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讀服務業承諾表

一、

業別承諾(Sector-Specific Commitment)
「承諾之業
別」欄位

「市場開放之
限制」欄位

「國民待遇之
限制」欄位

Modes of supply: 1) Cross-border supply 2) Consumption abroad 3) Commercial presence
Sector or sub-sector

業別承諾
服務提供
之型態

II.

SECTOR-SPECIFIC COMMITMENTS

7.

FINANCIAL SERVICE

A.

Insurance and
Insurance Related
Services
Reinsurance and
Retrocession Service

b)

承諾開放
之業別

Limitations on market access

4) 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

Limitations on national treatment

(1) None.
(2) None.
(3) None.
(4) Unbound except as indicated
in the horizontal section.

「額外承
諾」之欄位

(1) None.
(2) None.
(3) None.
(4) Unbound except as indicated
in the horizontal section.

Additional commitments

承諾業別
開放之程
度

1. 業別承諾:：係以正面表列方式記載，亦即有填寫於「承諾之業別」欄位中之業別，才承諾開放。
2. 服務提供之型態(Modes of supply)：分為 4 個模式
a. 模式 1「跨境提供服務」：自一會員境內向其他會員境內提供服務，服務提供者和服務消費者皆不移動，僅服務移動。如：網路銀行。
b. 模式 2「國外消費」：在一會員境內對其他會員之消費者提供服務，服務消費者至服務提供者所在國接受服務。如：出國留學。
c. 模式 3「商業據點呈現」：由一會員之服務提供者以設立商業據點方式在其他會員境內提供服務。如：於外商我國設立分公司。
d. 模式 4「自然人呈現」：由一會員之服務提供者以自然人呈現方式至服務消費者所在國提供服務。如：藝人跨國進行巡迴表演、演唱會。
3. 承諾業別開放之程度：視「市場進入」及「國民待遇」限制欄位中，4 個模式所填寫之內容。該 2 欄係以負面表列方式將相關限制條件予以記載。
a. None：無限制，即完全開放
b. Unbound：不予承諾，即完全不開放
c. Unbound*：技術上不可行。例如：理容無法透過網路(模式 1)提供相關服務。
d. 有限制的開放：須明白列出限制措施，包括於「市場開放之限制」欄位中列出 GATS 第 16 條所列之限制措施、數量限制，以及於「國民待
遇之限制」欄位中列出不符合第 17 條之限制措施、差別待遇。
4. 額外承諾欄位：可選擇列出對服務業貿易有影響，但不屬於市場開放及國民待遇措施之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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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平承諾(Horizontal Commitment)
「承諾之業
別」欄位

「市場開放之
限制」欄位

「國民待遇之
限制」欄位

「額外承
諾」之欄位

水平承諾
Modes of supply: 1) Cross-border supply 2) Consumption abroad 3) Commercial presence

服務提供
之型態

開放承諾
涵蓋所有
承諾之業
別

Sector or sub-sector
I.

Limitations on market access

4) 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

Limitations on national treatment

Additional commitments

HORIZONTAL COMMITMENTS

All Sectors (except as
indicated otherwise in
specific sectors)

Entry and Temporary Stay of
Natural Persons
(4) Unbound, except for
measures concerning the entry and
temporary stay of natural persons
in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a) Business visitors may enter
and stay for an initial period of no
more than 90 days.

(4) Unbound except for measures
concerning the categories of
natural persons referred to in the
market access column.

承諾業別
開放之程
度

1. 「水平承諾」之開放，係以正面表列方式記載，惟其填寫於「市場進入」及「國民待遇」限制欄位中之承諾，係適用於所有「業別承諾」中給予
承諾之業別。
2. 服務提供之型態：與「業別承諾」中同，分為 4 個模式（詳「業別承諾」解說）。
3. 承諾業別開放之程度：與「業別承諾」中同，視「市場進入」及「國民待遇」限制欄位中，4 個模式所填寫之內容（詳「業別承諾」解說）。
4. 額外承諾欄位：可選擇列出對服務業貿易有影響，但不屬於市場開放及國民待遇措施之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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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惠國待遇(MFN)豁免清單(MFN Exemption List)
「適用 MFN 豁
免之業別」欄位

Sector or sub-sector

ALL SECTORS

適用 MFN
豁免之業
別

「不符合 MFN
之措施」欄位

Description of measure
indicating its inconsistency
with Article II
Acquir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Lands

「適用之國
家」欄位

Countries to which the
measure applies

All countries.

「適用期
間」欄位

Intended
duration

Indefinite.

「需要豁免之
條件」欄位

Conditions creating the
need for the exemption

Reciprocity.

Non-Chinese Taipei natural
and juridical persons are
permitted to lease or purchase
land for offices, residences,
shops and factories, churches,
schools of the expatriates,
chancellery, facilities of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and
graveyard on a reciprocal basis.

1. 最惠國待遇(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MFN)：GATS 第 2 條第 1 項規定「關於本協定所涵蓋之措施，各會員應立即且無條件地對來自其他會
員之服務或服務提供者提供不低於該會員給予其他國家相同服務或服務提供者之待遇」。爰所有列於承諾表中之承諾，應一體適用所有 WTO 會
員。
2. MFN 豁免清單：GATS 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會員得採行與第 1 項不一致之措施，若該措施已列入有關豁免第 2 條義務之附件且符合其條件。」
依據 GATS 免除 MFN 義務附則，會員列入 MFN 豁免表之行業，可免除第 2 條第 1 項所規定應負擔義務之條件」。該 MFN 豁免清單構成世界貿
易組織協定條約中附件之一部分。
3. .MFN 豁免適用期間：原則上，該等豁免為期不得超過十年，並應於其後之服務貿易自由化談判中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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