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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資訊公開法制之建構：
以德國消費資訊法為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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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以食為天，消費者除了透過食品標示、媒體報導、業者
廣告等來源被動接收產品訊息外，是否有機會化被動為主動，
向國家請求更多消費相關資訊的揭露？借鏡德國於 2008 年 5
月施行之健康相關消費資訊促進法 (簡稱德國消費資訊法)，明
定每個人向行政機關請求消費資訊公開之權利，強化消費者主
動請求資訊公開之面向，其立法架構與實踐經驗，對於我國目
前以政府資訊公開法為主之資訊公開法制，或可作為建構消費
資訊公開法制領域時之參考，亦給予總是食之而後覺的消費
者，一個為自身健康與安全把關的機會。

關鍵詞：消費資訊、資訊公開請求權、德國消費資訊法、政
府資訊公開法、豁免公開、法益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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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資訊的交流與傳遞在多元價值並存的社會生活中，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國家、公私法人團體及自然人等權利主體，對於其所擁有
資訊之形成、蒐集、傳遞、利用，交織共構呈現當代資訊社會的圖
像。透過資訊之公開，除得以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亦得藉此形成公
意，監督政府，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增進人民對公共
事務的瞭解、信賴與監督。 1 隨著食品產銷鏈之複雜化及全球化之
發展，維護食品安全之方式亦趨向多元，其中，取徑食品資訊公開
以保護消費者生命、身體與健康之主張，受到高度的重視。消費資
訊之公開，人民除了透過行政機關主動公布之訊息、食品包裝之標
示、各類媒體的報導、業者強力播送之廣告等來源被動接收產品訊
息外，是否有機會化被動為主動，向國家請求更多食品相關資訊的
揭露？2008 年 5 月施行之德國健康相關消費資訊促進法 (Gesetz
zur

Verbesserung

der

gesundheitsbezogenen

Verbraucherinfor-

mation) ， 簡 稱 德 國 消 費 資 訊 法 (Verbraucherinformationsgesetz;
VIG)，賦予每個人皆享有向行政機關請求消費資訊公開 (Zugang zu
Unternehmensinformationen) 之權利，明確強化消費者主動請求資
訊公開之面向；反觀我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簡稱食品法)，雖於
2014 年增訂第 4 條第 1 項，明文將保障知的權利與促進資訊透明
等，提升為食品安全管理措施採行時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則，但仍偏
重於藉由課予行政機關或業者提供或公開資訊義務，作為消費資訊

1 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理由書謂：「憲法第 11 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

障，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
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
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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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之模式， 2 而未有與德國消費資訊法相對應之立法模式，因而
引發本文針對兩國消費資訊法制進行比較之動機，嘗試由消費者請
求公開消費資訊之角度出發，首先探究消費資訊法制之演進與發
展，以及消費資訊公開在憲法與法律層次之法理基礎 (以下第貳
章)；其次，借鏡德國消費資訊法之立法架構與規範內涵，瞭解其以
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為核心之規範模式，同時回顧其施行至今之發
展趨勢與衍生之相關爭議 (以下第參章)；進而，探究我國現行以政
府資訊公開法 (簡稱政資法) 為主軸之資訊公開法制，得否落實以
消費者為主體之消費資訊公開，及其可能遭遇之爭議及挑戰 (以下
第肆章)；最後為結語 (第伍章)。期得引發我國對於消費資訊公開
法制建構之討論與重視，並作為未來食品安全法制與資訊法制建構
之參考。

貳、消費資訊公開之發展及其法理基礎
一、消費資訊公開作為維護食品安全之重要環節
食品安全的維護，涉及人民的健康與安全之保障，隨著食品產
銷鏈日趨複雜，歐盟作為一密不可分之生命共同體，在食品安全維
護之政策上，一方面以「維護人體健康之高度保護水準」為目標，
延續昔日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 與歐洲聯盟條約 (Treaty on European
2 例如：食品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主動查驗、發布預警或採行必要管制措施，

包含主管機關應抽樣檢驗、追查原料來源、產品流向、公布檢驗結果及揭露資訊，
並令食品業者自主檢驗。」以及消費者保護法第 33 條第 1 項：「直轄市或縣 (市) 政
府認為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之虞
者，應即進行調查。於調查完成後，得公開其經過及結果」之規定，皆屬行政機關
依法主動公布相關消費資訊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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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TEU) 的第 152 條之意旨，續在 2008 年因應里斯本條約修
訂之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 第 168 條第 1 項明定：「在規定與實施聯盟所有政
策與措施時，應確保高度的健康保護水準」，以及於歐盟基本權利
憲章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第 35
條

3

中確立健康權作為基本權利之地位；另一方面，歐盟亦針對以

維護消費者健康及安全為目的之消費者保護政策作出宣示，除了透
過歐盟於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38 條確立「歐盟之政策必須保障高
標準之消費者保護」外 (李寧修，2015)，在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169 條第 1 項亦明揭：「為促進消費者的利益與為保證一個高的消
費者保護水準，聯盟應致力於保護消費者的健康、安全與經濟上利
益，以及致力於促進其獲得資訊、教育與組成協會之權利，以維護
其利益。」
歐盟於 2002 年訂定之第 178/2002 號確立歐盟食品法一般原則
及要求、建立歐洲食品安全機關及確立食品安全程序之規則
(Verordnung [EG] Nr. 178/2002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und des
Rates vom 28. Januar 2002 zur Festlegungder allgemeinen Grundsätze
und Anforderungen des Lebensmittelrechts, zur Errichtung der Europäischen Beörde für Lebensmittelsicherheit und zur Festlegung von
Verfahren zur Lebensmittelsicherheit)，簡稱歐盟第 178/2002 號規
則，其分別就食品法制基本原則之樹立、歐盟專責食品安全機關之
設置以及正當行政程序之建立，予以規範，被認為屬歐盟食品安全
領域之基礎規則 (Basisverordnung)，並於第 1 條第 1 項明文揭示以
3 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35 條規定：
「人人均享有依內國法律及措施確立之條件下接受

預防性健康照護與接受醫藥治療之權利。歐洲聯盟所有政策與行為之解釋與實踐，
均應確保高水準之人體健康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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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成 「 食 品 領 域 中 人 類健 康 及 消 費 者 權 益 之 高度 保 護 水 準 為 目
的」，而資訊公開，亦是作為達成上述目標所採行之方式之一。
歐盟第 178/2002 號規則以風險分析 (Risikoanalyse) 作為食品
安全組織與程序基本原則，即透過風險評估 (Risikobewertung)、風
險 管 理 (Risikomanagement) 及 風 險 溝 通 (Risikokommunikation)
三個彼此密不可分的階段交互應用，致力於以更有效、適當且符合
目的之措施保護人民的健康。 4 其中的「風險溝通」，經歐盟第
178/2002 號規則第 3 條第 13 款定義為：「係與風險評估有所區隔
之程序，其透過諮詢各個關係人，關注風險評估以及其他值得注意
之要素，以考量策略的選項及適當預防與監控可能性的選擇。」因
此，資訊公開實為風險溝通之關鍵性前提，因唯有透過正確、充足
的資訊揭露與傳遞，並確保公眾得自適當的管道獲取資訊，理性的
溝通方得隨之進行，而風險管理才能夠在有良善風險溝通之前提
下，作成經全面性考量之決策。風險溝通原則上並不侷限於特定時
間或是僅得由特定人為之，其得由行政機關或是民間團體分別或共
同進行，且往往在風險分析的各個階段被執行，加上現今消費市場
原物料成本來源之多元及複雜化與消費資訊來源之多面向，國際
間、各相關部門間以及政府與消費者之間交流溝通之促進，皆為現
4 歐盟第 178/2002 號規則立法理由第 17 點就風險分析，認其係為了達成食品法制降

低、杜絕或是避免健康風險之目標，而透過三種個別、卻又彼此密不可分之程序，
即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及風險溝通，以此系統化之方法，判斷採行何種有效、適當
並合於目的之措施或其他保護健康之行動，並於同規則第 3 條第 10 款將風險分析
定義為：「由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及風險溝通三種彼此密不可分之步驟所共同組成
之程序」；同條第 11 款則將風險評估界定為「透過危害鑑定、危害特徵描述、暴
露評估和風險特徵描述四個階段所建立之科學程序」；風險管理之定義則見於同條
第 12 款：「係與風險評估有所區隔之程序，其應關注風險評估及其他值得關注之
原因，以及適當預防及控管可能性之選擇，並透過對於利害關係人之諮詢，考量可
能的策略。」其與風險溝通共同建立起食品安全法制中之基本程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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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風險通報機關的重要任務，例如：風險評估階段中的科學家們就
風險的規模進行意見溝通與交流；政治、經濟及社會各階層就風險
評估報告及採取因應措施交換意見；行政機關利用大眾傳播媒體，
以適當形式向公眾公開風險的相關資訊；或是國際間透過建立通報
系統相互交流資訊等，皆呈現了風險溝通的多元樣貌 (李寧修，
2013)。
德國作為歐盟之會員國，一方面本於基本法第 23 條對於歐盟
法制負有參與及履行之義務，其消費資訊公開法制之發展自然深受
歐盟法影響；另一方面，其亦忠實地反應德國立法者於法律位階落
實基本法第 5 條第 1 項後段所保障資訊自由之歷程，使人民在民主
參與的過程中得以發揮其實力，對於促進資訊透明化以及監督國家
行為，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德國立法者即在歐盟食品安全法制之
基本框架下，將消費者主動要求行政機關公開消費資訊之請求權明
訂於法律位階，強化人民與國家間的雙向互動，以求達到「對人類
生命與健康之高度保護水準」。針對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之落實，
其於 2008 年 5 月間施行之德國消費資訊法應為適例，其除就德國
食品、日用品及飼料管理法 (Lebensmittel-, Bedarfsgegenstände- und
Futtermittelgesetzbuch，簡稱德國食品及飼料管理法 [LFGB]) 中既
有對行政機關主動公開資訊之義務規定外，更進一步積極回應消費
者對於消費市場中眾多產品相關資訊透明化之需求，明文賦予所有
人向行政機關請求消費資訊公開之權利，為繼 1994 年之德國環境
資訊公開法 (Umweltinformationsgesetz; UIG) 與 2006 年之德國聯
邦資訊自由法 (Informationsfreiheitsgesetz; IFG) 後，德國的第三部
資訊公開法制；亦在食品安全法制領域中，藉由資訊公開，盡其維
護消費者健康、安全之職責。
我國食品法於近 5 年內為因應層出不窮之食品安全事件，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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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7 次修正，5 2014 年增訂之第 4 條第 1 項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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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國民所享有之健康
權、知的權利以及資訊透明原則於食品安全管理體系中之應用。食
品法中雖未明確提及風險溝通，但透過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
局 (今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稱食藥署) 所訂定之
食品安全風險分析工作原則，6 引進食品法典委員會 (Codex) 所建
立之食品安全風險分析工作運作架構，將其定位「為我國政府對於
食品相關之健康風險提供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及風險溝通準則。」7 其
中，風險溝通即是藉由資訊之蒐集、彙整與交流，除了有效提升行
政之透明度外，亦使在食品產銷鏈上的各個成員皆有積極參與交流
之機會，履行「經由風險分析程序針對風險、風險相關因子、與風
險感知在執行風險評估者、執行風險管理者、消費者、產業界、學
術界，與其他利害關係人間流通與交換資訊與意見，並解釋風險評
估結果與風險管理決策基礎的程序」， 8 以落實食品法中所強調之
資訊透明原則。

二、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之法理基礎
消費資訊之公開，若以人民之角度出發，應得概分為兩種類型：
一為被動地接收國家公開之資訊，另一則是主動據其所享有之權利，
5 食品衛生管理法於 1975 年 1 月 28 日公布施行，至今 (2016 年 6 月) 歷經 14 次修

正，並於 2004 年修正其名稱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 2015 年
12 月 16 日。
6 食藥署所訂定之食品安全風險分析工作原則，請參考食藥署 (2012)。
7 食品安全風險分析工作原則「貳」參照。
8 食品安全風險分析工作原則「參、六」參照。

508

歐美研究

要求國家公開或提供資訊。考量國家往往處於具優勢之資訊擁有者地
位，人民多被動受制於國家主動公布之資訊，而未必能輕易知悉或取
得國家掌握之資訊。因此，在人民與國家層面之資訊流通，若僅單向
依賴行政機關主動公開，9 能達到的溝通成效恐怕即有其侷限。因此，
本文欲將焦點集中於人民請求資訊公開之面向，分別探討其憲法以及
法律層次之法理基礎，亦可供後續在判斷資訊公開與否時，衡酌法益
之參考。

(一) 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憲法基礎之思考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曾強調提供消費者「儘可能最大範圍與市場
相關因素資訊」(ein möglichst hohes Maß an Informationen über
marktrelevante Faktoren) 的重要性，10 惟人民所得主張之資訊公開
請求權，究竟應被視為憲法層次之基本權利，抑或僅屬立法者在法
律位階創設之權利類型？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 (Recht auf Zugang
zu Verbraucherinformationen) 雖未得見於德國基本法，但與其密切
相關者以基本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句後段所定資訊自由 (Informationsfreiheit) 為最，其乃與言論自由 (Meinungsfreiheit)、新聞自
由 (Pressefreiheit) 及廣電自由 (Rundfunkfreiheit) 並立之獨立基本
權，保障「任何人均享有自一般公開來源不受阻撓地獲取資訊之自
由」；或是有鑑於消費資訊公開對於健康權保障之立意，結合基本

9 歐盟第 178/2002 號規則第 9 條，明文課以行政機關主動公開資訊、積極與公眾進

行風險溝通之義務：「當得以懷疑，食品或飼料對於人體或動物之健康可能帶來風
險時，行政機關應於無損於牽連國家或是歐盟就資料公開所為決議之前提下，依據
風險之態樣、嚴重性及規模採行適當的步驟，向公眾釐清健康風險的形式；同時應
儘可能廣泛地告知 (涉及的) 食品或飼料、食品或飼料之形式、與其相關的可能風
險及已經或即將採行的措施，以預防、限制或杜絕風險的發生。」
10 BVerfGE 105, 252, 266. 判決中譯請參考吳綺雲譯 (2004: 16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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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1 句規定的：「生命及身體不受侵害權」 (Recht
auf Schutz von Leben und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作為其憲法基
礎。惟德國一般通說多認為基本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句規定之資訊
自由屬於防禦權之性質，僅得消極對抗國家不法侵害，並無法據此
而生積極請求公開資訊之權利。11 論者亦有援引德國憲法上基本原
則如民主原則 (Demokratieprinzip)、社會國原則 (Sozialstaatsprinzip)
等進行觀察，其雖得在沒有其他具體規定得引用之情況下直接適
用，作為對國家權力機關具有拘束力的法律原則，但是否得以主觀
化形成憲法位階之具體資訊公開請求權，亦有待斟酌。 12
反觀我國憲法之規定，亦未將人民請求資訊公開之權利明列於
基本權利清單中，但與其具有密切關聯者，首先應得關注憲法第 11
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之規定。觀諸我國
憲法第 11 條規範言論自由之保護範圍，同時包括主觀的意見表達
以及客觀的事實陳述， 13 而自我意見的形成實需以資訊作為其後
盾，因唯有當人民得以正確、充分之資訊作為養分，消化、吸收並
內化形成自身之觀點、想法，進而形諸於外，理性、負責之言論方
11 關於資訊公開請求權作為基本權利之功能論述，請參考李震山 (2002: 81-82)；陳

愛娥 (2000: 26-27)；湯德宗 (2007a: 279-287)；謝碩駿 (2008: 61)。

12 積極請求資訊公開權利之憲法上基礎，雖然普遍未受肯認，但在德國聯邦議會

(Bundestag) 中，卻不乏將資訊公開請求權納入基本法之修憲提議：最近一次於
2010 年所提出之基本法第 5 條之修正草案中，建議增訂第 2a 項，其中除確認「任
何人皆享有向公務單位請求近用資訊之權利，非公務單位於其執行公務之範圍內
之資訊，亦同」外，更進一步針對「為了保護消費者或自然生活基礎，且其保護
需求高過一般性之法益時」，課予非公務單位公開資訊之義務，並要求立法者就
該義務之履行制定法律予以明確規範，但該提案最後仍因未能達成共識而遭否
決。上述發展請參考：BT-Drucksache 17/9724, S. 3; Plenarprotokoll des Bundestags
17/235, S. 29542-29550; D. Ehlers，陳信安譯 (2015: 257-258); N.-H. Lee (2011:
49-56)。
13 司法院釋字第 577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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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期待，由此可知，資訊乃作為實現言論自由之重要前提。14 透過
言論自由之保障內涵，雖可勾勒出資訊公開請求權的部分輪廓，但
受限於言論自由的防禦權功能，在欲衍伸出「人民得積極請求近用
資訊」、「國家負有促進資訊流通與透明義務」的結論時往往因此
受到阻礙，而無法提供資訊公開請求權在憲法上穩固的基礎 (林素
鳳，2006；張永明，2001；陳愛娥，2000)。
然而，此種請求資訊之權利，是否僅得依附在言論自由之中，
而須透過解釋方得將其納入保障範圍，抑或如同德國基本法第 5
條，已將資訊自由定位為一獨立之基本權利類型？ 15 以食品法第 4
條第 1 項中明文揭示之「知的權利」為例，其是否得於憲法層次中
尋得其相應之基礎，並作為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在憲法層次定位之
依據，值得進一步探究。知的權利係指人民有知悉某些公共事務之
權利，人民並得據此權利請求國家公開其所擁有之相關資訊，並往
往作為多種基本權利實踐之重要前提。其除保障人民得不受國家干
預地傳遞、溝通並自一般消息來源獲得資訊外，亦賦予其得積極請
求國家交付或公開特定資訊之權利，資訊之類型包含所有國家所持
有與政治、文化、經濟、消費、環境等各個領域內，得自由流通之
相關資訊 (李惠宗，2009)。知的權利是一種伴隨著民主演進而逐步
發展的基本權利類型，在資訊的取得與流通尚未普及的情況下，人
民知的權利能獲得滿足被視為是國家的恩賜，或是行使其他基本權
利的反射利益。但隨著國民主權的意識覺醒，知的權利與意見表達

14 司法院釋字第 617 號解釋即認，要保障言論自由得完整地主張，必須「確保意見

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實現自我之機會。」

15 有學者整理比較各國立法例，其中提及 10 個歐盟成員國於憲法中明文將「資訊公

開請求權」入憲，獨立於「言論自由」之外而自為一基本權利類型，故認為言論
自由權並不足以包括資訊公開請求權，請參考湯德宗 (2007a: 28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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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同為人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故實有
將其提升為獨立基本權利類型予以保障之必要性 (李惠宗，2010；
李震山，2007)，故有主張得透過憲法第 22 條基本權利概括條款之
解釋，確認知的權利具備憲法基本權利之品質，其實踐合於憲政秩
序，行使亦無妨害社會秩序與公共利益，則不待法律加以規範，而
非法律不得任意限制，將其提升為資訊時代下獨立的基本權利類型
(李震山，2011；法治斌，1993；湯德宗，2007a)。惟此一權利保
障亦非絕對，若資訊之內容具有高度保密需求，如：可能危害國家
安全、外交、犯罪偵察等公益，或是侵害個人隱私、安全等私益，
則此時資訊之公開或提供即需依法予以規制。
另外，消費資訊之公開亦被視為是維護健康之重要方式，因人
民唯有透過知悉、掌握充分、客觀與健康相關之消費資訊，始有可
能為自己的健康進行有效的把關，且此種消費資訊，自不應侷限於
業者、媒體、國家自願或依據法令所提供者，而亦應讓消費者有機
會請求公開或提供其有興趣知悉之消費資訊。我國憲法於第 157 條
提及「國家為增進民族健康，應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
度」，司法院多號解釋中亦展現對國民健康維護之強調與重視， 16
並認為保障消費者獲得必要商品資訊及維護國民健康等重大公共
利益，得合理而適當地限制他人之自由權利。17 此種「維護國民健
康」概念，得以憲法第 22 條作為其基礎，確認健康權屬憲法所保
障基本權利類型之一，而為維護健康權必要之消費資訊揭露，亦應

16 司法院釋字第 414、476、512、531、533、545、577 等號解釋參照。
17 司法院釋字第 577 號解釋，即以「健康權」為重心，連結「保護消費者獲得真實

而完整之資訊」，與菸商受憲法第 11 條所保障之不表意自由進行權衡折衝，考量
其商品性質對人體健康影響較大，故強制菸商提供相關消費資訊，即菸品之尼古
丁及焦油含量，確保消費者於選購商品時，得有充足的資訊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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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落在其保障範圍之內 (李寧修，2012；李震山，2007；林明昕，
2006；劉建宏，2007)。
探求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所欲保障之基本價值，即透過賦予人
民不受阻礙地獲取、利用相關消費資訊之權利，達成保障人民健
康、安全之本旨。因此，與上述知的權利及健康權之概念皆有密切
關聯，而應得以憲法第 22 條作為其憲法上之基礎。但不論以何種
基本權利作為途徑，似乎皆無法迴避其是否屬主觀公權力，以及是
否得作為資訊公開請求權基礎之質疑；故亦有主張透過修憲，將資
訊公開請求權明文列舉為基本權利類型之倡議，以明確界定權利之
保障內涵及其功能，而達到正本清源之效 (李寧修，2012；李震山，
2005；湯德宗，2007a)。但在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之入憲得以通過
困難重重之修憲門檻、撥雲見日前，立法者是否能依據憲法之委
託，更加積極地回應人民對於資訊公開之渴求？值得進一步探究。

(二) 法律層次之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
國家面對人類生命及健康之維護，本即應以更積極的態度為
之。德國對於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之基礎在憲法位階的討論雖備受
爭 議 ， 但 似 乎 並 未 影 響 其 於 法 律 位 階 的 蓬 勃 發 展 (Beyerlein &
Borchert, 2010; Schoch, 2009)。制定消費資訊法之討論，自 2002
年起隨著食品安全醜聞 (Lebensmittelskandale) 而不時成為相關政
黨 爭 論 的 素 材 ， 但 一 直 到 2006 年 才 因 為 層 出 不 窮 的 腐 肉 醜 聞
(Gammelfleischskandale) 而被正視，並以綜合立法的方式提出「德
國消費資訊權益法」(Gesetz zur Neuregelung des Rechts der Verbraucherinformation; EGVIG) 草案，其目的在於透過消費資訊之流
通，使消費者於決策前得以掌握充足且必要的消費資訊，使消費者
得依據所需資訊自我作出理性之消費決策，提升其於消費市場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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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接著，即得讓消費者與業者間回歸市場自我調控之機制，並藉
由市場透明度之提升，對抗並預防黑心食品，確保食品安全。德國
消費資訊權益法一共由 4 個條文構成：第 1 條即為德國消費資訊
法，第 2 條與第 3 條則分別是對德國食品及飼料管理法與德國酒品
法 (Weingesetz) 之部分修正規定，第 4 條訂有生效日期，其於 2006
年 6 月 29 日經聯邦議會通過，同年 9 月 22 日聯邦參議院 (Bundesrat)
通過，但當時聯邦總理 Horst Köhl 於收受法案後，表達了其對德國
消費資訊法中課予鄉鎮公開資訊義務規範，與德國基本法自 2006
年 9 月 1 日施行之聯邦制度改革 (Föderalismusreform) 有所衝突的
疑慮，因「聯邦不得以法律將任務移轉予鄉鎮及鄉鎮聯合」，其因
此於同年 12 月 8 日拒絕簽署公布。2007 年聯邦政府再次提出之微
調草案中，將鄉鎮及鄉鎮聯合所擔負之資訊公開義務，限於「邦法
律明定其執行本法所規定之任務時」
，方順利完成立法程序，於 2007
年 11 月 5 日公布，並定於 2008 年 5 月 1 日生效。德國立法者透過
積極制定德國消費資訊法，落實德國基本法第 5 條第 1 項資訊自由
之內涵，同時踐履國家保護人民生命與健康之義務。透過確立消費
資訊公開請求權為法律位階之權利，一方面讓作為消費者的人民，
得據以主張無條件請求提供與健康相關消費資訊之權利，而被請求
之義務人則因此負有直接或間接提供該資訊之義務；另一方面，樹
立維護人民健康、安全保障之重要目標，使消費資訊公開之法益，
即便在與其他公、私法益進行權衡的過程中，亦具有充足的分量與
之抗衡，將此種以保護「健康權」為取向之資訊公開法制，納入公
法領域加以規範，誠屬創舉，亦為國家權力承擔憲法委託，積極落
實之例證。
無獨有偶，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在憲法層次之定位，在我國似
乎亦不明朗，而在相關食品行政法制中，雖不難看出立法者努力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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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後所留下的痕跡，然而，若更進一步觀察資訊透明原則於食品行
政法制中的應用，卻不難發現其較偏重以行政機關為主體之資訊揭
露，例如：食品法第 5 條第 2 項要求各級主管機關應公布檢驗結果
及揭露資訊、消費者保護法第 33 條第 1 項課予地方主管機關針對
有損消費者權益疑慮之商品或服務進行調查，並公開其經過及結果
之權；或是以食品業者為主體之資訊提供，例如：食品法第 9 條第
3 項課以業者建立追溯或追蹤系統之義務等，但卻欠缺以消費者知
的權利為核心之消費資訊公開的法制規劃。而作為行政命令之食藥
署食品安全風險分析工作原則，雖強調風險溝通應「促進公眾對風
險溝通程序的瞭解，俾提升公眾對食品供應的信任及信心」，以及
「促進所有利害關係人的適當參與」，但並未明定消費者積極主動
請求公開或提供資訊之權能。然若進一步觀察於 2005 年底公布施
行之政資法，其賦予人民無條件請求政府資訊公開之權利，似得作
為消費者請求消費相關資訊公開之法律基礎，而其所稱政府資訊，
「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圖畫、照
片、磁碟、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物及其他
得以讀、看、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訊息」，
亦得將政府機關所持有之消費資訊含括在內。因此，在食品相關法
制中欠缺類似德國消費資訊公開專法的情況下，政資法似乎是現階
段作為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基礎的唯一選擇，但對長期的法制建構
與實務運作，此一規劃是否妥適？接續將先針對德國消費資訊法之
規範及其實務運作為介紹，以建立對於消費資訊公開法制之基本架
構，再進一步就我國現行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之操作空間與模式為
進一步之探究，並就其與德國法比較後之不足或德國法實踐經驗可
供我國借鏡之處，提出個人的觀察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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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德國消費資訊法之規範及其實踐
德國消費資訊法一共 7 個條文，明文揭示：消費資訊以公開為
原則，限制公開為例外，並分別就其適用範圍 (第 1 條)、資訊公開
請求權 (第 2 條)、限制與例外 (第 3 條)、申請公開 (第 4 條)、申
請之受理 (第 5 條)、資訊之提供 (第 6 條)、費用 (第 7 條) 詳加規
範。以下將依序針對德國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之權利內涵、消費資
訊公開之例外限制以及申請之相關程序規定予以說明。

一、權利內涵及其限制
(一) 請求權人與義務人
德國消費資訊法並未就請求權人之資格訂定任何主觀限制，因
此，無須與自身相關，不以遭受損害為前提，亦不用具備特殊的利
益，「任何人」(jeder) 皆得主張此種無條件 (voraussetzungslos) 之
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即便未具有德國國籍亦同。自然人及法人皆
可作為請求權人，惟針對公法人作為請求權人之情況，考量其應得
透過機關間職務協助之方式取得相關資訊，故其申請在實務上往往
會遭到拒絕 (Grube, Immel, & Wallau, 2013)。另外，以自然人或是
以法人作為請求權人，在實務上顯現出不同的影響：前者通常獲得
較友善的對待，相較於占了目前申請數量大宗之消費者保護團體與
新聞媒體——其中不少是以「測試」德國消費資訊法實際運作效能
為目的的大量的「全面性申請」(Globalanfrage)——而得以相對優惠
之費用、在較短的時限內取得所需資訊。 18
而德國消費資訊法中負有義務提供資訊之「單位」(Stelle)，即
18 針對全面申請情況之統計數據及相關分析，參見 Deutscher Bundestag (2010: 9);

Grube et al. (2013: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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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請求權人，依據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包括依行政
程序法第 1 條第 4 項所稱行政機關 (第 1 款)，以及受行政機關監督
之自然人或私法人 (第 2 款)，只要依聯邦或邦法規負責執行公法上
任務或職權，且係為達成德國食品及飼料管理法第 1 條所定目的；
或針對消費產品的部分，依據德國產品安全法 (Produktsicherheitegesetz; ProdSG) 及據其所制定之相關法規規定，致力於維護安全與
健康者皆屬之。在聯邦層級，應人民之申請負有提供消費資訊之單
位 包 括 作 為 食 品 安 全 主 管 機 關 之 聯 邦 食 品 暨 農 業 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Ernährung und Landwirtschaft; BMEL)；其下專責協
調聯邦與各邦，以及德國與歐盟間共同合作之聯邦消費者保護暨食
品 安 全 局 (Bundesamt für Verbraucherschutz und Lebensmittelsicherheit; BVL)；負責掌理風險評估之聯邦風險評估所 (Bundesinstitut für Risikobewertung; BfR) 及其下設立之各個聯邦研究機構。19
而在德國 16 個邦中，其所設立之食品專責機關、研究單位以及獸
醫醫學研究機構等，亦皆被納入德國消費資訊法所稱被請求權人之
範圍，但鄉鎮或鄉鎮聯合 (Gemeinden und Gemeindeverbände)，唯
有在邦法律明定其負責執行本法所規定之任務時，方被視為被請求
權人，目前有明確訂定邦法授權鄉鎮及鄉鎮聯合執行消費資訊公開
任 務 者 ， 包 括 巴 登 — 符 騰 堡 (Baden-Württemberg) 、 巴 伐 利 亞
(Bayern)、布蘭登堡 (Brandenburg)、下薩克森 (Niedersachsen)、北
萊茵—西伐倫 (Nordrhein-Westfalen) 及圖林根 (Thüringen) 等 6
19 聯邦風險評估所作為在德國負責風險評估之機關，與聯邦研究機構、各大學及為

數眾多之國家推薦實驗室 (nationale Referenzlaboratorien) 共同合作，發展一致性
的研究標準，並提供各機關諮詢。例如：Max Rubner 研究所 (MRI) 負責糧食及
食品領域；Julius Kühn 研究所 (JKI) 負責人工作物研究；Friedrich Loeffler 研究
所 (FLI) 負責動物健康領域；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 研究所 (vTI) 則是致力
於農地空間、森林及漁業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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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邦 (Beyerlein & Borchert, 2010)。另外，受行政機關委託進行食
品、飼料或產品驗證之民間機構或協會亦屬之。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4 條第 1 項進一步界定本法之主管機關，原
則上若資訊公開之申請乃向聯邦機關提出時，為該聯邦機關，其他
情況下，則依邦法所定之專責機關為主管機關；但自然人或私法人
之申請，則以其監督機關作為主管機關。而主管機關依據同條第 2
項之規定負有公開資訊之義務，但就其機關內部所無之資訊或依法
未享有權限之資訊，並不負有蒐集義務。

(二) 請求標的：與健康相關消費資訊
由於德國消費資訊法係為促進市場之運作更加透明，並藉此強
化對於消費者之保護為目地，因此其所適用之公開範圍不僅限於與
食品相關，只要是「與健康相關」(gesundheitsbezogene) 資訊皆屬
之，且為了讓市場更加透明化並藉此改善對於消費者之保護，使其
免於受到對健康有害 (gesundheitsschädlich) 或是不安全 (unsicher)
產品之侵害，並防範消費者在產品交易過程中受到欺騙，故於德國
消費資訊法第 1 條明確賦予消費者得據該法向負有提供資訊義務之
單位，請求公開其所持有關於德國食品及飼料管理法第 2 條第 1 項
所稱產品 (Erzeugnisse) 及德國產品安全法第 2 條第 26 款所稱消費
產品 (Verbraucherprodukte) 資訊之權利。 20 同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0 德國食品及飼料管理法第 2 條第 1 項所定義之產品係指食品 (Lebensmittel)，包括

食品添加物 (Leebnsmittelzusatzstoffe)、飼料 (Futtermittel)、化妝品 (kosmetische
Mittel) 及日用品 (Bedarfsgegenstände)；德國產品安全法第 2 條第 26 款所稱之消
費產品包括全新、已使用、重新再加工者，只要是以供消費者使用為目的，或在
合理判斷下可預期得提供消費者使用之物即屬之，故亦包括消費者於享受服務範
圍內所得使用之產品。但排除技術性或服務性產品，例如：電信服務、交通等，
以消費者得實際取用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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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句進一步列舉 7 款情況，皆屬得依本法申請公開之資訊，且不受
其保存形式之限制：
1. 經聯邦或邦法所定主管機關認定，具有違反下列規範之情形，以
及就此相應採行之措施及決定：
(1) 德國食品及飼料管理法與德國產品安全法；
(2) 依據本法制定之法規命令；
(3) 本法適用範圍內歐洲共同體或歐盟直接適用法規 (第 1 款)。
2. 產品或消費產品對消費者健康及安全所導致之危險或風險 (第
2 款)。
3. 產 品 或 消 費 產 品 之 組 成

(Zusammensetzung) ， 性 質

(Beschaffenheit)；物理、化學及生物特性 (Eigenschaft)，包括其
共同作用及對人體之影響，並關注其使用是否符合規定或是可預
見之誤用 (第 3 款)。
4. 產品或消費產品之標示 (Kennzeichnung)、產地 (Herkunft)、
使用 (Vrwendung)、製造 (Herstellen) 及加工 (Behandeln) (第
4 款)。
5. 第 1 款所稱法令中針對第 3 款及第 4 款所定例外情形 (第 5 款)。
6. 原料及其萃取程序 (第 6 款)。
7. 在與產品或消費產品有關之違法情況，為保護消費者而採行之監
控措施或是其他機關之職權或措施，包括該職權或措施之評估，
以及關於違反德國食品及飼料管理法第 39 條第 1 項第 1 句及德
國產品安全法第 26 條第 1 句規定之統計 (第 7 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資訊中，若涉及相關法規中所允
許之最高值、最高成分或最高含量，或違反其他致力於保護消費者
免受健康危害、欺騙或是遵行衛生上要求之相關規定，其具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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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或為累犯，且其被處罰鍰至少高於 350 歐元者， 則 不待人民
申請，行政機關應即依據德國食品及飼料管理法第 40 條第 1a 項

21

主動將該消費資訊對外公開，但該增訂條文亦引發是否有違反德國
基本法與歐盟法的討論聲浪，司法實務亦不乏相關判決，對於消費
資訊公開要件之明確性及其界限進行更深入的闡述。 22

(三) 消費資訊公開之限制：法益衝突之權衡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句明定，依據德國消費資訊
法第 2 條主張資訊公開請求權，僅得於未有同法第 3 條所列排除及
限制理由存在時，方得為之。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3 條即就資訊公開
之例外情況，考量其可能造成之法益衝突，故於下列情況，排除或
限制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之行使。

21 2012 年 9 月 1 日修正公布之德國食品及飼料管理法第 40 條第 1a 項：「主管機關

通告公眾指明食品或飼料特徵及食品及飼料業者，食品或飼料製造、加工或運送
之人或公司，當事實顯示，依第 39 條第 1 項第 2 句所為之抽樣，根據歐盟第
882/2004 規則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之相關單位所完成至少兩項獨立的研究結果均顯
示有充分且附具理由之懷疑，已超過本法適用範圍內相關規定所確認允許之最高
值、最高成分或最高含量，或違反本法適用範圍內其他致力於保護消費者免受健
康危害、欺騙或是遵行衛生上要求之相關規定，其具顯著的規模或為累犯及其被
處罰鍰至少高於 350 歐元者。」
22 針對食品及飼料管理法第 40 條第 1a 項之爭議，司法實務見解多直指其恐有違憲
之虞：包括其強制公開不以有違法情事為前提，輕微違規亦可能被強制公開，無
法益權衡之機制，公開未設有期限，亦無刪除之規定等，皆被指出有違比例原則；
另外，其所定「被處罰鍰至少高於 350 歐元」之標準，若罰鍰金額之裁處並未有
客觀標準，加上各機關的行政裁量不統一，此規定即有違反明確性原則的疑慮。
VGH München, Beschluss vom 18.03.2013, 9 CE 12.2755; OVG Münster,
Beschluss vom 24.04.2013, 13 B 215/13; OVG Lüneburg, Beschluss vom 14.06.2013,
13 ME 18/13; Möstl (2014: 79-80); 李寧修 (2014b: 46)。

520

歐美研究

1. 與公共利益衝突
首先，就公開所涉及之利益與公共利益 (öffentliche Belange)
可能產生之衝突進行權衡，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3 條第 1 句第 1 款就
與公共利益相衝突而請求權不成立之情況包括：
(1) 當資訊公開，可能造成國際關係或是聯邦國防之軍事及其他安
全上敏感利益的負面影響；或涉及行政機關諮詢之保密，或可
能危及公共安全之重大危險時，豁免公開 (第 a 目)；
(2) 若該資訊於行政程序、法院審理程序、刑事偵察程序、懲戒程
序、特 (大) 赦程序、或是秩序罰程序進行中，作為程序標的時，
則不予公開，惟若涉及違反相關法令或對消費者之健康安全有
疑慮之資訊，或是公開所得獲致及之公共利益較為優先時，則
不在此限 (第 b 目)；
惟上述資訊於刑事偵察程序中或是在刑事法庭之公開，以不
妨礙該程序所欲達成之調查目的，並以與負責之檢察機關或是
法院共同行動為前提。 23
(3) 當資訊公開有損公開機關於商業交易中之財政利益或是可能侵
害公務機密時，不予公開 (第 c 目)；
(4) 各單位於執行職務之範圍內，依據私法上合意所獲得，且屬於
保護消費者之法定任務範圍以外之資訊 (第 d 目)；
(5) 超過 5 年以上之違反同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句第 1 款相關法規
之資訊，原則上不提供 (第 e 目)。

2. 與私人利益衝突
進而，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3 條第 1 句第 2 款經衡酌公開之利益
23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3 條第 3 句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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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私人利益 (private Belange)，認定其相衝突而應限制或排除請求
權行使之情況包括：
(1) 個人資料公開之申請 (第 a 目)； 24
(2) 涉及智慧財產權，特別是著作權之保護 (第 b 目)；
(3) 可能揭露營業或商業秘密，特別是處方、設計或生產之書面資
料、生產流程資料、研究發展計畫以及其他技術上或是商業上
受到秘密保護的知識 (第 c 目)；
但上述 (1)、(2) 及 (3) 三種情況若經當事人同意或是公開所
涉及之公益應為優先時，將排除適用，仍應提供或公開資訊 (消費
資訊法第 3 條第 2 句)； 25
(4) 申請公開者，為依行政法規負有通報或告知義務之業者提供相
關單位之資訊；當通報或告知之業者誤以為其負有通報或告知
義務時，亦有其適用 (第 d 目)。
有鑑於消費資訊公開之請求往往會遭業者以涉及營業或商業
秘密為由，主張限制或排除公開，消費資訊法第 3 條第 5 句針對此
一情況，明定三種不得主張營業或商業秘密，拒絕公開資訊之情形：
(1) 申請公開之資訊涉及違反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揭示之相關法
規，以及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對人體有危險或風險之情況；

24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3 條第 4 句並明定德國聯邦資訊自由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句及

第 3 和第 4 項之相關規定於此準用之。

25 惟營業或商業秘密亦屬相關基本權之保障內涵 (德國基本法第 12 條第 1 項之職業

自由、第 14 條第 1 項之財產權)，因此，其於法益權衡之過程中，自有同受保障
之必要性，因而，此種傾向限縮業者營業及商業秘密之保障，以維護 (德國基本法
並未明文保障) 之消費者保護高度水準之作法，亦引發是否能通過比例原則檢證之
批評 (Becker, 2011;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2006: Rn. 87; Grube et al., 2013:
167-168; Schoch, 2012: 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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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2 條第 1 項第 1 句第 3 款及第 4 款所稱之資訊，若於個案中
有充分之證據顯示，該產品或消費產品引發對健康及安全之危
害或風險，且依據尚不充分之科學知識或是其他理由，無法於
必要時間內排除其不確定性時；
(3) 第 2 條第 1 項第 1 句第 3 款至第 6 款所稱之資訊，當其屬主管
機關依據相關法規所訂定臨界值、最高含量或最高容許值所為
之監督。
同樣不得主張營業或商業秘密者，尚包括產品零售商之名稱，
及其商標、產品或消費產品之說明與圖片；在符合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違反法規之情況下，需另附加生產者、代理人、進口商、零售
商及運送和銷售鏈中每個成員之姓名與住址，且於此並不得主張第
1 句第 2 款第 a 目關於個人資料豁免公開之規定 (消費資訊法第 3
條第 6 句)。
惟就營業及商業秘密在具體個案中之判斷標準，仍有待持續觀
察。但目前德國司法實務多傾向認定只要是屬於行政機關就產品之
成分、性質、特性進行查驗後所得之結果，或是涉及產品之標示、
產地、使用、製造及加工之資訊，行政機關原則上皆必須應人民依
據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3 條第 5 句第 2 款所提出之申請而公開，並未
以違反法令或有害於人體健康作為判斷之前提。 26

26 相關司法實務之見解，Vgl. VG Ansbach, Urteil vom 26.11.2009, 16 K 08.01750 und

09.00087; VG Ansbach, Urteil vom 09.06.2011, 16 K 10.02614; VG München,
Urteil vom 28.07.2010, M 18 K 08.5934; OVG Münster, Urteil vom 01.04.2014, 8
A 654/12. 惟就特定產品內容成分之特殊比例，則仍例外劃歸營業或商業秘密所保
障之範圍，Vgl. VGH München, Beschluss vom 22.12.2009, G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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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之相關程序
(一) 資訊公開申請之受理
申請人提出資訊公開之申請時，應附具申請人之姓名及通訊地
址 ， 且 就 該 申 請 公 開 之 資 訊 必 須 「 充 分 可 得 確 定 」 (hinreichend
bestimmt)，27 例如：在戴奧辛污染飼料消息傳出後，消費者若想得
知其平時購買雞蛋之 A 超市，其進貨來源是否有遭到污染，即得提
出申請要求公開 A 超市所販售雞蛋產銷鏈上所有廠商之相關資訊。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5 條第 1 項針對資訊公開申請程序之進行，
可能影響第三人法益時，規定應依據聯邦或各邦之行政程序法所定
程序為之，例如：踐行德國行政程序法第 28 條之聽證程序，給予
第三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28 而申請之准駁亦應通知第三人，即使
第三人放棄陳述意見之權利，相關資訊之公開亦必須在「第三人已
知悉該決定且有充裕時間提出法律救濟」之前提下為之，29 應第三
人之查詢，主管機關依據消費資訊法第 5 條第 2 項應公開申請人之
姓名及通訊住址。另外，針對大量之同式申請，即 20 人以上提出
同一形式申請的情況，則準用德國行政程序法第 17 條及第 19 條之
規定。 30
主管機關受理資訊公開之申請後，依據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5 條

27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4 條第 1 項參照。
28 但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5 條第 1 項所定得例外不舉行聽證之情況包括：「(1) 在第 2

條第 1 項第 1 句第 1 款所稱之資訊轉達；(2) 第三人已透過相關單位知悉資訊之蒐
集且其過去已有機會就資訊之轉達表示意見，特別是在就相同資訊提出公開申
請，而於前已舉行過聽證之情況。」
29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5 條第 4 項第 2 句及第 3 句：「2 即使第三人依據第一項之規定
放棄聽證，資訊亦僅得於第三人已知悉該決定且有充裕時間提出法律救濟時方允
公開。3 第 2 句所稱充裕時間不得超過 14 天。」
30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5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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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應於一個月內回覆；若有涉及第三人之情況則延長期限至
兩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申請一旦核准，應即告知申請人資訊公
開的地點、時間及方式。若申請全部或部分被駁回，則應告知未來
該資訊之一部或全部是否或何時會公開。31 申請一旦被駁回，可以
向駁回機關，或其更上級機關提出異議 (Widerspruch)；而當決定
乃由最高聯邦機關作成時，異議機關即為該機關。32 但是針對德國
消費資訊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句第 1 款所定公開違反法規相關資訊
申請提出異議及撤銷之訴時，並不會產生延遲公開之效果。 33

(二) 申請之拒絕
消費資訊於未有排除或限制公開事由時，必須應申請而公開，
但若有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4 條第 3 項所定情況，則應拒絕消費資訊
公開之申請，包括：
1. 其涉及決定之草稿及與工作或決議直接相關之準備工作，但證據調
查結果或是第三方所提出之鑑定或專業意見不在此限 (第 1 款)；
2. 秘密傳遞或蒐集之資訊 (第 2 款)；
3. 當提前公開可能危及先前行政措施之成果 (第 3 款)；
4. 當申請之受理可能影響行政機關依序推動任務 (第 4 款)；
5. 就科學研究計畫，包括其中所列舉但尚未經最終評估之數據，至該
計畫經學術性出版為止 (第 5 款)。
而針對申請遭到濫用，特別是在申請人已獲知相關資訊之情
況，主管機關亦應拒絕提供，或是當申請者可由其他可預見之方
31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5 條第 3 項。
32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5 條第 5 項參照。

33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5 條第 4 項第 1 句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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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經由一般公開之來源獲致資訊時，亦得拒絕其申請並告知該來
源 (Krüger, 2009)。 34

(三) 資訊之提供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6 條第 1 項定有提供或公開資訊之方式，包
括答覆、提供卷宗閱覽或其他方式，並不限於書面之形式，但資訊
應以消費者易於理解之方式呈現，因此主管機關於此享有裁量之空
間，而得選擇與申請人透過電話、簡訊或電子郵件提供其所需資
訊，但應注意其所選擇方式之必要性與行政費用之支出。35 負有提
供資訊義務之單位，對於應公開之資訊，得不待第 4 條第 1 項之申
請，透過網路或其他公開可近用之方式公開資訊；同法第 5 條第 1
項所定程序於此準用之。若受理申請之機關未持有該申請公開之資
訊，其得於知悉並可能時，依據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6 條第 2 項將該
申請轉呈其他持有該資訊之單位，並通知申請人。
依據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6 條第 3 項，當公開之資訊非關個人資
料時，主管機關並不負有審查資訊內容正確性之義務，但若對資料
正確性已有所懷疑，則應一併告知 (Beyerlein & Borchert, 2010;
Wener, 2008)。若事後發現所提供之資訊有誤或是其所立基之情況
被不正確地傳達，經利害關係人申請或其對於維護重大公益所必要
34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4 條第 5 項：「1 當申請者可由其他可得而知之方式經由一般公

開之來源獲致資訊時，得拒絕其申請並告知該來源。2 第 1 句之前提要件已滿足，
特別是當相關單位已依第 6 條第 1 項第 3 句之規定公開資訊時。3 在第 2 條第 1 項
第 1 句第 2 款至第 6 款之情況下，第 3 條第 6 句所稱之人，依據行政程序法之規
定或邦之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所舉行之聽證中，負有提供相關資訊之義務時，
準用第 1 句之規定，但申請人曾明確依據第 6 條第 1 項第 2 句地要求行政機關答
覆，或有證據顯示，該資訊未經提供、未及時或完整提供時，則不在此限。」
35 例 如 ： 若 欲 以 網 路 作 為 公 開 媒 介 時 ， 應 考 量 申 請 者 是 否 易 於 取 得 ， Vgl.
BT-Drucksache 16/5404, 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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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立即更正。惟考量行政機關更正資訊之作法勢必再次引發公
眾關切、討論，而可能造成對於相關企業之二度傷害，因此，除非
利害關係人提出申請之情況——此舉往往多是基於資訊更正將有助
於維護其利益或導正企業形象之考量而提出，行政機關一般多會先
進行法益權衡，若認定與公益維護具有重要關聯，例如於資訊公開
後有新的科學發現或獲知新的資訊，顯示行政機關提供錯誤資訊或
是依據該資訊而誤判情勢，而需重為檢視時，應與公益密切相關，
於此行政機關應即負有主動更正之義務，而該更正應循與公開相同
之方式為之 (Pache, 2007)。 36
消費資訊之提供，行政機關得依據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7 條第 1
項收取相應之費用，但申請公開同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句第 1 款所
稱資訊，其行政花費在 1 千歐元以下者免費；其他資訊之公開則是
以收取 250 歐元為上限。37 若申請非免費時，應預先知會申請人預
估之費用，並應告知其得撤回申請或縮減申請公開範圍之可能性。

三、評估與修法
由於消費資訊法要求聯邦政府必須於該法施行後兩年就其運
作之情況進行評估，故聯邦政府廣泛蒐集各方意見，並委託兩所大
學進行獨立研究，就德國消費資訊法實踐之經驗與相關爭議，於
2010 年彙整提出評估報告，期得作為該法後續實施與修正之參考。
依據該次評估報告之結論，聯邦政府亦隨即依循綜合立法之方式，
於 2011 年 10 月提出德國消費資訊權益修正法草案 (Entwurf eines

36 此規定見於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6 條第 4 項，乃 2012 年配合德國食品及飼料管理法

第 40 條第 4 項新增之內容。

37 德國消費資訊法於 2008 年施行時，當時德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及資訊公開監察官

Peter Schaar 曾針對申請資訊公開所收取之費用未有上限加以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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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etzes zur Änderung des Rechts der Verbraucherinformation)，並引
發熱烈的討論。該草案於 2012 年 3 月通過，同年 9 月施行，其中
增修正部分德國消費資訊法與德國食品及飼料管理法第 40 條之規
定。以下及分別針對 2010 年之評估報告，以及隨後之修法情形，
分別說明之。

(一) 2010 年提出之評估報告
應聯邦議會與聯邦參議院之要求，聯邦政府於消費資訊法施行
兩年後，於 2010 年 5 月提出評估報告，其中針對德國消費資訊公
開申請在實務上實施的情況，例如：被拒絕的理由與頻率、所需費
用、提供資訊所需時間等；現行德國消費資訊法之適用範圍是否適
當，其與其他資訊公開法制如德國聯邦資訊自由法、德國環境資訊
公開法中所定資訊公開請求權是否有進行整併之必要；對於企業之
消費資訊公開法制化之建議等 (Deutscher Bundestag, 2010)。有鑑於
德國消費資訊法之目的之一即在提升行政之透明度，因此評估過程
力求其高度透明，除將相關資訊定期在網站上公布外，亦強調多方
對話的重要性，自 2009 年初起即多次邀請學者、消保團體、企業
團體等共同舉行專家學者會議，並委託獨立研究機構就消費資訊法
不同之面向進行研究，作為評估報告之基礎，以完成一份以客觀、
獨立之評估報告為目的，並藉此提升其內容之可信度與可接受度。

1. 相關統計
評估報告中提出德國消費資訊法運作之情況：共計有 487 份之
申請，80%符合免收費之標準；70% (301 份) 之申請皆有遵守法定
期限，在兩個月內公開資訊，最常被申請公開的資訊係針對違法之
情況，其次則針對行政機關所採行之監管措施；113 份申請被拒絕，
其原因包括法益權衡後認為與公益或私益產生衝突、形式要件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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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或是受理機關並未持有該申請公開之資訊等，占總申請之
29.9%；324 件申請 (約占總申請之 66%) 並未與具體產品相關，而
是申請一般性、長時間的大量資料提供，此種「全面性申請」多由
消費者保護團體或記者提出，38 由於請求提供資料所橫跨之年代較
長，且多分散於不同的行政檔案中，因此往往必須耗費較高之行政
成本與時間，若涉及第三人，則所需時間將更長，故多未能合於法
定期限內提供之要求 (Deutscher Bundestag, 2010)。考量此一類型之
申請所占比例偏高，因此有研究報告指出，應在受理全面性申請的
同時，延長受理機關之處理期限，並要求申請人更明確提出具體個
案中所需資訊，或將其申請公開之標的精簡化，以為因應；另外，
應思考如何提升一般消費者提出申請的比例，透過簡化申請形式上
要求，例如准許以電子郵件提出申請，或是課予未持有申請公開資
訊之受理機關，將申請函轉給其他持有資訊機關的義務，應皆可適
度提升申請之便利性，而達到鼓勵人民申請資訊公開的效果 (Böhm,
Lingenfelder, & Voit, 2010)。 39
而在收取費用的部分，因為只要是申請有關違法情事之資訊公
開即不收取費用，故高額的收費在德國消費資訊法之實務操作中相
對較不常見，因此有研究報告指出，消費資訊公開所收取費用與實
際行政上之支出，恐怕並未相符，尤其是約占總申請數量 3 分之 2
的全面性申請，往往必須由行政機關自行吸收法定最高收費金額以
外之支出，是否應斟酌提高此種類型申請的收費，可能必須長遠規
劃；但報告中亦提醒，收取 (符合實際支出的) 費用恐怕亦會使人

38 於該調查區間中，聯邦消費者保護中心 (Verbraucherzentrale Bundesverband; vzbv)

與各地消費者保護中心即共同提出共 105 件此種類型之申請。

39 此係聯邦政府委託馬堡大學 (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 所提出研究報告中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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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對於行政透明化目的之追求產生質疑，必須謹慎為之 (Böhm et
al., 2010)。 40

2. 適用範圍及與其他資訊公開法制之關係
德國資訊公開法制目前由德國環境資訊公開法、德國聯邦資訊
自由法以及德國消費資訊法共同組成，其皆賦予人民請求資訊公開
之權利，但針對公開標的之性質不同，分別訂定其要件。德國聯邦
資訊自由法係以「官方資訊」(amtliche Imformation) 41 為其公開標
的，相較於德國環境資訊公開法之「環境資訊」(Umweltinformation)
與德國消費資訊法之「消費資訊」(Verbraucherinformation) 屬一般
性之規定，雖然消費資訊往往亦會符合官方資訊之定義，但仍應以
作為特別法之消費資訊法為優先適用。但因上述三部法規中所訂定
之資訊公開請求權，同屬任何人皆得主張且未設任何前提限制之權
利，在資訊法制建構之立法例選擇上，即產生是否有將上述規範整
併為一部資訊公開法必要之討論；42 但考量資訊性質不同，可能產
生在資訊公開原則與例外界限拿捏上的差異，若將三部規範予以整
合，是否有可能導致彼此相互羈絆，反而產生資訊不公開之不利結
果？若就德國消費資訊法與德國聯邦資訊自由法的規範而言，消費
資訊法在某些層面上對消費者仍是較為友善的，例如：相對不用擔
心會因為營業或商業秘密而遭到拒絕、43 針對違法情事相關資料之
40 收費 25 歐元以下者共 15 件，250 歐元以上者共 6 件，而介於其中者共有 52 件。
41 聯邦資訊公開法第 2 條第 1 款將官方資訊定義為：任何基於公務目的所為之記錄。
42 資訊公開法制之建構除得分別立法，或亦得制定一部共通之資訊公開法，再於各

章節中細分其公開標的之差異。支持資訊法制整併之見解，請參考 Beyerlein &
Borchert (2010: 24); Böhm et al. (2010: 244 ff.)。
43 資訊公開法第 6 條規定：「資訊公開請求權若與智慧財產之保護有牴觸時不存在，
營業或商業秘密之公開，僅得於當事人同意為之。」其若適用於消費資訊公開之
申請，極可能導致消費資訊得公開範圍之限縮，而得出較為不利的申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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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均不收費、行政機關得積極主動不待申請公開特定消費資訊、
申請無須具備特定形式要求等。因此，考量各資訊公開法制針對不
同之資訊類型，規範架構各有不同，若要將其予以整併，恐怕必須
審慎思量，進行全面性的規劃。以現行三部資訊公開法施行之狀況
而言，似乎並無進行整合之迫切需求 (Deutscher Bundestag, 2010)。

3. 企業之消費資訊公開
德國消費資訊法之重要目的之一在於促進消費市場資訊之透
明與流通，使消費者得享有充分資訊以作出理性之消費決定，然
而，消費者所欲瞭解之消費資訊，極大部分仍為業者所持有，若能
讓資訊在第一線就透明化，對於德國消費資訊法目的之達成，必然
會有正向加乘的效果。因此，自 2008 年德國消費資訊法施行以來，
當 時 之 聯 邦 食 品 、 農 業 暨 消 費 者 保 護 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Ernährung, Landwirtschaft und Verbraucherschutz; BMELV) 即積極
討論並凝聚制定企業資訊公開法之共識，希望針對強化業者於消費
資訊公開之協力義務，如：產品標示之強化、追溯系統、自主監控
等資訊之公開；以及在上述義務未履行時，賦予消費者得請求業者
提供相關消費資訊權利之可行性進行討論與評估。針對此一議題，
業者、消費者保護團體、行政機關、政治人物交互展開激烈辯證，
2009 年 5 月由聯邦食品、農業暨消費者保護部舉行之會議中，業者
代表即主張，不論是歐盟法或德國法，皆不乏對於業者課予相關之
標示義務，加以民法上之契約前告知義務，實已得充分提供消費者
所需資訊，而應無立法之迫切性，且資訊公開一旦成為法定義務，
將會對中、小型規模之企業造成設備與管理成本之重大負擔
(Deutscher Bundestag, 2010)。雖然在對話的過程中無法取得企業資
訊公開推動型態之共識，但若觀察近年食品標示規範之發展脈絡，
實不難發現已形成由歐盟所頒布之相關規則為首，逐步推動建立全

消費資訊公開法制之建構

531

歐盟一致性食品標示義務之趨勢， 44 並藉以拘束歐盟各會員國； 45
而原先所設定賦予消費者企業資訊公開請求權之規劃，則轉以不具
強 制 力 地 鼓 勵 食 品 業 者在 販 售 地 點 以 適 當 形 式自 行 公 開 相 關 資
訊，提供消費者除產品標示以外的其他資訊，並應將其公開之資訊
亦提供與行政機關 (李寧修，2012; Beyerlein & Borchert, 2010;
BMELV, 2010)。

(二) 新近之修法重心
依據 2010 年評估報告之結果，德國於 2012 年 3 月 15 日通過
德國消費資訊權益修正法，修正德國消費資訊法及德國食品、日用
品及飼料管理法部分條文，雙管齊下同步強化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
以及國家主動公開消費資訊兩個面向，並訂於 2012 年 9 月施行。
此次德國消費資訊法之修正重心包括：

1. 擴大德國消費資訊法之適用範圍

46

於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1 條明定其適用範圍，並自原先之食品、

44 例 如 ： 歐 盟 第 1924/2006 號 規 則 ， 一 般 又 稱 為 健 康 聲 明 規 則

(HealthClaims-Verordnung)，即針對與營養、健康相關之食品標示、廣告加以規範；而歐
盟於 2011 年 12 月 12 日公布，多數條文於 2014 年 12 月 13 日施行之歐盟第 1169/
2011 號規則，又稱為歐盟食品資訊規則 (Lebensmittel- Informationsverordnung;
LMIV)，亦對食品標示為細節性之規範，包括對於標示字體大小的要求、強制預先
包裝食品之過敏源標示以及強制散裝食品標示過敏源，並自 2016 年 12 月起同時
強制標示營養成分，另外，同規則第 49 條亦對歐盟第 1924/2006 號規則進行修正。
參見 Gehrmann (2012: 161-163); Möstl (2014: 82)。
45 德國針對歐盟第 1169/2011 號規則，刻正由聯邦食品、農業暨消費者保護部擬定
行 政 命 令 以 求 因 應 ， 草 案 內 容 請 參 考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
bundesrecht/vorllmiev/gesamt.pdf
46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1 條參照。修正後之內容請參見前述「參、一、 (二) 請求標的：
與健康相關消費資訊」之說明。

532

歐美研究

飼料、日用品 (例如：衣服、玩具、洗潔劑等) 及酒品外，擴張至
產品安全法中所稱之科技性消費產品，例如家電、家具或是家庭業
餘 手 工 業 產 品 等 皆 屬 之 (Deutscher Bundestag, 2011; Schoch,
2012)。

2. 提供更快捷且廣泛之答覆

47

將資訊公開申請之形式簡化，即公開之申請不限於書面，亦可
以電子郵件或電話提出公開之申請，而業者聽證程序由以往之書面
要式、一個月為之，縮短其期限或得直接以口頭為之，違法或特殊
緊急情況下，主管機關甚至得跳過聽證程序 (Deutscher Bundestag,
2011; Rossi, 2014; Schoch, 2012)。

3. 查詢費用之減免

48

修正前之德國消費資訊法，除了關於違法情事之答覆不收取費
用外，聯邦行政機關所提供之簡易答覆要價 5 至 25 歐元，若需要
額外較高成本者，則要價 30 至 250 歐元不等。新法修正後，行政
花費在 250 歐元內之簡易查詢以及所有行政花費在 1 千歐元內就違
法或違章情事之查詢，均可獲得免費的答覆。於此範圍外，則依回
覆所生之行政費用收取相應之費用，原則上基於公益目的申請查
詢，費用得予以減免。消費者不用因懼怕需繳交高額費用而不敢提
出申請，因當超額需收取額外費用時，行政機關亦必須事前將預估
之費用通知消費者 (Deutscher Bundestag, 2011; Schoch, 2012)。

47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6 條參照。修正後之內容請參見前述「參、二、 (三) 資訊之提

供」之說明。

48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7 條第 1 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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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以政資法為主軸之資訊公開法制
近年臺灣食品安全事件層出不窮，以 2013 年秋大統長基油品
摻偽事件為例，早在 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7 月間，彰化縣衛生
局便曾四度前往稽查，雖有發現可疑之處，但業者都以商業機密，
拒絕提供配方、原料等相關製程，故最後皆僅以要求其「限期改善」
為結局 (張傳佳、張聰秋，2013)。但很顯然的，行政機關的處罰，
不論是罰鍰、限期改善、回收銷毀產品等，似乎都未能對業者構成
真正的「威脅」，想必是因為黑心產品背後的利潤往往誘惑著人走
向險境，而要期待業者大徹大悟，恐怕還是得靠他們的金主：消費
者出面，而消費者要能有效制衡，則需要充分的資訊作為後盾。因
此，行政機關在執法過程中除了應善用現行法制關於公開消費資訊
的規定，建置消費資訊公開的平台，提供易懂、詳細、即時的資訊，
包括：業者違規的情形、違規產品的名稱、處理的狀況、後續的追
蹤等；更進一步讓消費者有權選擇其所需資訊，深入瞭解、掌握，
強化消費者參與消費決定的實力，讓消費者在掌握充足資訊後，進
一步選擇符合自身期待的產品，業者若因此蒙受經濟上的不利益，
便會知所警惕，方得促成消費市場的良性循環。
然而，我國現行消費資訊公開之法制架構，仍多著重於要求行
政機關或是業者公開資訊之面向，而針對以消費者為主體，賦予其
無條件請求消費資訊公開權利之面向，並未如德國制定專法，而是
以政資法作為請求之基礎。惟不同種類的資訊均有其獨特性，在資
訊公開的範圍和效率上即可能產生不同程度的要求，因此消費者若
以 政 資 法 作 為 要 求 行 政機 關 公 開 消 費 資 訊 之 法律 上 依 據 是 否 適
當，值得進一步探究。以下即以政資法為主軸，探究其權利內涵及
豁免條款之設計，是否得以妥適因應消費資訊之特性，發揮其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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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為自身健康、安全把關之重要功能，並以德國之制度及經驗為
借鏡，對於我國消費資訊法制之後續建構，提供個人之想法與建議。

一、權利內涵
政資法第 1 條明文揭示其立法目的，在於透過建立政府資訊公
開制度，「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
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49 於
法律位階具體落實人民得據憲法第 22 條所主張之「知的權利」，
因唯有當政府將其擁有之資訊充分公開，人民方得以正確、充足之
資訊作為養分，消化、吸收並內化形成自身之觀點、想法，進而形
諸於外，發表負責任的言論，理性地監督政府施政，實踐民主政治
之人民參與。政資法第 9 條針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
設籍之國民及其所設立之本國法人、團體」、「持有中華民國護照
僑居國外之國民」以及符合平等互惠原則之外國人，均肯認其享有
政府資訊公開請求權；而其義務人則為政府機關，依據政資法第 4
條，係「指中央、地方各級機關及其設立之實 (試) 驗、研究、文
教、醫療及特種基金管理等機構」，中央之總統府、行政院、立法
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以及其所屬機關；地方各級自治團體
之機關；以及上述各機關所設立之非狹義機關型態之實 (試) 驗、
研究、文教、醫療及特種基金管理等機構，若與機關有隸屬關係者，
皆屬政資法所稱政府機關； 50 另外，受政府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
49 政資法第 1 條之立法理由稱：「政府施政之公開與透明，乃國家邁向民主化與現

代化的指標之一，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本於『資訊共享』及『施政公開』之理
念，制定本法以便利人民公平利用政府依職權所作成或取得之資訊，除增進一般
民眾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外，更能促進民主之參與。」
50 政資法逐條說明針對第 4 條指出：
「另各機關設立之非狹義機關型態之實 (試) 驗、
研究、文教、醫療機構，與機關有隸屬關係，均屬政府設立，宜一併納入適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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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亦視同政府機關，一併納入政資法之適用
範圍。 51
政府資訊作為請求之標的，政資法第 3 條明定該法所稱之政府
資訊乃「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圖
畫、照片、磁碟、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物
及其他得以讀、看、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訊
息」，其中涵蓋各種類型之資訊，而消費資訊亦屬其一。惟由於須
屬「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之資訊」，因此以政府機關
「事實上持有該資訊」為公開或提供之前提。惟在人民多未能輕易
探知政府資訊之類型與其所在處所之情況下，申請公開之政府資訊
若非受理申請之機關於職權範圍內所作成或取得者，實應依政資法
第 17 條善盡說明之義務；如確知有其他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
成或取得該資訊者，應即函轉該機關並通知申請人，以資便民。
消費資訊往往與國民生命與健康之維護密切相關，其公開除有
助於形成消費者自身的意見和想法，並作出知情的消費決定外；亦
得視為人民監督政府保護消費者健康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隨著社
會快速變遷與消費市場複雜化，促進此類消費資訊之公開透明與合
理利用，亦為國家應積極回應之課題。政資法之權利內涵，不論是
在請求權人、義務人或是請求標的，雖皆得透過解釋，提供消費資
訊公開請求權充分之行使空間，但消費資訊與其他資訊間卻仍存有
不同之特性，不容忽視：消費資訊之公開著重於預防可能性及其即
象，爰為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又依預算法第 4 條第 2 款之規定，歲入供特殊用
途者，為特種基金，此類基金來自人民之納稅，則其運作及保管等事項均有對民
眾公開之必要，爰明定為本法適用對象。」
51 但公營事業機構以及國家、地方自治團體之外之公法人，例如：農田水利會，目
前並未納入政資法之適用範圍，法務部 95 年 4 月 28 日法律字第 0950014492 號
函參照。但亦有將公營事業機構納入之主張，請參考湯德宗 (2006: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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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性，一方面將高標設定於預先防阻可能對消費者健康產生之風險
或危害；然若具體的危害已發生，則透過資訊的快速流通，期得將
損害減到最低，而此一特性所帶來之資訊透明需求，是否得於政資
法中充分體現，必須進一步關注其豁免公開條款之設計，加以探求。

二、豁免條款之檢視
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被動公開為例外：就與人民權益
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依據政資法第 6 條應適
時、主動公開，第 7 條第 1 項亦明列 10 款應主動公開之資訊類型；
另，政府機關負有「應人民申請而提供」相關資訊之義務，惟考量
政府資訊之公開可能同時涉及其他法益之限制與侵害，為求法益間
之均衡維護，政資法第 18 條第 1 項明列 9 款豁免公開之事由，屬
於例外限制公開之情況，但按「原則從寬、例外從嚴」，豁免條款
之運用除應力求慎重外，若確實有援引豁免公開條款之必要，政府
機關即應就不公開之情況負舉證責任，強化其公信力，避免豁免公
開之範圍若過於擴張，反客為主地架空政資法制定之目的。另，政
資法第 18 條第 2 項就豁免公開之情況，有所謂「分離原則」之適
用：「政府資訊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項者，應僅
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亦即在資訊可分離之情況下，應將限
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部分除去後，僅公開或提供其餘部分，而非一
併不予公開。
然而，若進一步觀察政資法所訂定之豁免公開要件，其是否足
以回應人民對於消費資訊之渴求，妥善權衡資訊公開所涉及之利益
衝突？以下分就「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政府取締
業務」或「營業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三種與消費資訊公開
關係密切之豁免公開事由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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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
政資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將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
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定性為應限制或不予提供之資訊，
其係考量「政府機關之內部意見或與其他機關間之意見交換等政府
資訊，如予公開或提供，因有礙該機關最後決定之作成且易滋困
擾，例如對有不同意見之人加以攻訐」。 52 因此，為避免政府機關
本身因公開尚未成熟的意見，造成參與決策前準備階段之相關人
員，於思辯過程中因外力不當介入，導致無法充分討論作出最適之
決策，故限制公開，但若受理機關經權衡，認對公益有必要者，即
便仍在決策程序中，仍得提供或公開之。
政資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欲保障者，應為「決定的過程」
不受干涉，而非「決定的內容」不能曝光，一旦決策作成，其豁免
公開所欲保障之法益既已不存在，即不應再援引本款規定豁免公開
(湯德宗，2006)；另外，針對內部之擬稿與準備作業之所有資訊，
是否在決策前皆不應公開？實容有討論之餘地，一般而言，公開決
策所依據之基礎事實並不會影響機關意思之形成，且有助於人民及
早介入監督政府之決策，除非兩者之間有緊密聯結，或事實呈現之
方式會使決策過程曝光，否則仍應公開。 53
食品法中強調「主管機關採行之食品安全管理措施應以風險評
估為基礎」，因此，風險評估之結果，應是主管機關在決策過程中
形成意思的重要參考指標或依據，可能該當政資法第 18 條第 1 項
第 3 款所稱「作成意思決定前之準備作業」例外不公開，而須待風
險管理決策作成後，方有可能公開。然而，風險評估乃以純粹科學
52 政資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立法理由。
53 故有學者建議將政資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修正為：「但關於意思決定作成之基

礎事實，仍應公開或提供。」請參考湯德宗 (2006: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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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觀點，由獨立之科學家，依據專業就危險或風險進行客觀地鑑定
或描述，54 其內容未必不能公開並接受專業辨證；且主管機關在風
險管理決策之過程中，必須廣泛地就各個層面加以考量，若風險評
估之結果得對外公開，針對其所運用之方法、結論以及可能的缺
漏、瑕疵，均得進行公眾討論，亦應有助於風險管理決策思慮更為
全面、周延。

(二) 監督、管理、檢 (調) 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
政資法就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 (調) 查、取締等業
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理、檢 (調) 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
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例如：將造成取締
之困難，依據政資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4 款即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
供。然而，食品安全主管機關為確保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往往會
對食品業者採行相關之管制措施，55 同時輔以查核、檢驗，並就違
法事項進行取締，例如查扣、封存產品，或命業者暫停作業及停止
販售，以確保消費者食的安全，而其所得結果及相關資料，例如：
查驗結果及其說明、取締業者及遭取締之原因等，尤其是當產品有
可能對人體健康安全帶來風險或是有涉及違法情事之虞時，總是為
消費者最為渴望掌握與得知之訊息，且此類型消費資訊之公開，除
得讓人民知悉國家把關標準與監督成果，進而據之作出理性的消費
選擇；亦有助於正直清白的業者免於財產上或商譽上之無謂損失，
此種類型消費資訊之公開，若列為消費資訊公開法制中之豁免條
54 依據食藥署食品安全風險分析工作原則，其即明文要求負責風險評估職權之專

家，「皆應客觀且無利益衝突，以免減損風險評估的公正性。專家的身份背景應
公開披露，包含其個人專長及職業經驗，以召公信。遴選專家程序應透明化，並
斟酌其專長，且無利益衝突。」
55 請參考食品法第 8 章食品查核及管制中，針對業者得採行之眾多管制措施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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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實不無疑義 (李寧修，2014a)。但依據政資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受理機關首先享有相當廣泛之判斷餘地，認定何種資
料屬於「監督、管理、檢 (調) 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且因
其並未如同條項之第 3 款、第 6 款、第 7 款及第 9 款，課予受理機
關法益權衡之責任，而有例外回歸原則之規定，故一旦經認定屬監
督、管理、檢 (調) 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而「其公開或提供
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時，資訊公開請求權似即無實現可
能性。因此，一旦政府機關未能以人民為本位出發思考，主動對外
公開此類型之消費資訊，將導致人民在無從獲知其迫切渴求消費資
訊的情況下，既無法理性監督政府之作為，也不能發揮在消費市場
中制衡業者之功能，更遑論為自己的健康、安全卑微地作最後一道
把關，豁免條款恐怕將成為政府機關得以信手拈來的護身符，大幅
限縮消費資訊公開之範圍。

(三) 營業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
食品業者所使用之配方、技術或製程，往往可能涉及營業秘
密，由於公開恐會對業者在市場上之競爭地位帶來不利的影響，因
此有保密之需求。所謂營業秘密，依據營業秘密法第 2 條，係指方
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
營之資訊，且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並因其秘密性而具有
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而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政資
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7 款為維護該等資訊之秘密性，因此明定：「個
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其公開或提供
有侵害該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利、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益者」，
豁免公開；惟但書中亦明定「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
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則不在限制公開之範圍，行

540

歐美研究

政機關雖得依據但書規定審視是否應公開消費資訊，惟必要性之判
斷仍屬抽象，例如：針對食品業者所主張之營業秘密，若涉及輕度
違法，且並未造成消費者健康上之損害之情況下，是否屬「必要」
而應公開？或是針對業者所使用之配方或原料，若有可能對於人類
之健康、安全帶來尚未確定之風險，消費者是否仍得主張知情選擇
之權利？
食品安全法制中強調「防患於未然」，考量食品對於人民生命、
健康所帶來之影響，往往並非立即展現，且其多導致不可回復之損
害，此種風險之預防，應是在判斷消費資訊是否公開時，必須另為
考量之特點。因此，即便我國政資法對於營業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
之資訊豁免公開之要件，已納入法益權衡條款，但在認定是否對「保
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時，是否能夠完整考量食品法制
之特殊性而作出相應之判斷，誠屬關鍵；另外，消費資訊無疑可能
涉及業者所持有之內部資訊，包括配方、產製流程、銷售網絡等資
訊，若無法明確界分營業秘密或商業機密之界定方式及其範疇，其
將如資訊公開之「免死金牌」一般，豁免於資訊公開之範圍外。56 德
國消費資訊法中即特別限縮業者得主張業務或營業秘密的範圍，課
予行政機關公開官方對食品監督的控管結果之義務，例如法定劑
量、含量的評量，或是原料含量最高值 (如戴奧辛含量) 之檢測，
不論其是否有違反規定之情事發生，於此皆不再適用業務或營業秘
密之保護，明確地將資訊公開之公益列為優先。57 而在有違法情事
的情況下，則必須公開完整的運銷網絡。針對業者違反食品及飼料
管理法之行為，即不許其主張營業秘密，因此，該等資訊除得應人
56 關於營業秘密之判斷標準，請參考范姜真媺 (2004)。
57 請參考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3 條第 5 句之規定以及前述「參、一、(三) 2. 與私人利

益衝突」之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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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申請提供外，更課予行政機關主動公開之義務，對於消費者知的
權利，提供多元面向之完整保障。

三、德國消費資訊法之借鑑：反思我國當前之爭議
與挑戰
消費資訊之透明化屬行政公開之一環，國家位居擁有並得支配
最多資訊之強勢地位，應如何面對消費者對消費資訊公開之期待、
保障人民知的權利，乃消費資訊公開法制成敗之重要關鍵。德國消
費資訊法自 2008 年 5 月施行以來，其實踐經驗持續受到關注，而
國家對於各界建議之回應，亦被視為該法是否能持續充分發揮功能
之關鍵。以下將借鑑德國消費資訊法之經驗，提出消費資訊公開在
我國政資法中可能遭遇之困境，包括不同類型資訊公開法制之立法
模式選擇以及資訊之公開及其限制；並進一步反思我國在建構消費
資訊公開法制時，可能面臨之挑戰，聚焦於國家主動公開消費資訊
之界限，以及以網路作為公開途徑所引發的爭議，提供未來法制建
構之參考。

(一) 不同類型資訊公開法制之分或合：集中或併行之立法選
擇
德國資訊公開法制，除屬於普通法性質之德國聯邦資訊自由法
外，58 另外依據不同之資訊類型，分別定有德國環境資訊公開法及
德國消費資訊法，甚至有制定企業消費資訊公開法之討論，但針對
此 種 依 據 不 同 資 訊 之 特性 分 別 制 定 資 訊 公 開 法制 之 併 行 立 法 模
式，亦有將其整併集中於同一法律之提議。相較於我國現行僅以政
58 德國聯邦資訊自由法第 1 條第 3 項明定其普通法之性質：「除行政程序法第 29 條

及社會法法典第 10 篇第 25 條外，有關政府資訊公開之其他規定優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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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法作為人民請求資訊公開之法律基礎，德國之立法模式，或許可
作為我國建構資訊公開法制時之參考素材。由於政資法第 2 條規
定：「政府資訊之公開，依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依其規定。」一般亦將政資法定位為普通法之性質， 59 當其他法律
中亦有任何人皆得主張，且無前提限制之資訊公開請求權時，則應
優先於政資法適用。因此，在其他與消費密切相關之法制，例如：
食品法、消費者保護法等，並未就消費者請求消費資訊公開之權利
予以規範時，政資法即成為請求權之基礎，但由於政資法未能適當
凸顯「消費資訊」特質，致消費資訊公開的範圍恐因豁免條款而被
大幅限縮，對於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之保障範圍似不盡周延，因
此，若將消費資訊公開一併納入既存之政資法，反而可能造成其施
行之困難與障礙，恐非長久之計。故以下將針對我國消費資訊法制
之建構，依時序提出可能的行進方向：
首先，由於政資法具備資訊公開法制之完整框架，包含實體權
利、程序至救濟等規範面向，故短期仍宜以政資法作為消費資訊公
開請求權之法律基礎，但應於適用法益權衡條款，以及在受理機關
享有判斷餘地或裁量空間時，強調消費相關法制之基本原則與核心
價值，例如：食品法所強調之事先預防原則、科學證據原則，或是
消費者保護法至重之消費者權益保護等，以求凸顯消費資訊之特性
及其功能。另外，應於相關法規中，就應公開、卻可能被政資法豁
免條款攔截而限制公開之消費資訊，如：風險評估報告、主管機關
59 政資法逐條說明中，就第 2 條部分亦論及：「現行法律中並不乏有關政府資訊公

開之規定，……。為明定本法與其他法律之適用關係，將本法定位為普通法，其
他法律對於政府資訊之公開另有規定者，自應優先適用。」但亦有主張政資法應
作為資訊公開之基本法，故當其他法律之規定不如政資法有利時，應即適用政資
法規定之主張。相關討論請參考林三欽 (2009: 376-377)；林素鳳 (2006: 42-43)；
湯德宗 (2007b: 397-398,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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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之結果或是產品成分等，明定相關機關主動公開或提供之義
務，以特別法排除政資法之適用。
其次，中期可於食品法中增列消費資訊公開之章節，除統整既
有行政機關之主動公開資訊之相關規範外，亦賦予消費者請求資訊
公開之實體權利，同時明確訂定豁免條款之要件，一方面力求排解
政資法中可能造成之窒礙，另一方面置入法益權衡條款之適用，強
調食品法第 4 條第 1 項滿足國民健康、知的權利及資訊透明原則之
要求。但考量消費者所關注之資訊，恐怕不僅是入口的食品，而是
與該食品相關「由農場到餐桌」各個環節之安全，故若欲將請求之
範圍自食品法之「食品」及「食品添加物」向外擴充， 60 則必須另
覓請求權基礎，於此，或許得透過消費者保護法，將商品及服務均
納入，同時借重消費者保護法中所規範之政府與企業經營者，或消
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的關係，探討企業經營者所持有消費相關資訊
公開之可能性。但不論是將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置入食品法或是消
費者保護法，其皆已超過原先立法目的所能負荷，而欠缺完整涵納
資訊公開法制基本架構之良善體質，實非正本清源之道，亦無法避
免法規零散、適用標準不一致等批評。
因此，若已具備全面置入「消費者得向國家請求公開相關消費
資訊之權利，且國家負有應人民請求公開之義務」之共識，長期應
朝向制定一「消費資訊公開法」，依循資訊公開法制之脈絡，統整
上述有關消費資訊公開之法規，確立人民請求消費公開消費資訊之
60 食品法第 3 條第 1 款將食品定義為：「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產品及其原料。」同

條第 3 款則明定食品添加物係「指為食品著色、調味、防腐、漂白、乳化、增加
香味、安定品質、促進發酵、增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化或其他必要目的，
加入、接觸於食品之單方或複方物質。複方食品添加物使用之添加物僅限由中央
主管機關准用之食品添加物組成，前述准用之單方食品添加物皆應有中央主管機
關之准用許可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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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明定保護人民健康、安全之立法目的，並依據消費資訊之特
質與需求，就其公開範圍、程序及限制等要件為細部化之規定，於
其適用範圍內，優先政資法而適用，具體落實對於人民知的權利之
保障，亦讓消費者有機會共同參與，為自身食的安全把關！

(二) 資訊公開之限制
基於政資法欲透過資訊無礙之流通，提高政府施政之透明度，
讓人民得以對政府決策之過程及理由進行監督與檢證，強化人民對
國家的信賴之目的，政府機關就「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
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實應主動公開；或至少亦應被動應人民申
請予以公開。但政資法第 18 條第 1 項所列例外排除資訊公開之情
況，並未將消費資訊之特質納入考量，導致人民所企求之消費資
訊，皆可能因合於豁免要件而限制不公開，對於消費資訊公開請求
權之保障似不盡完善。因此，若短期間須以政資法作為消費資訊公
開之請求基礎，如何將此負面效應降至最低，乃屬當務之急。
短期而言，建議先強化相關法規中行政機關主動公開特定消費
資訊之義務，使其作為特別法優先於政資法適用，以減緩政資法豁
免條款可能對消費資訊公開帶來的不利影響，例如：食品法第 52
條第 4 項亦針對地方主管機關查驗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
食品容器、食品包裝或食品用洗潔劑，有不符該法相關規定者，當
地主管機關應公布相關食品業者，包括製造、加工、調配、包裝、
運送、販賣、輸入、輸出業者，其商號、地址、負責人姓名、商品
名稱及違法情節等資訊予消費者。當違法情事發生，業者實已無法
主張其利益應受保護，政府機關更應本於保障人民健康、安全之本
旨，自應儘速公開相關資訊讓消費者知悉，但是否僅有在業者違法
之情況下，方有公開之需求？另外，同法第 5 條規定，各級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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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監測發現有危害食品安全衛生之虞之事件發生時，應主動查
驗，並發布預警或採行必要管制措施，其中即包含主管機關應公布
檢驗結果及揭露資訊，其未將違法情事作為資訊公開之前提，而擴
及仍存有不確定性風險之情況，亦課予主管機關主動公布檢驗結果
與相關資訊之義務，但「有危害食品安全衛生之虞」應如何判斷？
以及除了檢驗結果外，尚應揭露哪一些資訊？仍有進一步明確規範
之必要。另外，針對風險管理之決策，食品法第 2 條之 1 第 3 項就
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決議之事項，要求行政院應每季追蹤管考對外
公告，並納入每年向立法院提出之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目前行政
院食品安全會報之會議紀錄皆上網公開，有助於人民瞭解國家對於
食品安全維護之作為與政策走向，值得肯定；61 相較之下，衛福部
食藥署下專責風險評估之食品風險評估諮議會，其會議結論則是
「經依行政程序核定後，得由食藥署公開之」，風險評估結果之透
明化以及對外之風險溝通似乎仍有強化之空間。 62
在中期階段，若得於相關法規中確立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即
得與前階段所建立之行政機關主動公開義務相輔相成，使消費資訊
公開之範圍更為完整；但於此必須相應思考豁免條款之配套，以求
法益保障之均衡。消費資訊公開豁免條款的設計，應妥善限縮營業
秘密或相關資訊之適用範圍，就對人類健康安全帶來風險或危害之
情況，或是業者有違法情事時，業者即不得主張營業秘密而限制公
開，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3 條第 5 句排除營業秘密適用之規定，值得
61 行 政 院 食 品 安 全 會 報 會 議 紀 錄 ， 請 參 考 ： 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

aspx?sid=4567

62 請參考依據食品法第 4 條第 4 項所訂定之食品風險評估諮議會設置辦法第 10 條第

2 項。食藥署風險評估諮議會至今 (2016 年 6 月) 僅有 3 份摘錄之會議紀錄於網路
公開，請參考 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aspx?sid=7725。行政機關對於會
議紀錄之公開，似普遍持較為保守的態度，請參考李寧修 (2014a: 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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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另外，由於資訊公開並非絕對之利益，公開與否往往是與其
他法益進行權衡後之結果，因此，在豁免條款中應置入一般性之法
益權衡條款，並強調消費資訊公開所欲保護之法益，除了人民知的
權利外，消費者健康與安全之維護，亦應充分納入考量。最後，長
期而言，若得制定消費資訊公開之專法，應即得依據資訊公開法制
之架構，將原先散見於各個法規中之主動、被動公開規範加以彙
整，明定政府機關應主動公開之資訊類型、要件，人民得申請公開
之消費資訊類型以及豁免公開之要件，完成整備。

(三) 國家主動公開消費資訊之界限
行政機關主動公開之消費資訊，本質上亦屬消費者得申請公開
之資訊，但因其與人民權益密切相關，且考量行政機關對資訊之掌
握優於一般人民，因此，即便未經申請，仍課予行政機關主動公開
之義務，藉以強化資訊公開之效能；但由於行政機關並非對人民得
申請、但未申請公開之所有消費資訊，皆負有主動公開之義務，因
此，一個國家對於主動公開消費資訊義務的規劃，持積極抑或保守
之態度，將高度影響消費資訊主動公開範圍之認定。我國政府資訊
之主動公開，除於政資法第 6 條明定與人民權益攸關之施政、措施
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外，並於第 7 條亦列舉
10 種政府機關應主動公開之資訊；另外，於眾多行政管制規範中，
亦得見要求相關機關主動公布相關消費資訊之規定，63 但行政機關
63 其他例如：消費者保護法第 33 條規定地方主管機關認為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

服務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之虞，即應進行調查，並得於調查完
成後，公開其經過及結果；同法第 37 條就「對消費者已發生重大損害或有發生重
大損害之虞，而情況危急」之情況，課予地方主管機關「應即在大眾傳播媒體公
告企業經營者之名稱、地址、商品、服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之義務。農產
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 25 條就農產品、農產加工品違反用藥規定，或有違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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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斷上，似乎多傾向只有在符合立法明定之公開要件時，方會主
動公開。
反觀德國，其立法者在既有德國食品及飼料管理法第 40 條所
定行政機關主動公開資訊之義務外，64 進一步擴展消費資訊主動公
開之範圍，透過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句，明定行政機
關得透過網路或其他公開可近用之方式主動公開消費資訊，展現其
近年來一貫維持強化主管機關公開消費資訊權責之立法趨勢。透過
消費資訊透明度的提升，一方面強化消費者自我決定權之保障，使
其得掌握更充足的資訊，以利作出理性消費選擇；另一方面，以公
開違法情事制衡並監督違法業者，期得促進其自我管理，也保障合
法業者不受牽累。
依據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句得主動公開之標的，
涵蓋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2 條第 1 項所列 7 款應申請公開之資訊，然
而，除非有德國食品及飼料管理法中明定應主動公開之情況，持有
該消費資訊之機關就是否公開、公開之型態與時機，仍享有裁量的
空間。因此，德國消費資訊公開法中「得主動公開」權限之行使，
即在各邦呈現不同的發展趨勢，亦造成某些消費資訊在特定地區會

標示規定或為不實標示者，主管機關得公布該農產品經營業者之名稱、地址、農
產品、農產加工品之名稱及違規情節，亦為適例。
64 針對行政機關主動公開資訊之義務，德國食品及飼料管理法第 40 條已有相關規
範，其要求主管機關在必要之情況下應公開相關消費資訊，如：行政機關得充分
懷疑該產品對於消費者之健康可能造成危害 (第 1 款)；有充分的懷疑，其已違反
該法適用範圍內保護消費者免於健康危害之相關規定 (第 2 款)；有疑慮產品之不
安全性無法在短時間內排除 (第 3 款)；並未危害健康，但不適宜販售之產品於市
場上流通 (第 4 款) 或是若不揭露產品名稱及相關資訊內容，將對於其他製造或經
銷同類或類似產品之業者造成顯著之不利益時 (第 5 款)，公布內容包含其中所涉
及商品與製造商、運送業者，必要時甚至包括販售業者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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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政機關主動在網路上向公眾公開；65 而在其他地區則以人民提
出申請為原則，行政機關僅於受理申請後方會被動提供。一般而
言，不論是行政機關主動公開或是應人民申請公開，其中最受關切
的往往是行政機關實施檢查的結果 (Kontrollergebnisse)，包括檢查
對象、地點、項目、查獲之違法或違規情事等，但行政機關就上述
資訊裁量主動公開之作法，雖然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卻也不意外
地同時引發業者極大的反彈，而在尚未有決定性的規範得以遵循之
情況下，不少機關抱持著「以身試法」的態度，多次與業者對簿公
堂，藉以「測試」德國消費資訊法究竟得落實到何種程度。 66 由於
目前對行政機關積極行使德國消費資訊法主動公開資訊權限之發
動要件並不明確，因而，對於行政機關依據德國消費資訊法主動公
開之資訊，究竟應如何在無人申請資訊公開之情況下，權衡資訊公
開之利益及其可能對他種法益所致生之不利益？例如：當產品對消
費者健康及安全存有風險，但並未對人體健康有實際損害；抑或，
65 其中柏林邦之潘考區 (Pankow) 參考丹麥經驗，於 2009 年所建置之「微笑清單

(Smiley List)」即為適例，其以簡單易懂的圖形呈現行政抽檢之結果，包括食品衛
生、環境、流程、人員訓練等皆列入評比 (Bewertung)，並定時於網路更新；昔日
之聯邦食品、農業暨消費者保護部亦出資委託聯邦消費者保護中心建置網路平台
(http://www.lebensmittelklarheit.de/)、薩爾蘭邦 (Saarland) 與北萊茵—西伐倫邦亦
皆有主動實踐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6 條第 1 項公開消費資訊之相關作法。
BT-Drucksache 17/1800, S. 11. Ossenbühl (2011: 1361 ff.).
66 例如：柏林邦潘考區於 2009 年所建置之「微笑清單」即引發許多爭論與訴訟，2014
年 6 月「微笑清單」已因柏林行政法院之判決暫時全面下線，該判決指出國家公
開資訊行為所具有的引導功能 (Lenkungswirkung) 不容小覷，考量消費資訊法將
主動公開限於有違法情事之情況，而未及於行政機關對於業者之評比，因此「微
笑清單」公開資訊之作法即欠缺法律基礎；且在網路公開資訊之作法猶如讓業者
懸掛於「電子刑柱 (elektronischer Pranger)」示眾，受到長期的譴責，未合比例。
Vgl. OVG Berlin-Brandenburg, Beschluss vom 03.06.2014, 5 N 2.13; VG Berlin,
Beschluss vom 19.03.2014, 14 K 79.12. 相關討論請參考 Ambrock & Karcher
(2011: 1372 ff.); Ossenbühl (2011: 1360-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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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為保護消費者採行例行性監控之結果，但其中並未發現有
違法情事時，行政機關應否主動公開相關消費資訊？由於德國對於
消費資訊主動公開之範圍及界限之釐清，仍在蓬勃發展與討論的階
段，因此不論是學界的評述、行政機關之實務操作或是司法機關之
見解，皆值得持續關注，以作為我國未來在型塑主動公開消費資訊
界限時之借鑑。 67
但，考量食品法制中強調預防原則，重防患於未然，因此在行
政機關主動公開消費資訊之要件設計上，即便僅是對人體健康或安
全帶來風險之情況，行政機關應即得採行相應手段，且資訊公開相
較於其他措施如：限期回收、強制下架、銷毀產品、勒令停業等相
對緩和，若能將資訊完整且客觀的告知，並容許利害關係人有相對
表達意見之機會，應不可謂不當；而針對疑似不法情事之公開，即
便仍在調查階段，應亦得視該具體情形是否可能為消費者之健康、
安全招致風險或危害，區別其公開之型態、內容及範圍，68 除了滿
足大眾知的權利，同時把握時間，將可能的損害降至最低。另外，
德國食品及飼料管理法第 40 條針對消費資訊主動公開之判斷，其
中第 1a 項，將取得「兩項獨立研究結果均顯示有充分且附具理由
之懷疑」，作為公開之前提要件之一，藉以強化資訊公開之正當性，
應亦可為借鏡。 69
67 德國針對究竟應如何拿捏消費資訊主動公開與否的分際，目前仍呈現「百家爭鳴」

之局面，而尚未有一致性之標準，若欲援引作為我國法制建構之參酌，建議仍應
通盤妥適考量各方主張，選擇合於我國法制環境之模式為之。
68 例如目前歐盟在資訊公開之作法，即未公布姓名；反之，德國不論是德國食品及
飼料管理法第 40 條或是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3 條中，皆有公開相關業者姓名與地址
等個人資料之規定。參見 Böhm, Lingenfelder, & Voit (2010: 303); Voit (2011: 57)。
69 德國食品及飼料管理法亦是於 2007 年 11 月修正第 40 條第 1 項第 1 句，將「得」
(kann) 修改為「應」(soll)，限縮行政機關之裁量空間，課予其主動公開消費資訊
之義務，而形成現行法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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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網路作為資訊公開形式所面臨的挑戰
政資法第 8 條明定，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除法律另有規定外，
應斟酌公開技術之可行性，選擇適當之方式行之，包括：刊載於政
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利用電信網路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
上查詢；提供公開閱覽、抄錄、影印、錄音、錄影或攝影；舉行記
者會、說明會；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為了使資訊發揮最
大之效能，公開資訊的方式應考量消費者易於取得，且儘量降低費
用之負擔。隨著網際網路以及行動上網裝置日益普遍，以網路作為
傳遞訊息之媒介，似乎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最為迅速、效率最高之
方式 (林三欽，2009)。
德國立法者於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6 條第 1 項明文提出以網路作
為消費資訊公開之方式，即引發廣泛的討論：支持者多認為資訊公
開乃一中性、積極的概念，其得作為行政機關積極維護消費者健康
之軟性手段之一，因其不似干預行政具有直接侵害人民法益的特
質，而被廣泛地運用。資訊愈透明公開，對於人民形成意見、作成
決策愈有利，且伴隨著科技的發展，網路得以更為快捷地將消費資
訊公開，只要確保資訊中性、客觀，提供之內容正確，似乎即無危
害的可能性存在 (Voit, 2011)。
持反對意見者則主張上述見解很可能為行政機關開了一道「遁
入私法」的便利後門，國家在維持消費市場秩序的過程中，應持客
觀並中立的立場。在此一理解下，國家一旦發布關於某產品之聲明
或警告時，對消費者即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左右其消費決定。
因而，行政機關提供消費資訊的行為，一方面是嘉惠於消費者，事
實上卻產生指引其為特定消費行為的實際影響；另一方面，對業者
往往造成不僅僅是金錢上，甚至是名譽上的長期損害。而使用網路
作為公開消費資訊的媒介，考量網路上的資訊不受地點、時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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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得不斷重複利用並長時間保存，並得以多元型態呈現，如：影
音、圖片等，若行政機關透過網路公開消費資訊之內容，僅具備行
政機關主觀、單向的意見與結果時，其內容是否公正、可觀、無偏
見，手段與目的是否合於比例，均應受到檢驗 (Grube et al., 2013;
Ossenbühl, 2011; Voit, 2011)。
另外，隨著歐洲法院於 2014 年 5 月 13 日作成 C-131/12 判決，
在歐盟個人資料保護基本規則 (Datenschutz-Grundverordnung) 施
行前， 70 搶先就「被遺忘權」(Recht auf Vergessen, Right to be
forgotten) 71 在個人資料保護之發展及其意涵，表達了明確而堅定的
立場：其認為搜尋引擎網路服務提供者，須對其搜尋結果中由第三
方發布於網路的個人資料負起責任，一旦保留資料之正當性消失，
個人資料主體即有權要求刪除搜尋引擎中之特定個人資料。面對德
國現行之消費資訊法制，不論是德國消費資訊法或是德國食品及飼
料管理法，皆允許行政機關於特定要件下，運用網路被動或主動公
開包含產品製造商、運送業者，必要時甚至包括販售業者之名稱。
其雖有助於消費者及早知悉並掌握情況，但該資訊之公開是否有期
限？ 72 業者是否享有請求更正與刪除資訊之權利？ 73 甚或國家在

70 為使歐盟各會員國能適用一致性之個人資料保護法規，歐盟執委會針對 1995 年之

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 (Richtlinie 95/46/EG) 進行增修，並因應現代科技發展推
出歐盟個人資料保護基本規則，總共有 11 章 99 個條文，其預計於 2018 年 5 月施
行 ， 取 代 僅 34 條 之 歐 盟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指 令 ， 規 則 全 文 請 參 考 ： http://
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DE/TXT/PDF/?uri=CONSIL:ST_5419_2016_INIT
71 EuGH, Urteil vom 13.05.2014, Rs. C-131/12, Google, NVwZ 13/2014, S. 857-865.
關於被遺忘權之討論，參見許炳華 (2015)；劉靜怡 (2012)；Boehme-Neßler (2014)。
72 德國消費資訊法第 3 條第 1 句第 1 款第 e 目即將申請違法資訊之期限設定為 5 年。
73 例如：目前司法判決實務在面對業者主張，一旦食品安全違章 (法) 情事已消失或
改善，行政機關應即將資訊移除或刪除之要求，有持否定見解，認行政機關仍得
將相關資訊持續登載在網路上，對外公開者，Vgl. OVG Saarlouis, Beschluss v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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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資訊的同時，是否應同時擔負「謹慎義務」(Sorgfaltspflicht)，
針對公開內容之正確性為檢查，並就高度專業性或仍有爭議之內
容，善盡說明與正反俱呈之義務？消費資訊公開與個人資料保護
間，應如何在網路公開之形式中取得平衡，應皆是我國在運用網路
作為提供資訊媒介時，值得關注之議題。

伍、結語
人民作為消費者，對於就其消費決定具有影響力之相關資訊，
應享有要求知悉之權利；而國家作為資訊之最大擁有者，除負有促
進消費資訊之公開透明與合理利用之義務與責任外，更應基於維護
人民生命、身體及健康之憲法委託，就消費市場的安全及透明化，
責無旁貸地積極回應人民求知之意願。
政資法雖提供了人民主動向國家請求相關消費資訊之法律基
礎，但若觀察政資法第 18 條第 1 項所列例外排除資訊公開之情況，
不難發現消費資訊公開的範圍恐將受到限制，而無法發揮其應有之
功能。因此，消費資訊公開法制之建構，或許短期間得於政資法中
覓得安身立命之空間，或是於其他相關法規中明文確立請求消費資
訊公開之權利，並輔以限制公開要件作為配套，但恐皆非長久之計。
借鏡 2008 年施行之德國消費資訊法，係以保護健康權為取向
之資訊公開法制，其賦予所有人請求與健康相關消費資訊公開之權
利，而被請求之義務人則負有公開或提供消費資訊之義務，相較於
規範官方資訊公開之德國聯邦資訊自由法，其更完整的將消費資訊
03.02.2011, 3 A 270/10, NVwZ 10/2011, S. 635，但亦不乏學者主張，此種持續性
之公開，因對排除危害已不具有實效性，因此手段與目的間顯然不符合比例，且
公開業者已受到相關懲罰之過去違章 (法) 行為，是否有助於消費者作出「理性消
費決定」？亦不無疑義。請參考 Ossenbühl (2011: 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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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質及其所得發揮之功能納入考量，確保在法益權衡之過程中，
充分衡酌消費者的健康與安全。我國消費資訊公開法制就長期而
言，亦應朝單獨制定一「消費資訊公開法」為目標，依循資訊公開
法制之脈絡，統整現行有關主動公開消費資訊之規範內容，並明定
以保障人民健康為目的之消費資訊公開請求權；另依據消費資訊公
開之特質與需求，就其公開範圍、程序及限制等要件為細部化之規
定，將「人民依法有請求資訊公開之權利」具體落實，給予總是食
之而後覺的消費者，一個為自身健康與安全把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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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have always understand that food is their primary need,
but today consumers can only passively receive information, mainly
through labels, media reports, and advertisements. Can consumers, by
demanding that governments require the disclosure of all relevant information, gradually shift from being passive to proactive in receiving
information? Take for example Germany’s Law on Improvement of
Health-related Consumer Information, hereinafter the German Consumer Information Act, which explicitly gives everyone the right to
request that the government disclose consumption information, and
streghthens the dimention, which consumers may actively request.
Currently, Taiwan’s regulatory scheme 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based on the Freedom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Law. The German
legislative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might capture Taiwan’s
attention and provoke discussion of consume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gulation, and allow consumers a chance to better protect their
health.

Key Words: Consumption Information, Right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German Consumer Information Ac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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