

貨品； 

(e) 於該締約國領域內之活動物取得之貨品； 

(f) 由在該締約國註冊或登記，並懸掛其旗幟之漁船，或由在該締

約國境內設立之公司所租用之漁船，於締約國領海外所捕獲的

魚類、甲殼類或其他海洋生物； 

(g) 於該締約國註冊或登記，並懸掛其旗幟之加工船上，或於該締

約國境內設立之公司所租用之加工船上，使用第(f)款之貨品

所取得或生產之貨品； 

(h) 由該締約國或該締約國之人，於該締約國領海之外所擁有開採

權之海床或底土開採之貨品； 

(i) 於該締約國領域內製造或加工所產生之碎屑及廢料，而僅適於

丟棄或原料之回收者； 

(j) 完全使用上述(a)款至(j)款之貨品，而於締約國領域內所生產

之貨品； 

間接材料：使用於生產、測試或檢驗另一貨品，但並未實際併入於該

另一貨品者；或使用於與貨品生產有關之建築物之維護或設備操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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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包括： 

(a) 燃料、能源、溶劑及催化劑； 

(b) 用於商品測試或檢驗之設備、儀器及必需品； 

(c) 手套、眼鏡、鞋子、服裝、安全設備及必需品； 

(d) 生產工具及模具； 

(e) 用於保養設備及建築物之備用零件及材料； 

(f) 用於生產或用於設備操作或建築物保養之潤滑油、油脂、複合

材料或其他材料；及 

(g) 其他任何未併入該貨品之貨品，但其用途可合理顯示係生產過

程之一部分者﹔ 

材料：用於生產另一貨品之貨品，包括成分、零件、組件及貨品實際

上包含於另一貨品中或屬另一貨品生產過程之貨品； 

生產者：第 2.01 條（一般定義）所定義之「生產者」。 

生產：取得貨品之方式，包括製造、生產、栽植、組裝、加工、採收、

飼養、繁殖、開採、提煉、狩獵、收集、採集、漁撈、誘捕及捕獲。 

貨品之交易價格：貨品之生產者銷售貨品之實付或應付價格，依據關

稅估價協定第一條之原則，並依該協定第八條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

項之原則調整者；而不問該貨品是否係為出口而銷售。為此定義之目

的，關稅估價協定所稱之賣方，係指貨品之生產者。 

材料之交易價格：材料之生產者關於材料交易之實付或應付價格，依

據關稅估價協定第一條之原則，並依該協定第八條第一項、第三項及

第四項之原則調整者；而不問該材料是否係為出口而銷售。為此定義

之目的，關稅估價協定所稱之賣方，係指材料之生產者。 

價格：依關稅估價協定之原則為計算關稅或適用本章所估定之貨品或

材料之價格。 

 

第 4.02 條  適用及解釋文件 

1.為本章之目的： 

(a) 貨品之稅則分類應以統一分類制度為基礎；且 

(b) 認定貨品或材料之價格，應適用關稅估價協定之原則及規範。 

 

2.為本章之目的，關稅估價協定將用於認定貨品之原產地，規定如下： 

(a) 關稅估價協定之原則及規範應依其適用於國際交易之情形適

用於國內交易，如有需要配合情況予以修正；且 

(b) 如本章之規定與關稅估價協定發生牴觸時，就牴觸部份應依本

章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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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3 條  原產貨品 

1. 除本章另有規定外，符合下列情形之貨品視為締約國之原產貨品： 

(a) 該貨物全部在該締約國領域內取得或生產； 

(b) 該貨物完全以本章所認定之原產材料於締約國之一方或雙方

領域內生產； 

(c) 該貨物於締約國一方或雙方以非原產材料所生產，而該材料符

合附件 4.03 規定之稅則分類變更或區域產值含量或其他規

定，且該貨品符合本章所規定之其他相關要件者； 

(d) 該貨物於締約國之一方或雙方領域內生產，生產該貨品所使用

之一項或多項非原產材料，依據統一分類制度歸類為零件，且

因下列因素致未能符合稅則分類變更者，其依第 4.07 條所判

定之區域產值含量應不低於百分之三十五(35%)，且該貨品應

符合本章其他相關規定，但附件 4.03 對該貨品有不同之區域

產值含量規定者，應從其規定： 

(i)     該貨品以未組裝或拆裝之型態進口，而依統一分類制

度之解釋準則第2(a)點規定，被歸類為已組裝之商品； 

(ii) 貨品本身及其零件歸於同一「節」，該「節」之貨名

為該貨物及其零件，且未再進一步細分成「目」；或 

(iii) 該貨品及其零件分類於同一「目」，且由該「目」之

貨名為該貨物及其零件。 

 

 

本款規定不適用統一分類制度所分類之第 61 章至第 63 章貨品。 

 

2.如一貨品已經符合附件 4.03 所列之特定原產地規則，則無須另外要

求其符合第 1項第(d)款所訂定之區域產值含量規定。 

 

3.為本章之目的，以非原產材料所生產之貨品，而符合附件 4.03 規定

之稅則分類變更及其他規定，其生產必須完全在締約國一方或雙方領

域內，且其貨品必須符合本章相關規定。 

 

4.不論本條其他規定，貨物在締約國一方或雙方領域內如僅進行第

4.04 條所規定之微末作業，除附件 4.03 另有規定外，該貨品不得視為

原產貨品。 

4-3 



 

 

第 4.04 條  微末作業或加工 

下列各項微末作業或加工，不論其係單獨或合併執行，不因此使某一

貨品成為原產貨品： 

(a) 運送或儲存期間所必要之保存作業（包括晾乾、通風、乾燥、

冷藏、冷凍、去除受損部分、敷油、塗防鏽漆或保護層、加鹽、

二氧化硫或其他水溶液）； 

(b) 清潔、清洗、過濾或篩選、搖動、選擇、分級或分等、揀選、

去皮、剝殼或加條紋、去除粒狀、去核、擠壓或壓碎、浸漬、

除塵或分離、分類、運送分裝、包裝歸類、於產品及其包裝上

加上記號、標籤或區別符號、包裝、拆裝或重新包裝等簡單作

業； 

(c) 貨品之組合或混合作業，未使組合後或混合後之貨品或混合貨

品之特性造成重大差異者； 

(d) 將零件以簡單之接合或裝配或組裝之方式，成為一套或一組完

整之貨品； 

(e) 簡單之稀釋作業或離子化及鹽醃，未改變該貨品之本質者；及 

(f) 屠宰動物。 

 

第 4.05 條  間接材料 

間接材料不論其製造及生產地點為何，應被視為原產材料，而該等材

料之價格應為貨品生產者之會計紀錄所登載之成本價格。 

 

第 4.06 條  累積 

1.締約國僅得將締約國雙方領域之原產貨品累積認定原產地。 

 

2.以締約國之原產材料或原產貨品生產締約國他方之貨品，該貨品之

原產地應屬最後完成生產之締約國。 

 

3.一貨品係於締約國之一方或雙方領域內，由一位或數位生產者所生

產者，即屬原產貨品，惟該貨品應符合第 4.03 條及本章其他所有相關

規定。 

 

第 4.07 條  區域產值含量 

1.貨品之區域產值含量以下列方式計算： 

RVC=   [(TV – VMN)/TV]*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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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C：指區域產值含量，以百分比表示； 

TV：指貨品之交易價格，但本條第 2 項另有規定外，該價格應調整至

以離岸價格為基礎。如無法依關稅估價協定第一條之原則及規定認定

時，則應依該協定第 2條至第 7條規定之原則與規則計算之；且 

VMN：非原產材料之交易價格，除本條第 5項另有規定者除外，該價格

應調整至以起岸價格為基礎。如無法依關稅估價協定第 1 條之原則及

規定認定時，則應依該協定第 2條至第 7條規定之原則及規則計算之。 

 

2.如貨品非由該貨品生產者直接出口時，其價格應調整到以買方在生

產者所在國家內收到貨品時之價格。 

 

3.如以區域產值含量認定貨品之原產地時，應符合附件 4.03 特定原產

地規則要求之百分比。 

 

4.計算區域產值含量之各項成本紀錄，應依生產該貨品之締約國國內

之一般公認之會計原則予以登錄並保存。 

 

5.締約國之生產者在締約國領域內取得之非原產材料生產貨品者，該

非原產材料之價格應不包括運費、保險費、裝箱費用及將材料自供應

商倉庫運送至生產者所在地點的任何其他費用。 

 

6.為計算區域產值含量，使用於生產貨品之非原產材料之價格，不包

括用於生產原產材料所使用之非原產材料之價格。 

 

第 4.08 條  微量條款 

1.使用於生產貨品之所有非原產材料未符合附件 4.03規定之稅則

分類變更，且所有未符合部分之價格總計不超過依據第 4.07 條之

規定所認定交易價格之百分之十（10%）者，該貨品仍應視為原產

貨品。 

 

2.歸屬於統一分類制度所分類之第 50 章至第 63 章貨品時，前項

之百分比係指使用於生產該貨品之纖維及紗占貨品重量之比重。 

 

3.第 1 項規定，不適用歸類於統一分類制度第 1 章至第 27 章之非

原產材料，但該非原產材料與依據本條規定認定為原產地貨品分

屬不同之「目」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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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9 條  可替代性貨品與材料 

1.生產貨品所使用之原產或非原產可替代性貨品或材料，生產商得按

每項貨品或材料逐一認定原產地，或依下列存貨管理方法擇一認定原

產地： 

(a) 先進先出法； 

(b) 後進先出法；或 

(c) 平均法。 

 

2.如原產或非原產之可替代性貨品或材料存於倉庫時已混合，或已經

物理上結合，且除卸貨、再裝貨、或在出口前為保持貨品於良好狀態

或為運輸貨品至締約國他方之領域而作之必要移動外，未於其混合或

物理結合所在締約國之領域經過任何生產作業或加工者，該貨品或材

料應依照前項存貨管理方式擇一認定原產地。 

 

3.前項所載存貨管理方式一旦由生產者選定，須於該生產者會計年度

中全年採行。 

 

第 4.10 條  套裝或組裝貨品 

1.依據統一分類制度解釋準則第 3 點之規定而分類之套裝或組裝貨

品，以及統一分類制度載明屬於套裝或組裝之貨品，如套裝或組裝品

內之每一組件均符合本章及附件 4.03 之原產地規則者，應認定為原產

貨品。 

 

2.不問第 1項之規定，如組成套裝或組裝品之所有非原產組件之價格，

依據第 4.07 條第 1項或第 2項規定之計算基準調整，其價格未超過第

4.08 條第 1項所列之比重者，該套裝或組裝品應視為原產貨品。 

 

3.本條規定如與附件 4.03 特定原產地規則不同者，依本條規定。 

 

第 4.11 條  附件、備用零件及工具 

1.與貨品一同交貨且習慣上成為該貨品之一部份之附件、備用零件及

工具，如符合下列條件者，在認定生產該貨品之所有非原產材料是否

符合附件 4.03 規定之稅則分類變更時，應不予列入認定： 

(a) 附件、備用零件或工具未與貨品分別開立發票；且 

(b) 附件、備用零件及工具之數量及價格，應合乎該貨品之慣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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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適用區域產值含量之規定，在計算該貨品之區域產值含量時，其

附件、備用零件及工具之價格應依情形視為原產或非原產材料計算區

域產值。 

 

3.未符合上述條件之附件、備用零件及工具，應依本章規定分別並分

開判定其原產地。 

 

第 4.12 條  零售之包裝材料及容器 

1.零售貨品用之包裝材料及容器，依照統一分類制度如與該貨品歸於

同一之稅則號列，在認定該貨品之所有非原產材料是否符合附件 4.03

所規定之稅則分類變更規則時，應不予列入考慮。 

 

2.如貨品適用區域產值含量之規定，在計算貨品之區域產值時，其包

裝材料及容器之價值應依個案計入為原產地材料或非原產地材料。 

 

第 4.13 條  為運輸需要之容器及包裝材料 

在認定下述事項時，該貨品為運輸需要所使用之裝箱材料及容

器，應不納入考慮： 

(a) 用於產製該貨品之非原產材料是否符合附件 4.03 規定之

稅則分類變更規定；及 

(b) 該貨品是否符合區域產值含量之規定。 

 

第 4.14 條  過境及轉運 

原產貨品自締約國一方出口至締約國他方，以及運送時經過一個

或數個非締約國領域時，在符合以下規定之情形下，應不失其原

產資格： 

(a) 過境基於地理原因為合理者，或基於國際運輸相關要求

者； 

(b) 貨品非用於過境國家內部之貿易、消費及使用； 

(c) 貨品於運送及暫時儲存期間，除卸貨、再裝貨或其他為

保持該貨物於良好狀態之必要作業外，未經過任何作業

者；且 

(d) 貨品仍為非締約國領域內海關所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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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原產地相關海關作業程序 

第 5.01 條  定義 

1.為本章之目的，相關用語定義如下：  

認證機關：就瓜地馬拉而言，係指經濟部或其繼受機關；就中華

民國(臺灣)而言，係指經濟部國際貿易局或其繼受機關，或國際

貿易局及其繼受機關授權之機關； 

商業性進口：指為銷售或任何商業性、產業性或類似目的而進口

貨品至締約國境內者； 

主管機關：就瓜地馬拉而言，係指經濟部或其繼受機關；就中華

民國(臺灣)而言，係指財政部所屬海關或其繼受機關； 

海關：指依各締約國法律管理及執行關務法規之機關； 

日：依第 2.01 條（總定義）所規定之「日」； 

原產地認定書：指主管機關透過查證程序，驗證某項貨物是否符

合第四章（原產地規則）所規定之原產資格而簽發之書面法律文

件； 

出口人：指締約國領域內從事出口，按本章有義務依第 5.05 條第

1 項第(a)款規定於該締約國境內保存單證及文件之人； 

相同貨品：指物理特性、品質及商譽等各方面均相同之貨品，縱

其外觀稍有差異在所不論，但以該差異不影響依第四章（原產地

規則）對貨品產地之認定者為限； 

進口人：指締約國領域內從事進口、有義務依第 5.05 條第 1 項第

(a)款規定於該締約國境內保存單證及文件之人； 

優惠關稅待遇：依據第 3.04 條(關稅調降表)相關原產貨品所實施

之關稅稅率； 

生產人：指第 2.01 條（總定義）定義；在締約國領域內，有義務

依本章第 5.05 條第 1 項第(a)款規定於該締約國境內保存單證及

文件之人； 

有效原產地證明書：指依第 5.02 條第 1 項規定之格式製作之原產

地證明書，由締約國領域內之貨物出口人依據本章規定及證書申

報說明所填寫、簽章並註明日期，且由出口國認證機關依本章規

定及證明書填報說明認證者； 

 

2.第四章（原產地規則）所規定之定義適用於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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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2條  原產地之認證 

1.為本章之目的，締約國雙方應制定單一格式之原產地證明書，並與

本協定同時生效。該證明書得經締約國雙方同意後修正之。 

 

2.第 1 項之原產地證明書應用以證明自締約國一方出口至締約國他方

之貨物具備原產資格。 

 

3.締約國雙方之認證機構均應要求其境內之出口人或生產人，就每批

出口貨物填寫原產地證明書，並予簽署，以利進口人申請優惠關稅待

遇。 

 

4.填寫並簽署原產地證明書之出口人或生產人應出具切結書，聲明原

產地證明書內容如有不實、錯誤情事，將負擔行政、民事或刑事責任。 

 

5.各締約國之認證機關應基於貨物出口人或生產人提供之資料，證明

該出口人或生產人填寫及簽署之原產地證明書內容完全正確，該出口

人或生產人應為所提供資料之正確性與效力負責，該認證機關並應驗

證出口人或生產人確實位於該締約國境內。 

 

6.各締約國應要求出口締約國之認證機關於原產地證明書加蓋關防、

簽字並註明日期，俾利進口人就該出口貨物申請優惠關稅待遇。原產

地證明書亦應編列序號以利辦識，其序號並應由認證機關加以管理。 

 

7.出口締約國之認證機關應： 

(a) 制定行政程序，以辦理由其出口人或生產人所填寫並簽

署之原產地證明書之認證工作； 

(b) 依進口締約國海關之要求，提供申請適用優惠關稅待遇

之進口貨物原產地相關資料；且 

(c) 在本協定生效前，以書面提供辦理原產地證明書認證之

權責人員及機關名單，以及其簽名式樣與章戳。上述名

單如有變更，應立即以書面通知締約國他方，並於締約

國他方接獲通知日起三十日生效。   

 

8.各締約國應規定，原產地證明書僅能適用於一批輸入該國之單項或

多項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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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各締約國應規定，有效之原產地證明書在認證機關簽署及加蓋關防

之日起一年內均為進口締約國海關所接受。 

 

10.各締約國應規定，不得僅因原產地證明書所列貨物之發票，並非位

於締約國領域內之企業所開立，即拒絕提供優惠關稅待遇。  

 

11.締約國雙方應於本協定生效後之二年間檢討認證程序，以確認

責成出口人或生產人自行認證原產地證明書，是否較由任一機關

認證對雙方更為有利。如經雙方同意，將由出口人或生產人自行

認證原產地，無須由各締約國之認證機關辦理認證。 

 

第 5.03 條  有關進口之義務 

1.各締約國應規定，其進口人欲針對自締約國他方領域進口至該

締約國領域之貨物申請適用優惠稅率時，應： 

(a) 根據有效之原產地證明書，於該國法規規定之進口文件

中，以書面申報該貨物符合原產地規則； 

(b) 於申報時已取得原產地證明書； 

(c) 依海關要求，提供原產地證明書或其影本；且 

(d) 於進口人有理由認定據以報關進口之原產地證明書內容

有誤時，立即申請更正並繳納應付稅款。進口人如在海

關通知前申請更正者，得依據各締約國之法規規定免予

處罰。 

 

2.各締約國應規定，其進口人如有未遵守本章規定情事，得否准

自締約國他方領域進口之貨物適用優惠關稅待遇。 

 

3.各締約國應規定，對符合原產地資格之進口貨物，如進口人未

於進口時申請優惠關稅待遇者，該進口人得於進口貨物放行日起

四個月內，要求返還該貨物因未適用優惠關稅待遇而溢繳之關

稅，惟進口人為上述請求時，應持有原產地證明書，且應檢附下

列文件： 

(a) 聲明貨物進口時符合原產地資格之申請書； 

(b) 原產地證明書或其影本；及 

(c) 海關所要求提供之貨物進口有關文件。 

 

4.如主管機關依據第5.06條規定完成原產地查證並決定否准進口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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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關稅待遇，則縱使進口人已遵守本條規定，仍不能免除渠依該國

法律繳納關稅之義務。 

 

第 5.04 條  有關出口之義務 

1.各締約國應規定，凡已填寫及簽署原產地證明書之出口人或生

產人，應依該國主管機關要求提供該證明書影本。 

 

2.各締約國應規定，凡已填寫及簽署原產地證明書，或提供資料

予其證認機構之出口人或生產人，如有理由相信原產地證明書內

容有誤，應立即將影響原產地證明書正確性與有效性之修正事

項，以書面通知所有接獲該證明書之人及其認證機關，在此情形

下，依據締約國之國內法，出口人或生產人得不因提交錯誤之證

明書或資料而受處罰。 

 

3.各締約國應規定，凡其出口人或生產人提供不實之證明書或資

料，致使出口至締約國他方之貨物得以具備原產資格者，應比照

其關稅法規就進口人申報不實或為不實陳述之違章行為，對該出

口人或生產人課以類似處分。 

 

4.出口締約國之認證機關如接獲第 2 項之通知，應通知進口締約

國主管機關。 

 

第 5.05 條  單證之保存 

1.各締約國應規定： 

(a) 向認證機關提供原產地證明書或資料之本國出口人或生

產人，自其簽署原產地證明書之日起，對於與原產貨物

有關之所有單證及文件，至少應保存五年，包括： 

(i) 與該出口之貨物之採購、成本、價格與支付相關

之單證； 

(ii) 用於生產該出口貨物之所有直接及間接原料之

採購、成本、價格與支付有關之單證；以及 

(iii) 與該出口貨物最終生產方式有關之文件。 

(b) 就輸入該國領域之貨物申請適用優惠關稅待遇之進口

人，應自貨物進口日起，將相關原產地證明書影本及相

關進口文件，至少保存五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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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簽發原產地證明書之出口締約國認證機關，自其發證日

起，應將簽發原產地證明書有關之文件及原產地證明書

影本，至少保存五年。 

 

2.應依第 1 項規定保存單證及文件之貨物出口人、生產人或進口

人，如有下列情形，其應接受原產地查證之進口貨物，締約國得

否准優惠關稅待遇： 

(a) 未依本章及第四章（原產地規則）規定，保存認定該貨

物原產地所須之相關單證或文件；或 

(b) 拒絕接受查閱其單證或文件者。 

 

第 5.06 條  原產地查證程序 

1.進口締約國得透過其主管機關，要求出口締約國之認證機關提

供貨物原產地之相關資料。該主管機關亦得請求該國位於締約國

他方領域內之大使館協助處理。 

 

2.為認定自締約國他方進口，依本協定申請優惠關稅待遇之貨物

是否具有原產資格，締約國主管機關得採行下列方法查證貨物之

原產地： 

(a) 直接對該國領域內之進口人、締約國他方領域內之出口

人或生產人寄發書面問卷或要求提供資料； 

(b) 實地訪查締約國他方領域內之出口人或生產人，以檢視

第 5.05 條規定之單證及文件，並檢查生產系爭貨物所使

用之原料及設備； 

(c) 委託締約國他方領域內之大使館辦理上述實地查證；或 

(d) 其他經締約國雙方同意之程序。 

 

3.就本條而言，為查證原產地對進口人、出口人或生產人寄送之

問卷、要求、箋函、原產地認定書、通知書或其他書面聯繫文件，

凡以下列方式為之者，均應認屬有效： 

(a) 以雙掛號郵寄，或以其他足資證明是項文件確已送達進

口人、出口人或生產人之方式為之； 

(b) 依主管機關請求，經由締約國雙方大使館之正式信函為

之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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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其他締約國雙方同意之方式為之者。 

 

4.第 2 項第(a)款所載之書面問卷或要求應： 

(a) 敘明給予進口人、出口人或生產人妥善填寫並繳回問

卷，或依要求提供資料之期限；該期限自接到通知之日

起算不得少於三十日；及 

(b) 告知進口人、出口人或生產人如未於期限內填復問卷或

提供所要求之資料，海關得拒絕給予優惠關稅待遇。 

 

5.進口人、出口人或生產人收到第 2 項第(a)款之問卷或要求後，

應於第 4 項第(a)款所定期限內妥善填寫並繳回問卷，或對提供資

訊之要求作出回應。進口人、出口人或生產人得於該期限屆滿前，

以書面向進口國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期間最多不超過三十日。進

口締約國不得因申請展延之故而否准優惠關稅待遇。 

 

6.各締約國應規定，即使於規定期限內收到第 5 項所述之答卷或

資料時，該締約國仍得由其主管機關提出後續問卷或要求，請進

口人、出口人或生產人進一步提供資料。於此情形下，進口人、

出口人或生產人應於接獲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填答問卷或回應要

求。 

 

7.進口人、出口人或生產人未妥為答覆問卷，或未於第 5 項及第 6

項規定期限內繳回問卷者，進口締約國得否准受查證貨物適用優

惠關稅待遇，但須送交書面決定予進口人、出口人或生產人，並

敘明作成認定之理由及法律依據。 

 

8.進口締約國於進行第 2 項第(b)款規定之實地查證前，應由其主

管機關先以書面表達訪查意向。通知書須送達欲訪查之出口人或

生產人、欲訪查締約國之認證機關及主管機關；如有必要，亦須

送達欲訪查締約國派駐於進口締約國之大使館。進口締約國之主

管機關應要求受訪查之出口人或生產人提供書面同意文件。 

 

9.第 8 項規定之通知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a) 寄發通知書之主管機關名稱； 

(b) 欲訪查之出口人或生產人名稱； 

(c) 訪查之預定時間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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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訪查之目的與範圍，包括擬查證之明確貨物品名； 

(e) 訪查人員之姓名與職稱；及 

(f) 訪查之法律依據。 

 

10.前項各款資料之變更亦應依第 8 項之規定辦理通知。 

 

11.出口人或生產人未於收到第 8、第 9 項規定之訪查通知書後三

十日內，以書面同意接受訪查者，進口締約國得否准受訪查貨物

適用優惠關稅待遇。但須以書面通知進口人、出口人或生產人，

並敘明否准之理由及法律依據。 

 

12.各締約國應規定，進口人、出口人或生產人接獲第 8、第 9 項

規定之通知書後，得於十五日內以書面通知進口締約國主管機

關、本國之認證及主管機關展延訪查日期，但以一次為限，且展

延期限不得超過接獲通知書之日起六十日，或經締約國雙方同意

之更長期限。 

 

13.締約國雙方不得僅因其訪查經依第 12 項規定遭致展延，即否

准某項貨物適用優惠關稅待遇。 

 

14.各締約國應准許受訪查之出口人或生產人於訪查期間指派兩

名觀察員在場，但不得參與非觀察員所得從事之活動。出口人或

生產人不得以未能覓得觀察員作為展延訪查之理由。 

 

15.各締約國應規定，出口人或生產人應依第 5.05 條第 1 項第(a)

款規定，提供單證及文件予執行查證工作之進口締約國主管機

關。如出口人或生產人未持有該等單證及文件，應要求生產人或

原料之供應商將相關單證及文件送交上述主管機關。 

 

16.進口締約國主管機關於查證進口貨物是否符合區域產值含量

規則、微量條款或第四章（原產地規則）所列之其他規定時，應

採用出口締約國領域內適用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17.完成實地查證時，進口締約國權責機關應製作訪查紀錄，記載

事項應包括查證結果。出口人或生產人得於訪查紀錄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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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主管機關應於原產地查證程序結束後一百二十日內簽發決定

書，載明認定結果、理由與法律依據，並依據第 3 項規定寄交受

查證貨物之進口人、出口人或生產人，以決定貨物是否具備原產

資格。 

 

19.依據查證結果，如經進口締約國認定某進口人、出口人或生產

人有不止一次提供不實之原產地證明書，或不實陳述貨物具備原

產地資格之情事，進口締約國得中止此人所進口、出口或生產之

相同貨物適用優惠關稅待遇，直至確認該人已符合第四章（原產

地規則）規定為止。但上述優惠關稅待遇之中止或恢復應以書面

通知進口人、出口人或生產人，並敘明理由及法律依據。 

 

20.進口締約國主管機關依據其稅則分類，或生產某進口貨物所使

用原料之價格，認定該進口貨物未具備原產資格，且與出口締約

國對稅則分類或原料價格之適用有所歧異時，在進口締約國以書

面通知出口締約國認證機關、貨物進口人、原產地證明書之填寫

與簽署人及貨物生產人之前，其原產地之認定不發生效力。 

 

21.如有下列情形，締約國依前項所為之書面認定，不得適用該項

認定生效日前之進口案件： 

(a) 出口締約國主管機關已就貨物稅則分類或原料價格作成

書面認定，足為當事人所信賴者；且 

(b) 前款之書面認定係於通知進行原產地查證前作成者。 

 

第 5.07 條  預先核定 

1.各締約國主管機關應於貨物進口前，儘速簽發書面之預先核

定。預先核定應依本國領域內之進口人或締約國他方領域內之出

口人或生產人之書面申請，並參據貨物進口人、出口人或生產人

所提供之下列事證及情境簽發： 

(a) 依第四章（原產地規則）之規定，貨物是否具備原產資

格； 

(b) 貨物生產過程中所使用之非原產原料，是否已完成附件

4.03（個別產品原產地規則）所規定之稅則變更； 

(c) 貨物是否符合第四章（原產地規則）與附件 4.03（個別

產品原產地規則）所規定之區域產值含量； 

(d) 締約國他方之出口人或生產人申請預先核定之貨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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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貨物生產過程中所使用原料，其交易價格依據關稅估

價協定之規範與原則之計算結果，是否足以顯示該貨物

符合第四章（原產地規則）與附件 4.03（個別產品原產

地規則）之區域產值含量規定；  

 

2.各締約國應訂定預先核定作業要點，將下列事項納入規範： 

(a) 為審理預先核定申請案件之需，有關進口人應提供必要

資料之義務； 

(b) 在審理過程中，有關主管機關得隨時要求預先核定申請

人提供補充資料之權限； 

(c) 在所有資料均已齊備之情形下，有關主管機關應於一百

二十日內簽發預先核定之義務；及 

(d) 有關主管機關所簽發之預先核定，其內容應完整、有具

體根據及理由。 

 

3.原產地預先核定應自簽發日，或自該核定載明之較後日期起，

由各締約國適用於相關進口貨物，但該預先核定書經依第 5 項規

定修正或廢止者不在此限。 

 

4.如各項事證及情境實質上均屬相同，締約國就原產地之認定，

包括對第四章（原產地規則）條文之解釋與應用，應給予預先核

定之申請人相同待遇。 

 

5.如有下列情形，預先核定得由原簽發機關修正或廢止之： 

(a) 作成該項核定所依據之下列資訊有誤： 

(i) 事證； 

   (ii)  屬核定標的之貨物或其原料之稅則分類；或 

         (iii)   依據第四章（原產地規則）規定所適用之區域產

值含量。 

(b) 原產地預先核定結果不符締約國雙方對第四章（原產地

規則）解釋之共識； 

(c) 預先核定所根據之事證及情境有所變動； 

(d) 為配合第四章（原產地規則）或本章修正之需；或 

(e) 為配合獨立於簽發機關之行政決定、司法判決，或因應

簽發預先核定之締約國法規變更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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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締約國應規定，原產地預先核定之修正或廢止，應自修正令

或廢止令簽發之日起生效，或自明定之較後日期起生效，且不適

用於在該等日期前已發生之進口案件；但已接獲預先核定之當事

人未依照規定要件辦理者，不在此限。 

 

7.各締約國應規定，主管機關針對已簽發預先核定之貨物進行原

產地之查證時，應就下列事項加以評估： 

(a) 出口人或生產人是否已履行預先核定所規定之要件； 

(b) 出口人或生產人之作業流程是否符合簽發預先核定所依

據之事證及情境；及 

(c) 運用相關準則或方法計算區域產值含量時所使用之資料

及計算過程是否均屬正確。 

 

8.各締約國應規定，如經其主管機關認定有未符合第 7 項規定之

情事，該機關得視情況修正或廢止預先核定。 

 

9.各締約國應規定，如其主管機關發現據以簽發預先核定之資料

不實，但接獲預先核定之當事人，可證明渠於提供事證及情境時

已遵行合理注意及誠信原則者，不應處罰。 

 

10.各締約國應規定，申請人為不實聲明或忽略簽發預先核定所需

之重要事證及情境資料，或未能符合原預先核定所規定之要件

時，其主管機關得依內國法對申請人採取懲罰性措施。 

 

11.各締約國應規定，預先核定之持有人僅得於該核定所依據之事

證及情境未變更前使用之。若相關事證及情境已然改變，預先核

定之持有人得提供必要資料，向原簽發機關申請依第 5 項規定修

正或廢止該預先核定。 

 

12.應受原產地查證或正於任一締約國領域內請求行政救濟之貨

物，不得辦理預先核定。 

 

第 5.08 條  保密條款 

1.各締約國應依據內國法，對依本章規定所取得之機密性資料予

以保密，並防止洩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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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本章規定所取得之機密資料，僅得依據各締約國之法律提供

執行與管理原產地認定、關務及稅務等事務之機關。 

 

第 5.09 條  罰則 

各締約國應訂定法規或採行措施，對於違反與本章有關之內國法

令者，課以刑事、民事或行政罰。 

 

第 5.10 條  行政救濟 

1.各締約國對於依第 5.06 條及第 5.07 條所為之原產地認定及原

產地預先核定，應給予其領域內之進口人或締約國他方出口人或

生產人相同之行政救濟權利。 

 

2.任一締約國因未依本章規定期限提供主管機關單證或其他資

料，而決定否准某項貨物優惠關稅待遇時，相關行政救濟案件之

裁定，應僅針對上述違反期限規定問題為之。 

 

3.第 1 項所稱之權利，應至少包括一次獨立於作成原產地認定或

原產地預先核定之人員或機關以外之行政複查程序，並依各締約

國法律，至少針對該原產地認定或預先核定進行一次司法審查，

作為行政救濟程序之最終審查。 

 

第 5.11 條  統一規章 

1.締約國雙方應於本協定生效日前，或之後經雙方同意之任何時

間，透過內國法規，訂定並施行統一規章，以解釋、施行及管理

第四章（原產地規則）、本章及其他經締約國雙方同意之事項。 

 

2.各締約國對統一規章之修正或增訂事項，應於雙方同意後一百

八十日內或其他經締約國雙方協議之期限內實施。 

 

第 5.12 條  合作 

1.各締約國應將下列之決定、措施或核定，並儘可能包括即將施

行者，通知締約國他方： 

(a) 依據本章第 5.06 條規定進行原產地查證所簽發之決定

書，且其依本章第 5.10 條進行之行政救濟程序業經完成

者； 

(b) 進口締約國所為之原產地認定，與締約國他方海關就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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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稅則分類、完稅價格或生產過程中使用之原料價值所

為之核定，有所牴觸者； 

(c) 制定或大幅修正行政管理政策之措施，而可能影響未來

貨物之原產地認定者；及 

(d) 依據本章第 5.07 條規定簽發其之預先核定及其廢止或修

正者。 

 

2.締約國應就下列事項進行合作： 

(a) 為落實本協定、海關間之互助協定、或其他雙方均為締

約國之關務協定，就各國關務法規執行事項進行合作； 

(b) 在可能範圍內，為促進雙邊貿易，就關務事項進行合作，

諸如進出口統計資料之蒐集與交換及資訊交換等； 

(c) 在可能範圍內，就海關程序有關文件之蒐集與交換進行

合作；及 

(d) 在可能範圍內，於認定貨物原產地時，進口締約國海關

得要求出口締約國之主管機關(瓜地馬拉)或認證機關

(中華民國(臺灣))於其國內進行調查，並提供調查報告。 

 

5-12 



 

第六章  防衛措施 

第 6.01 條  定義 

為本章之目的，相關用語定義如下： 

防衛協定：指世界貿易組織協定之「防衛協定」、其修訂或任何

後繼協定； 

嚴重損害之虞：依防衛協定之定義； 

主管調查機關：為本章之目的，主管調查機關如下： 

(a) 中華民國(臺灣)部分，經濟部貿易調查委員會，或其繼受機

關； 

(b) 瓜地馬拉部分，經濟部或其繼受機關。 

緊急情況：係指如延遲採取防衛措施，將造成難以彌補之損害情況； 

嚴重損害：依防衛協定之定義； 

防衛措施：係指所有依照本章之規定所採取之關稅措施，惟不包括依

照在本協定生效前已展開程序所實施之防衛措施
1
； 

國內產業：係指一締約國領域內同類或直接競爭產品之生產者整體，

或其同類或直接競爭產品合計產量占國內總生產量主要部分之生產

者； 

過渡期：係指本協定生效日起十年期間，惟如採行防衛措施締約國之

附件(3.04)附表（消除關稅）規定該締約國消除該貨品關稅者超過十

年以上期間者，過渡期係指該附表所載該貨品之關稅消除期間。 

因果關係：依防衛協定之定義； 

 

第 6.02 條  雙邊防衛措施 

1.所有實質層面、程序與總體雙邊防衛措施之實施應依本章規定辦

理，並依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十九條、防衛協定及各締約

國相關法規予以補充。 

 

2. 過渡期間，因本協定所訂定之關稅減讓或關稅消除，導致來自一締

約國之產品進口至另一締約國之數量，相對於國內生產量為有增加，

且此種進口為導致生產同類或直接競爭之產品之國內產業遭受嚴重損

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者，締約國得依據本章規定程序實施防衛措施。 

                                                 

1 締約國了解，關稅配額或數量管制均非為允許之防衛措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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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濟或防止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所需之必要程度內，進口產

品之締約國得： 

(a) 暫停依本協定規定進一步調降該產品之任何關稅稅率；或 

(b) 提高該產品關稅稅率，惟調高後之關稅不得超過下列二種情

形之較低者： 

(i) 實施措施時適用之最惠國稅率；與 
(ii) 本協定生效實施前一日適用之最惠國稅率。 

 

3.瓜地馬拉應有權延長防衛措施之期間超過第 6.02 條第 4 項規定期

間，至多二年。 

 

4.依第 2項規定實施防衛措施程序時，應遵守下列條件： 

(a) 一締約國對來自另一締約國產品展開擬採取防衛措施之程序

時，應立即以書面通知另一締約國； 

(b) 任何防衛措施最遲應自其程序展開之日起一年內實施，惟依

第 6.04 條第 15 項規定展開者除外； 

(c) 任何防衛措施不得： 

(i) 超過四年，惟依第 6.04 條第 27 至 29 項規定之

程序得額外展延連續四年之期限；或 

(ii) 在過渡期結束之後存續，惟取得產品受防衛措施

影響之締約國同意者不在此限； 

(d) 防衛措施實施次數不限，視需要而定，惟至少須距第一次防

衛措施後相等於其實施期間之一半期間以上； 

(e) 實施臨時防衛措施之期間，應計入本項第(c)款規定最終防衛

措施實施期限； 

(f) 臨時防衛措施未獲最終認定者，應排除於本項第(d)款所定之

限制； 

(g) 防衛措施結束時，適用之關稅稅率應為關稅減讓表所規定者。 

 

5.在緊急情況下，如初步認定有明確證據顯示，締約國他方原產貨品，

因本協定規定之關稅調降或消除而有增加進口之情形，且進口之頻率

及情況構成進口締約國嚴重損害或之虞時，該締約國得依該初步認定

實施臨時雙邊防衛措施，惟該臨時措施之實施期限不應超過二百日。 

 

第 6.03 條  全球防衛措施 

1.各締約國應保留其依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十九條及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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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以及其修訂或後繼規範規定之權利及義務，惟不包含與本協定

不符之補償或報復以及防衛措施之排除。 

 

2.任一締約國依第 1 項規定實施防衛措施時，除符合下列條件外，應

將來自另一締約國之產品進口排除於該措施之外： 

(a) 自另一締約國之進口占總進口實質比重；為決定另一締約國

之進口是否占總進口實質比重，應以最近三年在總進口中所

占比重為準，若該締約國非屬涉案產品之前三名主要供應

者，該等進口一般應不被視為具實質比重；且 

(b) 自另一締約國之進口為所有進口造成之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

害之虞之重要因素；為決定另一締約國之進口是否為造成嚴

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之重要原因，主管調查機關應考量

自該另一締約國之進口占總進口之比重變化，進口數量及其

變化情形等因素。如自該締約國之進口成長率，在進口造成

損害之期間，明顯較同一期間自所有地區總進口成長率為低

時，一般不應被認定為造成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之重

要原因。 

 

3.一締約國依據第 1 項規定展開擬實施防衛措施之程序時，應於十五

日內以書面通知另一締約國。 

 

4.如未事先於可行範圍內儘早以書面通知締約國另一方及提供另一締

約國事先諮商之適當機會，任一締約國不得依第 1 項規定對某一產品

採取限制性措施。 

 

5.如一締約國依本條規定，決定對來自另一締約國之產品採取防衛措

施時，僅限於採取關稅措施。 

 

6.一締約國依本條規定實施防衛措施時，應提供予另一締約國雙方均

同意之貿易自由化之補償，並以可獲得實質相同貿易效果或預估與防

衛措施所收額外關稅等值之關稅減讓方式為之。 

 

7.倘締約國雙方無法就補償達成協議，產品遭受防衛措施之締約國得

實施實質等同於依據第 1項規定實施防衛措施之貿易效果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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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4 條  防衛措施程序之執行 

1.各締約國應確保公平、公正及合理地適用規範一切防衛措施程序之

法令、規章、決定及裁決，應符合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十

九條、防衛協定及其修訂條文或後繼規定規定之承諾。 

 

2.防衛措施程序及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之虞之認定，應委託締約國調

查主管機關進行，並應提供必要資源予國內法授權進行此程序之調查

主管機關，使其得以履行其職責。 

 

3.各締約國應依本章規定，以公平、適時、透明且有效之實施防衛措

施程序。 

 
程序  
 

4.調查主管機關得依其職權，或依國內產業之申請，展開實施防衛措

施程序。調查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採取行動時，應通知國內產業，在其

同意下與其合作進行調查。 

 

5.申請應獲得國內產業 25%之支持。 

 
申請書內容  
 

6.提出申請展開調查之國內產業，應於其申請書中提供於政府機關或

其他來源可公開獲得之資料，倘無上述資料時，應提供其最佳估算及

根據，該等資料包括： 

(a) 指定受理申請之調查主管機關； 

(b) 申請人識別資料及其生產同類或直接競爭貨品之設施地點，

及代表性證明文件； 

(c) 申請人對於同類或直接競爭產品之國內生產佔有率，主張其

代表國內產業之理由，以及佐證文件； 

(d) 進口貨品分類關稅稅目層次對於進口貨品之敘述，如有必

要，則為更為詳細之敘述，以及有效之關稅待遇以及得以將

該貨品與國內貨品相比較之規格與要素； 

(e) 同類或直接競爭貨品之敘述； 

(f) 進口數量及價值； 

(g) 展開防衛措施程序之前三年全年進口資料，以顯示涉案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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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絕對數量或相對於國內生產量之相對數量，有增加事實

之主張； 

(h) 損害原因：列舉及敘述其主張造成損害或有損害之虞之原

因，以及概要說明支持其主張涉案產品相對於國內生產之進

口增加之論據。表示國內產業面臨損害或有損害之虞之性質

與原因之量化及客觀指標，例如銷售量、價格、產量、生產

力、產能利用率、市場佔有率、盈虧及僱用員工數水準之改

變； 

(i) 展開防衛措施程序前三年全年同類或直接競爭產品國內產量

與產值； 

(j) 展開調查及實施防衛措施之申請書； 

(k) 具備可接受通知送達地址與地點之已知進口人與出口人清

單； 

(l) 申請人接受通知送達之地址與地點； 

(m) 申請地點與申請日期；及 

(n) 申請人或法定代表人簽名。 

 
申請書之受理或駁回  
 

7.收到申請書之後，主管調查機關應予以審核並於三十天內決定是否

受理申請。 

(a) 若申請書符合相關要件，調查主管機關應展開調查； 

(b) 若申請書不符合要件，調查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使其得

於十五天內提供額外資料以符合相關要件，此期間得由利害

關係人請求展延同等期間；或 

(c) 若無充足之調查理由，或未符合國內產業支持之代表性，調

查主管機關得述明理由駁回申請書。 

若申請人符合本項(b)款之要件，調查主管機關應於申請人符合要

件之三十天內受理申請，並展開調查或予以駁回。若申請人不符合

要件，調查主管機關應予駁回，惟未來利害關係人仍得提出新的申

請。 

 
展開調查之決定  
 

8.展開調查之決定至少應包含以下資料： 

(a) 註明調查主管機關及作成決定地點與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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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註明申請書及其隨附文件已受理； 

(c) 據以提出申請之同類或直接競爭產品，其國內生產者之個人

或法人名稱，以及通知送達地址； 

(d) 進口貨品分類關稅稅目層次對於進口貨品之敘述，如有必

要，則為更為詳細之敘述，以及有效之關稅待遇以及同類或

直接競爭貨品之敘述； 

(e) 決定之依據； 

(f) 以往代表性期間； 

(g) 利害關係人提出書面主張及相關文件之期間；及 

(h) 其他相關資料。 

 
通知之一般規定  
 

9.程序之通知，連同申請書與文件公開版本副本，應於決定日後十五

天內書面送達。 

 
公告要求 
 

10.調查主管機關展開調查時，應於受理申請後十日內於締約國公報或

全國流通報紙登載展開調查之通知。展開調查之通知應由主管機關以

掛號郵件、信件、傳真或可確定送達之其他方式送達締約國他方。 

 
異議  
 

11.調查主管機關應自通知展開調查之日起給予利害關係人四十五日

之期間，使其得以陳述其立場，並提出證據。調查主管機關得依利害

關係人之請求展延前述期間，惟不得超過三十日。.  

 
前一代表期間  
 

12.以往代表性期間應為認定國內產業承受嚴重損害之認定基礎，並應

由調查主管機關展開調查認定之，必要時並得以修改。 

 

諮商 

 

13.一旦受理申請，希望展開調查之締約國應通知締約國他方，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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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國得於程序期間隨時進行諮商，不受妨礙。 

 

14.諮商期間，締約國得就調查程序相關議題，包含措施之消除及

針對措施廣泛交換意見。 

 

調查期限 

 

15.調查一般應於六個月內完成，於調查主管機關界定之特殊情形

下，應於展開調查後十二個月內完成。 

 

所需資料 

 

16.調查主管機關得要求利害關係人提供各種資料。利害關係人拒

絕提供必要資料或未於調查主管機關所定期間予以配合時，調查

主管機關得依可取得之證據逕行認定。 

 

臨時防衛措施 

 

17.若以合理原因申請臨時防衛措施，且調查主管機關已作成損害

之初步認定，調查主管機關得建議主管機關採取臨時防衛措施。 

 

18.臨時防衛措施之形式為調高關稅，若後續調查並未認定增加之

進口導致國內產業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之虞者，主管機關應依本

章規定立即返還。 

 

損害或損害之虞之證據 

 

19.為執行程序，調查主管機關應儘可能蒐集所有作成決定之相關資

訊，且應評估所有影響該國內產業情況之客觀及具可量化性質之因

素，包括增加之進口相較於相關貨品國內產量之絕對及相對數量及其

成長率、進口增加產品在國內市場之佔有率及銷售、生產、生產力、

設備產能利用率、盈虧及僱用員工數等變化程度情形。調查主管機關

在作成認定時，亦得考量其他經濟因素，諸如價格、存貨及國內產業

所屬廠商募集資本或投資資金能力之變化。 

 
聽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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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所有程序期間，調查主管機關應： 

(a) 於不影響締約國立法之前提並提供合理通知後，並於舉行聽

證十五日前，將舉行日期及地點通知所有利害關係人，包括

進口商、出口商，使其親自或透過代表出席，以就嚴重損害

或有嚴重損害之虞及適當之救濟等提出證據、主張及被聽取

意見。 

(b) 提供所有出席聽證會之利害關係人，就其論據予以交叉詢問

之機會。 

 

21.聽證後，利害關係人得於十五日內向調查主管機關提出書面補

強證據及結論。 

 
機密資料 
 

22.調查主管機關應制定或維持對程序中所提供受國內法令保護之機

密資料處理程序，並要求利害關係人提出非機密性之書面摘要。倘利

害關係人表示無法摘述此項機密資料時，應說明無法作成之理由。除

非具有信服力之方式及適當資料來源證明該資料真實無誤，調查主管

機關得不將該資料列入考量。 

 

23.調查主管機關於程序期間所獲得之資料，如本質上具有機密性，或

其係以機密之基礎提供，而要求保密有正當理由，除提供資料者同意

外，不應予以洩露。 

 
審理及認定  
 

24.除緊急情況及有關易腐性農產品之雙邊防衛措施外，調查主管機關

在進行防衛措施程序作成肯定認定前，應有充分時間蒐集及檢視相關

資訊，並應舉行聽證會及提供所有利害關係人準備及提供意見之適當

機會。 

 

25.最終認定應立即公告在政府公報或全國發行之報紙，並敘明調查之

結果，及所有法令及事實之相關問題之結論與理由。認定公告中應敘

明進口產品、海關稅目、應用之方法及程序之事實認定。理由書中應

列明認定之根據，包括下列說明事項： 

(a) 受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之國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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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認定進口增加，國內產業遭受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

及進口增加導致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等佐證資料；及 

(c) 如國內法令有救濟規定，有關認定與建議之適當救濟程序及

其根據。 

 

26.締約國應確保防衛措施程序之決定得依據其國內法接受締約

國司法審查或行政複查。對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之虞的否定認

定，調查主管機關不應進行修改，惟依該司法審查或行政複查規

定應予修改者不在此限。 

 

防衛措施之延長 

 

27.倘若進口之締約國一方認定，導致實施雙邊防衛措施之理由依

然存在，應於該措施結束至少九十日前，通知締約國他方主管機

關擬予延長之意向，並應證明實施防衛措施之因素仍存續，俾以

依本條規定展開諮商。 

 

28.提出延長防衛措施申請之國內產業應提出產業調整計劃，其中

包含國內產業或相關生產為消除損害或損害之虞的可控制變因。 

 

29.延長之通知及補償，應於實施措施效期截止前，依本條規定提出。 

 

補償 

 

30.依本條規定實施防衛措施之締約國，應提供予他方雙方均同意

之補償，並以防衛措施預估實質相等額外關稅之商業效果的關稅

減讓方式為之。然而補償應不包含對於實施防衛措施之締約國於

本條規定防衛措施生效最初三年內行使暫停關稅減讓或其他實質

相當義務之權利。  
 

31.前項所載三年期間屆滿時，實施防衛措施之締約國應給予機會於屆

滿後九十天內進行諮商。若締約國無法就補償達成協議，產品遭實施

防衛措施之締約國，對於實質等同於依據本條規定實施防衛措施之商

業效果之關稅減讓或其他義務，應可予以暫停，惟應於實施此等措施

之前至少三十天前，以書面通知締約國他方。締約國僅應於可達成實

質相同效果所需最短期間內，實施關稅措施，且締約國他方停止實施

6-9 



 

防衛措施時，應中止該等措施。 

 

第 6.05 條  防衛措施之爭端解決 

任一締約國於締約國他方實施防衛措施前，不得依第 18.07 條（成

立仲裁小組之請求）之規定請求成立仲裁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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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不公平貿易行為 
 

第 7.01 條  反傾銷與平衡稅 

締約國雙方確認，締約國一方針對自他方締約國進口貨品課徵反傾銷
稅與平衡稅時之權利與義務，應符合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
六條及第十六條規定及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六條執行協定
及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 
 

第 7.02 條  實施範圍 

除本章另有規定外，締約國實施反傾銷稅與平衡稅應依據第 7.01 條所
載協定之條文與締約國立法補充規定施行

1
之。 

 

第 7.03 條  主管機關 

本章有關調查與實施之規定，瓜地馬拉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或其繼受

機關，中華民國(臺灣)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及財政部或其繼受機關。 
 

第 7.04 條  諮商 

締約國一方依據本章展開反傾銷或平衡調查之前，得進行諮商以釐清

事實情況，並達成雙方同意之解決方案。 

 

第 7.05 條  國內產業之支持 

締約國主管機關不得發動反傾銷或平衡稅之調查，除非經認定由代表

國內產業所提出之申請案，支持申請案之國內產業，其同類產品生產

量佔明示支持或反對該申請案業者之生產量總和之百分之五十以上。

惟若明示支持申請案之業者生產量低於國內業者總生產量之百分之二

十五，則不得展開調查。 

 

第7.06條  完成調查之最長期間  

締約國一方針對自他方締約國領域進口之產品，發動反傾銷或平衡稅

調查，應於一年內結束調查。在特殊情況，調查期間得予延長，但不

得超過展開調查後十八個月。 

                                                 

1 締約國了解，此並非意謂其必須訴諸世界貿易組織。前述協定之程序應適用於本協定締

約國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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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7條  措施之存續期間 

儘管依據第 7.1 條所列世界貿易組織相關協定之複查權利，締約國一

方針對自他方締約國領域進口之產品，所課徵之任何最終反傾銷稅或

平衡稅，應自課徵日起五年內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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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篇：貿易障礙 
第八章  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 

 

第 8.01 條  定義 

就本章之目的，締約國雙方應採用下列協定或機構所為之定義及詞彙： 

(a) 世界貿易組織協定下之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

協定，以下簡稱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協定； 

(b)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c) 國際植物保護公約；及 

(d) 食品標準委員會。 

 

第 8.02 條  總則 

1.依法負責確保本章所定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以下

簡稱檢驗與防疫檢疫）義務之履行機關，應視為主管機關。 

 

2.締約國雙方應以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協定為基礎，建立本規則與專

業，以指導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之採用及執行。 

 

3.締約國雙方應透過共同合作，防止害蟲、疫病等之傳入或散播，增

進動植物健康及食品安全，以促進貿易。 

 

第 8.03 條  締約國雙方之權利 

締約國得依據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協定： 

(a) 於其境內制訂、採行、維持或執行任何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

但以保護人類、動物或植物生命及健康(食品安全)需要程度

為限；如有科學上之正當理由，該等措施得較國際標準、準

則或建議更為嚴格； 

(b) 執行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係以達到適當保護水準為限；及 

(c) 對出口之植物、動物、其產品與副產品之檢驗與防疫檢疫之

監測進行查證，以確保符合進口國所定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

之規定。 

 

第 8.04 條  締約國雙方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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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之實施，對雙邊貿易不應構成隱藏性之限

制，其目的或效果亦不應造成不必要的阻礙。 

 

2.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應基於科學原理，其維持應有充份理由，

並應依據風險評估結果。 

 

3.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應依據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 

 

4.締約國雙方在相同或類似情況下，其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不應

造成恣意或無理的歧視。 

 

第 8.05 條  國際標準與調和 

為調和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之目的，締約國雙方之管制、檢驗及核可

等程序應依據下列原則： 

(a) 締約國應採用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作為制定其本國之檢

驗與防疫檢疫措施之參考準則； 

(b) 締約國如具有科學上的正當理由，得採行、執行、制定或維

持與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不同或更嚴格之保護水準之檢驗

與防疫檢疫措施； 

(c) 為達更高之調和程度，締約國應遵循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協

定，在植物健康方面，遵循國際植物保護公約；在動物健康

方面，遵循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在食品安全及容許量方面，

遵循食品標準委員會等所訂之準則；及 

(d) 締約國雙方應對動物、植物、其產品及副產品以及食品安全

之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在其管制、檢驗及核可程序上，建立

調和之制度。 

 

第 8.06 條  同等效力 

締約國雙方為於其境內執行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之目的，其管制、檢

驗及核可等程序之實施應依據下列原則： 

(a) 若締約國之一方客觀的向另一方證明其檢驗或防疫檢疫措施

係依據科學資訊及風險評估，而達到締約國他方要求之適當

的檢驗或防疫檢疫保護水準，則縱該等措施有異於締約國他

方所採行者，該締約國他方亦應將此等措施視為與其採行者

具同等效力而接受之。締約國之一方應在締約國他方要求

時，提供合理管道，俾便締約國他方進行檢驗、測試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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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程序；且 

(b) 為確立締約國雙方檢驗或防疫檢疫措施之同等效力，締約國

雙方應協助對方進入其境內執行檢驗、測試及其他相關程序。 

 

第 8.07 條  風險評估及適當的檢驗與防疫檢疫保護水準之決定 

依據相關國際相關組織所訂之準則： 

(a) 締約國雙方應確保其檢驗或防疫檢疫措施，係依據對保

護人類之生命與健康（食品安全）及動物健康或為保護

植物健康之現存風險所做之適當評估而定，並將相關國

際組織所研訂之準則及風險評估技術納入考量； 

(b) 締約國雙方應以世界貿易組織所認可國際組織之準則及

建議為基礎，提供必要管道，俾依現行程序查證及檢驗

與防疫檢疫業務有關之管制、檢驗、核可程序及措施之

執行與相關計畫，評估檢驗與防疫檢疫機關； 

(c) 締約國雙方對一貨品進行風險評估及訂定適當之保護水

準時，應考慮下列因素：  

(i) 現有之科學及技術資訊； 

(ii) 現存之害蟲或疫病； 

(iii) 事關檢疫重要性之害蟲及疫病流行學； 

(iv) 檢驗（食品安全）與防疫檢疫措施之重要管制點 

分析； 

(v) 食品中物理、化學及生物性之危害； 

(vi) 相關生態及環境狀況； 

(vii) 生產程序與方法、檢驗、取樣及測試方法； 

(viii) 檢驗與防疫檢疫機關架構及組織； 

(ix) 保護、疫病流行之監督、診斷及治療等之程序以

確保食品安全； 

(x) 因害蟲或疫病傳入、立足、傳播或散佈所造成之

生產或銷售損失； 

(xi) 滿足進口之締約國降低風險要求之可行的檢疫措

施及處理；及 

(xii) 進口之締約國在其境內防治或撲滅害蟲或疫病之

費用，及其他可降低風險方法之成本效益。 

(d) 為建立及調和適當之保護水準之目的，締約國雙方應避

免採取足以造成歧視或其他隱藏性貿易限制之恣意或無

理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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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相關的科學證據不足以進行風險評估，締約國得依現

有有關資訊，包括本章所述之相關國際組織的資訊，採

用檢驗與防疫檢疫暫行措施。惟在此情況下，締約國雙

方應設法取得更多必要之資訊以進行客觀之風險評估，

並應在合理期限內檢討該等措施；為達此目的，應遵循

下列程序： 

(i) 採行暫行措施之進口之締約國，應於採行該措施

後三十日內要求締約國他方提供必要之技術資

訊以完成風險評估，而締約國他方應提供該等資

訊。如締約國他方未提供所需之資訊，該暫行措

施應繼續維持；如於上述期限內，進口之締約國

未要求締約國他方提供資訊，該暫行措施應予撤

銷； 

(ii) 進口之締約國要求提供資訊，而締約國他方已提

供此資訊，則進口之締約國應於上述資訊提供後

六十日內，對暫行措施作出檢討、撤銷或確定採

行之決定。必要時，進口之締約國得延長該期限； 

(iii) 進口之締約國在收到資訊後得要求締約國他方

說明所提供之資訊； 

(iv) 進口之締約國應允許出口之締約國提出意見，並

在總結風險評估時將其意見納入考量；及 

(v)   於採行或修正檢驗或防疫檢疫暫行措施時，應立

即透過依據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協定所設立之

通知機關通知締約國他方。 

(f) 如風險評估之結果顯示無法接受產品之進口，則應以書

面通知有關作此決定之科學依據；及 

(g) 如締約國之一方有理由相信締約國他方所訂定或維持之

檢驗或防疫檢疫措施，對其出口造成或可能造成限制，

而該措施並非依據相關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而制訂，

或該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不存在時，得要求對方對維

持該項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之理由提出說明；維持該措

施之締約國主管機關應於收到對方詢問後六十日內，提

出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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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08 條  害蟲或疫病非疫區及低流行疫區之認定 

1.締約國雙方應依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並考量地理條件、生

態系、流行學之監測及該地區之檢驗與防疫檢疫防治措施之成效

等因素，認定害蟲或疫病之非疫區及低流行疫區。 

 

2.締約國之一方宣稱其境內為特定害蟲或疫病之非疫區者，應向

進口之締約國客觀地證明上述情況，並依其主管機關所採行之檢

驗與防疫檢疫措施，確保非疫區之維持。 

 

3.締約國之一方如有意獲得特定害蟲或疫病非疫區之認定，應向

締約國他方提出請求及提供相關科學及技術資訊。 

 

4.締約國之一方收到締約國他方請求非疫區認定時，得進行檢

驗、測試或其他查證程序。倘拒絕其請求，應以書面敘明該決定

之技術理由。 

 

5.締約國雙方得進行諮商，以對認定害蟲或疫病非疫區或低流行

疫區所需特定條件達成協議；有鑑於目前尚無國際標準以認定害

蟲或疫病低流行疫區，締約國雙方同意在相關國際標準建立前，

暫不執行低流行疫區之認定。 

 

第 8.09 條  管制、檢驗與核可程序 

1.締約國雙方應依本章規定，遵守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協定附件 C

有關管制、檢驗與核可程序之規定，包括在食品、飲料及飼料中

核可使用添加物或訂定污染物之容許量。 

 

2.當出口之締約國主管機關第一次要求進口之締約國主管機關對

其境內之生產設施或生產程序進行查驗時，進口之締約國主管機

關應於完成審閱及評價必備文件與資訊及完成進口之締約國要求

之風險評估後一百日內進行查驗。前述期限倘有正當理由，得經

雙邊協議後予以延長。進口之締約國主管機關應於查驗完成後九

十日內，以書面將查驗結果通知出口之締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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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10 條  透明化 

1.締約國各方擬採取或修正檢驗或防疫檢疫措施時，應通知下列事項：  

(a) 上述措施之採行及修正。並應依據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協定

附件 B之規定，提供該措施之資訊，並應實施相關之調整； 

(b) 對締約國雙方貿易具有重大影響之檢驗或防疫檢疫措施之改

變或修正，應在該新規定生效前六十日，通知締約國他方，

以便其提出意見。依據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協定附件 B 之規

定，前述要求不適用於緊急狀況； 

(c) 動物疫情之改變，如發生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之動物衛生法典

所列疾病時，應在疾病確診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 

(d) 植物疫情之改變，如發生植物檢疫害蟲及疫病，或在官方防

治下之檢疫害蟲及疫病傳播時，應在疫情證實後七十二小時

內通知；及 

(e) 疾病之爆發，經科學證據顯示係因食用進口之食品不論自然

或加工者所致。  

 

2.締約雙方應以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協定設立之通知機關及查詢

點作為溝通管道。若採行緊急措施，則採行措施之締約國應立即

以書面方式通知締約國他方，並簡要敘明採取該項措施之目的、

依據及問題之性質。 

 

3.依據第 16.02 條（資訊中心）規定，締約國之一方對締約國他

方合理之要求提供資訊，應予回覆，並依據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

協定附件 B 第三項規定之原則，提供相關文件。 

 

第 8.11 條  技術諮商 

1.締約國一方在必要時，得向締約國他方要求進行與本章內容有

關適用與詮釋之諮商。 

 

2.締約國一方認為締約國他方之檢驗與防疫檢疫措施與本章規範

不一致者，應負舉證之責任。 

 

3.如締約國一方要求諮商，應通知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

疫措施委員會。該委員會應協助進行諮商，必要時，交付特別工

作小組以提供技術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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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當締約國雙方根據本條規定訴諸諮商，但未獲滿意結果時，在

締約國雙方同意下，該諮商應構成第 18.05 條（諮商）所示之諮

商。 

 

第 8.12 條  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委員會  

1.締約國雙方茲設立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委員會

（委員會），如附件 8.12。 

 

2.委員會應處理與本章有關事項，並在不牴觸第 17.05條(委員會)

下，執行下列功能： 

(a) 推動相關措施以培訓專業技術人員； 

(b) 促進締約國雙方積極參與國際組織；及 

(c) 建立並更新食品安全與動植物健康有關方面之專家資料庫，

以執行第 17.06 條(專家小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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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12  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委員會 

 

依據第8.12條第一項規定成立之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

委員會應由下列單位組成： 

(a) 在瓜地馬拉方面，為經濟部、農牧食品部，以及公共衛生與社會

協助部，及 

(b) 在中華民國(臺灣)方面，為農業委員會、衛生署及經濟部，分別

由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食品衛生處及標準檢驗局代表。 

 

或上述單位之繼受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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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標準、度量衡及授權程序 
 

第9.01條  定義 

1.為本章之目的，相關用語定義如下： 

行政駁回：進口締約國之行政部門行使其權限對不符合其技術性

法規、符合性評估程序或度量衡規定之貨品禁止進入其領域之行

為； 

風險評估：對合法目的所可能造成潛在負面影響且可能阻礙貿易之評

估； 

授權程序：為生產、銷售、或用於既定目的或既定條件之貨品取得登

錄、許可證或其他核准等之任何強制性之行政程序； 

可比較之情況：為達合法目的所提供相同安全水準及保護程度之情況； 

符合性評估程序：直接或間接用以判定是否符合技術性法規或標準相

關之任何程序，該程序包括取樣、試驗、檢驗、評估、證明、符合性

保證、登錄、認證、認可以及前述各項之綜合； 

國際標準：國際標準化機構所採納且公開之一種標準、指南或建議； 

國際標準化或度量衡機構：會員資格至少開放給世界貿易組織全體會

員之標準化或度量衡機構；包括國際標準化組織、國際電工委員會、

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國際法定計量組織、國際放射性單位及量測委

員會或其他經雙方指定之標準化或度量衡機構； 

合法目的：國家安全需要、欺騙行為之預防、人類健康或安全、動物

或植物生命或健康、或環境之保護； 

使相容：將不同標準化機構所制定相同範圍之不同標準相關措施，調

整至相同水準，使此等不同標準相關措施彼此等同、相當或具有足以

使貨品彼此替換使用或達成相同目的之效果； 

標準：經公認機構認可並供共同且重覆使用，但不具強制性之產品或

相關製程及生產方法之規則、指南或特性之文件。該文件亦得包括或

僅處理適用於產品、製程或產製方法之專門術語、符號、包裝、標記

或標示規定； 

標準化措施：符合性評估之規則、技術性法規或程序； 

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指世界貿易組織下之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及 

技術性法規：規定產品特性或其相關製程及產製方法，包括適用具強

制性之管理規定之文件；該文件亦得包括或僅處理適用於產品、製程、

或產製方法之專門術語、符號、包裝、標記或標示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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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前述第 1 項所定義之名詞外，締約國雙方應適用國際標準化組織

／國際電工委員會指南二 1996年版：「標準化及相關活動－一般詞彙」

之用語。 

 

第9.02條  總則 

除遵守世界貿易組織協定之規定外，締約國雙方應適用本章之規定。 

 

第 9.03 條  適用範圍 

1.締約國雙方所採納之標準、授權程序及度量衡措施，以及可能

直接或間接影響雙方產品貿易之相關措施，均適用本章之規定。 

 

2.本章之規定不適用於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 

 

第 9.04 條  基本權利與義務 

採行標準化措施之權利 

1.締約國均得擬定、採行、適用及維持： 

(a) 符合本章規定之標準、授權程序及度量衡等措施；及 

(b) 使締約國得以達成合法目的之技術性法規及符合性評估

程序。 

 

不必要之障礙 

 

2.締約國擬定、採行、適用及維持標準、授權程序或度量衡等措施時，

不得以對締約國他方造成不必要之貿易障礙為目的或產生該等效果。 

 

不歧視待遇 

 

3.締約國對其標準、授權程序及度量衡等措施應對締約國他方之產品

給予國民待遇，並給予不低於對來自任何國家同類產品之待遇。 

 

使用國際標準 

 

4.於擬定或實施標準、授權程序及度量衡等措施時，締約國應使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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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或即將完成之國際標準或其相關部分，除非該等國際標準由於氣

候、地理、技術或基礎設施或經科學證實之理由等無法有效或不適於

達成國家之合法目的。 

 

第 9.05 條  風險評估 

1.為追求其合法目的，締約國於進行風險評估時，應考量下列因

素： 

(a) 國際標準化或度量衡機構所執行之風險評估； 

(b) 現有之科學證據或技術資訊； 

(c) 相關處理技術；或 

(d) 產品所預定之最終用途。 

 

2.締約國一方建立其適當保護程度，並進行風險評估時，如其措

施將產生下列情形，則於該保護程度下，應避免對同類產品作出

恣意或無正當理由之措施： 

(a) 對締約國他方之產品造成恣意或無正當理由之歧視； 

(b) 對締約國雙方間之貿易造成隱藏性之貿易限制；或 

(c) 對於相同條件下具相同風險程度及相似利益且有相同使

用目的之同類產品造成歧視。 

 

3.締約國一方經要求時，應提供締約國他方其風險評估程序之文

件、風險評估考慮之因素及依第 9.04條所界定之保護程度等資訊。 

 

第 9.06 條  相容及同等效力 

1.在不影響本章所賦予之權利下，並考量標準及度量衡方面之國

際活動，締約國雙方應在不減低對人類、動植物生命健康、環境

及消費者之安全或保護水準下，儘可能促使雙方之標準及度量衡

等措施彼此相容。 

 

2.在與締約國他方合作下，如進口之締約國認為出口之締約國技

術性法規可適切地達成進口方之合法目的時，該進口之締約國應

接受出口之締約國所採行之技術性法規與國內技術性法規具有相

當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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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口之締約國於出口之締約國提出要求時，應以書面說明其無

法依本條第 2 項規定接受出口方之技術性法規與國內技術性法規

具相當效力之理由。 

 

第9.07條  符合性評估程序 

1.締約國各方所擬訂、採行及適用之符合性評估程序，應使締約國他

方同類產品於利用該程序時，在可比較之情況下，享受不低於其賦予

本國同類產品或來自任何其他國家之同類產品之待遇。 

 

2.關於符合性評估程序，締約國應確保： 

(a) 基於不歧視原則，儘速展開及完成該等程序； 

(b) 公布各項程序所需之手續及正常作業時間；或依請求，

將該資訊告知申請人； 

(c) 要求主管機關於收到完整之申請文件時，應立即審查，

並將評估之結果儘速以確實完全的通知申請人，俾供申

請人於必要時採取補正措施；即使申請有瑕疵，主管機

關仍應依申請人之請求，在可能範圍內進行符合性評估

作業；申請人並得提出請求告知申請人評估程序之進展

狀況及解釋任何可能延遲之原因； 

(d) 僅要求評估符合性及估算費用所需要之資料； 

(e) 對符合性評估程序或其他因該程序所取得有關締約國他

方產品之機密資料，給予與國內產品之資料同樣方式之

尊重，以保護其合法之商業利益； 

(f) 在顧及申請人之設施地點與符合性評估機構地點不同所

產生之連繫、運輸及其他成本之情形下，對來自締約國

他方產品進行符合性評估所收取之任何費用，應與相較

於對本國同類產品進行符合性評估所收取之費用相當； 

(g) 確保進行符合性評估程序所使用之場地及取樣程序，不

至於對申請人或其代理人造成不必要之不便； 

(h) 產品經認定符合適用之技術性法規或標準後而修改其規

格者，修改後產品之符合性評估程序，限於確保該產品

仍符合技術性法規或標準之範圍；及 

(i) 建立對符合性評估程序之作業所提出申訴之審查程序，

並於申訴合理時，予以改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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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促進貿易便捷化，締約國一方對於締約國他方提出就相互承認符

合性評估程序協定展開諮商之請求，應給予有利之考量。 

 

4.在可行之範圍內，如締約國他方可以提供與自己境內符合性評估程

序同樣充分之值得信賴程度且相關產品已符合己方適用之技術性法規

或標準，則締約國一方應接受在締約國他方境內所執行符合性評估程

序之結果。 

 

5.為加強符合性評估結果可信度，在依據本條第 4 項規定接受有關符

合性評估程序結果之前，締約國雙方得就評估機構之技術能力進行諮

商，包括透過諸如認證等方式以確保該等機構之運作符合相關國際標

準。 

 

6.基於雙方利益，締約國各方就認證、認可或承認，應以不低於對待

己方符合性評估機構之待遇給予締約國他方符合性評估機構。 

 

7.締約國得利用於締約國領域內經認證之機構之能力及技術基礎架構

執行符合性評估程序。 

 

第 9.08 條  授權程序 

1.締約國各方所擬訂、採行及適用之授權程序，應使締約國他方

同類產品於利用該授權程序時，在可比較之情況下，享受不低於

對待其賦予本國同類產品或來自任何其他國家同類產品之待遇。 

 

2.關於授權程序作業，締約國應確保： 

(a) 基於不歧視原則，儘速展開及完成該等程序； 

(b) 公布各項程序所需之手續及正常作業時間；或依請求，

將該資訊告知申請人； 

(c) 要求主管機關於收到完整之申請文件時，應立即審查，

並儘速將授權之結果確實完全的通知申請人，俾供申請

人於必要時採取補正措施；即使申請資料涉有瑕疵，主

管機關仍應依申請人之請求，在可能範圍內進行授權程

序作業；申請人並得請求告知申請人程序之階段及任何

之原因予以說明； 

(d) 僅要求授權及估算費用所需要之資料； 

(e) 對授權程序或其他因該程序所取得有關締約國他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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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密資料，給予與國內產品之資料同樣方式之尊重，

以保護其合法商業利益； 

(f) 在顧及申請人設施地點與授權機構地點不同所產生之連

繫、運輸及其他成本之情形下，對來自締約國他方產品

進行授權程序所收取之任何費用，應與對本國同類產品

進行授權所收取之相關費用相當；及 

(g) 建立對授權程序之作業所提出申訴之審查程序，並於申

訴合理時，予以改正之。 

 

第9.09條  度量衡 

締約國各方應儘可能確保依據國際度量衡局及國際法定計量組織建議

之標準及量測儀器校正之書面追溯，符合本章之規定。 

 

第 9.10 條  通知 

1.若無相關國際標準，或擬議之技術性法規及符合性評估程序所

含技術內容不符合相關國際標準，且上述技術性法規對締約國雙

方之貿易有重大影響時，締約國應於前述擬實施之技術性法規採

行前至少六十日，以書面通知締約國他方，以利締約國他方之相

關團體可以在此期間內提出意見及要求進行討論；通知之締約國

一方並應將此意見及討論結果納入考量。 

 

2.締約國一方面臨安全、衛生、環境保護或國家安全等緊急問題

或威脅時，得省略提前通知之程序；但一旦採行後，仍應通知締

約國他方。 

 

3.本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內所述之通知，應遵循技術性貿易障礙協

定之模式。 

 

4.本協定生效後三十日內，締約國雙方應相互通知其所指定負責

本條款通知之單位。 

 

5.締約國一方應以書面通知締約國他方有關標準化之各項計畫及

方案。 

 

6.如締約國一方對某批產品作出行政駁回之決定，拒絕該批產品

時，該締約國應立即以書面，包括傳真、快遞、電子郵件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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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方式通知貨主其作出拒絕之技術理由。 

 

7.當締約國一方完成本條第 5 項所提之計畫資料時，應立即將資

料送交締約國他方之資訊中心。 

 

第 9.11 條  資訊中心 

1.締約國各方均應確保在其境內設有一資訊中心，以答復所有來

自締約國他方及利害關係人提出之一切合理問題及查詢，並提供

有關其政府或非政府機構在其境內所採行或建議之標準、度量

衡、符合性評估程序或授權程序等相關最新文件。 

 

2.締約國各方茲指定附件 9.11(2)所提及之機構為資訊中心。 

 

3.如締約國一方之資訊中心索取本條第 1 項所載之文件時，該文

件應免費提供。對締約國他方之利害關係人取得文件所收取之費

用，應與向本國人收取之費用相同，但得另計寄送之費用。 

 

第 9.12 條  技術諮商 

1.當締約國一方認為標準、度量衡或授權程序措施之詮釋或應用

與本章規定不相容時，該締約國將有義務證明其不相容性。 

 

2.當締約國一方要求與締約國他方進行諮啇，並通知依 9.13 條成

立之委員會時，該委員會應促成諮商，並將其交付予一臨時工作

小組或另一論壇以提供諮商。 

 

3.當締約國雙方根據本條規定訴諸諮商，但未能達成滿意結果

時，在雙方同意下該諮商應構成第 18.05 條所定義之諮商。 

 

第 9.13 條  標準、度量衡及授權程序委員會 

1.締約國雙方茲設立標準、度量衡及授權程序委員會，如附件

9.13。 

 

2.該委員會處理與本章相關之事項；在不違反第 17.05 條（委員

會）之前提下，該委員會應有下列功能： 

(a) 於締約國一方認為締約國他方之標準、授權程序及度量

衡等措施造成技術性貿易障礙時，分析並提出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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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促使締約國雙方標準及度量衡等措施彼此相容，並優先

推動標示及包裝部分； 

(c) 推動締約國雙方技術合作活動； 

(d) 協助締約國雙方完成風險評估； 

(e) 共同推展及加強締約國雙方標準及度量衡等措施；及 

(f) 促使締約國雙方簽署相互承認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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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11(2)  資訊中心 

 

第 9.11 條第 2項中所稱之資訊中心由下列單位擔任： 

(a) 在瓜地馬拉方面為經濟部或其繼受單位；及 

(b) 在中華民國(臺灣)方面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或其繼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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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3  標準、度量衡及授權程序委員會 

 

第 9.13 條中設立之標準、度量衡及授權程序委員會之組成如下： 

(a) 瓜地馬拉為經濟部或其繼受單位；及 

(b) 中華民國(臺灣)方面為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或其繼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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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篇：投資、服務及相關事項 

第十章  投資 
 

第一節  定義 
第 10.01 條  定義 

為本章之目的，相關用語定義如下： 

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附屬機制規則：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於一九

七八年所建立之附屬機制規則； 

請求：指爭端投資人依據本章第三節對締約國所作之要求； 

爭端投資人：依據本章第三節作成請求之投資人； 

爭端雙方：指有爭端之投資人及爭端締約國； 

爭端締約國：指依本章第三節被請求之締約國； 

爭端一方：指有爭端之投資人或爭端締約國； 

企業：指依照第二章(總定義)所定義之企業及企業之分支機構； 

締約國之企業：指依一締約國之法律設立或組織之企業及其位於該締

約國且於其領域進行商業活動之分公司； 

ICC：國際商會； 

ICSID：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 

ICSID 公約：指一九六五年三月十八日於華盛頓簽訂之「國與其他國

之國民投資爭端解決協定」； 

投資：指以獲得經濟利益或其他商業目標為目的所取得或使用、或以

資源移轉而取得、或由投資人再投資之任何性質之貨品或權利，包括： 

(a) 得使其所有人分享該公司收入或利潤之企業、企業之股

份、企業之資本之股份。符合下列條件之企業之債權工

具及對企業之貸款亦為投資： 

(i) 該企業為投資人之分支機構；或 

(ii) 到期日至少有三年期限以上之債券或貸款； 

(b) 得使其所有人在企業清算時有參與資產分配權利之股

份；惟其參與分配之權利不得為基於第(a)款所排除之債

權證券或貸款所產生； 

(c) 為希望獲取經濟利益或其他商業目標而取得或使用之不

動產或其他有形或無形財產（包含智慧財產權），及任

何其他權利（如抵押、質權、使用權及其他類似權利）； 

(d) 為發展締約國領土內之經濟活動而投入資本或其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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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因之所衍生之股份或利益，特別是依下列契約者：  

(i) 投資人在該締約國領土內投入財產之相關契約

（包括特許權及營造與統包契約）；或 

(ii) 大體上依賴企業生產、收入或利潤而產生報酬之

契約； 

但投資並不包括： 

(e) 對國家或國營企業之支付義務或信用； 

(f) 完全由下列情形產生之金錢請求： 

(i) 締約國國民或其境內之企業為將貨品或服務銷售

予締約國他方境內之企業所訂之商業契約；或 

(ii) 因商業交易所授予之信用，其到期日少於三年

者，例如貿易融資；但上述第(a)款規定所涵蓋之

貸款不在其內； 

(g) 任何其他未涉有上述第(a)款至第(d)款所示之金錢請

求； 
非締約國之投資人：指對於締約國一方，試圖、正在進行，或已在締

約國一方進行投資，但並非某一締約國之投資人； 

締約國之投資人：指一締約國或其國營企業，或該國之國民或企業，

其在或已在締約國他方境內進行投資者； 

締約國投資人之投資：締約國一方之投資人直接或間接控制的投

資資產; 

擁有或控制： 在企業方面，投資為締約國一方投資人之資產，前

提為投資人持有超過該資產百分之五十之所有權； 

投資人對投資之控制能力意謂投資人擁有以下之能力：  

(a) 指定多數之董事，或 

(b) 對企業營運具有法定之權利; 

紐約公約：指一九五八年六月十日於紐約簽定之聯合國外國仲裁判決

之承認及執行公約； 

秘書長：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或國際商會之秘書長； 

移轉：指匯款及國際支付； 

仲裁庭：指依據第 10.21 條及第 10.27 條所成立之仲裁庭；及 

聯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仲裁規定：指於一九七六年十二月十五日，

由聯合國大會批准之聯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仲裁規則。 

 

 

10-2 



 

第二節  投資 
第 10.02 條  適用範圍 

1.本章適用於締約國關於下述事項所採行或維持之措施： 

(a) 締約國他方之投資人有關投資之一切事項； 

(b) 締約國他方投資人在其境內之投資；及 

(c) 締約國投資人在締約國他方境內之一切投資涉及第

10.07 條者。 

 

2. 本章不適用下列情形： 

(a) 締約國採行或維持之金融服務相關措施；  

(b) 基於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理由，締約國一方限制締約國

他方投資人在其境內投資所採行之措施； 

(c) 各締約國依據本協定簽訂日之有效法令規定所保留之經

濟活動；締約國保留之經濟活動項目如附錄三所列示； 

(d) 諸如法令執行、矯正服務、收入保障或失業保險、社會

安全服務、社會福利、公共教育、公共訓練、衛生及護

幼等之政府服務或功能； 

(e) 本協定生效前產生、或與生效前所發生之事實有關之爭

議或請求；縱協定生效後始產生影響者亦同；及 

(f) 政府採購。 

 

3.本章適用於締約之全境各地及各級政府；縱對可能存在於各層級政

府之法律之不一致措施，亦同。 

 

4.不論第 2項第(d)款之規定，假如一個締約國經充分授權之投資人提

供服務或進行矯正服務、收入保障或失業保險、社會安全服務、社會

福利、公共教育、公共訓練、衛生及護幼等功能，此種投資人之投資

仍應受本章規定保障。 

 

5.本章適用於本協定生效前及生效後，由締約國一方之投資人在締約

國他方領域所進行之投資。 

 

 

第 10.03 條  國民待遇 

10-3 



 

1.在有關投資之設立、收購、擴充、管理、經營、營運、銷售或

其他處置方面，在相似情況下，締約國一方對締約國他方之投資

人，應給予不低於對本國投資人之待遇。 

 

2.在有關投資之設立、收購、擴充、管理、經營、營運、銷售或

其他處置方面，在相似情況下，締約國一方對締約國他方投資人

之投資，應給予不低於對本國人之投資之待遇。 

 

第 10.04 條  最惠國待遇 

1.在有關投資之設立、收購、擴充、管理、經營、營運、銷售或

其他處置方面，在相似情況下，締約國一方對締約國他方之投資

人，應給予不低於對非締約國投資人之待遇。 

 

2.在有關投資之設立、收購、擴充、管理、經營、營運、銷售或

其他處置方面，在相似情況下，締約國一方對締約國他方投資人

之投資，應給予不低於對非締約國投資人之投資之待遇。 

 

第 10.05 條  公平及公正之待遇 

締約國一方對締約國他方投資人及其投資所賦予之待遇，應依國

際法之規範，包括應賦予公平及公正之待遇及充分保障與安全之

待遇。 

 

第 10.06 條  損失補償 

締約國一方對於因為武裝衝突、國家緊急事件、暴動或民間抗爭，

而造成在其境內投資之他方締約國之投資人之投資產生負面影響

時，其對此種締約國他方之投資人產生之損失所採用或維持之措

施，應給予非歧視待遇。 

 

第 10.07 條  實績要求 

1.締約國一方不得對締約國他方投資人在其境內之投資設立、收

購、擴充、管理、經營、營運，加諸或執行下列要求、承諾或保

證： 

(a) 必須出口一定水準或百分比之貨品或服務； 

(b) 必須達到一定水準或百分比的自製率； 

(c) 必須採購、使用或對在其境內提供之貨品或服務，或對

其境內人士採購之貨品或服務，給予優先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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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以任何方式規定進口量或進口值，需與出口量或出口

值、或與該投資相關之外匯流入金額，產生關聯； 
本項所設立之所有條款皆不適用於除上述規定以外之任何其他要求。 

 

2.締約國一方對締約國他方投資人在其境內之投資，不得以其符合下

列要求，作為獲得或繼續獲得某項優惠之前提條件： 

(a) 達到一定水準或比例之自製率； 

(b) 對在當地生產之貨品，或向當地生產者之購買，加以購買、

使用或給予優惠； 

(c) 以任何方式將進口量或進口值與出口量或出口值予以關聯，

或使其與投資有關之外匯流入金額產生關聯。 

本項所設立之所有條款皆不適用於除上述規定以外之任何其他要求。 

 

3.下列條文： 

(a) 含本條第 1 項第(a)款、第(b)款及第(c)款以及第 2 項第(a)

款及第(b)款之規定，不適用於出口推廣及援外計畫對於貨品

及服務之資格要求； 

(b) 含第 1 項第(b)款及第(c)款以及第 2 項第(a)款及第(b)款之

規定，不適用於締約國或國營企業之採購；及 

(c) 含第 2 項第(a)款及第(b)款之規定，不適用於進口締約國為

符合優惠關稅或配額之必要資格，而對貨品成分所設定之要

求。 

 

4.本條第 2 項之規定不應被解釋為禁止締約國一方，以來自締約國他

方之投資人遵守生產所在、提供服務、訓練或僱用工人、興建或擴充

特定設施、或執行研究發展等要求，作為獲取優惠或繼續維持優惠之

條件。 

 

5.如相關措施之實施並非以任意或無正當理由方式為之，或對國際貿

易與國際投資並不造成隱藏性限制，則前述第 1項第(b)款或第(c)款，

或第 2 項第(a)款或第(b)款不應被解釋為禁止締約國採行或維持下列

之必要措施，包括保護環境措施： 

(a) 確保與本協定並未不一致之法令規章之被遵守； 

(b) 保護人類、動物或植物之生命或健康；或 

(c) 保護不論是否為活體之可能枯竭之天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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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締約國一方認為締約國他方對任一有關下列要求之施行，將對貿

易流通造成負面影響，或將造成締約國一方投資人投資之重大障礙，

則應由執委會加以審查： 

(a) 藉銷售與出口量或出口值或外匯盈餘之任何形式的連結，限制

投資所生產之商品或服務在其境內之銷售； 

(b) 移轉技術、生產製程或專利知識予其境內之人；除非該項要求

係由一有法定資格之法院或主管機關所設，其目的在糾正疑似

違反競爭法之情形，或在採行與本協定其他規定不相違背之措

施；或 

(c) 獨家供應其貨品或服務，予特定地區或世界市場。 

 

7.規定投資必須使用符合一般健康、安全或環保要求之科技之措施，

不應被解釋為違反第 6項第(b)款規定。為明確性之目的，第 10.03 條

及第 10.04 條應適用於該項措施。 

 

8.如執委會發現採行前述任何要求，對貿易流通造成負面影響，或構

成締約國一方投資人之投資重大障礙時，應建議停止該項措施。 

 

第 10.08 條  高階管理人員與董事會 

1.締約國一方不得要求締約國他方投資人在該國投資之企業，任

命特定國籍之個人擔任高階經理人員職位。 

 

2.在不損及投資人對其投資事業之掌控能力情況下，締約國一方

得要求締約國他方投資人之投資企業董事會，其多數董事由具特

定國籍者或其領域內之居民擔任。 

 

第 10.09 條  保留及例外 

1.第 10.03 條、第 10.04 條、第 10.07 條及第 10.08 條等條文之

規定，不適用於： 

(a) 任何締約當時已存在，且由下列對象所維持之不相符措施： 

(i) 附錄一及附錄三所列之締約國中央政府層級；或 

(ii) 地方或自治政府； 

(b) 第(a)款所示不相符措施之延續或即刻修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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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a)款所示之不相符措施之修正，但須修正後並未減低其符

合第 10.03 條、第 10.04 條、第 10.07 條、及第 10.08 條規定

之程度。 

 

2.第 10.03 條、第 10.04 條、第 10.07 條及第 10.08 條不適用於，

如列於附錄二中，締約國所採行或維持，關於產業部門、次部門

及活動之措施。 

 

3.締約國一方不得依本協定生效後所採行，且為附錄二所涵蓋之

任何措施，以國籍之理由，要求締約國他方投資人將其於該措施

生效時之既有投資，予以出售或處分。 

 

4.第 10.04 條不適用於締約國在協議下所給予之待遇，或有關附

錄五所列之部門之待遇。 

 

5.第 10.03 條、第 10.04 條及第 10.08 條不適用於： 

(a) 政府或國營企業之採購；及 

(b) 政府或國營企業之補貼或獎助，含政府支援之貸款、保證及

保險。 

 

第 10.10 條  外匯移轉 

1.締約國一方對締約國他方投資人在其境內之投資，應許可所有

與投資有關之下列外匯，自由且不受延宕之移轉：  
(a) 利潤、股利、利息、資本利得、權利金、管理費、技術協助

及其他費用、現物利得、及其他與來自投資之金額； 

(b) 全部或部分投資出售或將投資全部或部分清算之金額； 

(c) 投資人或其投資所訂契約下之支付，包含依貸款契約而為之

支付； 

(d) 依照第 10.11 條下之支付；及 

(e) 本章第三節爭端處理機制下所衍生之支付。 

 

2.締約國應允許外匯移轉係在不受延宕下，以可自由轉換之外

幣，並按移轉當時之市場匯率進行。 

 

3.締約國一方不得要求其投資人將其在締約國他方境內之投資所

得、收益、利潤或其它因投資衍生之金額，進行外匯移轉，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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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移轉之投資人予以處罰。 

 

4.不論第 1 項與第 2 項之規定，締約國得在公平、非歧視且誠信

之適用法律方式下，對與下列情形有關之移轉予以禁止： 

(a) 涉及破產、無力償付或保護債權人之權利; 

(b) 涉及行政處罰或司法判決確定者； 

(c) 涉及未履行外匯或其他貨幣工具移轉之報告者； 

(d) 涉及確保判決、仲裁判斷程序之執行者；或 

(e) 涉及證券之發行、交易或自營者。 

 

5.第 3 項之規定不應被解釋為禁止締約國在公平、非歧視且符合

誠信方式下，就第 4 項第(a)款至第(e)款事項，為適用法律之行

為。 

 

第 10.11 條  徵收與補償 

1.除下列情形外，締約國一方不得在其境內直接或間接對締約國

他方投資人之投資進行國有化或徵收，或採行相當於國有化或徵

收之措施： 

(a) 為公共目的； 

(b) 基於非歧視性原則； 

(c) 依正當法律程序；且 

(d) 依本條規定予以補償。 

 

2.投資徵收之補償，應依徵收發生（「徵收日」）前當時之公平

市場價值為之，並不得將由於提前得知預計徵收而影響價值之情

形，作為改變價值之基礎。估價標準應包括企業存續價值、資產

價值（包括有形資產之申報課稅價值），以及其他決定市場公平

價值之適當標準。 

 

3.補償不應延遲，並應可完全實現。 

 

4.補償金額，不得低於徵用當時受徵收之投資人在國際金融市場上，

依照當時可自由轉換貨幣之公平市場價格決定之匯率轉成之相等額

度。補償應按徵收發生地之締約國國家銀行體制下其貨幣之商業利

率，加計徵收日到補償金額給付日之應計利息。 

 

10-8 



 

5.補償金應得依第 10.10 條之規定，自由匯出及匯入。 

 

6.本條不適用於符合世界貿易組織下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之

強制授權之核給，或智慧財產權之撤銷、限制或創造。 

 

7.為本條之目的即更具確定性，具有一般適用性之非歧視性措施，不

應單純由於此措施對不履行債務之債務人造成一些成本，即被解釋為

相當於本章所涵蓋之對債權證券或貸款之徵收。 

 

第 10.12 條  特殊程序及資訊要求 

1.第 10.03 條之規定不應被解釋為禁止締約一方對締約國他方投資人

之設立投資，採行或維持規定特殊程序要求之措施；該等措施，諸如

要求投資人必須為締約國之居民，或要求其投資必須依照締約國法令

規章加以設立；但須該等程序並未實質上減損締約國一方依據本章對

締約國他方之投資人及對締約國他方之投資人之投資所提供之保障。 

 

2.不論第 10.03 條及第 10.04 條之規定，締約國一方得要求締約國他

方之投資人或在其境內之投資，提供例行性之投資資訊，僅作為資訊

及統計用途。該締約國應保護機密性之資訊，避免任何揭露，以免損

及投資人或其投資之競爭地位。本項規定不應被解釋為禁止締約國在

公平而誠信的適用法律下之獲取或揭露資訊。 

 

第 10.13 條  與其他各章之關係 

1.本章規定與其他章相牴觸時，在牴觸之範圍內，以其他章之規定為

準。 

 

2.如締約國一方要求締約國他方服務業者存放保證金或其他方式之金

融證券，作為在其境內提供服務之條件，將不因此而使跨境服務之提

供，適用於本章之規定。本章適用於該締約國對保證金或金融證券之

待遇。 

 

第 10.14 條  利益之否定 

如非締約國之投資人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企業，且該企業雖依締約

國法律所設立或組織但於締約國境內並無實質商業活動者；經依第

16.04 條（資訊之提供）及第 18.05 條（諮商）進行通知及諮商程序後，

締約國一方得拒絕對締約國他方企業之投資人及此種投資人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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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本章規定之優惠待遇。 

 

第 10.15 條  環保措施 

1.本章之規定不應被解釋為，禁止締約國基於確保在其境內之投資活

動符合其生態環境或環保法規要求，而採行、維持或執行與本章相符

之其他任何適當措施。 

 

2.締約國雙方認為，為鼓勵投資而放寬國內健康、安全或環保要求，

並非適當。基此，締約國一方不應以實際免除或減輕，或提供免除或

減輕此種要求，以鼓勵投資人在其境內設置、收購、擴展或保持其投

資。締約國一方如認為締約國他方提供類似鼓勵，得要求與他締約國

諮商。 

 

第三節  締約國一方與締約國他方之投資人間之爭端解決 
第 10.16 條  目的 

在不損害締約國雙方在第十八章（爭端解決）所規定之權利與義務之

情形下，本節就違反本章第二節所引起之投資爭端，設立解決機制，

以確保根據互惠原則，平等對待各締約國之投資人，並確保中立仲裁

庭進行正當之仲裁程序。 

 

第 10.17 條  締約國投資人為其本身提出之請求 

1.締約國一方之投資人基於締約國他方或其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企

業違反其在本章下之義務，且該投資人因違反本章之行為而遭受

損失或損害，得依本節規定提付仲裁。 

 

2.如投資人自首次獲知或應首次獲知所主張之違反事實，及其所

受之損失或損害事實之日起，已逾三年，則該投資人不得提出請

求。 

 

第 10.18 條  締約國投資人為企業提出之請求 

1.締約國一方之投資人，得代表受其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之締

約國他方之法人企業，就其請求，依本節規定提付仲裁，主張該

締約國他方或其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企業違反本章規定之義務；但

須該投資人因而招致損失或損害。 

 

2.如企業自首次獲知或應首次獲知上述之違反事實，及其已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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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或損害之事實之日起，已逾三年，則投資人不得代表第 1 項所

稱之企業提出請求。 

 

3.當一投資人依本條款提出請求，而該企業之投資人或無控制權

之投資人依第 10.17 條對同一事件提出請求，且兩件或多件請求

均依第 10.21 條提付仲裁時，除非仲裁庭認爭端一方利益可能因

之遭受損害，否則該等請求應由依第 10.27 條成立之仲裁庭一併

審理。 

 

第 10.19 條  透過諮商及談判解決爭端 

爭端當事者應先嘗試經由諮商及談判解決爭端。 

 

第 10.20 條  提付仲裁意願通知書 

有爭端之投資人，至少應於提付仲裁前九十日，向爭端之締約國

提出書面提付仲裁意願通知書，並載明： 

(a) 爭端投資人之名稱及地址，如請求係依第 10.18 條提出時，

另應包括投資企業之事業類型及其地址； 

(b) 違反本章之條款，及任何其他有關條款； 

(c) 請求之爭議點及事實基礎；及 

(d) 所尋求之救濟及所請求損害賠償之大約金額。 

 

第 10.21 條  提付仲裁 

1.自導致請求之事件發生滿六個月後，有爭端之投資人得依據下

列規定提付仲裁： 

(a) 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但須爭端締約國及投資人所屬

之締約國雙方均為該公約之締約國； 

(b) 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附屬機制規則；但須爭端締約國或投

資人所屬之締約國一方，而非雙方，為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

心公約之締約國； 

(c) 聯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仲裁規則；或 

(d) 國際商會仲裁規則。 

 

2.除本節規定對相關仲裁規則有所修正外，各相關之仲裁程序規

則應適用於依本節設置之仲裁。 

 

第 10.22 條  提付仲裁請求之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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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爭端雙方如同意依本章訴請仲裁，則視為同意專以仲裁解決其

爭端，而排除其他程序。 

 

2.締約國之任一方均得要求先用盡其國內之行政救濟程序，作為

同意依本章提付仲裁之先決條件。惟開始訴諸行政救濟程序起已

滿六個月，而行政主管機關仍未能作成最終決定者，投資人得直

接依據本節規定，提付仲裁。 

 

3.投資人僅得於下列情形下，依據第 10.17 條之規定，就其提付

仲裁請求： 

(a) 投資人同意依據本節規定之程序提付仲裁；且 

(b) 投資人及企業（後者係指投資人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在締

約國他方之企業，其企業權益遭受損害或損失者）在任何締

約國法律下之適當的法院或行政主管單位或其他爭端解決程

序前，放棄就爭端之締約國違反第 10.17 條之措施，展開或

繼續訴訟程序之權利；但不包含依據爭端締約國法令向法院

或主管機關提出非貨幣性損害賠償之救濟措施程序。 

 

4.爭端投資人僅得在下列情形下，依據第 10.18 條提付仲裁程序： 

(a) 投資人與企業雙方皆同意依據本節規定之程序提付仲裁請

求；且 

(b) 在任何締約國法律下之行政法庭或法院或其他爭端解決程序

前，投資人與企業雙方皆放棄就爭端之締約國違反第 10.18

條之措施，展開或繼續訴訟程序之權利；但不包含依據爭端

締約國法令向法院或主管機關提出非貨幣性損害賠償之救濟

措施程序。 

 

5.本條所要求之同意仲裁及放棄權利，應以書面為之，並送交爭

端締約國，並應包含於就提付仲裁請求之文件中。 

 

6.僅在爭端締約國已剝奪爭端投資人對企業之控制權之情形下，

企業無須放棄前述第 3 項第(b)款及第 4 項第(b)款之權利。 

 

第 10.23 條  同意仲裁 

1.各締約國同意依據本節程序與要件，將提付仲裁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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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1 項所為之同意，及爭端投資人提付仲裁之請求，應視為已

經符合下列要求： 

(a) 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第二章（中心之管轄權）及其附

屬機制規則有關雙方同意仲裁之書面要求；及 

(b) 紐約公約第二條有關書面協議之規定。 

 

第 10.24 條  仲裁人人數及任命方式 

除根據第 10.27 條成立之仲裁庭外，且除非爭端雙方另有協議，仲裁

庭應由三位仲裁人組成。由爭端雙方各任命一名仲裁人；而第三位，

應作為主任仲裁人，由爭端雙方同意後共同加以任命。 

 

第 10.25 條  爭端之一方並未指定仲裁人、或爭端雙方對主任仲

裁人意見不一致時，仲裁庭之組成 

1.爭端一方如未指定仲裁人或爭端雙方無法就主任仲裁人之指定

達成協議時，該仲裁人或主任仲裁人應依本節規定指定。 

 

2.除第 10.27 條所指者外，如自提付仲裁之日起九十日內未組成

仲裁庭，則依爭端一方之請求，應由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秘書

長或爭端雙方同意之國際組織適當官員（以下簡稱秘書長）指定

尚未指定之仲裁人，但不包括主任仲裁人（主任仲裁人應依第 3

項指定）。在任何情況之下，不得有仲裁人多數同屬於締約國任

何一方國民之情形。 

 

3.在確定主任仲裁人選非締約國任何一方之國民之情形下，秘書

長應由第 4 項所列名單中，指定主任仲裁人。如於名單中無法指

定適當之主任仲裁人，則秘書長得於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之仲

裁人名單中指定之，惟其亦不得為締約國任何一方之國民。 

 

4.於本協定生效之日，締約國雙方應設置並維持一份六位仲裁人

選之名單，作為可能之主任仲裁人選；其人選不得為締約國任一

方國民，必需符合本協定第 10.21 條之規定，並對國際法及投資

事務富有經驗。仲裁人名單之人選應由締約國雙方合意選定，不

論國籍為何，任期均為二年，並得依締約國之合意展延之。如人

選死亡或辭選，締約國雙方應經由合意，選定接替人選，以迄原

人選未完之任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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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26 條  對任命仲裁人之同意 

為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第三十九條與附屬機制規則 C 表第

七條規定之目的，且不影響基於本協定第 10.25 條第 3 項之規定

或基於國籍以外之其他理由對仲裁人選提出異議之情形下： 

(a) 爭端之締約國茲同意在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及附屬機

制規則下所指定之仲裁庭成員； 

(b) 僅在爭端投資人以書面方式同意仲裁庭個別仲裁人之指定之

前提下，第 10.17 條所稱之爭端投資人得依國際投資爭端解

決中心公約或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附屬機制規則，將其提

付仲裁請求，或繼續其仲裁程序；且 

(c) 僅在爭端投資人及企業以書面方式同意仲裁庭個別仲裁人之

任命之前提下，第 10.18 條第 1 項所稱之爭端投資人得依國

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或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附屬機制

規則，將其提付仲裁請求，或繼續其請求。 

 

第 10.27 條  合併 

1.除本節另作修訂者外，本條之下所成立之仲裁庭，應依聯合國

國際貿易法委員會仲裁規定設立，並依照該規則進行其程序。 

 

2.依本條設立之仲裁庭認為，依第 10.21 條提付仲裁之請求具有

法律上或事實上之共通性，該仲裁庭基於公平及有效解決該等請

求之目的，於聽取爭端雙方陳述後，得命： 

(a) 對此等請求之全部或一部一併行使管轄權，且一併審理與決

定；或 

(b) 於仲裁庭認為其判決可協助解決其他請求時，對其中一項或

數項請求行使管轄，且一併審理與決定。 

 

3.爭端之一方欲獲取第 2 項所述之命令，應請求秘書長設立一仲

裁庭，並於其申請中註明： 

(a) 命令對象之爭端國或爭端投資人之名稱； 

(b) 所請求命令之性質；及 

(c) 所請求命令之根據。 

 

4.訴請命令之爭端者一方應將申請書複本送交命令對象之爭端締

約國或爭端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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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收到上述申請書起六十日內，秘書長應成立一個有三位仲裁

人之仲裁庭。秘書長應由第 10.25(4)條所列之名單中指定主任仲

裁人。如秘書長認無此種仲裁人得以出任，則其應由國際投資爭

端解決中心仲裁人名單中指定非任何締約國國籍之人士為主任仲

裁人。秘書長應由第 10.25(4)條所列之名單中指定另外二位仲裁

人；如名單中無人得以出任，則由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仲裁人

名單中指定，如該名單中無人得以出任，由秘書長自行指定。其

中一人應為爭端締約國之國民，而另一人應是與爭端投資人同國

之國民。 

 

6.如仲裁庭已依據本條成立，則已經依第 10.17 條或第 10.18 條

提付仲裁之爭端投資人一方，如尚未在第 3 項之申請中被納入，

得向該仲裁庭以書面申請，將其包含於依第 2 項規定作成的命令

之中，該申請書中應註明： 

(a) 爭端投資人一方之企業名稱及地址，以及其業務型態； 

(b) 所請求命令之性質；及 

(c) 所請求命令之根據。 

 

7.第 6 項所述之爭端投資人，應將其申請書複本送交列名於依第 3

項所為申請之爭端各方。 

 

8.依據第 10.21 條成立之仲裁庭，對依據本條成立之仲裁庭行使

管轄權之請求或其任何部分，無管轄權。 

 

9.在爭端一方之請求下，根據本條成立之仲裁庭，於依據第 2 項

所作成之判決前，得命暫停依照第 10.21 條成立之仲裁庭之審理

程序，迄是否合併審理之決定作成為止；除非該仲裁庭已先決議

暫停審理程序。 

 

10.爭端締約國應於其收到下列文件後十五日內，將其複本送交秘

書處： 

(a) 依據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第三十六條第一項作成之仲

裁申請書； 

(b) 依據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附屬機制規則 C 表第二條作成之

仲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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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依據聯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仲裁規定所作之仲裁通知；或 

(d) 依據國際商會仲裁規則作成之仲裁請求。 

 

11.爭端國應將依據本條第 3 項所作申請書之複本，於下列期限內

送交秘書處： 

(a) 如係由爭端投資人提出申請，在收到該申請書之十五日內；

或 

(b) 如係由爭端締約國提出申請，在作成申請之十五日內。 

 

12.爭端締約國於收到依據本條第 6 項所作之申請書後，應於十五

日內將其複本送交秘書處。 

 

13.對第 10 項、第 11 項及第 12 項所述之文件，秘書處應作成公

開紀錄。 

 

第 10.28 條  通知 

爭端締約國應送交予締約國他方下列文件： 

(a) 提付仲裁之書面通知；該通知須於該請求被提出後之三十日

內為之；及 

(b) 仲裁中所提出之所有答辯檔案之複本。 

 

第 10.29 條  締約國之參與 

締約國得於書面通知爭端各方後，向仲裁庭提出解釋本協定之問

題。 

 

第 10.30 條  文件 

1.締約國在自付成本情況下，有權自爭端之締約國獲得： 

(a) 已依照本節向仲裁庭提出之證據複本；及 

(b) 爭端各方之書面辯論複本。 

 

2.締約國對於依據第 1 項所收到之資料，應如同爭端締約國以機

密件處理。 

 

第 10.31 條  仲裁地 

除爭端雙方另有協議者外，依照本節規定成立之仲裁庭，應於紐

約公約之締約國領土內進行仲裁；選擇方式依據下列規定： 

10-16 



 

(a) 如該仲裁係依據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附屬機制規則，則仲

裁地點之選擇亦依該附屬機制規則；或依國際投資爭端解決

中心公約； 

(b) 如該仲裁係依據聯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仲裁規則，則仲裁

地點之選擇亦依該仲裁規則；或 

(c) 如該仲裁係依國際商會仲裁規則，則仲裁地點之選擇，亦依

該仲裁規則。 

 

第 10.32 條  準據法 

1.根據本節規定成立之仲裁庭，應依據本協定及適當之國際法規

則決定各項爭論問題。 

 

2.執委會對於本協定某條款所作之解釋，對於依據本節規定成立

之仲裁庭，具有約束力。 

 

第 10.33 條  附錄解釋 

1.當爭端之締約國主張其被指稱違反本協定之措施，屬於附錄所

涵蓋之保留或例外範圍時，仲裁庭應要求執委會解釋此問題。執

委會應於六十日內以書面向仲裁庭提出其解釋。 

 

2.除第 10.32 條第 2 項之拘束力外，執委會依第 1 項向仲裁庭提

出之解釋，對依本節成立之仲裁庭，亦具有約束力。如執委會未

於六十日內提出解釋，則仲裁庭應自行決定解釋問題。 

 

第 10.34 條  專家報告 

在不影響依照相關之仲裁規則指定專家之情形下，仲裁庭得於爭

端一方之請求時，或自行主動，指定一或多位專家，對與爭端有

關之任何事實層面之問題，以書面向其提出報告。 

 

第 10.35 條  暫時保護措施 

依本節設立之仲裁庭或締約一方得依內國法，向法院提出要求或

申請採取臨時保護措施，以保全爭端一方權利，或確保仲裁庭有

效實現管轄權。仲裁庭不得命令扣押，或禁止採行被主張違反第

10.17 條或第 10.18 條之措施。 

 

第 10.36 條  最終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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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依本節規定成立之仲裁庭，對一締約國作出不利之最終判斷

時，該仲裁庭僅得判命： 

(a) 金錢賠償及適當之利息；或 

(b) 歸還財產；於此情形，判斷中應規定爭端締約國得支付金錢

賠償並加計適當之利息，以代替財產之歸還。 

仲裁庭並得依據相關仲裁規則，對仲裁費用加以判定。 

 

2.在第 1 項規定之前提下，如一請求係依第 10.18(1)條提出： 

(a) 判命歸還財產之判斷中，應規定該財產應歸還予企業；或 

(b) 判命金錢賠償及適當之利息之判斷中，應規定將其總額給付

予企業。 

 

3.仲裁判斷應載明，該判斷決並不損及任何人依相關內國法之救

濟制度下所應享之權利。 

 

第 10.37 條  仲裁判斷之確定性及其強制執行 

1.仲裁庭所作成之仲裁判斷，僅對爭端雙方具有約束力，且其拘

束力僅以判斷之個案為限。 

 

2.在第 3 項規定及仲裁判斷仍依相關程序受審查之前提下，爭端

各方應受仲裁判斷之拘束，並遵守判斷所示，不稍延遲。 

 

3.於符合下列情況前，爭端之一方不得就仲裁判斷尋求強制執行： 

(a) 依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所作成之判斷： 

(i) 由作成判決之日起，經一百二十日，而無任何一

方要求以更改或撤銷該判斷，或 

(ii) 解釋、更改或撤銷之程序已完結；及 

(b) 依據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附屬機制規則或聯合國國際貿易

法委員會仲裁規則作成之判斷： 

(i) 由作成判斷之日起，經九十天，而無任何一方發

動相關程序，以更改、擱置或撤銷該判斷，或 

(ii) 法院已駁回或同意更改、擱置或撤銷該判斷，且

無進一步之上訴。 

 

4.各締約國應在其境內執行仲裁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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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締約國並未遵守最終判斷，執委會應依爭端之投資人所屬之

締約國之請求，依據第 18.07 條（成立仲裁小組之請求）成立仲

裁小組。請求之締約國得於此程序中要求： 

(a) 認定未遵守最終判斷係與其在協定下之義務不符；及 

(b) 建議該爭端之締約國遵守最終判斷。 

 

6.不問是否進行第 5 項之程序，爭端投資人均得依紐約公約或國

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尋求強制執行仲裁判斷。 

 

7.依本節提出仲裁之請求，應視為紐約公約第一條因商業關係或

交易所產生者。 

 

第 10.38 條  一般規定 

提付仲裁請求之時間認定 

 

1.符合下列情形之一時，應認其請求已經依照本節規定提付仲裁： 

(a) 秘書長已收到依據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第三十六條第

一項作成之請求： 

(b) 秘書長已收到依據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附屬機制規則 C 表

第二條作成之仲裁通知； 

(c) 爭端之締約國已收到依據聯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仲裁規則

所作之仲裁通知；或 

(d) 國際商會秘書處已經收到依國際商會仲裁規則第四條所為之

仲裁通知。 

 

通知及其他文件之之遞交 

 

2.通知及其他文件之之遞交，應向附錄 10.38(2)所列各爭端國指

定地點為之。 

 

保險或保證合約 

 

3.在本節之下所進行之仲裁，締約國不得以爭端之投資人依照保

險或保證契約，已收到或將收到其所稱損害全部或部份之賠償金

或其他補償，作為抗辯、反訴或抵銷債務等之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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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判斷之公布 

 

4.仲裁判斷僅在爭端各方一致書面同意之情形下，方可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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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38(2)  通知及其他文件之之遞交 

 

1.為第 10.38(2)條之目的，遞送通知及其他文件之地點將為： 

(a) 瓜地馬拉部分：經濟部或其繼受單位 

      The Ministerio de Economía or their successor 

      8a. Av. 10-43 Zona 1 Guatemala, Guatemala, C.A. 

(b) 中華民國(臺灣)部分：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館前路七十一號八樓 

         中華民國臺灣臺北市 10047 

 

2.締約國一方應就其指定遞送通知及其他文件處所之任何改變，

通知締約國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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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跨境服務貿易 
 

第 11.01 條  定義 

為本章之目的，相關用語應定義如下： 

跨境提供服務或跨境服務貿易：所提供之服務係指： 

(a)  自締約國一方領域內提供至締約國他方領域內； 
(b)  在締約國一方領域內向締約國他方之消費者提供服務；

或 
(c)  締約國一方之服務提供者，透過其在締約國他方領域內

之自然人呈現所提供之服務； 
但不包括在締約國一方領域內，以第 10.01 條(定義)所定義之投

資方式提供服務； 

企業：如第二章（一般定義）中對「企業」之定義； 

締約國一方之企業：依據締約國一方法律所設立或組織之企業、

以及在該國領域內之分支機構，並從事商業活動者； 

數量限制：對下列各項採行限制者： 

(a) 對服務提供者之數量給予限制，而不論係以配額、獨占、

或依經濟需求測試作為準據之形式，或以任何其他數量方

式為之者；或 

(b) 對任何服務提供者之經營給予限制，而不論係以配額或依

經濟需求測試作為準據之形式，或以任何其他數量方式為

之者； 
於政府功能執行下所提供之服務：所有由政府機構以商業條件所

提供，及與一家或多家服務提供者競爭之跨境服務；及 

締約國一方之服務提供者：締約國一方之人士，提供或有意提供

跨境服務者。 

 

第 11.02 條  適用範圍 

1.本章適用於締約國一方對締約國他方服務提供者有關跨境服務

所採取或維持之措施，包括下列有關之措施： 

(a) 服務之生產、分配、行銷、販售及遞送； 
(b) 跨境服務之購買、使用或付款； 
(c) 與跨境服務提供有關之分配與運送系統； 
(d) 締約國他方之跨境服務提供者在其領域內設立商業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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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及 
(e) 提供債券或其他形式之金融證券供擔保，作為提供跨境服

務之條件。 
 

2.為本章之目的，締約國一方所採行或維持之措施，包括非政府

組織或機構受締約國授權，而執行管制、管理或其他政府性質之

功能所採行或維持之措施。 

 

3.本章不適用下列事項： 

(a) 締約國或國營企業所給予之補貼或獎助；包括政府資助之

貸款、擔保及保險； 
(b) 航空服務；包括國內及國際、定期及不定期之航空運輸服

務，以及輔助航空服務之相關服務。但不包括下列項目： 
(i) 航空器未服勤期間之修理及維護服務； 

(ii) 空運服務之銷售與市場行銷，及 

(iii) 電腦訂位系統服務； 

(c) 政府服務或政府功能，諸如法令執行、矯正服務、收入安

全或失業保險或社會安全服務、社會福利、公共教育、公

共訓練、健康及兒童照護； 
(d) 跨境金融服務；及 
(e) 締約國一方或國營企業執行之政府採購。 

 

4.本章任一條文均不應被解釋為締約國一方對締約國他方國民有

意進入其就業市場或在其領域內獲取永久工作機會者，負有任何

義務；或被解釋為對該國民之進入就業市場或獲取工作，已經賦

予任何權利。 

 

第 11.03 條 國民待遇原則 

1.締約國一方給予締約國他方之跨境服務及服務提供者之待遇，

在相同情況下，不得低於給予本國之服務或服務提供者。 

 

2.在本條之下之特定承諾，不應被解釋為要求任一締約國對相關

服務或服務提供者係來自外國所造成之先天競爭劣勢做出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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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4 條 最惠國待遇 

締約國一方給予締約國他方之跨境服務及服務提供者之待遇，在

相同情況下，不得低於其給予任何其他非締約國服務或服務提供

者之待遇。 

 

第 11.05 條 當地據點設立 

締約國任一方均不得要求締約國他方之從事跨境服務提供者，在

其領域內設置代表辦事處或任何形式之企業，或在其領域內設置

居所，作為提供服務之條件。 

 

第 11.06 條  許可、授權、執照及證書之核發 

為確保締約國一方對締約國他方之國民核發許可、授權、執照或

證書所採行或維持之措施，不至於構成對跨境服務之不必要障

礙，締約國任一方應確保此種措施： 

(a) 基於客觀及透明之標準，諸如提供跨境服務之能力與資格

之標準； 
(b) 不超過確保跨境服務品質所必要之要求；及 
(c) 不構成跨境服務之隱藏性限制。 
 

第 11.07 條 保留 

1.第 11.03 條、第 11.04 條及第 11.05 條均不適用於下列項目： 

(a) 由下列主體採行之任何既有不符合規定之措施： 
(i) 附件一或附件三之清單所列之締約國中央政府層

級； 

(ii) 地方或自治政府； 

(b) 第 a)款所示違反協定措施之延續或即刻修正者，或 
(c) 第 a)款所示違反協定措施之修正，但於修正後並未減低其

符合第 11.03 條、第 11.04 條及第 11.05 條規定之程度。 
 

2.第 11.03 條、第 11.04 條及第 11.05 條均不適用於締約國一方

對附件二清單所列之產業部門、次部門或活動所採行或維持之措

施。 

 

第 11.08 條 數量限制 

1.締約國雙方應將現行之數量限制列入清單之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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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締約國一方應於本協定生效後，將其所採行（不包括地方政府

階層所採行）之任何數量限制，通知締約國他方，並應依第 1 項

所示，將該等限制列入附件四。 

 

3.締約國雙方應定期，至少兩年一次，致力協商於自由化與廢除

限制之目標： 

(a) 第 1 款所示之締約國現有之數量限制；或 
(b) 本協定生效後締約國所採行之數量限制。 

 

第 11.09 條  利益之否定 

如締約國依其有效之法律，認定某一服務係由非締約國之人所有

或控制，且於締約國他方境內並無實質商業活動之企業所提供

者，經依第 16.04 條（資訊之提供）及 18.05 條（諮商）之規定

進行事先通知及諮商程序後，締約國一方得拒絕對締約國他方之

服務提供者，給予本章規定之利益。 

 

第 11.10 條 未來自由化 

締約國雙方未來應藉由執委會召開之諮商，在不同服務部門，更

進一步自由化，以消除第 11.07 條第(1)項及第(2)項所列之限制。 

 

第 11.11 條 程序 

締約國雙方應制訂程序，以利： 

(a) 締約國一方就下列事項進行通知，並列入相關清單之內： 
(i) 對第 11.07 條第(1)項及第(2)項所示措施之修

正；及 

(ii) 依據第 11.08 條所提之數量限制；及 

(b) 針對任何保留或數量之限制，進行進一步自由化諮商。 
 

第 11.12 條 機密資訊之公開 

機密資訊公開將造成法令執行之障礙，或違反公眾利益，或將損

害國營或私人企業之合法商業利益等，故本章任一條文均不應被

解釋為締約國應提供該機密資訊之義務。 

 

第 11.13 條  投資暨跨境服務貿易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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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締約國雙方茲設立投資暨跨邊境服務貿易委員會，如附件

11.13。 

 

2.委員會應審理本章及第十章（投資）相關事務，且在不損及第

17.05 條第(2)項（委員會）規定之情形下，應具備下列功能： 

(a) 監督第十章（投資）及第十一章（跨境服務貿易）之執行

與管理； 
(b) 討論締約國一方所提有關投資及跨境服務貿易之事務； 
(c) 分析於其他國際論壇中所討論之議題； 
(d) 促進締約國雙方間之資訊交換，及合作提供投資與跨境服

務貿易之諮詢；及 
(e) 為締約國雙方共同利益之事項，成立工作小組或召集專家

小組。 
 

3.委員會於必要時，或於締約國任一方要求時，應召開會議。若

相關權責機關認為適當，其他單位代表亦得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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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3  投資暨跨境服務貿易委員會 

 

依據第 11.13 條所設立之投資暨跨境服務貿易委員會，由下列單

位組成： 

(a) 瓜地馬拉方面：經濟部，或其繼受單位代表；及 
(b) 中華民國(臺灣)方面：經濟部，由國際貿易局或其繼受單位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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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商務人士短期入境 
 

第 12.01 條  定義  

1.為本章之目的，相關用語定義如下： 

商務活動：以獲取市場利潤為目的所進行和營運之合法商業活

動；但不包括在締約國領域就業及提供勞務以獲得薪資或酬勞之

活動； 

商務人士：從事商品貿易、提供服務或處理投資活動之締約國國

民； 

勞動証明：由行政主管機關制定一定程序，以確定締約國國民短

期入境締約國他方領域，是否取代當地國民工作機會或明顯損害

當地工作條件； 

國民：如第二章（一般定義）所定義，但不包括永久居留者； 

慣例：指締約國入出國當局以往所執行經常且重覆性之實務作

法；及 
短期入境：締約國商務人士非以永久居留之意圖進入締約國他方

者。 

 

2.為附錄 12.04（商務人士短期入境）之目的，相關用語定義如下：  

決策功能：組織內之功能，而被授予具如下基本責任者：  

(a) 指導組織、部門或運作之行政管理； 
(b) 建立組織、部門或運作之政策與目標；或 

(c) 僅接受更高階層主管、董事會、指導委員會或股東之監督

與命令。 
管理功能：組織內之功能，而被授予具如下基本責任者：  

(a) 管理組織或組織內之基本運作； 
(b) 監督並控管其他專業員工、顧問或行政人員之工作； 
(c) 具有僱用、解僱、建議之權力，以及直接管轄之相關人事

事務，並在組織中擔任監督工作或有關其職務權能之行

使；或 
(d) 依其權責執行其所轄管之日常運作之裁量。  

須具專業知識之功能：涉及商品、服務、研究、設備、技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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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管理或利益管理、其他國際市場應用，或涉及組織過程及程序

更進階之專業知識或經驗者。 

 

 

第 12.02 條  一般原則  

本章反應締約國間優惠貿易關係，在互惠並建立透明化準則及程

序下提供短期入境之便利，並反應保障邊境安全、保護雙方締約

國內勞工和其永續就業的需要。 

 

第 12.03 條  一般義務 

1.各締約國應依上述第 12.02 條之規定，採行與本章有關之措施，

並特別應迅速執行措施，以避免本協定下之商品或服務貿易、或

投資活動受到不當延誤或損害。 

 

2.為執行本章之規定，締約國應致力於發展及採取共同之準則、

定義與解釋。 

 

第 12.04 條  短期入境之准許 

1.對於已符合其他有關公共衛生、公共安全與國家安全措施之商

務人士，每一締約國應依本章之規範及附件 12.04（商務人士暫准

進入）與附件 12.04(1)( 有關商務人士短期入境之特別規定)之規

定准許短期入境。 

 

2.在商務人士短期入境會造成下列負面影響之情況下，締約國得

拒絕此種人士短期入境：  

(a) 在僱用地或擬僱用之地正進行之有任何勞資爭議處理；或  
(b) 涉及此種爭議人士之僱用。 
 

3.當締約國依第 2 項拒絕給予短期入境，該締約國得： 

(a) 以書面將拒絕之理由通知該商務人士；且 
(b) 立即以書面附具理由，通知其商務人士被拒絕短期入境之

締約國。 
 

4.各締約國處理申請短期入境之規費，應限制在與所提供服務之

成本相當之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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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章所示短期入境許可，並不取代核准短期入境之締約國對從

事專業工作或活動特定有效法規之要求。 

 

第 12.05 條  資訊提供 

1.除 16.03 條（公告）規定之外，每一締約國應： 

(a) 提供資訊，使另一締約國得以瞭解該國有關本章規定之相

關措施；並 
(b) 於本協定生效後至遲一年內，依本章短期入境之規定，在

各締約國內準備、公布並提供說明性資料，使締約國他方

之商務人士得以知悉。 
 

2.各締約國應蒐集、保存並提供締約國他方，先前准許已核發入

出國文件商務人士准許短期入境該國之資料。此資料應包括各類

別之批准資料。 

 

第 12.06 條  爭端解決 

除符合下列情形外，締約國一方不得因締約國他方拒絕依本章規

定准許短期入境，或就第 12.03 條下之某一特定案例，依第 18.05

條（諮商）之規定，提起訴訟程序： 

(a) 該案已成為一種慣例；且  
(b) 受影響之當事人依據該國國內法規對此案已用盡所有可

用之行政複查程序。 
 

第 12.07 條  與其他各章之關係 

除本章、第一章（原則性條款）、第二章（總定義）、第十七章

（協定之管理）、第廿一章（最終條款），及第 16.02 條（資訊

中心）、第 16.03 條（公布）、第 16.04 條（資訊提供）、第 16.05

條(聽證、合法性與正當程序之保證)及第 16.06 條（採取具一般

性適用措施之行政程序）等規定外，本協定其他規定並不對締約

國就其入出國措施附加任何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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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4  商務人士短期入境 

 

A 節－商務訪客 

1.各締約國應對擬從事附件 12.04(A)(1) 所述商業活動之商務人

士，於其符合現行入出國措施時，應准許短期入境並加速文件之

審核，該商務人士應具備： 

(a) 締約國國籍證明； 
(b) 所欲從事之商務活動具有國際性，且不尋求進入當地勞動市場

之證明。 
 

2.如提出下列證明，各締約國應認定商務人士已滿足第 1 項第(b)

款之要求： 

(a) 所擬進行之商務活動之主要收入來源，係來自准許短期入境締

約國領域之外；且 
(b) 該商務人士主要營業地點與大部分收益之地點均在於准許短

期入境之締約國領域之外。 

為此項之目的，准許短期入境許可之締約國通常應接受有關主要

營業地點與大部分收益地點之聲明。如締約國要求額外證明，則

需依法辦理。 

 

3.各締約國對於商務人士擬從事附錄 12.04(A)(1) 所列以外之商

務活動准許短期入境，應給予不低於附錄 12.04(A)(2) 所規定之

既有措施之待遇。 

 

4.締約國不得： 

(a) 要求事前核准程序、請求、勞動證明檢測或其他類似手續，作

為第 1 項或第 3 項准許短期入境之條件；或 

(b) 增設或維持第 1 項或第 3 項短期入境之任何數量限制。 

 

5.不論第 4 項之規定，締約國仍得要求依本節申請短期入境之商

務人士，先行取得簽證或類似證件。締約國應考慮避免或取消要

求簽證或類似規定之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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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節－貿易商及投資者 

1.各締約國應對從事監督、決策或需專業知識之商務人士，於其

符合現行適用於短期入境之入出國措施時，准許短期入境並發給

文件，但該商務人員必須係尋求： 

(a) 主要在兩締約國間完成相當數量之商品或服務貿易；或 
(b) 建立、開發、管理、提供諮詢或關鍵技術服務予該商務人士個

人或其企業已經應承諾或正在承諾之相當大金額之投資。 

 

2.締約國不得: 

(a) 要求有關勞動證明檢測或其他類似手續，作為准許第 1 項短期

入境之條件；或 
(b) 增設或維持第 1 項短期入境之任何數量限制。 

 

3.不論第 2 項之規定，締約國仍得要求依本節申請短期入境之商

務人士，先行取得簽證或類似證件。締約國應考慮避免或取消要

求簽證或類似規定之可行性。 

 

C 節－公司內部調動人員 

1.各締約國應對公司所僱用之商務人士，擬對該公司、其子公司

或關係公司，提供管理、決策或專業知識之功能者，於其符合現

行適用於短期入境之入出國措施時，准許短期入境並發給文件。

締約國得要求該等人士提出申請短期入境前連續為該公司聘用一

年之證明。 

 

2.締約國不得: 

(a) 要求有關勞動證明檢測或其他類似手續，作為准許第 1 項短期

入境之條件；或 

(b) 增設或維持第 1 項短期入境之任何數量限制。 

 

3.不論第 2 項之規定，締約國仍得要求依本節申請短期入境之商

務人士，先行取得簽證或類似證件。締約國應考慮避免或取消要

求簽證或類似規定之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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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4(1)  有關商務人士短期入境之特別規定 

 

對瓜地馬拉：  

1.附件 12.04 所涵括之商務人士進入瓜地馬拉從事商務應被視為

有用或有利於該國之活動。 

 

2.附件 12.04 所涵括之商務人士進入瓜地馬拉從事的任何活動，

應持有暫時居留資格，並得在維持其資格下取得加簽。除非符合

移民法 (1998 年 11 月 26 日 95-98 號法令)，上述人士不得請求永

久居留或變更移民身份。 

 

對中華民國(臺灣)： 

1.商務人士應於入境前取得停留或居留簽證，停留簽證效期至多

一年，多次入境，單次停留期限九十日。商務人士持有居留簽證

者，得於其工作許可有效之情形下，繼續居留。除非符合入出國

移民法之規定，否則上述人士不得請求永久居留。 

 

2.商務人士如係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暨其施行細則

規範之大陸地區人民，則應依該條例及細則之規定，取得入境許

可。 

 

12-6 



 

附錄 12.04(A)(1)  商務訪客 

 

研究與設計 

─進行獨立研究，或為在另一締約國設置之企業進行研究之技

術、科技及統計研究人員。 

採購 

─為在另一締約國設置之企業，負責商業營運之採購與生產之經

理階層人員。 

行銷 

─進行獨立研究或分析，或為在另一締約國設置之企業而進行研

究或分析之市場調查人員與分析人員。 

─參加商展之促銷人員。 

銷售 

─為在另一締約國設置之企業，就有關商品或服務交易，接單或

洽談契約之銷售代表及代理；惟其本身須不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 

─為在另一締約國設置之企業採買之採購人員。 

售後服務  

─具履行出賣人契約義務之專業知識之裝設、修護與保養人員，

依照銷售商業或工業設備或機器（包括電腦軟體）（該設備或機

器必須由擬入境之締約國領域外所購得）所附帶之擔保條款或服

務契約，在該擔保條款或服務契約期限內，執行服務，或訓練人

員以執行服務者。 

一般性服務 

─提供跨國境商務諮詢服務人員。 

─為在另一締約國設置之企業，負責經營之管理及監督人員。 
─為在另一締約國設置之企業，負責經營之財務人員。 

─提供客戶諮詢或協助或參加展覽之宣傳及公關人員。 

─出席或參加商展，或為來自於另一締約國旅行團執行旅遊業務

之觀光業人員（含旅行社、導遊或旅遊之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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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2.04(A)(2)  現行移民法規 

 

瓜地馬拉： 

(a) 1998 年 11 月 26 日移民法 95-98 號法令，1998 年 12 月 23 日

公布於政府公報； 

(b) Acuerdo Nº. 529-99, Reglamento de Migración，1999 年 7

月 29 日公布於政府公報。 

中華民國(臺灣)： 

(a) 入出國及移民法(1999 年 5 月 21 日公布；2003 年 2 月 6 日修

正)； 

(b) 入出國及移民法施行細則(1999 年 10 月 30 日發布；2004 年 4

月 1 日修正)； 

(c) 外國護照簽證條例（1999 年 6 月 2 日公布；2003 年 1 月 22

日修正）； 

(d) 外國護照簽證條例施行細則(2000 年 5 月 31 日發布；2004 年

6 月 2 日修正)； 

(e) 就業服務法(1992 年 5 月 8 日公布；2003 年 5 月 16 日修正)； 

(f) 就業服務法施行細則(1992 年 8 月 5 日發布；2004 年 1 月 13

日修正)。 

 
 

12-8 



 

第十三章  空運 
 

第 13.01 條  適用範圍 

1.本章適用於締約國針對空運服務事務所採行或維持之各項措

施。  

 

2.瓜地馬拉與中華民國(臺灣)締結之各項空運協定(以下稱為相

關協定)併入本協定。  

 

3.本協定與相關協定若相互牴觸，以本協定為準。 

 

第 13.02 條  措施之整合  

相關協定之修正，不應取消或減損本協定既有權利。 

 

第 13.03 條  爭端解決 

1.因本章或相關協定之適用或解釋而引發之爭議應受第 18 章(爭

端解決)條款規範，除非本條另有規範。 

 

2.當締約國一方指控發生第 1 款所稱之爭端時，應依據第 18.10

條(仲裁小組之遴選)辦理；除非仲裁小組完全由符合下列 a)款與

b)款規定之仲裁人組成：  

(a) 本協定生效之日起三十日期限內，締約國雙方應經由共識

建立一份最多六位具有必備才能足以擔任空運服務事項

仲裁工作人士的名單；且  

(b) 名單內成員必須： 

(i) 具備空運服務之專業知識或經驗；且  

(ii) 符合第 18.09 條 (仲裁人之資格)之要求。 

 

3.若第 2(a)款所稱之名單尚未建立，則兩造爭端當事國應各指定

一名仲裁人，並由雙方合意後指定第三位仲裁人。當仲裁小組未

能依據本款規定在第 18.07 條(成立仲裁小組)所載期限內成立，

國際民航組織(ICAO)理事長或受締約國（爭端當事國）雙方同意

之國際組織之適當官員，得依據其各自組織之程序，以及爭端當

事國任一方之請求，指定尚未任命之一位或多位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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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04 條  空運委員會  

1.締約國雙方成立空運委員會，其組成方式如附則 13.04 所載。  

 

2.委員會應被委託本章相關之各項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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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04  空運委員會 

 

依據第 13.04 條所設立之空運委員會，應由下列單位組成：  

(a) 就瓜地馬拉而言，為交通、基礎設施及住宅部民用航空局，或

其繼受單位；及  

(b) 就中華民國(臺灣)而言，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或其繼受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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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海運 
 

第 14.01 條  適用範圍 

1.本章應適用於締約國針對海運服務所採行或維持之各項措施。 

 

2.瓜地馬拉與中華民國(臺灣)之間所簽署之各項海運協定(以下

稱為相關協定)已被併入本協定。 

 

3.本協定與相關協定若相互牴觸，則以本協定為準。 

 

第 14.02 條  措施之整合  

針對相關協定所做之任何修改，不應取消或減損修改前之旣有權

利。 

 

第 14.03 條  爭端解決 

1.因本章或相關協定之適用或解釋而引發之爭議應受第 18 章(爭

端解決)條款規範，並根據本條條文所為修正辦理。 

 

2.當締約國一方指控發生第 1 款所稱之爭端時，應依據第 18.10

條(仲裁小組之遴選)辦理；除非仲裁小組完全由符合下列 a)款與

b)款規定之仲裁人組成： 

(a) 本協定生效之日起三十日限期內，締約國雙方應經由共識

建立一份最多六位具有必備才能足以擔任海運服務事項

仲裁工作人士的名單；且 

(b) 名單內成員必須： 

(i) 具備海運服務之專業知識或經驗；且 

(ii) 符合第 18.09 條 (仲裁人之資格)之要求。 

 

3.若第 2(a)款所稱之名單尚未建立，則兩造爭端當事國應各指定

一名仲裁人，並應由雙方合意後指定第三位仲裁人。當仲裁小組

未能依本款條文規定在第 18.07 條(成立仲裁小組)所載期限內成

立，聯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UNCITRAL)主席或受締約國（爭端

當事國）雙方同意之國際組織之適當官員，得依據其各自組織之

程序，以及爭端當事國任一方之請求，指定尚未任命之一或多位

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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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04 條  海運委員會  

1.締約國雙方成立海運委員會，其組成方式如附則 14.04 所載。 

 

2.委員會應瞭解本章相關之各項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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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04  海運委員會 

 

依據第 14.04 條所設立之海運委員會，應由下列單位組成： 

(a) 就瓜地馬拉而言，為交通、基礎設施及住宅部，或其繼受單位；

及 

(b) 就中華民國(臺灣)而言，為交通部，或其繼受單位。 

        

 

 

14-3 



 

第伍篇：智慧財產權 

第十五章  智慧財產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 15.01 條  適用 

締約國確認保護與貿易相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所涵蓋之

智慧財產權，並同意依據相關國際規範，採取必要的措施，以提

供適當有效之保護。 

 

第二節  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第 15.02 條  地理標示之保護  

1.締約國雙方應於本協定生效之日起兩年內開始進行諮商，以便

根據「與貿易相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第 23 及 24 條保護

與/或承認締約國雙方之地理標示。 

 

2.各締約國應提供適當方式，以防止進口、製造或銷售之商品使

用受到締約國他方保護之地理標示。為獲得保護，各締約國應將

受保護之地理標示告知締約國他方。 

 

第 15.03 條  傳統知識之保護 

1.締約國應藉由特設之登記、推廣及行銷制度，就原住民族及地

方社群可用於商業用途之創作之集體智慧財產及傳統知識權利予

以保護，俾凸顯原住民族及地方社群的社會文化價值，並令其享

有社會正義。 

 

2.締約國應承認原住民族及地方社群之習慣、傳統、信仰、精神

性靈、宗教、宇宙觀、民俗、藝術表現、傳統知識及其他任何傳

統性發表方式，均為其文化財產。 

 

3.除非其專屬使用之申請係由原住民族及地方社群或經其授權之

第三者所提出，否則文化財產不得因未獲授權之第三者利用智慧

財產制度，而成為專屬使用之標的。 

 

第 15.04 條  民俗創作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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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國應確保原住民族及地方社群之民俗創作與表現及民間傳統

文化藝術均受到有效之保護。 

 

第 15.05 條  遺傳資源之使用與智慧財產的關係 

1.締約國應保護遺傳資源之取得，以及原住民族及地方社群利用

包含此等遺傳資源所發展出之傳統知識之取得，以避免生物多樣

性之無差別使用，並確保締約國將會參與遺傳資源所衍生之利益。 

 

2.締約國應同意公平且公正地參與遺傳資源、傳統知識及民俗創

作所衍生之利益。 

 

3.締約國應確保對工業財產之保護，將會保障其生物及遺傳遺

產。爰此，倘一項發明之素材是基於前述遺產或傳統知識而取得

者，則專利授權之前提條件為，該項素材係依照國內法及國際之

規範而取得。 

 

第三節  執行 
第 15.06 條  透明化 

締約國應將有關之法令規章及處置通知依本協定設立之智慧財產

權委員會。一般適用性質之最終司法裁決及行政決定決議，應予

以公告；如其公告並不可行時，應使公眾得以獲得此等資料，使

締約國政府及權利人知悉其內容。 

 

第 15.07 條  智慧財產權委員會 

1.締約國雙方應設立智慧財產權委員會，並應由依照附件 15.07

所任命之代表組成。 

 

2.智慧財產權委員會應至少每年開會一次，且當締約國一方或管

理本協定之執委會提出請求時亦應召集，俾能確保第十五章之有

效執行與管理。 

 

3.智慧財產權委員會應處理與本章有關事項，並在不受第 17.05

條(委員會)之影響下應： 

(a) 尋找應用本章條款之最適當方式；  

(b) 在締約國任一方提出請求時，審議有關修改或增補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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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c) 執行執委會所交派之任務； 

(d) 設立次級委員會或技術小組。 

 

第 15.08 條  爭端解決 

當締約國一方請求諮商並通知委員會時，此一行動應視為已啟動

第 18.05 條所載之諮商條款的諮商程序。 

 

第 15.09 條  技術合作 

締約國雙方應根據彼此同意之條件及在世界貿易組織架構下，就

智慧財產事項，特別是新近發展之智慧財產相關問題，設立技術

合作機制，並進行下列事項： 

(a) 促進並發展專利文件中所載資訊之揭露及其技術價值之

技術移轉，必須提供足夠之相關資料； 

(b) 促進並執行針對智慧財產權及相關主題(包括傳統知識、

生物多樣性以及民俗創作)所設計之國家型與國際級訓練

計畫； 

(c) 促進並強化訓練計畫，確保智慧財產權及相關主題均被確

實遵守； 

(d) 執行並實施用以管理智慧財產及相關主題之自動化系

統；及 

(e) 促進智慧財產局及其他機構間在技術與法律方面之資訊

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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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07  智慧財產權委員會 

 

依據第 15.07 條所設立之智慧財產權委員會，由下列單位組成：  
(a) 就瓜地馬拉而言，為經濟部智慧財產註冊處或其繼受單位代

表；及 

(b) 就中華民國(臺灣)而言，為經濟部，由智慧財產局或其繼受單

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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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篇：行政與機構安排 

第十六章  透明化 
 

第 16.01 條  定義 

為本章之目的，「具一般適用性質之行政裁決」係指行政機關所

為之裁決或解釋，適用其範圍內之所有人員及事件情況，並屬行

為規範之建立者；但不適用於下列情形： 

(a) 在特定案件中，在行政程序下所作之適用於締約國他方特

定個人、商品或服務之決定；或 

(b) 針對特定行為或實務所為之司法裁定。 

 

第 16.02 條  資訊中心 

1.各締約國應指定一機關作為資訊中心，以利締約國雙方就本協

定所涵蓋之任何事務進行聯繫。 

 

2.基於締約國他方之請求，資訊中心應告知該事項之承辦機關或

官員，並提供必要協助，以利與提出請求之他方締約國溝通。 

 

第 16.03 條  公布 

各締約國應確保其與本協定有關之法律、規章、行政程序與具一

般性適用之行政命令儘速公布，或以其他方式使締約國他方及其

他有意瞭解者，得以知悉其內容。 

 

第 16.04 條  資訊之提供 

1.各締約國應就可能實質影響他方於本協定利益之擬議中或已採

行之措施，儘可能通知對方。 

 

2.基於締約國他方之要求，締約國一方應立即提供資訊，並回應

任何與現行或擬議中措施有關之問題。 

 

3.依本條規定就現行或擬議中措施提供之任何資訊或通知，不應

對該措施是否符合協定有任何預設立場。 

 

第 16.05 條  聽證、合法性與正當程序之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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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締約國就第 16.03 條所稱措施之適用，於進行法律及行政程序

時，應確保遵守第 16.06 條及第 16.07 條有關聽證、合法性與正

當程序之規定。 

 

第 16.06 條  採取具一般性適用措施之行政程序 

為以一致、公正且合理之方式，執行與本協定有關且具一般性適

用之措施，各締約國在處理第 16.03 條有關措施之行政程序時，

就特別係涉及締約國他方特定人員、貨品或服務有關之案件時，

應確保： 

(a) 於締約國他方之人員受其行政程序之直接影響時，應根據

內國法規，儘可能於程序啟動時即以合理之方式告知，包

括此事件之屬性、依法發動程序之主管機關、及任何爭議

問題之一般說明； 

(b) 應在行政訴訟確定前，於時間、法律程序本質及大眾利益

許可之情形下，給予上述人員合理之機會，以表達事實及

支持其立場之論述；且 

(c) 其程序須符合內國法律。 

 

第 16.07 條  審查與上訴 

1.各締約國應設司法或行政法庭或程序，以快速審查與改正與本

協定有關之最終行政行為。此等法庭應公正，並獨立於行政執法

機關之外，且不得與該事件之結果有實質之利害關係。 

 

2.各締約國應確保，在前述之法庭或程序，該程序之當事者享有

下列權利： 

(a) 支持或辯護其立場之合理機會；及 

(b) 要求任何決定均係以證據與行政主管機關所整理之提報

資料為基礎。 

 

3.在受締約國各方內國法律所規定之上訴或複審限制之前提下，

締約國應確保主管機關應執行此類決定，且在執行系爭行政行為

時應受此類決定所規範。 

 

第 16.08 條  聯繫與通知 

除另有商定，任何給予締約國之聯繫或通知，應以締約國之秘書

處收到為準，視為已經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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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09 條  語言 

除非締約國雙方另有合意，否則： 

(a) 締約國一方依據本協定而提供給締約國他方之通知、聯繫

或資訊應以英文為之。 

(b) 締約國雙方在第 18 章(爭端解決)所描述之任何程序所提

出之書面資料、指控、通知、聯繫，聽證與其他程序，應

以英文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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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協定之管理 
 

第一節  執行委員會、次執行委員會及秘書處 
第 17.01 條  協定執行委員會 

1.締約國雙方茲設立協定執行委員會（以下簡稱「執委會」）；

執委會係由附件 17.01 所述之官員或由其所指派之人員組成。 

 

2.執委會之職掌如下： 

(a) 監督本協定規定之執行及正確應用； 

(b) 評估本協定之應用成果； 

(c) 監視本協定發展，並在其認為必要時，建請締約國雙方就

協定內容予以修正； 

(d) 依第十八章（爭端解決）之規定，解決由於本協定之解釋

或適用所產生之任何爭端； 

(e) 監督在本協定之下且依據第 17.05 條第 3 項規定所設立之

相關委員會之工作；及 

(f) 考慮任何其他可能影響本協定運作或締約國雙方所委託

執委會之事項。 

 

3.執委會得： 

(a) 成立特設或常設委員會或專家小組並賦予其任務； 

(b) 為達成本協定之目標，修訂如下事項： 

(i) 附件 3.04（關稅調降表）所附之關稅調降表，俾

將先前排除在關稅調降表之外之貨品納入； 

(ii) 附件 3.04（關稅調降表）所訂之期限，俾加速調

降過程； 

(iii) 附件 4.03（特定產品原產地規則）所定之原產地

規定； 

(iv) 統一規章； 

(v) 第十章（投資）之附件一、二、三及四；及 

(vi) 第十一章（跨邊境服務貿易）之附件一、二、五；  

(c) 向非官方之個人或團體尋求意見； 

(d) 制定為執行本協定所需之規章；及 

(e) 採行締約國雙方同意之其他必要行動，俾實現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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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締約國應依據其適用之法律程序，執行第 3 項第(b)款所規定之

修正。 

 

5.執委會得制訂其本身之規章及程序；執委會之決定均採共識決。 

 

6.執委會每年最少固定召開一次會議，並於其中任一締約國請求

時，召開臨時會。執委會固定會議應輪流在各締約國舉行。 

 

第 17.02 條  協定次執委會 

1.締約國雙方茲設立協定次執委會，由附件 17.02 所述之官員或

由其所指派之人員組成。 

 

2.次執委會具有下列功能： 

(a) 準備並修訂於本協定架構下，擬訂決策所需之技術文件； 

(b) 追蹤執委會所作之決議事項； 

(c) 依據第 17.01(2)條，監督本協定下且依據第 17.05(3)條

所成立之所有委員會、次委員會及專家小組之工作；及 

(d) 對可能影響本協定運作且為執委會所指派之任何其他事

項，進行檢視。 

 

3.執委會應制定規章與程序，俾確保協定次執委會適當運作。 

 

第 17.03 條  秘書處 

1.各締約國： 

(a) 應設置常設性辦公處所或指定官員，以代表秘書處之該締

約國代表處，並將其地址、電話及有關秘書處國家代表處

之所在，通知執委會； 

(b) 應負責： 

(i) 該代表處之運作及所需費用；及 

(ii) 支付依本協定附件 17.03 所指定之仲裁人及其助

理，以及專家之報酬及費用；及 

(c) 應於該國代表處指派具公務員身分之秘書一人，負責行政

業務。 

 

2.秘書處具有下列功能： 

(a) 協助執委會及次執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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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依據第十八章（爭端解決）及第 18.11 條（標準程序規

章）所設立之仲裁小組，提供行政支援； 

(c) 依據執委會之指示，對本協定架構下所成立之委員會，次

委員會及專家小組給予工作上之支援； 

(d) 依據第 16.08 條（聯繫與通知）之規定，負責聯繫與照會

之工作；及 

(e) 執委會交辦之其他事項。 

 

第二節  委員會、次委員會及專家小組 

第 17.04 條  總則 

1.本節相關規定，應適用於在本協定架構下所成立之委員會、次

委員會及專家小組。 

 

2.各委員會、次委員會及專家小組，應由締約國之代表組成，其

所有決議事項皆採共識決。 

 

第 17.05 條  委員會 

1.除附件 17.05 所述者外，執委會並得設立其他委員會。 

 

2.各委員會職掌如下： 

(a) 監督本協定各章與彼等有關業務之執行情形； 

(b) 就締約國提交之可能影響本協定有效執行之實際措施，加

以審理； 

(c) 要求相關主管機關提出技術性報告，並採取必要行動解決

問題； 

(d) 依其本身職掌，就有關本協定中各章條文之修訂、修改或

增訂案，進行評估，並對執委會提出建議； 

(e) 對締約國一方所採行之措施，認為有違背其在本協定下之

義務，或可能導致附件 18.02（剝奪與減損）所示之剝奪

或減損利益之情事時，向執委會提出修正建議案；及 

(f) 執行執委會依據本協定或本協定所衍生之其他機制所交

辦之事項。 

 

3.執委會及次執委會應監督依本協定所設立各委員會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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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委員會得自行訂定相關規章及程序，並應依締約國或執委會

之要求，召開會議。 

 

5.各委員會得在其認為合適時，成立次委員會，並依據其個別職

掌分派任務。 

 

第 17.06 條  專家小組 

1.不論第 18.01(3)(a)條之規定，委員會或次委員會得設置特別專

家小組，俾完成為執行業務所需要之技術性研究；專家小組之工

作，應受其委員會或次委員會監督。專家小組須在規定條件與時

間內，嚴格執行其被交付之任務，並向其所歸屬之委員會或次委

員會提出工作報告。 

 

2.專家小組之有關規定及程序，得由其所歸屬之委員會或次委員

會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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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01  協定執委會之成員 

 

依條文第 17.01 第一項所設立之協定執委會係由下列首長組成： 

(a) 瓜地馬拉方面，由經濟部長或其繼任者；及 

(b) 中華民國(臺灣)方面，由經濟部長或其繼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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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02  協定次執委會之成員 

 

依據第 17.02 條所設立之協定次執委會，係由下列首長所組成： 

(a) 瓜地馬拉方面，外貿管理局長或其繼任者；及 

(b) 中華民國(臺灣)方面，經濟部國際貿易局長或其繼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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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03  報酬及支應款項 

 

1.執委會對應支付予仲裁人及其助理以及專家之報酬與費用支

出，應訂立額度。 

 

2.應支付予仲裁人及其助理以及專家有關之報酬、交通費、住宿

費及仲裁小組之一般支出等，應由締約國雙方負責，不過應考慮

到締約國雙方發展程度之差異。 

 

3.各仲裁人及其助理以及專家應隨時記載並提出其所耗費之時間

及相關支出等最終財務帳目；仲裁小組對一般支出，亦應保存相

同紀錄並提出總支出最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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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05  委員會 

 

貨品貿易委員會（第 3.15 條） 

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委員會（第 8.12 條） 

標準、度量衡及授權程序委員會（第 9.13 條） 

投資暨跨邊境服務貿易委員會（第 11.13 條） 

空運委員會(第 13.04 條) 

海運委員會(第 14.04 條) 

智慧財產權委員會（第 15.07 條） 

部長級合作委員會(第 20.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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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爭端解決 
 

第一節  爭端解決 
第 18.01 條  合作 

締約國應不斷努力就本協定之解釋與適用達成共識，並應盡力經

由合作與諮商，俾為任何可能影響協定運作之事項獲得相互滿意

之解決方式。 

 

第 18.02 條  適用範圍  

除本協定另有規定外，本章之爭端解決條款應適用於： 

(a) 防止或解決締約國雙方關於本協定之解釋或適用之爭端； 

(b) 締約國一方認為他方之現行或擬採行措施違反或可能違

反本協定之規範，或締約國他方未能履行本協定之義務；

或  

(c) 締約國一方認為他方之現行或擬採行措施造成或可能造

成附件 18.02 所稱之利益剝奪或減損之情形。 

 

第 18.03 條  爭端解決場合之選擇 

1.爭端如同時涉及本協定及世界貿易組織協定或依據世界貿易組

織協定所諮商之協定，控訴國得在各該協定之場合中擇一進行爭

端解決程序。 

 

2.如締約國一方已依據本協定第 18.07 條請求成立仲裁小組，或

已依據世界貿易組織協定爭端解決規章與程序瞭解書第六條請求

成立爭端解決小組，則由此選定之小組解決爭端，而排除其他爭

端解決機制之適用。 

 

第 18.04 條  易腐貨品 

1.針對有關易腐貨品
1
之爭端，締約國雙方及第 18.07 條所提及之

仲裁小組應盡力加速程序之進行；為此，締約國應透過雙方同意

                                                 

1 為更加明確，”易腐貨品”意指「國際商品統一分類」第 1 章至 24 章所指易腐之農產品

或漁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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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本章所訂之期限。 

 

2.若係緊急案件，包括涉及易腐貨品之爭端，應於接獲請求之日

起十五日內開始進行諮商。 

 

第 18.05 條  諮商 

1.締約國一方就他方現行或擬採行措施，或任何其他如第 18.02

條所載可能影響本協定運作之事項，得以書面提出諮商要求。 

 

2.要求諮商之締約國應將諮商請求文件提交締約國他方，並應敘

明提出請求之原因，包括現行或擬採行措施或其他系爭事項之指

認，以及控訴之法律依據。 

 

3.進行諮商之締約國雙方應盡一切努力，依本條文或本協定其他

有關諮商之條文，經由諮商達成相互滿意之爭端解決。為達此目

的，進行諮商之締約國雙方應： 

(a) 提供充分之資訊，以供澈底檢視現行或擬採行之措施，或

其他事項如何影響本協定運作與適用；且 

(b) 對諮商過程中所交換之機密資訊，依該資訊之提供國處理

機密資訊之相同方式予以處理。 

 

第 18.06 條  執委會–斡旋、調解及調停 

1.倘若締約國雙方無法根據第 18.04 或 18.05 條於下列期限內解

決爭端，則締約國任一方得
2
以書面方式請求執委會召開會議： 

(a) 諮商請求送達後三十日內； 

(b) 針對有關易腐貨品案件，諮商請求送達後十五日內；或 

(c) 締約國雙方所同意之其他期限。  

 

2.提出請求之一方應將請求文件提交締約國他方，並應敘明提出

請求之原因，包括系爭措施或其他事項之指認，及提出控訴之法

律依據。 

 

                                                 

2此點不應被理解為是在依照第 18.07 條請求成立仲裁小組時必備的先期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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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執委會除另有決定外，應於請求送達後十日內召開會議，並應

努力儘速解決爭端。執委會得： 

(a) 必要時傳喚技術專家說明或組成工作或專家小組； 

(b) 進行斡旋、調停及調解或其他爭端解決程序；或 

(c) 提出建議， 

俾協助締約國雙方獲得相互滿意之爭端解決方式。 

 

4.除非執委會另有決定，否則依據本條文，執委會應將送陳之有

關同一措施之兩個或更多程序予以合併；執委會若覺得適合一併

審理時，亦得依據本條文，將送陳之有關其他事項之兩個或更多

程序予以合併。 

 

第 18.07 條  成立仲裁小組 

1. 倘若締約國雙方未能於下列期限內解決爭端時： 

(a) 執委會根據第 18.06 條召集會議後三十日內； 

(b) 若根據第 18.6(4)條將多個程序予以合併，則為執委會針

對其中最晚提送之事項召集會議後三十日內； 

(c) 若執委會尚未根據第 18.06(1)條召集會議時，針對有關易

腐貨品之事項，則為締約國根據第 18.05 條送達諮商請求

後十五日內； 

(d) 若執委會尚未根據第 18.06(3)條召集會議時，則為締約國

根據第 18.05 條送達諮商請求後三十日內；或 

(e) 締約國雙方所同意之其他期限， 

原本根據第 18.05 條要求執委會召開會議之締約國得書面請求設

立仲裁小組來考慮系爭事項，但應敘明提出請求之原因，包括現

行或擬採行措施之指認，或其他系爭事項，及提出控訴之法律依

據。 

 

2.請求送達後，即應成立仲裁小組。 

 

3.控訴國應將請求送交締約國他方，並應載明提出請求之理由，

包括系爭措施或其他事項之指認，及提出控訴之法律依據。 

 

4.締約國雙方得將其認為適合一併審理之兩個或更多有關其他議

題之程序合併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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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當被控訴國收到成立仲裁小組之請求後，仲裁小組之程序即應

被視為已經啟動，締約國雙方應根據第 18.10 條採取一切必要措

施以成立此仲裁小組。 

 

6.除締約國雙方另有合意外，仲裁小組即應成立，並應依本章之

規定運作。 

 

7.不論本條第一項之規定為何，不得成立仲裁小組來審查研議中

之擬採行措施。 

 

第 18.08 條  仲裁小組成員名冊 

1.締約國雙方應自本協定生效之日起三個月內，建立並維持二十

人以下之適格仲裁人名冊。前述名冊應包括「締約國仲裁人名單」

與「非締約國仲裁人名單」；締約國雙方可各自提出五名其本國

籍之仲裁人以組成「締約國仲裁人名單」，並各自提出五名非其

本國籍之仲裁人以組成「非締約國仲裁人名單」。 

 

2.仲裁人名冊每三年得予變更一次，但執委會得依締約國一方之

請求，於任期屆滿前變更名冊。 

 

3.仲裁人名冊之成員應具有第 18.09 條所訂之資格要件。 

 

第 18.09 條  仲裁人之資格 

1.仲裁人應具備下列之資格要件： 

(a) 具有法律、國際貿易、與本協定相關事務或涉及國際貿易

協定之爭端解決之專業知識或經驗； 

(b) 嚴格依據客觀、可信任及良好判斷力等標準所選出； 

(c) 具有獨立性，不附屬於任一方，也不受任一方指示；且 

(d) 遵守執委會所制訂之行為規範。 

 

2.曾經依第 18.06 條參與爭端程序之人，不得於同一爭端中擔任

仲裁人。 

 

第 18.10 條  仲裁小組之組成 

1.締約國雙方應遵守下列程序以成立仲裁小組： 

(a) 仲裁小組應由三名成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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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收到成立仲裁小組之請求後十五日內，締約國雙方應致

力達成該小組主席人選之共識； 

(c) 主席人選無法於上述期間內達成共識時，應由「非締約國

仲裁人名單」中抽籤決定之； 

(d) 主席人選決定後十五日內，締約國雙方應由「締約國仲裁

人名單」中各自挑選一位仲裁人，此仲裁人得為任一締約

國之本國籍人士；及 

(e) 若任一方未能選定仲裁人時，則應由「締約國仲裁人名單」

中屬該締約國之本國籍人士中抽籤決定之。 

 

2.締約國一方認為仲裁人違反行為規範時，締約國雙方應進行諮

商，並根據本條條文決定是否撤除其任命並重新選任。 

 

第 18.11 條  標準程序規章 

1.執委會應於本協定生效後，根據下列原則訂定標準程序規章： 

(a) 該程序應確保於仲裁小組前至少舉行一次聽證會，且締約

國雙方均有機會以書面提出詰問或反駁； 

(b) 仲裁小組之聽證、審理與初步報告，以及締約國雙方提出

之書面文件與往來通訊，皆應予以保密。 

 

2.除締約國雙方另有合意外，仲裁小組應依標準程序規章進行審

理。 

 

3.除締約國雙方另有合意外，於收到成立仲裁小組之請求後二十

日內，對仲裁小組授權審理之範圍為： 

“依據本協定之相關規定，就提出之爭端事件加以審理，並依據

第 18.13 條第 2 項及第 18.14 條進行事實認定、裁決與建議。＂ 

 

4.如控訴國指出爭端事件引起附件 18.02 所示之利益剝奪或減損

時，前項授權審理範圍應予載明。 

 

5.如締約國一方請求仲裁小組認定他方因採行某項不符本協定之

措施，所導致之負面貿易影響程度，或造成附件 18.02 所示之利

益剝奪或減損時，前項授權審理範圍應予載明。 

 

第 18.12 條  專家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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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締約國一方之請求，或出於主動，仲裁小組得根據標準程序規

章，向其認為合適之任何個人或機構尋求資訊與技術意見。 

 

第 18.13 條  初步報告 

1.除締約國雙方另有合意外，仲裁小組應依據締約國雙方提出之

陳述與論點、本協定之相關條款以及根據第 18.12 條所蒐集之資

訊，作成初步報告。 

 

2.除締約國雙方另有合意外，仲裁小組應於其最後一名仲裁人選

定後九十日內，向締約國雙方提出初步報告，其內容應包括： 

(a) 認定之事實，包括依第 18.11 條認定之事實； 

(b) 裁定系爭措施是否不符合本協定所載義務，或是否有附件

18.02 所示之利益受剝奪或減損之情形，或作成授權範圍

所要求之其他決定；及 

(c) 若締約國雙方提出請求，則仲裁小組得提供建議，以利爭

端之解決。 

 

3.仲裁人針對未達共識之事項，得以書面提出其個別之意見。 

 

4.締約國雙方得於仲裁小組提出初步報告後十四日內，以書面表

示意見。仲裁小組於審酌針對初步報告所提出之任何書面意見

後，得依締約國之請求或主動進行下列工作： 

(a) 重新考量其報告內容；及 

(b) 採行其認為適當之步驟。 

 

第 18.14 條  最終報告 

1.除締約國雙方另有合意外，仲裁小組應於提出初步報告後三十

日內，向締約國雙方提出其經多數決之最終報告，對無法形成共

識部份，並應包括仲裁人以書面提出之個別意見。 

 

2.仲裁小組不得洩漏其成員於初步報告及最終報告中，係贊同多

數意見或少數意見。 

 

3.除締約國雙方另有合意外，應在收到最終報告後十五日內將報

告內容公告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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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15 條  最終報告之執行 

1.仲裁小組最終報告所要求之執行內容與期限，對締約國雙方應

有強制力。除締約國雙方就執行期限另有合意外，執行最終報告

之期限，不得逾最終報告通知締約國雙方後六個月。 

 

2.如仲裁小組之最終報告認定系爭措施與本協定之規定不合，被

控訴國應停止執行該措施或修正不合規定之狀況。  

 

3.如仲裁小組之最終報告認定系爭措施係造成附件 18.02 所稱之

利益剝奪與減損時，報告應指出剝奪或減損之程度，並得提出締

約國雙方均能滿意之調整建議。 

 

第 18.16 條  暫停優惠 

1.除非於仲裁小組所訂期限屆滿之後十五日內，締約國雙方通知

執委會已就最終報告達成合意，否則仲裁小組應認定被控訴國是

否已遵守報告中所提之要求。 

 

2.仲裁小組如作出下列決定之一，控訴國得在與其利益受損程度

相當範圍內，暫停被控訴國依本協定所應獲得之優惠： 

(a) 被控訴國所採取之措施經認定違反本協定之規定，且被控

訴國未能於仲裁小組所訂之期限內履行最終報告所定之

義務；或 

(b) 被控訴國所採取之措施造成附件 18.02所稱之利益剝奪或

減損，且締約國雙方未能於仲裁小組所訂之期限內就爭端

達成相互滿意之協議。 

 

3.前開暫停優惠之期間，得持續至被控訴國已依最終報告履行其

義務，或締約國雙方就爭端達成相互滿意之協議為止。 

 

4.根據本條款考量暫停何種優惠時，應依下列規定： 

(a) 審查小組認定某項措施或其他事項已經違反本協定或造

成附件 18.02 所稱利益剝奪或減損時，則控訴國應針對其

受到影響的產業，優先暫停給予被控訴國相同產業之優

惠；及 

(b) 如控訴國認為暫停同一產業下之優惠並不可行或無效果

時，得暫停其他產業之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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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暫停優惠後，若一方提出書面請求，締約國雙方應成立仲裁小

組，以認定最終報告是否已獲得執行，或控訴國所實施之暫停優

惠措施對被控訴國而言是否過當。此仲裁小組應儘可能由當初排

解爭端之仲裁人組成。 

 

6.依本條第 5 項成立之仲裁小組若由當初排解爭端之仲裁人組

成，應於成立三十日內提出最終報告。依本條第 5 項成立之仲裁

小組若非由當初排解爭端之仲裁人組成，應於成立六十日內提出

最終報告，除非締約國雙方另有合意。 

 

7.被控訴國未能於仲裁小組提出最終報告三十日內依最終報告履

行其義務時，得請求與控訴國諮商，以達成協議，另以其他措施

補償控訴國。 

 

8.締約國雙方若未能就補償控訴國之其他措施達成協議，控訴國

得不依本條第 2 項及第 4 項之規定，在勸服被控訴國依最終報告

履行其義務之必要範圍內，暫停被控訴國依本協定所應獲得之優

惠。適用本項規定時，應考量締約國雙方發展程度之差異。 

 

 

第二節  國內程序及私人商務爭端解決 

第 18.17 條  國內司法及行政程序下之協定解釋 

1.若締約國一方之國內司法或行政程序下產生本協定之解釋或適

用問題，而他方認為有必要進行干預，或法院或行政機關尋求締

約國一方提供相關意見時，該締約國應通知締約國他方，而執委

會應儘速就適當之回應達成共識。 

 

2.法院或行政機關所隸屬之締約國一方應將執委會所同意之解

釋，依當地之程序，向該法院或行政機關中提出。 

 

3.如執委會就解釋或回應無法達成一致之見解時，締約國得依當

地之程序，於司法或行政程序中提出其自己之意見。 

 

第 18.18 條  私人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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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國任何一方均不得因締約國他方未能履行其依本協定所應盡

之義務，而於其內國法賦予任何人對該締約國他方起訴之權利。 

 

第 18.19 條  爭端解決之替代方式 

1.締約國應致力推動、協助以仲裁及其他爭端排解之替代方式，

解決本協定之自由貿易區內所發生之私人間國際商務糾紛。 

 

2.為達此目的，締約國各方應提供適當程序以確保遵守國際仲裁

協定，並確保仲裁爭端之判決獲得承認與執行。 

 

3.執委會得成立私人間商務爭端諮詢小組，由具有私人間國際商

務爭端解決專業知識或經驗者組成之。該諮詢小組應針對執委會

所轉交之一般性議題，就有關仲裁之便利性、使用方式與預期效

果，以及在本協定之自由貿易區內解決類似爭端之其他程序，向

執委會提出報告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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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02  利益剝奪或減損 

 

1.若締約國一方認為，其源自下列各項條款之合理預期利益，因

為他方採行某些未違反本協定之措施而遭受剝奪或減損時，該締

約國得依據本章規定訴諸爭端解決。：  

(a) 第貳篇 (商品貿易)；  

(b) 第參篇(貿易障礙)； 

(c) 第 11 章(跨邊境服務貿易)。 

 

2.若屬第 19.02 條(一般例外)之例外措施者，締約國不得引用： 

(a) 舉凡可自第貳篇(商品貿易)或第參篇(貿易障礙)條款中

所列之跨境服務貿易取得利益者，不得引用第 1(a)或(b)

款；或 

(b) 第 1(c)款。 

 

3.為認定構成剝奪與減損之各項因素，締約國雙方得將一九九四

年關稅貿易總協定第 23.1(b)條所載明之法理納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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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例外 
 

第 19.01 條  定義 

為本章之目的，相關用語定義如下： 

基金：即國際貨幣基金； 

國際資本交易：依國際貨幣基金協定對「國際資本交易」之定義； 

國際經常交易收支：依國際貨幣基金協定對「國際經常交易收支」

之定義； 

租稅協定：避免雙重課稅之協定或其它國際租稅協定；及 

移轉：國際性交易與相關之國際移轉與支付。 

 

第 19.02 條  一般例外 

1.為下列各篇章之目的，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廿條及

其解釋書納入為本協定之一部份： 

(a) 第貳篇（商品貿易），但其中有關服務或投資之規定除外；

及 

(b) 第叄篇（貿易障礙〉，但其中有關服務或投資之規定除外。 

2.為下列各篇章之目的，服務貿易總協定第十四條中第(a)款、第

(b)款及第(c)款納入為本協定之一部份： 

(a) 第貳篇（商品貿易）中適用於服務之規定； 

(b) 第叄篇（貿易障礙）中適用於服務之規定； 

(c) 第肆篇（投資、服務業及相關事務）。  

 

第 19.03 條  國家安全 

本協定之任何條款不應被解釋為： 

(a) 要求任何締約國提供或允許取得在散佈後足以違反其基

本安全利益之資訊；或 

(b) 阻止締約國採取任何其認為保護基本安全利益之必要措

施： 

(i) 有關武器裝備、軍火、軍事裝備之交易，以及有關直

接或間接提供給軍事機關或安全單位之貨品、原料、

服務及技術之運送與經營； 

(ii) 戰爭時期或其他國際局勢緊張狀況下所採行之措施； 

(iii) 有關執行禁止核子武器或其它核子爆炸物擴散之國

家政策或國際協定者；或 

19-1 



 

(c) 禁止締約國採行其為實現聯合國憲章下維持國際和平及

安全之義務所採之措施。 

 

第 19.04 條  國際收支平衡  

1.本協定不應被解釋為禁止締約國於其收支平衡發生嚴重困難或

有受嚴重困難之虞時，採取或維持限制資金移轉之措施，但其限

制措施須符合本條規定。 

 

2.締約國一方應於根據本條第 1 項採行措施後三十日內，通知締

約國他方。如締約國雙方皆為國際貨幣基金協定之簽約國時，則

另須遵守下列第 3 項之程序。 

 

3.締約國一方採行符合本條規定且符合該締約國之國際義務之措

施後，應儘快採取下列行動： 

(a) 將其經常帳交易限制，提交予國際貨幣基金，以便其依照

國際貨幣基金協定第 8 條規定審查； 

(b) 與國際貨幣基金，就為解決造成困難之基本經濟問題而採

行之經濟調整措施，進行諮商；及 

(c) 依據諮商結果採行或維持經濟政策。 

 

4.本條之下所採取或維持之措施應： 

(a) 避免對締約國他方之商業、經濟、財政等利益造成不必要

之傷害； 

(b) 不超過為處理收支平衡困難或威脅之必要程度； 

(c) 屬暫時之性質，且隨收支平衡之改善而逐漸撤除； 

(d) 與本條第 3 項第(c)款一致，且符合國際貨幣基金協定之

規定；且 

(e) 以國民待遇及最惠國待遇之基礎為之，並以其中較有利者

為準。 

 

5.締約國得於本條之下，優先就其經濟計畫中之必要服務，採行

或維持措施；除非其措施符合第 3 項第(c)款及國際貨幣基金協定

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否則締約國不得為保護特定產業而採行任

何措施。 

 

6.對資金移轉之限制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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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係針對國際經常交易收支者，須符合國際貨幣基金協定

第 8 條第 3 項規定；以及 

(b) 必須符合國際貨幣基金協定第 6 條之規定，且須搭配依第

3 項第(a)款所採行之國際經常交易收支措施。 

 

第 19.05 條  資訊揭露 

如資訊之揭露將阻礙或違反憲法、公共利益或有關保護個人隱

私、財務狀況、金融機構個人客戶之帳戶資料之法律，則本協定

之規定不應被解釋為要求締約國提供或允許他人獲得相關資訊。 

 

第 19.06 條  租稅 

1.除本條明文規定外，本協定不適用於租稅措施。 

 

2.本協定之任何規定均不影響締約國任何一方在任何租稅條約下

之權利與義務。倘任何此類租稅條約與本協定衝突時，在衝突之

範圍內，應優先適用此類租稅條約。 

 

3.不論第 2 項之規定： 

(a) 第 3.03 條（國民待遇）及本協定賦予該條文必備效力之

其他規定，應依照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 3 條所

示之範圍，適用於租稅措施；及 

(b) 第 3.12 條（出口稅）應適用於租稅措施。 

 

4.為本條之目的，租稅措施不包括： 

(a) 第 2 章（總定義）所定義之關稅；及 

(b) 該定義所列第(b)款、第(c)款及第(d)款之例外。 

 

5.在受第 2 項限制之前提下， 

(a) 第 10.03 條（國民待遇）第 11.03 條（國民待遇）應適用

於針對企業有關購買或消費特定服務發生之所得、資本利

得或可課稅資本所採行之租稅措施；及 

(b) 第 10.03 條（國民待遇）、第 10.04 條（最惠國待遇）、

第 11.03 條（國民待遇）及第 11.04 條（最惠國待遇），

應適用於有關企業所得、資本利得或可課稅之資本以及財

產、繼承及贈與等租稅以外之租稅措施。 

但本條文不應適用於下列情況： 

19-3 



 

(i) 締約國一方根據租稅條約而給予優惠時，最惠國

待遇之義務並不適用； 

(ii) 現有給予居民與非居民差別待遇之租稅措施； 

(iii) 現有租稅措施中與本條規定不符之部份； 

(iv) 繼續沿用或立即更新現有租稅措施中與本條規定

不符之部份； 

(v) 現有租稅措施中與本條規定不符之部份進行修正

時，只要修正內容並未減低其符合彼等條文之程

度；或 

(vi) 任何確保租稅之公平而有效之課徵及徵收之新租

稅措施；但其不得恣意歧視締約國雙方之人員、

貨品或服務，亦不得有附件 18.02（剝奪與減損）

所稱之恣意剝奪或減損該等條文所賦予之利益之

情形。 

 

 

 

 

 

 

19-4 



 

第二十章  合作 
 

第一節  一般條款 
第 20.01 條  總體目標 

本章之主要目標為制定指導方針，中華民國（臺灣）政府應依據指導

方針強化其與瓜地馬拉政府之合作關係，並重申經濟、金融與技術合

作之重要性，以利達成本協定之各項目標與原則。 

 

第 20.02 條  具體目標 

本章之具體目標如下： 

(a) 強化締約國雙方之間合作活動並使其多元化； 

(b) 針對商業關係與環境管理體系之開發、改進、深化與多元

發展，強化彼此之合作； 

(c) 強化發展所需的融資模式並使其多元化； 

(d) 針對締約國雙方境內之環境保護與改善工作，鼓勵相互合

作，以造福當今民眾與後代子孫； 

(e) 提升公私部門之相關能力，以利其善加利用締約國雙方簽

訂的自由貿易協定所提供之各項機會；以及 
(f) 針對締約國雙方之間的商業、金融與技術往來及投資進行

合作。 

 

第 20.03 條  適用原則 

本章條款不應被解釋為賦予締約國任一方之主管機關在締約國他

方境內執法之權利。 

 

第 20.04 條  採取法律行動之權利 

締約國任一方皆不應有權以締約國他方違反本章規定為由，對其採取

法律行動。 

 

第 20.05 條  資訊保護 

1.本章條款不應被解釋為強制規定締約國任一方必須提供或公開下列

資訊： 

(a) 凡洩漏後可能妨礙執法工作者；或 

(b) 其洩漏與否受到業務與商業機密、個人隱私權以及政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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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決策等相關法令之保護者。 
2.唯有當締約國雙方明確表達意願，或締約國一方明確授權給另一方

時，才能將機密資訊予以公開。 

 

第 20.06 條  爭端解決 

本章條款不應適用本協定所具備之爭端解決機制。 

 

第二節  合作 
第 20.07 條  合作活動 

1.締約國得在其認為適當之國內、國際機構專家之參與下，制定並展

開合作活動，俾達成目標並履行本協定條款所規範之義務。 

 

2.合作活動之考慮事項應包括： 

(a) 締約國雙方之間的經濟、環境、地理、社會、文化與法律

制度差異； 

(b) 締約國雙方協商同意之各自國內優先事項； 

(c) 避免與現行合作活動重疊；及 
(d) 締約國雙方經由彼此之實際行動以推展並執行合作活動的

意願。 

 

第 20.08 條  商業與產業合作 

1.締約國雙方應支持並鼓勵以動態、整合與分權的方式管理商業與產

業合作關係之措施，俾創造經濟發展之有利條件，並正視彼此之相互

利益。 

 

2.上述合作應特別注意下列事項： 

(a) 強化締約國雙方經濟代理人之接觸，透過會議、研討會以

及商務團找出商業與技術發展的機會，並舉辦圓桌會議以

及各式產業之展會與特展，藉以確認以及探索雙方具有共

同商業利益之產業，並加強貿易、投資、產業合作與技術

移轉計畫； 

(b) 透過諮商與協調強化並擴大締約國雙方經濟實體間之既有

對話，找出合作障礙並予以消除； 

(c) 鼓勵對競爭規則之尊重，保證全球化措施之一致性，以及

協助進行外貿人才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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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配合締約國雙方之民營化與自由化過程，推廣產業合作計

畫，俾透過企業間之產業合作促進投資活動； 

(e) 推動締約國雙方參與實驗性質以及特殊合作計畫，藉以提

升其在統計與電腦科學方面的能力和與航運公司之協商機

會；以及 

(f) 推動有關市場資訊與研究之合作計畫，包括生產、管理以

及出口業務商業化等領域之技術協助，並促進技術移轉。  

 

第 20.09 條  中小企業相關領域之合作 

1.締約國雙方應推展有利中小企業發展之環境。  

 

2.合作項目應包括：  

(a) 鼓勵經濟代理人之接觸，促進合資事業，設立企業聯盟與

資訊網路，以利締約國雙方推動金融合作，尤其是針對微

型、小型以及中型企業之發展所進行之合作；及 

(b) 促進行政管理程序便捷化，以利商業、製造與出口產業取

得財務來源。 

 

第 20.10 條  有關出口機會之合作 

1.締約國雙方將制定合作計畫，以進行有關出口機會與閒置產能之研

究，同時找出可行之投資領域，以及拓展並多元化締約國雙方之間及

與其他市場之貿易活動的聯合投資與策略聯盟。 

 

2.針對出口機會之合作計畫將兼顧下列事項：  

(a) 技術協助、生產與出口部門之強化、多元化與技術移轉；

及 

(b) 支持旨在強化出口部門發展之特定計畫；以及 

(c) 合作以獲致策略及計畫的發展，俾能增進、產品多元化及

改善產品品質，特別是提供職業訓練、諮商服務及技術轉

移。 

 

第 20.11 條  觀光領域之合作  

1.締約國雙方之主要合作目標為提升資訊交流，並透過最適當活動

以確保觀光業之均衡與永續發展。 

 

2.為本條之目的，締約國雙方將以下列事項做為合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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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尊重地方社群之完整性與利益； 

(b) 促進足以帶動整體觀光事業成長之投資與投資合作； 

(c) 針對觀光事業發展的資訊交流； 

(d) 提供統計與電腦科學之相關協助，以及企業資料庫之製

作； 

(e) 教育與訓練； 

(f) 舉辦活動並參與觀光展會； 

(g) 合作進行可行性研究；及 
(h) 支持締約國雙方所協商同意之針對觀光產業中微型與中

小企業所進行之商業推廣活動。 

 

第 20.12 條  有關環境與自然資源之合作 

1.在所有源自本協定之合作措施中，締約國雙方必須兼顧保存環境與生態平

衡之需求。 

 

2.締約國雙方致力於推展合作活動以： 

(a) 避免環境惡化； 

(b) 推廣自然資源之保育及永續利用； 

(c) 開發、散播以及交換有關環保法規之資訊與經驗； 

(d) 善加利用經濟誘因以鼓勵守法行為； 

(e) 強化各級政府之環保措施； 

(f) 推動人才培訓、環境教育以及研究合作； 

(g) 開發社會參與管道；以及 

(h) 推廣有助於締約國雙方改善與維護環境之清潔生產系統。 

 

3.締約國雙方將促進參與彼此之計畫，包括針對微型與中小企業所推動之更

潔淨的生產計畫。 

 

4.由於締約國雙方進行合作之結果，若經認定適宜，雙方得簽署

與環境及自然資源有關之部門別協定。 

 

第 20.13 條  能源產業之合作 

1.締約國雙方應以發展各自之能源產業做為合作目標，並以促進

技術移轉與法規資訊交流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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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上，締約國雙方將透過彼此協商同意之資訊交流、人才培

訓、技術移轉以及雙方合意之有關技術開發與基礎建設聯合計

畫，來進行雙方在這項產業上之合作；合作項目亦包括高效率發

電程序之設計、能源之合理使用、支持使用有益環保之替代與再

生能源、推廣回收計畫與殘留能源管理。  

 

3.促進負責能源議題以及制定能源政策之主管機關間之合作。  

 

第 20.14 條  運輸產業之合作 

1.締約國雙方在運輸產業上之合作目的為： 

(a) 依據締約國之能力，支持運輸系統之改善與現代化； 

(b) 推廣作業標準。 

 

2.有鑑於此，締約國優先的工作將包括：  

(a) 專家間針對各自運輸政策以及其他攸關共同利益之主題

進行資訊交流；及 

(b) 透過技術協助，支持運輸系統之全面改善與現代化。  

 

3.締約國雙方將針對國際海運服務通盤研究資訊的交流，以避免

構成對彼此擴充貿易之障礙。  

 

第 20.15 條  針對農業與農村部門、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

標準之合作 

1.此一領域之合作目標在於支持並促進締約國雙方為了追求農業

與農村永續發展而採取之農業政策與相關措施。 

 

2.各締約國得依據彼此協商同意之條件為締約國他方提供建議、

資訊與技術合作，以利強化其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

施，以及相關之活動、程序與系統。 

 

3.為達本條之目的，工作重點將包括下列各個項目，但不以此為

限：  

(a) 農業部門之多元發展與重整； 

(b) 針對締約國雙方農業政策之演變進行資訊交流； 

(c) 透過技術協助提升生產力，針對替代性農業科技進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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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 

(d) 技術與科學實驗；及 

(e) 提升農產品品質以及支持商業推廣活動之相關措施。 

 

第 20.16 條  有關技術性貿易障礙之合作 

1.各締約國應推廣標準與計量單位之間的技術合作，在相互同意之條

件下儘可能提供技術協助或相關資訊，以利本條文之執行，並強化各

項標準化與計量活動、程序、系統與措施。  

 

2.締約國雙方共同努力於與非本協定之締約國協商技術合作。 

 

3.締約國雙方應努力發展技術合作計畫，俾能有效履行本條文所載義

務，並顧及締約國他方在標準、驗證程序以及認證制度上發展程度之

差異。為此，締約國雙方同意強化其各自之下列相關程序與制度： 

(a) 技術合作與制度性計畫之發展、實施與檢討； 

(b) 制度、法規資訊與雙邊交流之推廣； 

(c) 透過各自參與之國際與多邊標準（包括計量標準）機構以

推廣雙邊合作； 

(d) 促進合作以發展有關控制、食品安全以及有效藥品等之監

控系統，俾實現雙方系統之等效性；及 

(e) 有關檢驗系統與優良製造標準之技術協助。 

 

第 20.17 條  部長級合作委員會  

1.締約國雙方應設立一部長級委員會（簡稱委員會），由中華民

國（臺灣）外交部長與經濟部長或由其指定之人選，以及瓜地馬

拉經濟部長或由其指定之人選組成。 

 

2.部長級委員會應有下列功能： 

(a) 鼓勵足以促進合作之活動； 

(b) 針對締約國雙方認為符合彼此共同利益，且決定儘速進行

研究之事項加以審查； 

(c) 針對本章所擬之合作計畫進行後續追縱； 

(d) 除了依本章所成立者之外，另外再建立一些有助於本章發

展之機構與技術機制。 

 

3.締約國雙方同意，只要經過雙方事先諮詢並互相同意，則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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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國家之民間代表應能參加委員會會議。 

 

4.委員會將於本協定生效之日起一年內召開會議，而且除非雙方

另有合意，否則之後每年都將輪流於中華民國(臺灣)與瓜地馬拉

開會，以便檢討本章條款之執行情形及進度，同時也針對依據本

章條款所制定之合作活動之現況進行審查。臨時會議得因締約國

一方之要求而召開。 

 

5.委員會主席應每年由締約國雙方輪流擔任，所有決定必須獲締

約國雙方共識後採行。  

 

第 20.18 條  聯絡窗口   

1.締約國雙方應指定聯絡窗口，以便追蹤委員會所作決定，以及

委員會為了實現本章條款之各項目標而同意進行之合作計畫。  

 

2.締約國雙方同意，在本協定生效後三個月內，將其所指定之聯

絡窗口告知對方。  

 

第 20.19 條  工作計畫 

締約國雙方應根據各自所認定之合作重點制定工作計畫，並獲得雙方

同意。此工作計畫可包括短期、中期與長期活動，而委員會應負責監

督計畫之有效執行。 

 

第 20.20 條  公共資訊 

1.締約國雙方同意以適當方式向民眾公佈所執行之合作項目，項目包

括締約國雙方所開會議，以及依據本章所進行之合作活動。 

 

2.締約國雙方將努力於適當時創造機會，讓社會大眾得以參與為實施

本章條款而推出之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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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最終條款 
 

第 21.01 條  修訂 

1.本協定之任何修訂均需經締約國雙方之同意。  

 

2.經締約國雙方協議且經締約國相關法定程序核准後，所為之修訂或

增補應構成本協定之一部分。 

 

第 21.02 條  保留 

非經締約國他方之書面同意，締約國任一方不得於批准本協定時，對

本協定予以保留或為解釋性之宣示。 

 

第 21.03 條  生效 

1.本協定不限制有效期限，並於瓜地馬拉及中華民國(臺灣)交換

其批准文件，以証明已完成所有必要之法定程序及手續後，自 2006

年 1 月 1 日起於締約國間生效。 

 

2.若本協定未於前項規定之日期生效，除締約國雙方另有協議

外，應於雙方交換其批准文件，以証明已完成所有必要之法定程

序及手續後，於隔年 1 月 1 日起生效。 

 

第 21.04 條  附件 

本協定各附件均構成協定之一部分。 

 

第 21.05 條  退出 

1.締約國任何一方皆得退出本協定。 

 

2.退出應於締約國一方通知締約國他方後一百八十日開始生效，

惟締約國雙方得依協議另訂退出之生效日。 

 

第 21.06 條  正式版本 

本協定英、西及中文約本同一作準；惟在協定釋義有歧異時，應以英

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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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雙方代各經其政府合法授權之代表爰於本協定簽字，以昭信守。 

 

本協定以中、英、西文本各二份，於西元 2005 年 9 月 22 日在瓜地馬

拉簽署。 

代表瓜地馬拉政府代表 

代表中華民國(臺灣)政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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