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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追蹤追溯係指從上游的生產到下游的銷售，追及食品及成
分在整個供應鏈上的流動與傳遞。由於 1990 年代狂牛症等食
品安全事件，歐盟意識到以追蹤追溯系統高度保護人類生命健
康的重要性，於是第 178/2002 號規則將追蹤追溯納入食品一
般性義務範疇，強化行政機關就問題食品定位及回收的風險管

投稿日期：104.11.10；接受刊登日期：105.10.19；最後修訂日期：105.10.25
責任校對：林碧美、吳冠緯、曾嘉琦
* 陳鋕雄構思此研究、擬定研究架構並負主要文責，胡慎芝執行資料蒐集並參與內容
撰寫，兩位作者共同決定定稿。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耐心惠賜諸多寶貴之建
議，讓本文完整性及嚴謹度均有所提升。

458

歐美研究

理能力。消費者可在充足的食品資訊下根據經濟、環境、社會
與道德等因素進行選擇，故消費者的知情選擇，為歐盟追蹤追
溯系統於風險管理外的另一功能。另一方面，食品業者的商業
利益、食品產業的不透明性以及世貿組織 SPS 協定的適法性，
則為追蹤追溯系統面臨的挑戰。

關鍵詞：追蹤追溯、食品安全、風險管理、知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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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追蹤追溯於食品治理之重要性
我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以下簡稱食安法) 於 102 年 6 月新
增列第 9 條第 1 項，乃參考歐盟第 178/2002 號規則 (Regulation No.
178/2002, General Food Law) 第 18 條追蹤追溯規定 (立法院，2013:
1058, 1088)，要求經公告業者建立原材料、半成品與成品供應來源
及去向之追蹤追溯系統。其立法目的是建立精確的食品流向管制，
如發生食品安全衛生事件，得以即時杜絕問題食品繼續在市面上供
應。儘管我國規範內容與歐盟大抵相當，1 但在歐盟之長久實踐下，
此 制 度 還 具 有 健 全 食 品 治 理 體 系 中 消 費 者 知 情 選 擇 (informed
choice) 之潛能，而未為我國現行追蹤追溯系統所重視。 2 2016 年
1 所謂內容大抵相當係指，歐盟第 178/2002 號規則第 18 條建立業者「一步向前，一

步向後」(one step back, one step forward) 紀錄前後手交貨業者與產品資訊之原則，
我國食安法仿效歐盟食品履歷之概念，於第 9 條要求原材料、半成品與成品來源 (向
前) 之追溯以及流向 (向後) 之追蹤。雖然我國未明文採納歐盟追蹤追溯之「從農場
到餐桌」思維，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等食品在產銷鏈上的形態實已含括在內。目
的及手段上我國食安法第 9 條與歐盟不同之處在於：一、目的上不同：參酌 102 年
6 月 19 日立法理由，我國追蹤追溯目的為因應緊急食品衛生安全事變，追查問題食
品的來源與去向；而歐盟第 178/2002 號規則前言第 28 點表示，追蹤追溯目的除了
緊急事件的有效處理，也包含提供消費者正確資訊；二、手段上不同：(一) 歐盟強
制所有食品業者建立食品的追蹤追溯資訊系統，我國僅限於「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類別與規模之食品業者」為應依法實施追蹤追溯之對象。(二) 第 178/2002 號規則
僅一般性地要求業者建立追蹤追溯系統，我國經公告指定業者除了應建立書面或電
子化系統，另應使用電子發票並以電子方式向主管機關申報系統資料。雖然歐盟法
規未明文，實際操作卻以可追蹤追溯單元作為最小資訊連結點，運用電子科技將生
產鏈上下游的產製紀錄加以串聯整併，達成迅速、完整監控生產鏈的目標，可供我
國參考。可參考許輔 (2010: 6-12)。
2 蓋於同一次修法中，新修訂食安法第 4 條第 1 項為：「主管機關採行之食品安全管
理措施應以風險評估為基礎，符合滿足國民享有之健康、安全食品以及知的權利、
科學證據原則、事先預防原則、資訊透明原則，建構風險評估以及諮議體系。」明
文規定食品安全管理措施應符合「知的權利」等原則。然第 9 條第 1 項的追蹤追溯
系統立法目的卻僅包含國民健康，忽略消費者知的權利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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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臺北地院首創判決實務之先，通盤考量消費者在食品消
費決定上的多變、複雜、快速等特性以及社會文化背景因素，承認
消費者知情選擇權後， 3 學者亦從文化景仰 (傳統農民感念耕牛不
食牛肉)、哲學理念 (為求不殺生而吃素) 等角度肯定食安法保障消
費者知情選擇之權利 (林鈺雄，2016)，4 並認為以追蹤追溯確保食
品資訊的正確性、強化消費者知情選擇有其必要，因此，歐盟的法
制及實踐經驗對我國具有極高的參考意義。
追蹤追溯可定義為，從上游的生產到下游的銷售，追查食品原
料在整個供應鏈上的流動與傳遞。因此追蹤追溯可包括：從某一業
者往前追溯到前手的業者、往後追蹤到供應鏈的後手，抑或產品上
下游供應鏈各業者資訊的串聯。部分學者參酌物流管理與供應鏈所
有階段資訊連結之關係，將追蹤追溯視為食品物流管理的一部分，
亦有學者肯定追蹤追溯制度有助食品業者確保食品的品質 (Bosona
& Gebresenbet, 2013: 34)。如能將追蹤追溯系統應用於食品市場體
質整體強化，俾能促進食品治理之永續發展。
隨著消費意識逐漸抬頭，狂牛症、基改食品、動物福利 (例如
保護海洋生態) 等各式食品議題成為公眾討論的焦點，在在顯示消
費 者 對 於 食 品 成 分 或 製 造 加 工 過 程 之 關 切 不 容 忽 視 (Korthals,
2008: 260)。相較於過去，食品科學家、行政官員屢屢擔任立法決
策之主角，消費者抽象的偏好並不太為多數學術研究所重視，然而
二十世紀末以降，消費者逐漸演變為公共政策的核心角色。自由市
場的廣泛推行雖為政策的核心考量，卻也引發諸多關於環境保育、
3 請參照臺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智易字第 98 號刑事判決。
4 另有學者參考歐盟第 178/2002 號規則，強調為制訂完善公共政策，俾使消費者從

事知情選擇，在同種類食品 (例如魚類、肉類、水果類等) 間取得重要資訊、維護
公眾健康，風險評估乃至於整部食品基本法典均應納入廣義消費者保護之規範思
維。請參考洪德欽 (2015: 1179,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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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祉、基本人權等爭議，誠如消費者重視自我在食品的選擇，
除了基於最基本的食品安全考量，也可能是為求維護勞工權益、促
進環境保護、實踐道德信仰等等目的。這些與公眾健康安全無關之
爭，使個人作為「公民」及「消費者」的分界逐漸模糊 (Kysar, 2004:
527-529)。而由於追蹤追溯制度整合了食品於上游生產至下游銷售
所有環節的資訊，因此，食品來源與去向資訊之追查有助於消費者
於充分知情下進行正確的選擇，增進個體價值的落實。
本文第貳部分介紹歐盟第 178/2002 號規則的發展史與追蹤追
溯法規演變，並嘗試梳理追蹤追溯系統風險管理功能的規範性思
考；第參部分則詳述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感知及其他偏好，據以建
立追蹤追溯系統的知情選擇理論基礎；第肆部分則闡述歐盟追蹤追
溯系統關於維護消費者知情選擇的具體作法，包含特定食品的追蹤
追溯規定與第 1169/2011 號規則 (Regulation No. 1169/2011)；第伍
部分則是分別從食品產業的商業利益與國際貿易爭議兩種不同觀
點切入，探討歐盟追蹤追溯系統可能不及之處。最後提出本文看法。

貳、第 178/2002 號規則與歐盟追蹤追溯制度淺析
在歐體 (泛指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以及 European
Community) 時代，食品法規主要重點在排除會員國的貿易壁壘、
促進內部的經濟發展。直至 1990 年狂牛症等食品危機接連爆發後，
歐盟 (European Union) 始真正意識到食品安全之重要性，並著手
統一各會員國的食品規範。第 178/2002 號規則為高度保障人體健
康安全之食品基本大法，其中的追蹤追溯制度亦自此成為因應食品
風險管理的基本措施。以下將說明食品法規的演變以及專門管控食
品安全風險之追蹤追溯制度的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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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2 年前的食安體制
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地物資普遍短缺，為平衡物價、維持
市場穩定，共同農業政策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為歐體處
理食品安全議題的開端 (Arienzo, Coff, & Barling, 2008: 25)。然而
不安全食品依舊充斥，食品本身的多樣性，如生產地、有害成分等
也不盡相同，歐體意識到，如欲有效管理食品產業，單憑共同市場
此一經濟手段並不足夠，因此針對巧克力等食品的成分與製程制定
各種成分指令 (recipe laws)，建立統一的標示規定。成分指令的內
容極為繁瑣，卻未跳脫排除貿易障礙的單一市場目的，非為了消費
者保護或食品安全 (Alemanno, 2006: 237, 240)。
大體而言，成分指令未能促進這些特定食品朝向單一市場方向
發展，食品產業的行政管制權責大部分仍然歸諸會員國享有，歐洲
幅員廣大，在地飲食文化、消費傳統不同，各國的監管方式多元，
使食品市場政策統一的目標受阻，少數會員國亦可透過羅馬條約第
100 條的一致決原則 (Unanimity) 杯葛相關法律的推動。1979 年歐洲
法院 Cassis de Dijon 案所建立的相互承認 (mutual recognition) 原則
指出，歐體會員國應給予來自他會員國境內的產品與本國產品相同
程度的保障與待遇。即便產品成分與當地產品不同，會員國亦不得
以保障國內消費者權益作為較低待遇的正當化理由，蓋進口國國內
消費者權益之保障，仍可透過出口國的成分標示來實踐。 5 此一原
則之建立，使歐體得以較彈性地調和不同會員國的規範，維持共同
市場的穩定運作，亦使歐體了解，欲實踐相互承認的目標，無庸按
照各食品種類分別訂定為數眾多且繁複的規定 (垂直式立法)，而應

5 詳參 Case 120/78, Rewe-zentrale AG v. Bundesmonopolverwaltung für Branntwein,

1979 E.C.R. 649；一般稱為 Cassis de Dijon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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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各會員國普遍承認的人體健康、消費者資訊權、公平交易等等
保護法益作為歐體的食品政策依據，針對重要的食品資訊制定超越
各食品種類之統一食品規範 (水平式立法)，會員國並得在歐體規範
允許的範圍內，制定各自的標示法規，以完善單一食品市場的落實
(Alemanno, 2006: 241)。
Cassis de Dijon 案創立的相互承認原則並未立即加速歐洲各國
間食品法規之調和。直到 1987 年，單一歐洲法 (Single European Act)
廢除以往一致決的極高決策門檻，改採取條件多數決 (Qualified
Majority)，歐體始著手訂定各種食品法規。於此階段，歐體雖業已
普 遍 性 地 針 對 營 養 標 示、 食 品 添 加 物 等 事 項 陸續 制 定 許 多 指令
(directive)，大幅取代過去僅著重單一、特定食品種類的立場，卻從
未以具法律拘束力的「規則」(regulation) 形式通過會員國應一致遵
守的統一食品法典。1990 年代中期，狂牛症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事件的爆發、擴散，造成歐盟普遍瀰漫高度恐慌，
也突顯會員國各自管理 (分散式立法) 的缺失：倚賴各會員國寬嚴
不一的食品法規不但無法有效管理食品產業，對於單一市場的潛在
衝擊亦甚鉅 (Alemanno, 2006: 241-243)。2002 年的第 178/2002 號
規則為歐洲市場整合歷時三十多年來，首度在食品領域的重大改
革，也是至今修法力度最大的一次修訂。

二、第 178/2002 號規則：落實風險管理的追蹤追溯
制度
1990 年代，狂牛症風波未定，基改食品、戴奧辛事件接連爆發，
為因應這些眾所矚目之食安事件，1997 年食品法一般原則綠皮書
(The Green Paper on General Principles of Food Law，以下簡稱綠皮
書) 提出的幾項指導原則有：確保高度保護公眾健康安全與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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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確保食品在市場得以自由流通；確保科學證據及風險評估為
管制基礎；確保歐盟食品產業與食品出口業的競爭力；食品業者應
透過危險分析重要管制點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HACCP) 負擔食品安全的主要責任；確保立法一貫、合理、
簡潔且易於遵循 (user-friendly)。為充分落實前述幾項原則，歐盟提
出「從牛棚到餐桌」(from stable to table) 的理念，將食安管理規範
從過去僅侷限在農漁產品本身，擴及到整個食品供應鏈的全部環
節。在追蹤追溯規範部分，會員國雖已通過諸多法令規制牛肉產品
上游生產的追蹤追溯，但因為產品源頭追查之難度極高，且各會員
國運作標準不一，故綠皮書指出，共同農業政策不僅應轉向加強食
品品質認證，亦應考慮建立一套完整的追蹤追溯系統，並將其他動
物產品的來源納入追蹤追溯的範圍，例如以具有強制拘束力的法律
義務要求食品業者，或鼓勵其自願建立產品資料留存系統。 6 綠皮
書的討論可謂歐盟追蹤追溯規範的起源。
根據 2000 年的食品安全白皮書 (The White Paper on Food
Safety，以下簡稱白皮書)，全面性的消費者保護為食品政策的目標
(Meisterernst, 2013: 92)。其提出當前食品安全制度所面臨的挑戰，
確立未來食品安全法律的重要元素與一元化之監理架構，將過去分
散各會員國的行政管理權集中於歐盟執委會，亦首度確定食品與飼
料的「所有生產環節」皆應納入管轄。「從農場至餐桌」(from farm
to table) 為歐盟食品安全管制的基本概念，而追蹤追溯制度為體現
此概念的重要原則之一，其內涵是：無論食品或飼料業者皆有義務
確實記錄產品原料來源，避免危害健康的問題產品繼續在市面上流

6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Food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mmission Green Paper

at 2, 5, 6 & 47, COM (97) 176 final (April 30, 1997).

歐盟追蹤追溯系統在食品安全體系中的功能

465

通。 7 另外，為促進消費者等利害關係人的制度性參與，強化消費
者對食品市場的信心，追蹤追溯同為達成透明原則的的重要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白皮書中雖不斷提及消費者保護，然討論的議題仍
然聚焦在以科學方法維護消費者健康，避免食安風險，重建消費者
信心。例如為維持高標準的食品安全，執委會應建立歐盟層級的獨
立機關專職食品安全的風險評估與風險溝通事宜， 8 並成立食品飼
料快速預警系統 (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9 至於消
費者知情選擇，僅藉由標示法規予以保障。儘管白皮書所描述的追
蹤追溯僅停留在原則性的概念階段，根據部分學者見解，白皮書未
排除以追蹤追溯促進消費者知情選擇的可能 (Arienzo et al., 2008:
33)。
第 178/2002 號規則於前言揭櫫高規格保護人類生命健康以及
維護消費者信心為食品法典的基本原則 (例如前言第 8 點及第 23
點)。為能充分落實高規格人體生命健康的保護，第 178/2002 號規
則除了延續食品法一般原則綠皮書以降之科學證據原則 (如前言第
18 點)，也明文採納預防原則 (前言第 20 點)，是以，能在市面上流
通的食品只有安全的食品 (前言第 27 點)。其第 3 條第 15 項融合從
農場到餐桌的指導思維，將追蹤追溯定義為：「追查所有生產、加
工及分配環節中的食品、飼料、食用性牲畜或添加於食品或飼料的
物質」。10 蓋過去食安事件的啟示為，無法追查問題產品將影響市

7 White Paper on Food Safety, at 8, COM (1999) 719 final (12 January, 2000).
8 關於風險管理，考量賦予獨立機關此等行政權，將與歐盟條約 (ECT) 產生衝突，

稀釋國家主權，因此仍然歸屬執委會所有。
事實上，目前消費者均可透過食品飼料快速預警系統獲得產品資訊，歐盟亦明確
表示提供消費者資訊為食品飼料快速預警系統的目的之一。可認為其具有追蹤追
溯後的風險溝通功能 (European Commission, n.d.)。
10 第 3 條第 15 項原文：“‘traceability’ means the ability to trace and follow a food, fee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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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運作，故歐盟認為有必要於食品與飼料產業建立全面的追蹤追
溯系統，以準確地召回問題食品或飼料，避免食安事件不必要的擾
亂 (前言第 28 點、第 29 點)。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於生產、加
工和配送之所有階段皆應建立可追溯食品、飼料及食用牲畜及其他
添加於食品或飼料之物質之制度。」11 為追蹤追溯的核心精神。考
量食品和飼料業者應能辨別食品、飼料、食用性牲畜及其他食品或
飼料添加之物質之上下游業者，其具體內容要求「食品和飼料業者
應有追蹤系統和程序，於權責機關要求時提供相關之資訊｣。 12 (第
18 條第 2 項、第 3 項) 即食品業者應負追蹤追溯義務，建檔保存上
游供應商及下游客戶廠商的聯絡資料。2011 年，歐盟為落實第 18
條，以第 931/2011 號規則 (Regulation No. 931/2011)，針對食用性
牲畜來源 (food of animal origin) 建置追蹤追溯系統，其中規定食
品業者應揭露資訊範圍包含產品貨號、容量、業者聯絡資訊以及交
貨日期。如往來對象為委託商，不論其為上游或下游，食品業者亦
應保存交易紀錄，避免委託商藉著為他人代辦之名義，行規避追蹤
追溯責任之實 (第 3 條)。
第 178/2002 號規則為一般性規定，歐盟得另行針對需要重點

food-producing animal or substance intended to be, or expected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a food or feed, through all stages of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distribution.”
11 第 18 條第 1 項原文：“The traceability of food, feed, food-producing animals, and any
other substance intended to be, or expected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a food or feed
shall be established at all stages of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distribution.”
12 第 18 條第 2 項原文：“Food and feed business operators shall be able to identify any
person from whom they have been supplied with a food, a feed, a food-producing
animal, or any substance intended to be, or expected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a food
or feed. To this end, such operators shall have in place systems and procedures which
allow for this information to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n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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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之食品，制定更為細密且嚴格的追蹤追溯標準。試以動物食品
(animal product) 說明，動物食品大致分成可供食用的肉體本身 (如
動物油) 及動物於生命週期中自然產生的產品 (如牛奶、蛋、蜂蜜
等) 兩大類。動物食品於生產鏈的層層推進，經歷養殖階段與屠宰
後的加工階段時，可能涉及層次有別的追蹤追溯需求，故應視動物
食品本身的特性，決定是否以物理上的標誌、標籤或其他方法追查
產品來源，以助之後問題產品原料的回溯 (Europe-Africa-CaribbeanPacific Liaison Committee [COLEACP], 2012)。以牛肉產品為例，歐盟

認為當發生牛肉安全事件時，無法定位或追蹤問題牛隻，將使主管
機關無法有效控制牛肉風險，於是第 1760/2000 號規則 (Regulation
No. 1760/2000) 在既有的牛隻管理架構上，進一步明文賦予歐盟與
會員國設立牛隻識別、註冊系統與數據資料庫等制度的權力，嚴格
要求識別與註冊系統內應包含牛耳標籤 (ear tag)、牛隻護照、電子
數據庫、場所登記，詳實記錄並監控每頭牛隻做成最終產品前的所
有生產、加工移動軌跡。
另以基改食品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為例，第 1830/
2003 號規則 (Regulation No. 1830/2003) 乃針對以上市為目的之
基改食品所制定之追蹤追溯與強制標示規範。其規範對象甚廣，除
了含有基改成分或由基改成分組成的食品，也包含生產過程使用基
改成分，但最終無基改成分殘留的食品，目的乃藉由追蹤追溯規
定，確保基改食品強制標示的正確性 (前言第 4 點)。業者應負擔的
追蹤追溯義務可分為資訊傳遞義務以及資訊留存義務。資訊傳遞義
務係指，食品業者應以書面形式告知下游業者以下資訊：(1) 食品
含有基改成分或由基改成分組成；(2) 由歐盟執委會的代碼分配系
統產生之專屬代碼 (第 4 條第 1 項與第 8 條)。至於食品未含有基改
成分或由基改成分組成，僅為製造過程使用基改成分者，毋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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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代碼，但仍需告知下游業者以下資訊： (1) 如食品有標示成
分，應列舉所有由基改成分製造的食品成分或添加物；(2) 如食品
未標示成分，應註明該產品係由基改成分製造 (第 5 條第 1 項)。資
料留存義務則要求業者建立內部資料庫或資料保存系統，並應將上
下游的交易資料保存至少五年以上 (第 4 條第 4 項及第 5 條第 2
項)。資訊傳遞義務並非基改食品獨有，規範蜂蜜產品追蹤追溯之第
2001/110 號指令 (Directive 2001/110/EC) 亦有類似規定。
追蹤追溯系統之建置有助於歐盟在緊急事件發生之際，即時有
效地回溯產品源頭並追蹤食品原料的去向，避免汙染源流入消費者
端，造成人體健康不可回溯的危害。戴奧辛事件即為歐盟成功阻止
汙染源擴大之事例。此事件的起因為：2004 年，荷蘭動物農場驚傳
馬鈴薯皮等馬鈴薯副產品受到戴奧辛汙染，歐盟執委會透過追蹤追
溯系統查出戴奧辛汙染源為一種德國生產的泥灰質黏土，業者通常
以之進行馬鈴薯品質的分類，由於馬鈴薯副產品可做為動物飼料成
分，故戴奧辛可能隨著動物飼料或動物產品往下游食物鏈擴散。為
切斷上游汙染源並進行深入調查，歐盟境內於第一時間所關閉的農
場數量總計高達 200 多座，此包含荷蘭境內 100 餘座農場，以及德
國與比利時分別關閉之 4 座與 8 座農場 (謝和霖，2004;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此一戴奧辛事件不僅為歐盟追蹤追溯制度的成
功案例，也證明追蹤追溯制度在重大食安危機管理中扮演不可或缺
的地位。

參、消費者知情選擇之理論基礎
由前述討論可知，人體健康安全的高度保護與消費者信心的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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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成為歐盟著手改革食品法規的最初目的。13 但是，消費者就食品
議題的關心非必然出於健康安全之單一考量，動物福利、公平競爭
(Thorkild & Kristensen, 2008: 100-101)、原料的真實性、對特定原
產國的信任 (如消費者對己國生產食品的愛好) 等，皆為消費者重
視追蹤追溯資訊的原因。以下首先將介紹消費者如何就食品安全風
險形成感知以及知情選擇的訴求，並接續說明健康安全以外的事物
對消費者從事自我決定、實踐自我亦具有相當重要性，進以建構追
蹤追溯系統的風險管理及資訊溝通功能。

一、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感知與行動
消費者之所以對於各種食品安全風險的感知有強弱差別，主因
在於消費者於接收客觀風險資訊後，會根據各種風險做出不同評
價。由於消費者欠缺專業知識，易受個人直觀意見或媒體輿論影
響，通常會不經意地放大科技可能造成的危害，故社會大眾所認知
的風險往往與科學實驗結論迥然不同。以基改食品為說明，縱使科
學界至今無法充分證明基改食品的確切風險，但民眾對於基改食品
的排斥心理卻未能消除，其安全性爭議仍舊存在。另外，消費者亦
容易將不同的風險相互混淆，而誤以為其他類似食品也有相同的危
害。曾有研究指出，在歐盟民眾的認知中，禽類的戴奧辛或豬隻的
抗生素殘留，與牛隻體內的荷爾蒙意義相當；歐盟消費者也將漁產
品的化學汙染與細菌疾病相類比。最後，專家與消費者所認定的「真
實」有明顯的差異：對一般消費者而言，事實即為不因時空、背景
而改變的「真理」；但對科學而言，實驗結果取決於實驗組、對照
組以及其他條件的調控 (Verbeke, Frewer, Scholderer, & de Bra-

13 例如第 178/2002 號規則前言第 9 點、18 點、21 點、2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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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er, 2007: 3-4)，就風險的認定也有各種流派說法，與人民所認
識的「真實」即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基此，消費大眾的風險意
識與專家判斷有本質上的差異。
如借用風險溝通理論分析，民眾對於食安之感知源自三種因
素：恐懼 (fright)、恐慌 (panic)，以及社群媒體的加成效果。「恐
懼」與消費者個體所認知的風險以及自身生活型態有關。消費者的
信心可能因為食品供應鏈受到人為蓄意汙染而崩盤，倘個別消費者
不能透過改變個人生活習慣防免該特定風險，消費者容易因焦慮而
無措，當不安之情緒擴散成為社會多數大眾的共同心理，人民對食
品安全的信心便脆弱不堪，市場機制與秩序也面臨鬆動的危機，狂
牛症事件以及基改食品皆為典型案例。「恐慌」則取決於風險本質，
包含是否為新型風險、是否廣泛散播、是否具有不確定性，以及是
否對人體生命健康抑或特定族群構成嚴重威脅。「社群媒體」則在
言論市場具有議題引導作用，為形塑消費者感知的重要一環，例如
荷爾蒙事件爆發時，歐洲媒體報導動物被大肆撲殺的手法與畫面強
化了歐盟消費者關心動物福祉之情緒 (Verbeke et al., 2007: 3-4)。
當消費者預期某種食品可能構成嚴重健康安全威脅，「焦慮」
(anxiety) 的心理狀態於是產生，繼之刺激個別消費者藉由自我管理
(self-governance) 排除該風險威脅。關於焦慮的定義，部分學者表
示，焦慮是一種預期「即將發生某種不確定風險、威脅或危險」的
不悅心理 (Cossman, 2013: 893)。焦慮具有不確定性以及非實體特
性，雖然人民無法充分理解該特定風險，但在情感上、心理上無法
接受本身的無知與被動立場。學者 Ulrich Beck 比較二十世紀前後並
指出，在過去追求溫飽的農業社會，階級之間互不對流所造成的不
公平現象 (unequal society) 為主要的問題，而二十世紀後的工業化
社會則為「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使得個人在經營生活時，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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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各種風險評估與計算，焦慮反而成為普遍的現象 (Beck, 1992:
49)。焦慮的心理能誘發個人從事某些消除風險的行為或向內在探求
自主價值。有學者認為，焦慮為身處在後現代社會的人民反思自我
價值後的衍生產物 (Cossman, 2013: 893-894)。
現實中，個人或社群為消除焦慮而採取各式實際行動，與新自
由主義 (neoliberalism) 所提倡的自我管理管治模式不謀而合。在食
品部分，農民開始自發地擺脫過去與消費者距離遙遠的生產鏈源頭
位置，使消費者得以因為與農民的互動而更深入地認識食材，為生
產者以自身行動增進消費者對食品的信賴感的最佳實例。此外，主
婦利用網路等社群媒體形塑「綠色媽咪」或「環保媽咪」
(eco-mother)，敦促各種環境改善行為、主婦團體主導去雙酚 A 奶
瓶運動的成功及安全化學物質法案的推動、女性團體抵制含雙酚 A
的罐頭等事例顯示，以焦慮為出發點之「去政府管制」，類似新自
由主義的運作思維，是一種以「消費者自主管理」為終極目的的集
體主義的展現 (Cossman, 2013: 912-914)。總體觀之，消費者對於
食品安全的關注將影響個人主體性的形塑、個人價值的實踐。

二、消費者在安全之外的其他偏好與行動
廣義而言，消費者於選購食品時所考量之因素多樣。即便同樣
對「食品來源」表達較強的需求且重視「品質」，不同歐盟國家的
消費者觀點卻有差異。例如，德國消費者偏好有機食品，認為有機
食品是生產加工過程天然衛生之保證；法國消費者則重視產地，如
產品來源有「信賴保證」，消費者樂意購買該地區之產品，支持當
地經濟發展。相反地，義大利消費者對於品質的要求反而不若安全
性為高 (van Rijswijk, Frewer, Menozzi, & Faioli, 2008: 456-457,
459)。在世界各國經驗中，甚至有消費者基於動物保護的偏好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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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立法的案例。 14
在人民自主意識提升的今日，如社會公眾日趨重視某項價值偏
好，但相關法規有缺漏，消費者迫切的焦慮會促進政府與民間的對
話 (a discourse of power and a practice of governmentality)，並塑造
特定議題、決定公民以及國家的角色 (Brown, 2007)。公民力量的
介入，亦驅使專家藉著自主行動 (self-steering) 在公民與政府間斡
旋，彌平社會、學術、政治間之資訊不對稱，間接促進一個有誠信、
有效能的政府 (Cossman, 2013: 896-897)。進一步言，多元民主社
會 (pluralistic democratic societies) 係由分歧的價值觀、信仰與利益
之個體所組成，而為生產者與消費者共同享有。即便自由的概念因
為不同的詮釋角度，而有左派多元主義 (left-wing populist)、右派多
元主義 (right-wing populist)、基本教義主義 (fundamentalist) 等等
差別，但多元民主社會應承認某些基本價值，為上述不同學術派別
所一致認同。據此，如食品涉及環境保護、動物福利、國際正義 (例
如全球化為基改食品爭議之幕後黑手，國際標準應何去何從？) 等
議題而為社會大眾普遍關切，國家機器應有義務回應消費者的需
求。然而，環境保護、動物福利等等價值偏好亦可能無法凝聚社會
高度共識，僅有超過微量之相對少數消費族群特別關心，倘若此類
價值偏好有潛力於未來發展為普遍性的消費需求，則已滿足了民主
正當性的基本下限，國家得據之制定更為嚴密的規範，例如就某類
產品增訂更為嚴格的標示規定。此際，追蹤追溯制度則成為一種輔
14 以海豚保育為例，美國消費者自 1980 年代末期便針對時傳濫殺、誤捕海豚之鮪魚

罐頭發起一波波的抵制活動，此後民間訴求不斷高漲。美國聯邦於是在 1990 年代
頒布海豚安全標示措施。此等標示背後的市場價值甚至驅使墨西哥數次在世界貿
易 組 織 對 美 國 提 起 貿 易 訴 訟 (Mitchell, 2001) 。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Measures Concerning the Importation, Marketing and Sale of Tuna and Tuna
Products, ¶7.111, WT/DS381/RW (April 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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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性工具，不僅能為法規的執行累積重要資訊數據，亦能作為日後
法 令 修 訂 與 政 策 推 行 的 建 議 與 依 據 (policy recommendation)
(Beekman, 2008: 235-236)。

三、追蹤追溯系統的管理及溝通功能
(一) 追蹤追溯功能概論
粗略來說，追蹤追溯的功能可從三種面向理解：政府治理面
向、業者經營管理面向及消費者面向。從政府治理面向來看，追蹤
追溯制度為主管機關與消費者取得相關資訊，以免食品業者不實誤
導、無法採取緊急措施定位並排除問題產品的重要方法。惟由於政
府維繫著業者利益以及消費者權益兩者之間的平衡，如業者不願意
自主建立更細密的追蹤追溯系統，相關法令不過為消費者權益最低
限度的保障。從業者的經營管理面向以觀，追蹤追溯為業者維護企
業聲譽，召回產品的重要手段。例如 2005 年華盛頓食品安全高峰
會上，業界便曾廣泛討論追蹤追溯對於品牌的助益。沃爾瑪和麥當
勞等大型食品供應商甚至已開始建構各自的追蹤追溯系統。論者認
為，追蹤追溯能優化業者產品管理的模式 (例如食品有效期限、標
示或產品說明、管理績效等細部事項的經營管理)，或降低召回產品
的成本 (Korthals, 2008: 260-261)。如將物流的概念置入追蹤追溯
系統中，則可建構一個經營友善的環境，讓供應鏈上的合作夥伴能
透過網際網路等各式管道，交換即時的物流資訊，增進供應鏈的管
理品質、降低營運成本並提升客戶滿意度 (Bosona & Gebresenbet,
2013: 36)。但提供消費者資訊並非此一面向的主要目的。最後，從
消費者面向切入，消費者購買產品可能訴諸不同價值或需求，除了
追求食安之外，也可能出自於宗教信仰 (例如不吃豬)、動物福利
(例如捕魚過程未傷害海豚) 或公平貿易 (非出自血汗農場) 等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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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追蹤追溯系統可包含食品原料及製造方法等資訊，具有輔助
消費者從事知情選擇的功能 (Korthals, 2008: 261)。

(二) 追蹤追溯系統的風險管理功能與資訊溝通功能
追蹤追溯系統的風險管理功能首重食品安全。雖然食品同為牽
引市場供需的「產品」，應由食品業者負責就食品的安全性加以把
關，然嚴格來說，食品安全的真正意義為，食品「現階段經科學證
明」為安全。既然食品本身的安全保證僅為暫時性，則不可能有完
全零風險之食品存在，食品業者應負之義務則係盡可能地降低本身
經營活動的汙染或其他風險，以及確保能追溯至上下游往來業者，
為追蹤追溯風險管理功能最基本之目的。
資訊溝通功能係為回應消費者的偏好。消費者為了在知情時從
事食品選購選擇，對於資訊的需求可分成一般性資訊需求 (needs)
以及額外資訊需求 (wants)。試以歐盟為例，或許因為不傷害原則
(harm principle) 以及公平正義原則 (justice principle) 為歐盟社會
普遍肯認，歐盟消費者一般預期食品應至少符合上述原則的最低底
線，其投射在食品價值偏好上，則為公眾健康、基改食品、動物福
利、環境保護等面向，為歐盟消費者的一般性資訊需求。因此，政
府應有義務建置追蹤追溯系統以提供消費者獲得相關資訊的合法
管道，保障公眾非一時性 (non-superficial) 且為合理期待之偏好，
否則，單靠業者的社會責任或商業誘因並不能有效回應消費者的一
般性資訊需求 (Beekman, 2008: 235-236)。15 誠如前述，動物福利、
基改食品、環境保護、對於特定區域食品的愛好或是其他價值偏好
15 例如前述基改食品追蹤追溯系統對於標示及知情選擇的強化，請參照歐盟第

1830/2003 號規則前言第 4 點；追蹤追溯規範在漁業生態之保護及知情選擇的賦
予，參照歐盟第 1224/2009 號規則前言第 15 點等等；追蹤追溯在牛肉產品消費者
信心與標示充分正確之維護，參照第 1760/2000 號規則前言第 4 點，詳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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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僅受到相對少數消費者重視，與總體消費者一般性資訊需求不
同，為消費者額外資訊需求。由於這些消費者願意支付更高的價格
購買符合其價值偏好的食品，生產者仍然有動機從事某種食品宣稱
以吸引這些少數消費族群消費。追蹤追溯的作用為消極地避免業者
標示不實，非如同前者之積極管制，反倒退居較為次要的輔助角色。
如將食品治理視為一個巨型金字塔 (如圖 1)，追蹤追溯系統的
功能則分屬金字塔的三個端點。食品安全與消費者的一般性資訊需
求位居金字塔基底之兩端，愈能保障兩者，愈能強化消費者之於食
品市場的信賴，金字塔的基底愈為穩固；消費者的額外資訊需求，
則位於金字塔的頂端，為追蹤追溯系統的資訊溝通功能，其決定食
品安全金字塔的高度。管理功能與溝通功能越能得到彰顯，食品治
理金字塔越為穩固健全。

額外資訊需求

溝通功能

食品安全

管理功能

溝通功能

一般性資訊需求

圖 1 食品治理金字塔與追蹤追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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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消費者知情選擇在追蹤追溯制度的實踐
歐盟在確立了知情選擇為消費者權益之重要一環後，屢屢透過
追 蹤 追 溯 系 統 保 障 消 費者 按 照 個 人 主 觀 意 願 從事 知 情 選 擇 的 機
會。2011 年的第 1169/2011 號規則為消費者食品資訊基本法，其明
白肯定消費選擇會受經濟、環境、道德等因素影響，雖然在措施部
分未明確提及追蹤追溯規定，然而其特別強調產地來源應適切揭
露，與追蹤追溯系統有著不可切割的關聯，應值得吾人借鏡參考。

一、消費者知情選擇的背景
歐體於 1972 年巴黎高峰會決定將轉往經濟以外之目標發展後
(Weatherill, 2011: 844)，消費者保護首度成為歐體欲致力維護之重
要公益。1975 年的消費者保護與資訊政策初期計畫 (A Preliminary
Programme for A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Information Policy，以下
簡稱初期計畫) 強調橫向整合消費者權益，以調和各會員國法律之
方式，將消費者保護之目的納入農業、經濟、環境等歐體政策目標
中，於產品部分，則包含玩具、食品、飼料、化妝品等等與消費者
健康安全較為直接相關者 (洪德欽，2008: 513)。初期計畫第 3 點
將消費者權利分為五大類：(1) 健康與安全的權利；(2) 經濟利益的
權利；(3) 補償的權利 (the right to redress)；(4) 資訊與教育權利；
(5) 代表消費者與表達意見的權利 (the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e right to be heard)。1981 年，理事會為深化保障消費者權益，於
是發布二次計畫 (Second Programme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for A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Information Policy)，重
申落實前述初期計畫五大類消費者權利的決心。歐盟此階段肯定消
費者知情與選擇的權益，乃為強化經濟危機後歐盟消費者權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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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知情權之保護。於二次計畫欲優先處理的產品類別中，所有
食品一致適用的統一規範 (水平式立法) 與針對特定食品之個別規
範 (垂直式立法) 皆為首要議題，而食品安全與消費者知情並列為
歐盟關切的核心。 16 自 1997 年阿姆斯特丹條約第一次以憲法形式
規範消費者權益後，歐體條約第 153 條成為歐盟消費者權利的最上
位法源依據，第 1 項 (原為馬斯垂克條約第 129 條第 a 款) 規定：
「為了促進消費者利益與確保高標準的消費者保護，歐體應致力於
保護消費者的健康、安全和經濟利益，以及促進其資訊、教育和結
社權，以確保消費者利益。」17 與前述初期計畫五大消費者權利相
16 Council Resolution of 19 May 1981 on a Second Programme of the European Eco-

nomic Community for a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Information Policy, 1981 O.J. (C
133) 1.
17 第 153 條原文：“1.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to ensure a
high level of consumer protection, the Community shall contribute to protecting the
health, safet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s well as to promoting their
right to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to organise themselves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ir
interests.
2. Consumer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sha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fining and
implementing other Community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3. The Community shall contribute to the attainment of the objective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through:
(a) measures adopted pursuant to Article 95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al market;
(b) measures which support, supplement and monitor the policy pursued by the
Member States.
4. The Council,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51
and after consul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shall adopt the
measure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3 (b).
5. Measures adopted pursuant to paragraph 4 shall not prevent any Member State
from maintaining or introducing more stringent protective measures. Such
measures must be compatible with this Treaty. The Commission shall be notified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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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除了法律用字略為不同外，僅補償權利未納入消費者的憲法權
利中。初期計畫所建構的權利譜系及保護理由應有極高參考價值。
綠皮書未確立如何透過追蹤追溯強化消費者知情的可能，卻於
「食品部門之歐體活動發展背景」(Backgrou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activities in the foodstuff sector)，明確表示歐體在食
品領域的發展將受馬斯垂克條約第 129 條人體健康保護、第 129 條
第 a 款消費者保護大幅影響 (strongly influenced)，為未來保護消費
者權益以及食品安全之相關立法預留極大的彈性，可見歐體條約第
153 條 為 歐 體 以 及 會 員 國 避 免 重 蹈 狂 牛 症 覆 轍的 具 體 行 動 證 明
(Vos, 2000: 235-236)，知情選擇則歸屬於消費者保護的一環。第
178/2002 號規則前言第 28 點表明追蹤追溯除了前面提及的風險事
件的管理因應，也包含提供消費者正確資訊。該號規則本文第 8 條
第 1 項規定：「食品法規旨在保護消費者權益，且關於消費者所食
用的食品，食品法規應作為消費者知情選擇之基礎。」18 緊接著第
2 項規定：「食品法規應禁止詐欺行為、攙假，以及所有有誤導消
費者之虞的行為。」於追蹤追溯部分，第 18 條第 4 項為消費者知
情選擇開了一道窄門，凡是「已經流入或可能流入歐盟市場之食品
或飼料，應依法令規定，提供相關之文件或資訊，並有適當之標示
或辨別方法以供追溯。」知情選擇與健康安全同屬第 178/2002 號
規則以及追蹤追溯系統所欲完備的目的。 19

18 請參照第 8 條第 1 項原文：“1. Food law shall aim 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shall provide a basis for consumers to make informed choices in relation to the foods they consume. It shall aim at the prevention of: (a) fraudulent or
deceptive practices；(b) the adulteration of food; and (c) any other practices which
may mislead the consumer.”
19 有國內學者採取相同解釋，從第 178/2002 號規則第 8 條推演出消費者健康安全及
知情選擇 (包含避免詐欺誤導或攙偽) 同為食品法目的，請參考林昱梅 (2015a: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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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別產品之追蹤追溯
由於第 178/2002 號規則為食品法的原則性規定，為確保追蹤
追溯系統能保護消費者的知情選擇，仍有必要針對特定食品制定更
細密的要求。以牛肉產品為例，第 1760/2000 號規則 (Regulation No.
1760/2000) 肯定原產地資訊之標示為維持並增進消費者對牛肉產
品的信賴、維護高標準的公眾健康所必要，前言更指出，牛肉市場
能回歸狂牛症前的穩定運作應歸功於牛肉產品資訊的透明化以及
追蹤追溯制度的建立 (前言第 4 點等)；為增進消費者信心及避免消
費者被業者誤導，應以追蹤追溯規範確保牛肉標示的充分性、正確
性，以助於消費者從事知情的選擇 (前言第 4 點及第 7 點)。基此，
所 有 牛 肉 產 品 原 則 上 皆 應 「 強 制 標 示 」 牛 隻 識 別 碼 (reference
code)、屠宰場、出生地國家、飼養地國家、屠宰場國家等資訊 (第
13 條第 2 項及第 5 項第 a 款)；至於非應強制標示之牛肉產品 (例
如牛絞肉) 或其他資訊，業者應事先取得主管機關許可，始能進行
「自願標示」(前言第 29 點、第 32 點及第 16 條第 1 項)。
另 以 漁 產 品 為 例 ， 第 1224/2009 號 規 則 (Regulation No.
1224/2009) 統一零散的漁產品法規，承認杜絕非法漁貨 (前言第 6
點、第 20 點等)、保護漁業生態 (前言第 15 點等、本文第 12 條)、
保障消費者取得捕獲方式資訊之權益 (前言第 28 點) 等為漁產品
之重要公益，對於產品標示之追蹤追溯同樣嚴格把關。蓋歐盟消費
市場廣大，自 2004 年以來即嚴格監測進口海產的用藥或其他汙染
物 質 殘 留 ， 甚 至 在 抗 生素 施 用 上 限 採 取 「 零 檢出 」 之 極 高 標準
(COLEACP, 2012)。專門針對漁產品追蹤追溯之第 58 條規定指出，
為符合第 178/2002 號規則，所有漁業以及水產養殖業產品皆應適
當地標示以溯源 (第 1 款)。會員國應確保業者建立系統保存可識別
出上下游業者的資料，主管機關有取得該等資料的權限 (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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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鏈上業者彼此互相負擔的標示義務內容包含：(1) 漁場識別號
碼 (identification number)、(2) 船舶或水產養殖場識別號碼與名稱、
(3) FAO alpha-3 物種編碼、(4) 捕獲及生產日期、(5) 品種數量與淨
重、(6) 供應商名稱及地址、(7) 其他規則要求之資訊、產品商業標
誌 (commercial designation)、科學名稱、生產方法、產地資訊，以
及 (8) 漁產品是否曾經過冷凍 (第 5 款)。後兩者同時為應向終端消
費者標示之資訊 (第 6 款)。

三、第 1169/2011 號規則消費者食品資訊法
第 1169/2011 號規則為歐盟最新修訂之統一消費者食品資訊法
典。根據該號規則揭櫫於前言的目標，歐盟肯認賦予消費者食品資
訊，使消費者對於食品相關資訊有所知情，為一促進歐盟境內高規
格健康安全保障之手段 (前言第 3 點)。第 1169/2011 號規則並明白
強調第 178/2002 號規則建立的原則與提供消費者資訊、避免誤導
消費者有關，為消費者知情選擇的基礎 (前言第 4 點)。再者，有鑑
於消費者的消費選擇可能受健康、經濟、環境、社會與道德等因素
影響，食品資訊法應有足夠的彈性即時反映消費者需求，適度保障
消費者知情，並在內部市場與消費者偏好之間取得動態平衡，藉著
強制資訊揭露滿足人民普遍的需求，使消費者有能力做出個人飲食
的選擇 (前言第 16 點與第 18 點)。因此，有必要規範一般性定義、
要件以及程序，作為歐盟和會員國採取有關措施，提供消費者食品
資訊的基礎。最後，為給予消費者全面完整的食品資訊，食品資訊
應有廣泛的定義與規範，規定標示以及其他揭露方式 (前言第 14
點)。
在具體項目部分，有鑑於食品業者可能利用食品特徵、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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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用療效等資訊誤導消費者，業者不得就此等資訊進行任何標示或
宣稱 (前言第 20 點)；為避免侵害業者的營業秘密，相關法令不得
針對業者名稱、地址等資訊要求強制揭露，相對地，因為業者名稱、
地址以外的原產地資訊可減緩消費者對於來源的誤認，應就上述資
訊制定強制標示規定，應強制標示原產地資訊之產品種類亦應擴大
(前言第 32 點)。此外，歐盟欲致力增進標示的簡明易讀性 (easy
legibility)，包含字體、顏色等情狀，以加強消費者知情選擇的能力
(前言第 26 點)。依據第 7 條規定，任何關於食品的身分 (identity)、
組成、產地來源，以及強調成分或營養成分有無的資訊，皆不得有
誤導 (mislead) 消費者的行為 (第 1 項)，並應符合簡單易讀性 (easy
to understand) (第 2 項)。第 26 條則將原產地資訊納入一般性資訊
之揭露範圍，明文規定有誤導消費者之虞的產品應標示產地來源，
使得追蹤追溯系統得以處理產地標示之問題。

四、第 178/2002 號規則與第 1169/2011 號規則之差
異
第 178/2002 號規則揭櫫食品法之一般原則，而知情選擇以及
其他食品資訊保障之深化則由規範不公平競爭行為的第 2005/29 號
指令 (Directive No. 2005/29) 以及旨在一般性地賦予消費者食品
資 訊 之 第 1169/2011 號 規 則 相 搭 配 (Vaqué, 2015: 212) 。 第
1169/2011 號規則充分展現歐盟在食品領域廣泛保護消費者權益的
企圖。首先，前言第 5 點表示應與規範業者不公平商業行為之第
2005/29 號指令相補足；接著，第 3 條第 1 項食品資訊的一般性原
則規定：「食品資訊應給予消費者一定基礎，從事知情選擇以及安
全地使用食品，並以此方式高度確保消費者健康與權益，尤其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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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經濟、環境、社會與道德考量上。」 20 為歐盟首度明確承認，
給予消費者食品資訊得促進消費者享有高水準的健康與權益，「消
費者的能力以及行為」為該規則中個別條文知情選擇保障程度差異
之所在。充分閱讀食品資訊之「理性、知情」(informed, reasonable
and critical) 的消費者、隨意瀏覽食品資訊之「隨意」(casual) 的消
費者，以及老幼嬴弱之「弱勢」(vulnerable) 消費者等三大族群，共
同支撐起第 1169/2011 號規則此龐大食品資訊保護傘 (Meisterernst,
2013: 95)，大幅超越了第 178/2002 號規則對於消費者知情選擇的
保障程度。

五、小結
實現「消費者所期待的」高規格食品安全，為貫穿歐盟食品法
規體系的中心思想 (Scholten-Verheijen, Appelhof, Van Den Heuvel, & Van Der Meulen, 2011: 54)。自 2002 年歐體制定並通過第
178/2002 號規則後，為維護人體健康、促進環境保護、避免消費者
遭受詐欺誤導等公益，追蹤追溯規範為歐體以及歐盟保障消費者從
事知情的個人選擇的重要管制手段。 21 最新修正的第 1169/2011
號規則前言第 4 點明文揭示，第 178/2002 號規則乃消費者知情選
擇的基礎。從法規實踐的角度來看，第 178/2002 號規則第 18 條追
蹤追溯不但與消費者知情選擇非不相容，更不失為強化消費者知情
20 第 3 條原文：“The provision of food information shall pursue a high level of pro-

tection of consumers’ health and interests by providing a basis for final consumers to
make informed choices and to make safe use of food, with particular regard to health,
economic,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21 例如規範動物食品來源追蹤追溯之第 931/2011 號規則 (Regulation No. 931/2011)
於前言第 2 點前段明文：「追蹤追溯是確保食品安全與消費者取得可信賴資訊的
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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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的工具 (Arienzo et al., 2008: 36-41)，已然超越最初追查、定位
問題食品之風險管理功能，而具有保障消費者知情選擇的資訊溝通
功能。
如就知情選擇的定義採取廣義解釋，追蹤追溯系統對於食品安
全的支持作用將與資訊公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蓋兩者皆係為維護
消費者對食品選擇的信心。第 178/2002 號規則第 10 條要求主管機
關在知悉食品的問題之際，以「適當方法」告知消費者可能存在之
風險。如欲充分發揮資訊溝通功能，追蹤追溯系統將無法脫離攸關
消費資訊透明之政府資訊公開規範而獨立發展。 22

伍、實際運作之挑戰
追蹤追溯制度具有風險管理與資訊溝通之功能，可謂穩固食品
資訊網絡之重要媒介。不過，追蹤追溯系統在實際運作上也面臨各
種挑戰，如消費者對特定資訊的需求可能與業者的商業利益產生矛
盾，消費者不盡然想要得知所有食品資訊，國內規範亦可能不經意
地造成國際貿易障礙或歧視。有鑑於追蹤追溯制度的推行仰賴業者
提供正確的資訊，則必須清楚掌握食品產業各個環節就資訊揭露的
成本、誘因與特性，對於不同性質的事物量身打造不同規定，方能
全面性打造維護消費者權益的新局。以下分別從業者商業利益以及
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食品安全檢驗
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

22 有論者建議我國公開消費資訊不以業者違法情事為前提，應定位在消費者享有知

情權利之層次，不宜食用之食品已足該當行政機關資訊公開之義務。請參考李寧
修 (201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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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以下簡稱 SPS 協定) 角度，觀察
追蹤追溯系統在食安體系可能面臨的國內外挑戰。

一、業者商業利益與消費者偏好之衝突
(一) 業者生產鏈商業利益與消費者知情選擇的內在衝突
食品產業鏈如同其他產業，係由上游、中游、下游等不同環節
組成，而每一環節的供給與銷售對象不同，利害關係與其間的角力
便有層次上的差異。追蹤追溯制度之成功建立在業者確實能遵循法
令規定，記錄正確的產品資訊。但從商業成本角度視之，當業者建
立追蹤追溯系統的利益未大於成本時，如政府未強制業者以追蹤追
溯系統鉅細靡遺地記錄產品資訊，業者並無詳實記錄的誘因。更甚
者，當消費者得近用食品業者追蹤追溯系統內的資訊時，業者揭露
資訊的成本則會隨著初級生產 (農林漁牧業)、次級生產 (加工製造
業) 和三級生產 (零售業) 的位置呈現正向的變動。初級生產係
指，由生產者直接自自然界取得原料，其生產活動可能造成環境或
食品原料汙染之直接危害。與次級生產或三級生產不同的是，初級
生產未直接面對消費者，因此資訊揭露之經濟收益不會由位於源頭
的初級生產享有。但初級產業生產者基本上不僅不排斥將資訊揭露
給終端消費者，甚至支持產地認證等等追蹤追溯制度，增進生產源
頭資訊之公開與透明。然因為農場位於所有食品產業鏈的最上游，
為各種食品標準的匯集之地，如缺乏適宜的規範，可能變相成為另
一種透明化的障礙。次級生產係指食品的製造、加工階段，其通常
為食品產業主要組成，以歐盟為例，其食品製造業交易額高達一兆
歐元，可創造 42,000 個就業機會，其中小型企業占了 9 成左右的
比例，為歐盟最龐大的產業之一。次級生產之獲益方式係將食品原
料轉換為半成品或成品而不會與消費者接觸，因此並無主動揭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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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資訊之誘因，另外，初級生產業者與三級生產業者之間的實力不
對稱，也加劇了食品製造環節的不透明性。最後，屬於三級生產的
零售業者位於食品產業鏈的最後一個階段，直接面對消費者，也最
有能力掌握消費者偏好或影響消費者行為，持有最強的資訊透明誘
因 (Schiefer & Deiters, 2013: 15-20)。可見次級產業的營業秘密及
商業成本關係追蹤追溯系統的落實甚鉅。
從消費者需求層面觀之，儘管滿足人民知情選擇十分重要，但
並非意味消費者有意過問生產鏈上的所有資訊 (Martinez & Epelbaum, 2011: 296)。換言之，消費者僅重視能幫助個人實現特定公
益、價值偏好的資訊。舉例來說，根據歐盟在比利時、丹麥、荷蘭、
西班牙等 4 個國家針對海產標示所進行的問卷調查，在 4,786 名接
受訪問的民眾中，有 6 成以上受訪者表達對漁產品品質安全保證的
強烈需求，但是受訪者對於海產捕獲方法或地點的關注程度卻相對
為低。23 無獨有偶地，比利時一項關於生鮮牛肉標示的全國性民意
調查顯示，民眾對於有效期限、產品類型、品質安全等日常熟悉、
一般性的資訊也較其他片段的產製資訊更為關心 (Verbeke, 2011:
289-290)。

(二) 個案討論－丹麥豬肉供應鏈
1. 追蹤追溯系統執行密度之可能困境
第 178/2002 號規則為歐盟一般食品法，所開創之追蹤追溯原
則 (「一步向前，一步向後」[one step back, one step forward] 原則)
要求業者記錄前後一階的客戶資料 (Thorkild & Kristensen, 2008:
23 規定海產標示的第 104/2000 號規則 (Regulation No. 104/2000) 與第 2065/2001

號 規 則 (Regulation No. 2065/2001) 強 制 揭 露 物 種 的 交 易 名 稱 (commercial
name)、生產方法 (包含海水、淡水或養殖)、捕獲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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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其系統的執行密度乃著眼於三方面：廣度 (breadth)、深度
(depth) 與精確度 (precision) (Golan, Krissoff, & Kuchler, 2004)。
「廣度」是指系統中應記錄資訊項目之細膩程度，例如屠宰場的單
位、配送的批次。「深度」是指追蹤追溯系統往上或往下追及的範
圍。以豬隻或豬肉為例，此為是否能追溯到特定農民、屠宰場、加
工工廠或零售商。「精確度」是指，所追蹤去向或追溯來源的精確
程度。由於第 178/2002 號規則為拘束會員國的基本法，仍要靠會
員國制定國內法始能真正落實「一步向前，一步向後」原則
(Thorkild & Kristensen, 2008: 97-98)，倘若部分會員國未能釐清業
者的互動情形和產業現狀，將形成規範與事實上的落差，難以掌握
追蹤追溯的廣度、深度與精確度，無法有效管理交易手法複雜的食
品產業，與第 178/2002 號規則預期的原料溯源或追查去向之目的
相去甚遠。

2. 從丹麥豬肉產業看追蹤追溯系統的侷限
根據丹麥國內法規定，豬肉業者得自行決定追蹤追溯的具體項
目內容，包含委託範圍 (consignment) 或批量 (batch) 等。因此，
業者依法追查食品來源去向、回收問題食品乃根據自行決定之範
圍。丹麥業者得為了增加產能，經營或會計上的方便，將同一日的
產量總計為同一單位，而個別業者、工廠之間的記錄標準亦極為不
一。據文獻記載，丹麥屠宰場的豬隻 (carcass) 雖有電子化的 ID 號
碼，但在分切作業完成後，已無法追溯農場來源。如發生豬肉產品
安全事件，或消費者對肉品的細部資訊有疑問，主管機關最多只能
追溯至屠宰場。對丹麥業者而言，追蹤追溯不過為增進生產效率、
生 產彈性或 降低成本 的工 具 (Thorkild & Kristensen, 2008: 83,
99-100)，主管機關無法藉著追蹤追溯系統有效追查前段生產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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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背離了第 178/2002 號規則建立的「一步向前，一步向後」之
原則。
丹麥為世界最大的豬隻出口國之一，其豬肉產品供應鏈的複雜
程度遠遠超過國內消費者之想像。昔日，國內過高的生產成本，諸
如有限土地資源、高昂人力成本與飼料成本、相對嚴格的管制法規
等，不斷壓縮本地豬農的生存空間，使得豬肉產品供應鏈朝向策略
聯盟之型態發展。今日丹麥豬肉產業乃一綜合生產專業化 (specialization) 與製程自動化之知識密集、全球化經營的產業。許多於
英國境內販賣的豬肉便是源自於丹麥養殖、屠宰、加工之豬隻。令
人意外的是，因為丹麥切片培根業者會打著丹麥豬肉名義，銷往波
蘭、德國等國家，今日的丹麥消費者幾乎無法在超市買到本國豬肉
所製成的切片培根。實證研究指出，丹麥消費者深信丹麥培根比其
他國家的培根要為優質，且理所當然地係使用國內養殖的豬隻，當
受訪者被告知市面的切片培根可能為德國或波蘭豬，而非丹麥豬之
際，皆表達出被欺騙的感受 (Thorkild & Kristensen, 2008: 85-87,
113)。
歐盟消費者較重視各種動物福利議題，如動物用藥、死亡率、
致病率、豬隻密集度 (overcrowding) 等等 (Thorkild & Kristensen,
2008: 94)，丹麥消費者亦不例外。為吸引關注動物福利的丹麥消費
者購買本國豬肉產品，丹麥豬隻產業順勢發展多樣化之養殖模式，
並 將 此 種 豬 隻 命 名 為 特 色 豬 (special pigs) 、 放 養 豬 (free-range
pigs)、英國豬 (UK pigs) 或有機豬 (organic pigs) 等等。不過，消
費者僅能藉由產品價格的高低判斷是否應為購買，無從就動物福利
增進的程度進行考量。部分業者認為，因為丹麥豬肉產品的道德市
場 (ethical market) 只占整體市場 5%至 10%，業者自然不會將經營
重心放在道德議題。據此而論，消費者無以就業者維護動物福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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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進行分析，乃係豬肉業者不願提供相應產品的必然結果。然小
農 (conventional farmer) 卻駁斥上述業者意見並指出，國內消費者
對食品產業，尤其是豬肉產業的無知，使道德因素無法成為強大的
購買誘因，於產品宣稱融入道德考量只會使產品價格提升，未能真
正吸引消費者購買 (Thorkild & Kristensen, 2008: 112, 118-119)。
應能推論丹麥消費者重視動物福利，然卻基於對食品產業的不信
任，不願支付更高價格購買具有相當宣稱的產品。
丹麥豬肉產業的問題是，政府為維持丹麥豬肉的國際競爭力，
不願制定細密的追蹤追溯規範強制豬肉業者遵守，而業者基於自身
商業考量，國內市場需求自然排在次要順位。消費者的需求也無法
提供業者足夠的商業誘因：動物福祉僅為影響消費者對食品觀感的
重要因素 (Bredahl & Poulsen, 2002: 1)，卻非必要關鍵，肥胖、口
感等非關價值偏好之因素，可能比動物福祉更為重要；又丹麥民眾
平均花費不到 5 分鐘在個人的日常消費上，無足夠時間詳加比較、
考量產品資訊 (Thorkild & Kristensen, 2008: 118, 122)；最重要的
是，消費者對於豬肉產業的無知、不信任以及面對高單價的猶豫，
致多數消費者不願支付高額價金。除非丹麥政府進行相關修法，否
則豬肉產業的利益將持續架空消費者需求，追蹤追溯制度之功效甚
為有限。

3. 小結：業者利益要退讓？
除了丹麥豬肉產業，2013 年著名的歐盟馬肉攙偽假冒醜聞亦是
食品回溯斷線，導致消費者需求無所附麗、自由市場運作失靈之例
子。雖與食品安全無關，卻彰顯出追蹤追溯溝通功能的侷限。追蹤
追溯系統應與其他制度相輔相成而不可偏廢，以建立統合標準並強
化行政機關執行的效能，否則隨著生產鏈不斷拓展推進，生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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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專業精緻化，法規遵循的成效將受到業者利益影響，敦促食品
治理的功能勢必大打折扣。特別是當追蹤追溯系統與標示制度結
合，兩者資訊的平衡便成為重要的拿捏。倘若追蹤追溯系統要求的
資訊較標示規定更為繁瑣，除了構成不當侵害業者營業自由之危
險，也可能導致業者將商業成本轉嫁給終端消費者吸收之不效率，
或淘汰他種產品的不利效果，紊亂不一的食品追蹤追溯方法及無法
對應的內容，也使得消費者無所適從。 24

二、WTO 自由貿易體制對追蹤追溯制度之挑戰
(一) 第 178/2002 號規則與 SPS 協定的關係
SPS 協定為避免國家以國境內人體、動植物生命健康及自然生
態環境維護措施造成不必要的國際貿易障礙，要求會員國措施應符
合科學證據、風險評估等極嚴格義務之 WTO 協定。歐盟為 WTO
會員之一，以保護消費者生命健康為宗旨的第 178/2002 號規則應
遵守上述 SPS 協定義務。然而，第 178/2002 號規則的前言卻不僅
包含 SPS 協定的科學證據原則、人類與動植物健康，也囊括 SPS 協
定拒絕承認的預防原則或非 SPS 協定管轄範圍的消費者知情選擇等
目的 (例如第 8 條第 1 項)。實則，學者 Bernd van der Meulen 明確
表示，許多歐盟的重大食安提案非以 SPS 協定要求的科學證據作為
唯一基礎 (Downes, 2014: 115)。例如，食品添加劑使用量不得超過
「合理的科學需求」(reasonable technological need)、風險評估中關
於容許風險的定義為「可合理達成的最低限度」(as low as can be
reasonably achieved) (Downes, 2014: 116)，所謂「合理」似乎另包

24 例如一項商品除了商品條碼，還有產銷履歷碼以及業者自主建立的 QR Code，彼

此間的關聯及內容的正確性對消費者而言並不清楚 (林慧貞，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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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執行成本的考量，顯然與 SPS 協定要求的純粹客觀科學證據有
別。如在 WTO 經貿爭訟中，歐盟能證明系爭措施是為了維護非 SPS
協定管轄的措施目的，相關措施便無需適用 SPS 協定，而係回歸適
用貨品貿易協定、技術性貿易協定等等規範會員國一般性義務之協
定。

(二) 追蹤追溯可能構成 SPS 爭議
基本上，如追蹤追溯系統並未增加過多的出口國貿易成本，即
便落入 SPS 措施，從經濟與國際現實角度考量，走向爭端解決的可
能性其實不高。其背後原因是，出口國會在國內產業所受貿易損害
以及 WTO 訴訟成本間進行利益取捨，而非進口國措施一有牴觸 SPS
協定之虞便立即提告。這也是為何 WTO 做為國際上最重要且規模
最大的國際經貿組織，但是自 1994 年成立至今，爭端解決機制處
理的案件數量極低的原因 (Downes, 2014: 110)。是以，相較於向
WTO 提起控訴，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可能更傾向遵守背後有極大
消費市場之進口國家之規定，而某種程度地自願受到上述進口國法
令之拘束。如肯亞的大型企業為了維持漁業的出口競爭力，主動投
資企業內控、建立生產鏈追蹤追溯體系並發展「企農合一｣項目等
行為，可說是歐盟事實上強制輸出境內高標準的產物 (Frohberg,
Grote, & Winter, 2006: 13)。
如從國際共識著眼，科學與社會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會造就截
然不同的爭訟可能：一、如國際社會因為飲食文化等因素無法就食
品的處理方法取得共識，即便科學上的共識為該食品具有高度安全
風險，通常會員國不會任意質疑他國措施的適法性，例如美國要求
牛奶經過巴斯德消毒法，但法國軟乳酪商以影響口感為由極力反
對，因此歐盟沒有採用該消毒法，日本也曾因為口感因素拒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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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鮮魚肉的鯡魚蠕蟲冷凍技術，但是歐盟或日本皆未提起 WTO 訴
訟；二、如國際社會的共識為某種食品存有一定風險，但科學界就
該風險的共識為具不確定性，會員國國內立法通常也有很大的管制
空間，例如歐盟設定菠菜、甘藍等蔬菜的鉛容許量，或漁產品中的
鎘上限值，皆未引起他國控訴；三、如國際社會就某種食品風險無
共識，而科學界之共識為安全，會員國為消除本國人民普遍的焦慮
(public anxiety) 而制定國內措施，國內措施將可能受到無相關措施
的會員國的質疑；四、如國際社會與科學就某種食品風險皆無共
識 ， 國 內 嚴 密 的 管 制 措施 也 可 能 受 到 他 國 質 疑 (Downes, 2014:
112-114)。

陸、結論
於 1990 年代狂牛症等食品危機突顯食品安全管制的重要性
後，食品規範以及食品追蹤追溯制度開始成為歐盟重要的政策議
題。隨著歐盟單一市場逐步完善，消費者保護漸成為政策目標，雖
然食品安全為第 178/2002 號規則之重要背景意義，消費者知情選
擇實已涵括其中。旨在保護消費者健康安全以及知情選擇的追蹤追
溯規範迅速湧現。無論消費者主觀的考量是為人體健康安全、道德
信仰之實踐或其他因素，歐盟針對容易掀起輿論戰之食品所制定的
追蹤追溯規定 (如基改食品、狂牛症事件後的牛肉產品、目的為維
護海洋生態的漁業產品)，迄今皆為保障消費者權益的重要管制措
施。
食品科學非全知全能，無法反映社會多重價值、飲食文化或日
常需求。基此，消費者對追蹤追溯食品資訊的需求與「反科技」思
想不能直接劃上等號。例如，基改食品與奈米食品 (nano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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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ood) 同樣是科技產品，統計卻顯示，歐洲消費者對於奈米食品
的接受程度比基改食品高，僅因為過去的狂牛症事件、石棉汙染、
美軍在越戰時使用的枯葉劑等科技引起的食安疑慮，使得歐洲消費
者對於奈米食品仍有資訊透明的需求 (Schaefer, 2014: 268)。 25
2011 年的第 1169/2011 號規則明文肯定消費者健康、經濟、環境、
社會與道德之考量，且消費者食品資訊得促進高水準的消費者健康
與權益保護。其特別強調追蹤追溯能保障的產地來源，為提供消費
者食品資訊或保障消費者從事知情選擇的重要依據，可見消費者知
情選擇在歐盟的食品政策上占有重要地位，再度彰顯追蹤追溯的重
要功能，應值得我國借鏡參考。
然而，食安法制涉及代表各種相異立場的利害關係人，我國於
仿效歐盟之追蹤追溯規範之際，也應注意其固有的侷限性以及尚待
改善的空間，並適度考量與國際法規的調和：其一，於追蹤追溯系
統的細密度與成效部分，從丹麥豬肉供應鏈案例可知，追蹤追溯的
密度取決於系統內所記載上下游交易客戶資訊的完備；再者，歐盟
戴奧辛事件以及越南混油事件的啟示，為食安事件發生時，政府追
查問題的能力與是否能即時完整地串聯生產鏈資訊密切相關；最
後，登錄資訊的確實性雖與政府單位例行性稽查的力度有關，我國
仍應仿效歐盟，確立由食品業者負擔供應鏈的主要監控責任，建立
業界自律觀念。26 其二，關於追蹤追溯的範圍，我國或因經費人力
考量，僅限於公告指定業者負擔追蹤追溯義務，相較於歐盟全面性
25 亦可參考唐淑美、陳冠旭 (2004: 191-238)。
26 根據歐盟第 178/2002 號規則第 17 條第 1 項，食品和飼料業者於生產、加工和配

送之所有控制階段皆應確保食品和飼料符合食品法規的要求，此當然包含第 18 條
的追蹤追溯義務。雖然第 17 條第 2 項第 3 款賦予會員國各自訂定罰則之權限，第
1 項明文業者自主管理的一般性義務當可防止業者以「受害者」自居，規避法律責
任，值得我國借鏡。類似觀點可參考林昱梅 (2015b: 1070-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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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仍有明顯落差，現實上亦無法有效追擊所有問題食品，將生顧
此失彼、窮於應付之危險。其三，於國際法適法性部分，當追蹤追
溯措施欠缺足夠科學證據、無法進行風險評估，卻存有保障消費者
知情選擇之需求時，倘能酌參歐盟第 178/2002 號規則，適度納入
消費者權益保障的思維，27 應能切斷追蹤追溯系統與食品安全之關
聯，避免落入違反 SPS 協定義務範圍。總言之，追蹤追溯系統有助
於重建消費者與食品業者槓桿兩邊的平衡，削弱食品產業對市場不
透明的把持，為未來我國深化相關立法應努力之方向。

27 我國近年新修法狀況，可參閱葉于豪 (2014: 14-19)。論者嘗試引進電子化國際商

品條碼支援追蹤追溯系統，如劉頂立 (2011: 77-81)。歐盟的追蹤追溯系統通常與
快速通報系統相結合，以公開消費資訊為導向，增進消費者的高度保障與信賴，
詳參李寧修 (2013: 1-46)。為確保食品本身與名稱「名實相符」，學者嘗試引進美
國「食品身分標準」，在部分產品 (例如豆花、貢丸、肉圓、芋圓、魚餃、燒仙草
等常見食品) 建構強制業者絕對地遵守之食品身分標準，於沒有食品身分標準之食
品，強制業者自主登錄、報備目前法未明文允許使用之原料，供主管機關得以追
蹤追溯並發展檢驗方法。兩種標準雙管齊下，取代傳統的消極、事後之標示規範，
俾以事先地、積極地保障消費者主觀上對於所欲選購食品的基本想像，請參考邱
文聰 (2015: 39-40)。另有論者針對歐盟、美國的食品治理規範進行制度性比較，
可參考吳行浩 (2014: 115-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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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ceability refers to the ability to trace, track and follow food or
food ingredients through all stag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Following such devastating food safety crises as mad cow disease in the
1990s, the European Union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a traceability
system to maintaining high-levels of protection of human life and
health. Regulation (EC) No 178/2002 thus requires that food manufacturers, distributors, and retailers participate in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so that targeted and accurate withdrawals can be undertaken.
Meanwhile, consumers can use food information to pursue other
personal goals, including economic,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thical
ones. Informed consumer choice therefore serves as a purpose besides
risk management in the EU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trade secrets, transparency issues along the food supply chain,
and the legality of SPS measures under the WTO framework could
pose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Key Words: traceability, food safety, risk management, informed
cho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