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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序 

倪貴榮教授長期研究國際貿易規範並關注食品安全，在

兩個領域都具備高度的專業素養；對食品安全與國際貿易規

範間如何平衡之問題，更有相當深入的思考。倪教授撰寫的

「食品安全與國際貿易：貿易自由化與健康風險治理之平衡」

這本書，探討三大領域：國際食安標準與貿易體系、世界貿

易組織相關爭端案件解析、由貿易規範檢視我國食品風險管

理政策。這些論述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對實務操作及理論

的建構都有重要意義。 

這本書第一部分由全球治理的角度討論國際食品安全法

制體系（包括國際條約與機構）的建立與發展；所分析之內

容屬於一切食品安全議題的前提性問題。第二部分討論WTO
爭端解決個案；藉由個案分析，一方面釐清國際規範內涵，

另一方面也足以作為政策擬定與執行的準則。第三部分轉而

探討我國實施之與食品安全有關貿易限制措施，並分析其與

國際貿易規範的符合性，且對國內法制之建構提出建言。 

近年來食安問題已成為國內重大議題。舉凡加強執法、

加重處罰、健全規範、對具有風險之特定產品設置額外規範、

建立風險管理機制及其他有效策略等，在國內均有諸多探

討。然食品安全議題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卻在國內較少獲得

關切者，為其國際層面。這本書適時提醒各界，討論食安問

題，基於國際規範建立適當之法律體制的重要性；而符合國

際規範的前提，則在於深刻瞭解國際機制的運作與規範意旨。 



 

 

本書出版的意義，不只在於提醒立法者、政策制定者、

研究者必須瞭解國際機制，且於制定國內政策與法令時，不

應於逾越國際規範；並為國內法制提出具體規劃；更為我國

在國際貿易體制及區域經濟整合的參與所涉及食品貿易與食

安之問題，提供專業素材。這本書在學術與政策上均將有顯

著貢獻。 

 

羅昌發 
2016年5月23日於司法院 

 



 

 

二版序 

本書第二版新增的內容為：在第一部分的「國際食品安

全標準與貿易管制體系」中，於第四章分析區域自由貿易協

定日益普遍制定的SPS-plus規則，特別以台灣企望加入的太平
洋全面及進步夥伴協定（CPTPP）要求的科學證據和風險分
析的高標準為研究中心。第三部分的「我國食品風險管制政

策之檢驗」中，增加第十章基因改造食品強制標示與WTO規
範的符合性研究。雖然與其他章節相較，基改標示尚未出現

司法判決，但此案例研究仍有價值；主要提出更適當之立法

模式建議，一方面確保國家的標示政策能達成立法之目標，

另一方面亦能避免違反貿易規則之虞。另附帶討論我國學校

衞生法禁止基改食品進入校園的合理性。 

有感政府近期開放美國牛齡30個月以上及含萊克多巴胺
的豬肉進口，分別在八、九章的後記中更新資料及評述。另

本書亦增加代結論一篇；政府進一步放寬對美國及日本食品

的貿易管制，雖暫免與貿易規則不符的挑戰，但仍未化解人

民對健康風險的疑慮。因此仍需要在強調符合貿易規範優先

以及捍衛人民健康權益至上的兩方論述中，尋求調和的方

案。因此，本文倡議建構更完善的食品安全風險分析體系，

使決策落實以科學為基礎（science-based）、風險為基礎
（risk-based）和規則（rule-based）為基礎的管制思維，做為
解決及調和法益衝突的平衡機制。 



 

 

在台灣加入WTO之後，相關政策與法律研究主要集中於
內國規制與國際義務的合致性討論，或者由案例法來推演對

影響貿易之規制措施的合法性。 

然而，若由國際規則的發展模式來看，除傳統基於國際

法優於國內法，以致國家有義務遵循國際承諾的思考及研究

路徑外，其實制定新國際規則的目標也在於藉由市場准入的

誘因，以促進及引導內國法制的健全發展或調和化，並在多

數為硬法（hard law）的貿易協定中內建進步的管制原則和機
制，如風險分析和資料保護等。所以無論與國際互動，特別

是涉外政策或法制，應該更著重於國際立法發展與內國決策

及法制優化的關連研究，以及包括如何有效將進步的國際準

則內化的途徑和方法，甚至藉此引導民主與法制進步的策

略。在台灣面臨國內外挑戰，民主深化及優化更顯重要，公

共治理以及相關國際及跨國法研究更應該關注此處。 

作者感謝陽明交大科法所碩士生莊惠雅的編輯協助。對

於元照出版公司願意再次出版此領域研究，共同合作豐富了

食品法律與政策研究的系列，表達高度的敬意與謝忱。也希

望這些文墨能稍獲得社會大眾對食安治理持續的關注。 

“Is not this the kind of fasting I have chosen: 
to loose the chains of injustice and untie the cords of the yoke, 

to set the oppressed free and break every yoke?” 
                    Isaiah 58:6 

倪貴榮 
2022年孟春於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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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推動貿易自由化除需致力於降低貨物關稅外，非關稅障礙

（Non-Tariff Barriers, 簡稱NTB）的規制也成為國際貿易體系

愈為重視的議題。各國為追求公共政策，如衛生檢疫、食品安

全、環境保育和動物福利等目標，對外國相關產品的輸入實施

限制和要求符合國內標準即日益普遍，貿易爭端也隨之升高。

烏拉圭回合的重要成就之一即是通過兩項因應NTB的多邊貨物

貿易協定：即「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簡稱TBT協定）和「食品安全檢驗

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簡稱SPS協定），以填補

原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簡稱GATT）之不足。 

食品貿易據統計已超過全球貿易量的10%，相關產品輸出

對許多農業生產大國，如美國、阿根廷和巴西而言，更是其重

要的經濟比較利益；而相對的，隨者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意識的

提升，對食物生產及其製程（process and production method）
所帶有之風險日益關切，更期待政府提高保護水平和加強管

制，如何在確貿易自由原則，避免保護主義和維護國民健康權

益之間取得平衡，對自由貿易體系和各國政府管制單位都形成

挑戰。 
台灣糧食自給率不到四成，需要依賴食品進口才能保障糧

食安全。但進口食品的安全與風險如何控管，一直形成治理的

巨大挑戰，而且愈來愈受政治化與民粹化的影響。食品進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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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必須受貿易規則的約束，對此，以含萊劑美豬進口為例，

社會往往有兩極化的反應。主張開放者認為在無科學證據證明

食品有害和為符合國際標準，不應限制；即將貿易規則朝嚴格

化的解釋。相對的立場則認為，自由貿易規則不應對國內的食

品安全管理有過度干預，國家有權決定適當保護水平，並質疑

國際標準制定的正當性。 
本書特別關切我國做為WTO會員之法制機會與挑戰，以及

相關食品貿易規制在不違反自由及公平貿易的承諾命題下，法

制建構及設計如何進一步提升及合理化。換言之，我國內部規

範及建制不僅需滿足WTO的基本義務門檻或標準，更應思考如

何藉與國際經貿秩序的連結，提升法規競爭力，以及在不違反

國際義務的前提下，使規制權得以保全和優化。 
本書研討自由貿易和食品安全兩項重要法益之權衡，著重

全球治理面向和實務案例的分析，並檢視近年我國在面臨市場

開放時，食品安全管理措施與國際義務的符合性，進而提出完

備食品安全治理體系的建議及建構方向。 
本書第一部分由全球治理面向研析國際食品安全法制體系

的建立與發展：因應現代生物科技衍生的環境和健康風險，確

保生物安全（包括食品安全）已成為國際和各國關切和立法管

制的重點，生物安全議定書的制定與通過反映此國際的趨勢。

由全球治理的角度而言，生物多樣性公約架構下的生物安全議

定書是目前國際體系多邊環境條約中與生物安全跨境管制最密

切者，也是規範各國處理基改物的權利與義務最直接相關者。

但由於將影響基改作物輸出大國的貿易利益，其規範和原則在

制定過程中產生諸多爭議，特別是如何與貿易自由原則的調

和；如何落實與執行，更影響其成效。第一章旨在分析生物安

全議定書中具爭議的機制與原理原則，以明瞭各國在保護生物

安全所具權利義務之分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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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討論國際食品安全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ous 
Commission, 簡稱Codex）在國際貿易體系的地位。Codex於一

九六三年由聯合國國際糧農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共同支持成

立；成立以來，以制定與食品安全相關的標準為宗旨，惟其目

標尚含有促進公平貿易一項。在Codex成立之初，其制定通過

的國際標準僅為自願性質，對會員並無法律上約束力，因此，

儘管對於國際食品貿易標準可能有調和上的貢獻，但所制定的

標準不管在重要性、爭議性在近年來引發高度的關注。世界貿

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WTO）的SPS協定，明

文將Codex的標準納入成為該協定的國際標準後，使得Codex與
食品安全有關的國際標準由自願性轉趨為強制性，國際食品安

全標準助於調和各國法規，更由於WTO明文承認Codex所制定

之標準，因而強化其在國際貿易規則解釋的法律地位，然其日

益受政治與產業影響，使得Codex運作的客觀、專業和正當性

備受質疑，已減損其作為國際標準之正當性，引發WTO應如何

適當適用該標準的爭議。本章由Codex的成立加以切入，探討

其在標準制定方面的模式；之後以WTO協定文義及相關判決法

理為基礎，論述Codex標準在WTO的法律意涵和地位；並以

Codex實際的運作經驗，檢驗其標準制定的正當性。 
第三章主要研究Codex標準制定充滿爭議下，WTO應如何

適用該標準以及救濟的可行途徑，並檢討最近關於此議題實務

的發展。儘管Codex在WTO法律體系的關鍵地位不容忽視，惟

由於標準制定過程的瑕疵，甚至在欠缺共識下以表決形成，乃

日益引起WTO是否仍應如此順從Codex標準的疑慮。解決之

道，一方面Codex應改進其決策模式，使之更為透明及符合程

序正義。另一方面，WTO在爭端發生時，應允許小組或上訴機

構對不具正當性的Codex進行司法審查，當然由於專業上的侷

限，爭端解決機制不宜就Codex的實質標準進行審查，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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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審查似可允許。然而，即令司法審查符合國際社會的一般

期待，該工作本身的正當性仍應先行確立，WTO與Codex應就

此議題達成共識，甚至應由WTO先確立司法審查的法源基礎，

以避免更大爭議的發生。 
WTO/SPS協定為規範包括食品貿易措施的多邊規範，而許

多的區域或雙邊貿易協定也都制定類似的SPS專章。各國對進

口食品的管理愈趨嚴格，主要反映了消費者對該食品的安全與

風險的疑慮，但也引起是否構成不必要貿易障礙或缺乏科學實

證的關切，因此在近年簽署的貿易協定中興起所謂的SPS-
plus，使會員採取的SPS措施受到更合理的規制。第四章特別

以太平洋全面及進步夥伴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為研究中心，

探討其SPS-plus的意涵。CPTPP與WTO相較，除提高科學證據

的門檻外，是第一個納入風險分析三要素（評估、管理和溝

通）的區域貿易協定。此外，其設計也融入了WTO案例法的法

理、國際衛生標準以及美國法的精神。此高標準將提供締約國

改善其食品安全管理體質的動能，然而符合此要求的成本也非

常高。因此，為了減緩執行的困難以及促進規範之間的調和，

需要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真誠的合作，經由經驗交換

以及科技和財務的支持，才能確保協定的規範得以順利落實和

執行。 
本書第二部分討論WTO爭端解決機制受理具體個案之判決

法理，解析SPS協定法義務及要件的解釋與適用，歐盟對荷爾

蒙牛肉與基改食品的限制，成為WTO處理市場開放與健康風險

的經典案例。 
第五章討論歐盟荷爾蒙牛肉案，特別著重歐盟主張之預防

原則在此貿易體制的適用和與貿易管制規則的關係。歐盟對美

國及加拿大之含有荷爾蒙的牛肉之進口限制，使WTO有機會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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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會員為了保護國民健康而制訂的貿易限制措施，於何限度下

可為WTO的SPS協定所接受。此外更值得注意者，為本案中歐

盟提出了在環境法律與政策中愈形重要的預防原則，一則為貿

易限制措施辯護，二則欲將舉證責任轉諸美、加承擔。儘管預

防原則適用於具體個案時，其法律意涵難免不確定，但WTO處

理該原則之適用的方式似乏說服力。既然WTO認定該爭端涉及

環境與公眾健康的議題，即有義務考量超乎純粹的貿易法規之

外的相關規則。本案中，WTO直接以預防原則在國際環境法之

地位未臻明確而拒絕適用，卻未討論預防原則與本案爭點的相

關性。事實上，此論理方式也與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相關規定

不盡相符。WTO的判決理應適當接納一些重要的環境原則，只

要其具相當的關聯性且有助於案件之順利解決。 
基因改造生物之規範不僅涉及極大的經濟利益，也包含環

境保護與公共衛生之議題，如前述基因改造生物之跨國貿易已

經成為國際社會之焦點。二○○三年時，WTO應基因改造生物

生產國之請求組成爭端解決小組，並針對歐洲國家依WTO規則

對基因改造生物加諸貿易限制作出其合法性之裁決。鑑於該爭

端之高度爭議性與敏感性，爭端解決小組進行了長時間的審議

而終於在二○○六年作出結論。第六章旨在分析該裁決之法律

論理，並聚焦於爭端解決小組如何解釋與適用SPS協定的重要

條文。即便一再重申WTO會員國具保護國民健康之權利，發現

此一裁決對於基因改造生物貿易的限制，採取較為僵化的立

場。 
第七章除以歷史觀察美國與歐盟兩大經濟體處理荷爾蒙牛

肉進口這爭議多年的貿易糾紛外，更以荷爾蒙的新案探討WTO
規則與會員保護國民健康政策的關係，在法理討論上，主要研

析SPS協定第5.1條與第5.7條的解釋與適用，以理解歐盟政策在

SPS協定的適法性，並探討該判決對於未來類似案件可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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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除仰賴司法救濟外，而歐美又如何由彼此的利害關係

中找到協調、解決的方案。 
本書第三部分著重探討我國實施之與食品安全有關貿易限

制措施與貿易規則符合性以及國內法制之建構。接連數年美國

畜產品進口問題，都引發是否造成國人健康風險的疑慮；也考

驗我國食品安全管制體系是否周全，是否能符合國際潮流與國

際義務。而先進國家都已建立包含科學證據評估與理性決策的

風險治理體系。由於這些畜產品帶有牛海綿狀腦病（BSE），

及使用動物生長用藥，如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等之人體

健康風險，引起消費者高度關切，卻也提供國內政策與法制如

何妥善因應的機會；特別當科學證據無法使民眾安心時，建置

能符合國際義務和維護食品安全，使決策滿足專業、公正獨立

和透明基本原則的風險治理體系，並確保公眾參與，才是應該

努力的方向。 
第八章主要檢視美國牛肉（具BSE風險）的進口管制與WTO

貿易規範的互動關聯。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舊名International Office of Epizootics（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Epizooties, 簡稱OIE）﹞針對BSE，依風險等

級訂定牛肉可否貿易的國際標準，WTO的SPS協定亦承認OIE
國際標準的地位。此國際規範對國家的管制政策都產生一定程

度的拘束。我國對來自發生BSE病例國家的牛肉，如美國和加

拿大，採取嚴格的貿易管制措施。本章旨在研析管制具BSE風
險牛肉之措施與貿易規範的合致性。發現現行管制模式的合理

與必要性仍有不足之處。近期進一步開放美國牛齡30個月以上

進口，在後記中，更新資料及予以評述。 
第九章以含萊克多巴胺美國牛豬肉管制為例，檢驗及評析

我國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近期的修正；Codex既已對含萊劑的牛

與豬訂定最大殘留量（Maxima Residual Levels, 簡稱MRLs），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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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之前採取牛豬分離的管理措施，其科學證據及正當性即需

被檢驗。發現該法仍需加強風險治理的體系、程序與相關機制

的建構，用以真正維護國民健康及符合國際義務，並使決策滿

足公正、獨立與透明等的基本要求。並在後記中，就近期開放

含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進口，進行資料更新及評述。 
現今科學上雖然無法證明基因改造食品對人體之實害性，

然要求基改食品標示愈為普遍，在國際上始終具高度爭議。許

多國家亦立法要求強制標示。我國業已制定類似規範，行政規

則亦已施行。儘管這些措施並不直接限制進口，但仍引發是否

違反貿易規則之疑慮，而建立適當之基改食品標示法規仍應考

慮與國際規範之合致性。各國所應符合的國際貿易規範，除了

WTO/SPS協定外，主要為TBT協定。第十章分析基改食品標示

現況及其與WTO規範的合致性，並由此探討台灣之新食安法規

範是否為適當之立法策略，期對立法選擇及策略有所助益。另

我國學校衛生法禁止基改食品進入校園，引起貿易障礙疑慮，

本章亦略為評析其合理性。 
自由貿易規則主要在促進市場進入不受歧視性或不必要的

貿易障礙，對各國的輸入管制形成一定壓力，但各國的健康衛

生規範並不必然與貿易規則牴觸，仍須視個案而定。由實務的

發展可以觀察WTO嘗試在確保公平貿易與尊重國家食品安全衛

生政策之間維持適切的平衡；即使管制措施被判定違反該規

則，但由國家實踐顯示，以歐盟為例，WTO的判決對建構較為

完備的內國食品安全體系亦發生催化效果，包括促其設立獨立

運作的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簡稱

EFSA）。 
我國正積極推動加入CPTPP，以突破台灣逐漸邊緣化之困

境，俾加速融入區域經濟整合。惟CPTPP乃一高標準、高品質

之自由貿易協定，除內含各類新興議題外，更採取超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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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plus）之規範標準。CPTPP下之非關稅貿易障礙相關規

範，亦採取超SPS（SPS-plus）及超TBT（TBT-plus）之高標

準。對我國食品安全管制措施、農產品進口之快速反應機制、

強制性標示措施（針對產地標示與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與添加

物）、風險分析程序等，都形成更高的門檻和要求。然而，如

善用此機遇，重新形塑我國食安管理體系，加入CPTPP也提供

國家體制改革和進步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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