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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藉由檢驗 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指令之管制結構，

分析該指令下之申請與登記權人、申請程式、登記要件、駁回事

由、管制機構以及傳統使用登記之效力。經分析該指令之規範結

構後，本文並進而討論該指令之政策影響，以及其在歐盟法以及

WTO 規範下之適法性。就其適法性之結論上，在歐洲法院與

WTO 爭端解決機制不一之主要原因在於，比例原則與必要性測

試兩者內涵之細微差異，尤其，必要性測試是否包含狹義之比例

原則、權衡測試是否得以質疑會員所選擇之保障程度以及選擇該

政策目標之正當性。其次，並源自於審查基準之差異。在歐洲法

院而言，法院對於涉及政治、社會、經濟等複雜之經濟政策選擇

時，通常採取較寬鬆之審查基準，僅在系爭措施對於其所欲追求

目標之達成明顯不適當時，方會宣告該措施違反比例原則而無

效。就 WTO 爭端解決機制而言，其適用之審查基準，係 DSU

第 11 條所規範之客觀之評估其所審理之案件，既非重新審理，

亦非完全之放任。基於比例原則與必要性測試內涵之差異，與審

查基準之不同，對於傳統草藥製品指令之適法性，將有不同之結

論。 

關鍵字： 傳統草藥指令、必要性測試、比例原則、傳統使用、審

查基準、國民待遇、貨物自由流通、單一市場、一般例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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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一一年五月一日，歷經 7 年之過渡期間，歐盟之

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下稱 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

指令）1 正式生效，該指令修正 2001/83/EC 關於供人類使用之藥

品共同體規範指令（下稱 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2。此項

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之立法目的，主要在於藉由調和會

員國對於傳統草藥製品之管制規範，課以傳統草藥製品應符合具

有 公 認 之 療 效 （ recognised efficacy ） 以 及 相 當 程 度 之 安 全

（acceptable level of safety）兩項標準，方得於歐盟市場內自由流

通之義務，因而得以確保草藥製品之品質、安全以及療效3。 

傳統草藥藥品指令之主要規範重點在於：對於傳統草藥製品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草藥製品（herbal me-

dicinal products）、草本製劑（herbal preparations）與草本物質

（herbal substance）加以定義，並於原 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

                                                   
1 Directive 2004/2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31 

March 2004 amending, as regards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 Di-
rective 2001/83/EC on Community code relating to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2004 O.J. (L 136) 85 [hereinafter the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
inal Products Directive]. 

2 Directive 2001/83/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6 
November 2001 on the Community code relating to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2001 O.J. (L 311) 67 [hereinafter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
ucts for Human Use]. 

3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 Directive, recitals 1 a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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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加入第 2a 章。加入之第 2a 章主要規範草藥製品之登

記程序，就該登記程序而言，區分為簡化之登記程序，以及一般

之登記程序。欲適用簡化之登記程序要件之一乃係該草藥製品業

已進入市場 30 年，且其中 15 年係於歐盟市場內。同時，該指令

並設立一草藥製品委員會（Committee for Herbal Medicinal Prod-

ucts），以審查草藥製品之核准。傳統草藥藥品指令之另一貢獻

乃係會員國在評估是否授予上市許可時，就草藥製品所涵蓋之草

本物質或草本製劑提供一共同指標，此共同指標包括使用範圍

（therapeutic use）與建議安全用法（recommended safe conditions 

of use）4。 

然而，此項 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實施後，印度與

中 國 表 示 高 度 之 疑 慮 ， 中 國 在 WTO 技 術 貿 易 障 礙 委 員 會

（Committee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中表示上開規範將排

除未於歐盟市場內行銷 15 年以上之傳統草藥製品之販售，有違

反國民待遇之虞。就此 15 年之期間，印度亦表示相同之疑慮。

中國並懷疑，迄今，僅有一產品符合指令之要求，歐盟對於傳統

草藥醫藥產品之進口，歐盟可能採取事實上之禁令5。 

因而，本文將以該指令為中心，析論在該指令架構下，草藥

製品之相關定義、申請上市之程序與審查基準，草藥製品委員會

                                                   
4 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處衛生組，歐洲傳統草藥法規的現狀與檢討，

2011 年 1 月 24 日，網路全文請參見 http://www.taiwanembassy.org/ 

BE/ct.asp?xItem=178402&ctNode=11085&mp=101（ 後瀏覽日：2011

年 11 月 27 日）。 
5 Committee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15-16 

June 2011, ¶¶ 211-217, G/TBT/M/54 (Sept. 2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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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限等議題加以分析。其次，並分析該指令與歐盟法以及

WTO 規範之相容性，討論之重點將著重於歐盟法下之比例原則

與 WTO 協定下之必要性測試之差異，以及歐洲法院與 WTO 小

組與上訴機構在審查本案時，所採取之審查基準。 

二、歐盟傳統草藥製品指令之管制結構 

（一）立法背景與規範脈絡 

依據執委會之提案說明，歐盟藥物法令之基本原則乃係，在

確保公共健康之前提下，致力於藥品單一市場之完成。基於此目

的，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乃要求在藥品上市之前，須依據經

調和之標準取得上市許可。此項上市許可之取得主要繫諸於系爭

藥品關於品質、安全與療效之臨床試驗結果6。然而，由於多數

草藥製品已長久使用，但科學文獻仍不足以確立其醫療用途。且

由於草藥製品業者多數係中小型企業，若要求所有之草藥製品均

須進行臨床試驗，則將對該等企業造成龐大之財政負擔。此外，

由於各會員國對於草藥製品之規範差異甚鉅，有礙於公共健康之

保護以及貨物之自由流通，因此，就草藥製品給予特別規範，有

其必要性7。 

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其主要目的在於 2001/83/EC

                                                   
6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mending the Directive 2001/83/EC as regards traditional medicinal prod-
ucts, at 2, COM (2002) 1 final. 

7 Id.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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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藥品指令之規範脈絡下，以增訂第 2a 章之方式創造一個簡

易 登 記 程 序 以 規 範 傳 統 草 藥 製 品 。 其 法 律 效 果 係 排 除 在

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第 3 篇第 1 章關於須藉由臨床試驗確認

藥品安全與療效或藉由科學文獻以取得上市許可規範之適用。易

言之，藉由簡化之登記程序，草藥製品得未經臨床試驗以確認草

藥製品之安全與療效，或不經科學文獻之證明，即得在歐盟市場

銷售。然而，由於此項 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之立法目

的，主要係填補草藥製品在無從進行臨床試驗，或科學文獻不足

之前提下，所存在之法律漏洞。因而，倘若科學文獻足以支撐或

得 以 臨 床 試 驗 以 確 認 草 藥 製 品 之 安 全 與 療 效 時 ， 即 應 適 用

2001/83/E 人體藥品指令之一般規範，而無 2004/24/EC 傳統草藥

製品指令之適用8。 

（二）適用範圍 

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首先就傳統草藥製品、草藥製

品 、 草 本 製 劑 、 草 本 物 質 加 以 定 義 ， 此 項 定 義 係 附 加 於

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第 1 條第 29 款以下。藉由草本物質與

草本製劑之定義，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對於草藥製品作

出定義，同時，藉由草藥製品之定義，該指令進一步定義傳統草

藥製品。草本物質係指：所有植物、藻類、菌類或地衣之全部或

片段或切割部分。草本物質通常呈乾燥未加工狀態，但有時為新

鮮狀態。此外，部分植物萃取之汁液而未經特別處理者，亦屬草

本物質。草本物質通常由植物之部分以及該植物之學名而命名

                                                   
8 Id.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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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草本製劑則係指藉由萃取、蒸餾、純化、濃縮、發酵所取得

之各種粉狀、酊劑、萃取物、精油、濃縮汁或加工萃取液等10。 

藉由草本物質以及草本製劑之定義，2004/24/EC 傳統草藥製

品指令則進一步定義草藥製品，亦即：若一醫藥製品，其活化性

質完全由一項或數項草本物質，或一項或數項草本製劑與一項或

數項草本物質之混合所組成者，即屬草藥製品11。在此定義之基

礎上，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則進一步釐清何謂傳統草藥製

品，亦即，僅在符合修正後之 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第 16a

（1）要件之草藥製品，方得稱之為傳統草藥製品12。前揭定義之

主要效果係，就草藥製品之法律地位加以釐清。一草藥製品若符

合上開定義，經登記後即得以藥品形式於歐盟會員國中銷售13。

同時，由於 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係修正 2001/83/EC 人

體藥品指令，關於 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之一般性規範（例

如標示、包裝與廣告）亦得適用於經登記之草藥製品14。 

（三）申請程序與要件 

（1）申請與登記權人 

首先就申請人與登記權人而言，欲依據傳統草藥製品簡易登

                                                   
9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31). 
10 Id. 
11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30). 
12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29). 
13 黃慧嫻，從美歐植物藥管理之法制趨勢探討我國中草藥產業之發展機

會與挑戰，科技法律透析，1 卷 19 期，頁 37，2007 年 1 月。 
14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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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程序取得傳統使用登記，申請人與登記權人均須於歐盟境內設

立登記15，此外，此項傳統使用登記，須向會員國之有權機關為

之16。亦即，傳統使用之登記，係由各會員國為之，僅在涉及特

別類型時，經由會員國之移送，草藥製品委員會方對於草藥製品

之傳統使用登記，取得管轄權。 

（2）登記要件 

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主要目的在於建立一簡易登記

程序，以供草藥製品登記，其主要要件為涉及草藥製品之使用方

式、傳統使用期間以及藥效。首先，該草藥製品之內容組成與使

用，係針對特定病症，且適合在未經醫療執業人員診斷或指示下

使用17。其次，該草藥製品之使用，須限於口服、外用及／或吸

入方式18，且係依據固定濃度與劑量為之19。再者，該草藥製品

須符合法定之 30 年以上傳統使用期間，且歐盟境內至少應 15 年

以上之時間20。 後，該草藥製品之傳統使用之數據須足以證明

該草藥製品依特定條件使用無害於人體，且該藥品之藥效依據長

時間之使用與經驗係屬有益21。 

就此業經使用 30 年，且至少於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之規範而

言，依據歐盟執委會之提案說明：由於依照傳統草藥製品指令之

                                                   
15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b(1). 
16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b(2). 
17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a(1). 
18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a(1)(c). 
19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a(1)(b). 
20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a(1)(d). 
21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a(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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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傳統使用並不要求系統性之文獻記載，30 年之時間似乎

合理。原則上，僅有在歐盟境內之傳統使用對歐盟而言方具有關

連性，蓋因在歐盟境外使用之資訊，歐盟很難判別該使用是否得

以證明系爭傳統草藥製品之有效性與安全性。然而，倘若該傳統

草藥製品業已於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此時，似可接受該 30 年使

用之證據，至少部分與歐盟市場內使用相關22。 

同時，指令並澄清：若維他命或礦物質之使用，僅係輔助性

質，且該維他命或礦物質之安全性業經確立，則草藥製品若含有

維他命或礦物質，並不妨礙該草藥製品之簡易登記程序23。而由

於傳統草藥製品指令之立法目的在於規範不適宜進行臨床試驗或

無足夠之科學文獻以遂行上市許可程序，因而，若會員國認為適

合進行上市許可程序時，會員國即得依據 2001/83/EC 人體藥品

指令第 6 條之規定，進行上市許可審查。此外，由於 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對於順勢療法（homeopathy）設有特別規定，遇有

會員國認為應適用人體藥品指令第 14 條關於順勢療法藥物之登

記程序時，即無傳統草藥製品之簡易登記程序之適用24。 

（3）申請程式 

關於申請傳統使用之登記，所應遵守之程式略有：該草藥製

品之特徵與藥理測試結果25；其他會員國或第三國對於系爭草藥

                                                   
22 Commission proposal on Traditional Medicinal Products Directive, at 4. 
23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a(3). 
24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a(2). 
25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c(1)(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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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品之申請或註冊，以及相關決定及理由26；文獻或專家證據足

以證明該草藥製品業已作醫療使用逾 30 年（包含，在歐盟境內

使用逾 15 年）27；系爭草藥製品安全之文獻回顧以及專家報告
28。就該草藥製品業已供作醫療使用 30 年以上部分，並不以該草

藥製品置入市場時取得特定之上市許可為限。此外，即令該草藥

製品之內容物數量有所減少，亦不影響該草藥製品 30 年期間之

計算29。 後，就在歐盟境內使用逾 15 年之要件而言，若會員國

認為雖該草藥製品在歐盟境內使用未達 15 年，但仍應適用傳統

使用登記者，則受理該申請之會員國即應將該申請移送草藥製品

委員會，以供該委員會決定是否准許該草藥藥品之傳統使用登

記。就上開要件中， 具爭議性者乃係在歐盟境內 15 年以上之

使用期間，就此，中國與印度等傳統草藥製品出口大國即主張，

多數之草藥藥品在中國或印度境內業已長久使用，雖部分產品在

歐盟境內使用未達 15 年之期間，就此，即不得適用傳統草藥藥

品之簡易登記程序，事實上構成對於歐盟境外國家產品之歧視，

而有違反國民待遇之嫌。 

（4）駁回事由 

傳統草藥藥品登記之申請，若不符合 2001/83/EC 人體藥品

指令第 16a 條（登記要件）、第 16b 條（於歐盟設立登記）、第

                                                   
26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c(1)(a)(ii). 
27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c(1)(a)(iii). 
28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c(1)(a)(iv). 
29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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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c 條（申請程式）等要件時，該申請即應駁回30。此外，系爭

申請若有以下事由時，亦應予以駁回：其質／量成分與宣稱不符
31；藥品適用之病症與 16a 條規定不符32；產品在正常使用狀態下

可能對人體產生危害33；傳統使用之數據不足，尤其無法證明其

藥效時34；藥物特性未適當呈現35。就審查結果而言，會員國之

有權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執委會以及遇有其他會員國請求被通知

時，亦應通知該會員國36。 

（四）管制機構──傳統草藥製品委員會 

為調和歐盟會員國之草藥製品管制措施，2004/24/EC 傳統草

藥製品指令乃在歐洲藥物局（European Medicine Agency，前身為

European Agency for the Evaluation of Medicinal Products）架構下

建立一草藥製品委員會，執行相關措施以達調和歐盟會員國管制

措施之目的。同時，歐洲藥物局之局長應負責草藥製品委員會與

人體藥品委員會（Committee for Human Medicinal Products）兩委

員會間之協調37。 

草藥製品委員會之權限主要涉及：簡易登記程序38，草藥製

                                                   
30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e(1). 
31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e(1)(a). 
32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e(1)(b). 
33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e(1)(c). 
34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e(1)(d). 
35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e(1)(e). 
36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e(2). 
37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d(1)(iii). 
38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h(1)(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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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上市許可39，會員國就草藥製品登記見解歧異乃移送至該委

員會之案件之處理40，以及其他涉及草藥製品移送至該委員會而

須表示意見之處理41。 後，草藥製品委員會並得執行任何其他

歐盟法律所賦予其之權限42。就簡易登記程序而言，主要涉及以

下幾個面向，其一係當會員國在受理傳統使用登記之申請時，該

草藥製品在歐盟境內之使用未達 15 年，但受理之會員國認為應

適用簡易登記程序，此時，該會員國即應將系爭申請移送至草藥

製品委員會，以供草藥製品委員會審酌；其二係關於上開會員國

間具相互承認或事實效力之傳統草藥製品登記；其三係編纂歐盟

草藥製品單一藥典；其四則係就歐盟境內草藥製品所涵蓋之草本

物質或草本製劑或其組合建立一清單43。 

就 歐 盟 草 藥 單 一 藥 典 之 效 力 而 言 ， 該 單 一 藥 典 適 用 於

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第 10（1）（a）（ii）條關於上市之許

可，且適用於草藥製品之傳統使用登記上44。此項單一藥典在會

員國作出相關決定時，應予列入考量45。且在該單一藥典公布前

已取得草藥製品之傳統使用登記者，亦應依據上開單一藥典做適

當之調整46。 後應特別說明者，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第 10

（1）（a）（ii）條原係規定：在系爭藥品之組成物得經由科學

                                                   
39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h(1)(i)(b). 
40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h(1)(i)(c). 
41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h(1)(i)(d). 
42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d(1)(ii). 
43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h(1)(i)(a). 
44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h(3)(i). 
45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h(3)(ii). 
46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h(3)(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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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即足證明該藥品之公認療效以及相當程度之安全時，申請人

即無須提供毒物或藥理之測試結果或臨床試驗結果。然此一規

定，在 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公布後之多次修正中遭刪除，

經增訂後與此規定較為類似之規範係出現於 2001/83/EC 人體藥

品指令第 10a 之規範，亦即，倘若申請人得證明藥品之活性物質

在醫療上之使用，就其公認之療效與相當程度之安全業已確認，

且存在於歐盟境內逾 10 年時，此時，臨床試驗前之測試與臨床

試驗之結果得以適當之科學文獻代替。就適用於草藥製品之規範

而言，此項歐盟草藥單一藥典，一方面可以作為歐盟境內對於特

定藥品之醫療上使用，業已達公認之療效以及相當程度之安全之

證明，另一方面，則得以作為是否授與傳統使用登記，以及是否

應為其他會員國所相互承認之準據。 

（五）傳統使用登記之效力 

傳統使用登記之效力，在於提供原已於歐盟境內銷售之傳統

草藥製品，得以簡易註冊之方式，在歐盟境內繼續銷售，而毋須

依據 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申請上市許可。除此之外，依據

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第 16a 條之規定，取得傳統草藥製品登

記之藥品，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即得適用該指令第 3 篇第 4 章關

於會員國間相互承認之適用。此項關於相互承認之要件係：草藥

製品委員會業已將該產品列入歐盟草藥單一藥典，或是，組成該

草藥製品之草本物質或草本製劑或兩者之組合，業已經該委員會

列入清單中47。亦即，一草藥製品在一特定會員國中，依據指令

                                                   
47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6d(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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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a 條之規定取得傳統草藥製品登記後，該草藥製品是否得以

在其他會員國中取得相互承認，主要繫諸於草藥製品委員會是否

將該草藥製品列入歐盟草藥單一藥典，或將組成該草藥製品之草

本物質或草本製劑或其組合列入清單。倘若不符合上開要件時，

即無相互承認之適用，然而，其他會員國在受理傳統使用註冊之

相關申請時，須考量該會員國業已授與之傳統使用註冊48。 

易言之，在歐盟未就特定草藥製品列入歐盟草藥單一藥典，

或未就組成該草藥製品之草本物質或草本製劑或其組合列入清單

時，此時即無相互承認之適用。然而，一會員國在受理傳統使用

之登記申請時，須考量其他會員國業已授予該草藥製品傳統使用

登記之事實。此項事實雖無相互承認之法律效力，但仍構成另一

會員國在決定是否授與傳統使用註冊時應考量之因素。整體而

言，一草藥製品在一會員國間取得傳統使用之登記，是否得以於

另一會員國取得相互承認，主要繫諸於歐盟是否以採取調和性措

施，亦即，將該草藥製品列入歐盟草藥單一藥典或將其所包含之

草本物質與草本製劑列入清單。若否，則一會員國授予之傳統使

用登記，僅對另一會員國具有事實上之效力。另一會員國在受理

同一草藥製品之傳統使用登記申請時，應將該事實列入考量。 

                                                   
4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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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傳統草藥製品指令之評析 

（一）法律架構之混雜 

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之立法目的乃在於調和歐盟會

員國對於草藥製品之管制規範，進而促進草藥藥品在歐盟境內之

自由流通，並確保歐盟人民之公共健康。然而，草藥藥品就其本

質係屬藥品抑或食品，將影響該產品受藥品管制架構或食品管制

架構之規範。 

依據 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之規範：藥品之定義可以從

其呈現方式（presentation）以及其實際功能（function）加以定

義。就前者而言，藥品係指一呈現其具有治療或預防人類疾病之

物質，或該物質之混合49；後者則係指，可以用在人體經由藥

理、免疫學或代謝反應或醫療診斷之物質，或該物質之混合50。

相對於此，歐盟 2002/46/EC 食品添加物指令51則對食品添加物定

                                                   
49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2(a): “Any sub-

stance or combination of substances presented as having properties for 
treating or preventing disease in human beings….” 

50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1.2(b): “Any sub-
stance or combination of substances which may be used in or administered 
to human beings either with a view to restoring, correcting or modifying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by exerting a pharmacological, immunological or 
metabolic action, or to making a medical diagnosis….” 

51 Directive 2002/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0 
June 2002 on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Food Supplements, 2002 O.J. (L 183) 51 [hereinafter Food Supplements 
Dir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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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如下：食品添加物係指為補充正常飲食之營養集中來源，或具

有營養或生理效果之其他物質52。同時，所謂之營養則係指維他

命與礦物質53。就其呈現方式加以區分藥品與食品添加物，其困

難度固然較低，然而，若從藥品之功能來加以區別，則易滋生爭

議。就此爭議，歐洲法院亦曾在一連串案例中，試圖區分藥品與

食品添加物54。 

在 Commission v. Germany55一案中，歐洲法院即被要求判定

德國將一大蒜萃取粉末膠囊（garlic extract powder capsule）歸類

為藥物之決定，是否抵觸歐盟法規範。法院在該案中表示，依據

既定之案例法，就呈現方式而言，此項定義應寬鬆解釋，其目的

在於涵蓋真正具有療效之藥品，且欲涵蓋未達一定效果或不符合

消費者期待之產品。藉由此項定義，立法者除欲保護消費者免於

有毒或有害之藥品所害外，更希望保護消費者不為不具適當療效

之藥品所欺56。就呈現方式之定義而言，屬於藥品與否可以從其

標示或其建議使用方式加以判斷，亦即，一個一般智識知情

（well-informed）的消費者，可以從一產品之外觀呈現方式判

斷，該產品是否具有治療或預防疾病之效果57。就功能面向之藥

品定義而言，一產品是否屬於藥品，則應從其組成，藥理特性，

                                                   
52 Food Supplements Directive, art. 2(a). 
53 Food Supplements Directive, art. 2(b). 
54 V. Silano et al., Regulations Applicable to Plant Food Supplements and 

Related Produc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2 FOOD & FUNCTION 12, 710, 715 
(2011).  

55 Case C-319/06, Commission v. Germany, 2007 E.C.R. I-09811. 
56 Id. ¶ 43. 
57 Id. ¶¶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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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途徑以及消費者對於該產品之熟悉程度等方式加以考量58。

呈現方式之藥品定義，其目的之一乃在於保障消費者對於一產品

宣稱療效之信任；而功能取向之藥品定義，其目的則在於涵蓋一

經科學驗證，的確足以用來醫療診斷，回復、修復或修正生理功

能之產品59。此項解釋，一方面得以保障公共健康，另一方面得

以確保歐盟境內貨物之自由流通60。 

而在 2004/24/EC 傳統草藥藥品指令制定前，歐盟多數之草

藥製品乃係以食物或食品添加物（food supplement）之方式販

售。因而，倘若一產品經認定為藥品，日後，草藥製品若欲於歐

盟市場上以食物添加物之方式販售，勢必遭逢更大之挑戰。就

此，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第 2 條第 1 項規定：該指令適用於

販售於歐盟會員國市場上，以工業生產或經由工業途徑製造以供

人體使用之藥物61。同條第 2 項並釐清：在適用人體藥物指令規

範，或依據其他歐盟法規範用以規範一特定產品，遇有疑義時，

在考量一產品之特徵後，認為該產品符合指令關於藥品之定義

時，即應適用本指令之規範62。而由於 2004/24/EC 傳統草藥藥品

係修訂 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而成為 2001/83/EC 人體藥品

指令之一部分，上開有疑義應解釋為藥品之原則，亦適用於傳統

草藥製品。 

易言之，一產品是否符合草藥製品之定義，應以 2004/24/EC

                                                   
58 Id. ¶ 55. 
59 Id. ¶ 61. 
60 Id. ¶ 62. 
61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2(1). 
62 Directive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r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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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草藥製品指令加以規範，遇有疑義時，若考量該產品之特

徵，認為符合草藥藥品之定義時，即應適用傳統草藥藥品指令之

規範。此項遇有疑義即適用人體藥品指令之規範，其目的乃在於

適用較嚴格之藥品管制規範，以避免藥品以食物（食品添加物）

或其他形式之管制架構規範，以規避較嚴格之管制規範。此項規

範就西藥之規範固無疑義，然該規範適用於草藥藥品時，其妥適

性即非無疑，尤其考量為數眾多之草藥藥品業已以食物或食品添

加物之方式長期行銷於歐盟或其他國家，遽然以藥品之方式規範

業已習慣於食物或食品添加物使用之草本物質，是否妥適，即值

探究。 

此外，即令一草藥藥品不以藥物方式規範，仍可能適用歐盟

258/97/EC 新型食物與新食物成分規則（下稱，258/97/EC 新型食

物規則）63。此項規則乃係因應基因改良食物之出現而為之立

法。其後，基因改良食物另以專門之立法規範，而新型食物規則

則是用一般之新穎食物或食品添加物。由於，傳統草藥藥品在歐

盟境內之販售，面臨多重管制結構交錯之困境。英國自然健康聯

盟（Alliance for Natural Health）乃提議主張，應針對草藥藥品做

一獨立之規範，以符合草藥藥品之特徵64。 

                                                   
63 Regulation (EC) No 258/97,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January 1997 concerning Novel Foods and Novel Food Ingredients, 
1997 O.J. (L 43) 1 [hereinafter Novel Food Regulation]. 

64 Alliance for Natural Health, Joint ANH/Benefyt Position Paper: Working 
Collaboratively to Maintain the Supply of Products Associated with Tradi-
tional Systems of Medicine in European from 2011 onwards, 9-10, availa-
ble at http://www.anh-europe.org/files/100831-ANH-Benefyt-THMPD-
position-paper.pdf (last visited Nov. 28,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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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草藥藥品指令之遵循成本 

如前所述，2004/24/EC 傳統草藥藥品指令之立法目的在於藉

由調和會員國關於草藥藥品之法令，促進歐盟人民之公共健康。

則法令之調和勢必衍生遵循成本（compliance cost），此項遵循

成本之影響，對於以中小型企業為主之草藥藥品製造業者或進出

口業者益甚65。就遵循成本而言，可分成存在於歐盟境內之既有

草藥藥品與市場內之新草藥藥品兩個面向加以討論。 

就原本販售於歐盟市場上之草藥藥品須依據 2004/24/EC 傳

統草藥藥品指令之方式，申請傳統使用登記，否則，即須依據

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申請上市許可。亦即，倘若符合於市場

上銷售 30 年以上（其中，於歐盟境內銷售至少 15 年）者，即可

適用簡易登記程序，向會員國申請傳統使用登記。若不符合上開

傳統使用登記者，即須依據 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之規範，

申請上市。就其程序之繁複，2001/83/EC 人體藥品指令須檢附臨

床試驗前測試與臨床試驗結果，固不待言；即令就 2004/24/EC

傳統草藥藥品指令所須檢附用以證明草藥藥品之公認療效與相當

程度之安全之科學文獻與草藥製品藥理測試結果，對草藥藥品業

者亦係一極大負擔。就歐盟市場之新草藥藥品而言，此時因無簡

易登記程序中傳統使用登記之適用，即應遵循 2001/83/EC 人體

藥品指令之規範，申請上市。此時，所引發之遵循成本更高，恐

將未曾銷售於歐盟境內之草藥藥品，阻絕於歐盟市場外。 

                                                   
65 顏上詠等，論中草藥之法律保護，東海大學法律研究，23 期，頁 45-

46，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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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傳統草藥藥品指令 15 年傳統使用要件之 

適法性：歐盟法與 WTO 規範 

就此 2004/24/EC 傳統草藥藥品指令中 15 年傳統使用要件之

適法性而言，可以從兩個面向來加以討論，其一係歐盟法面向，

其二則係 WTO 法面向。就歐盟法而言，主要涉及該指令之規範

與比例原則是否抵觸。比例原則向來被視為歐盟法之基本原則，

就此，歐洲法院將權衡貨物自由流通與公共健康之保護兩項利

益，亦即，系爭管制方式（包含傳統使用登記中 30 年使用，且

於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以上之要件）是否對於保護公共健康所必

要，以及，系爭管制方式是否係對貨物自由流通限制 小之管制

方式。此項比例原則之要求，與 WTO 協定架構下之 TBT 協定所

規定：技術規則對於正當目標之達成，不得對貿易加以不必要之

限制（technical regulations shall not be more trade-restrictive than 

necessary）有若干類似之處。其主要目的均在於對於貨物之自由

流通或貿易之遂行，不得逾越必要程度。若有其他對於貨物自由

流通或貿易之遂行限制較不嚴厲之措施時，系爭管制措施之適法

性即無從維持。然而，由於歐盟法內貨物之自由流通係以單一市

場之建立為目標，且其目標之一乃在於調和歐盟會員國對於草藥

藥品之管制措施，歐洲法院之審查基準，將與世界貿易組織爭端

解決小組或上訴機構之審查基準有所差別。 

其次，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關於須在歐盟境內銷售

15 年之要求，或許有違反國民待遇之嫌。就此，中國在 TBT 委

員會中亦表示其疑慮。就其管制措施之外觀而言，此項 15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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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同時適用於歐盟草藥業者所製造之草藥藥品與其他會員國所

製造之草藥藥品，就此或可認為與國民待遇原則並無抵觸。然

而，就其 15 年銷售於歐盟市場規範之實質效果而言，將有利於

業已銷售與歐盟境內之既存草藥藥品，而上開既存草藥藥品或以

歐盟境內製造之草藥藥品為主。因而，就 15 年規範之實質效果

而言，可能構成對於其他 WTO 會員國產品之歧視。而 大的爭

議可能來自於：一源自於其他會員國之草藥產品，與業已在歐盟

境內銷售 15 年以上之相類似產品，其所遭受之待遇可能因是否

曾在歐盟境內銷售而有所不同，就此，恐有違反國民待遇原則之

疑慮。基此，以下擬就傳統草藥藥品指令可能涉及之適法性爭

議，進一步釐清之。 

（一）基於歐盟法之挑戰 

（1）法律基礎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所面臨的第一個適法性挑戰乃是法律基礎

的選擇，亦即，因該指令強調傳統草藥製品之品質、有效以及安

全，係以公共健康為目的，而歐盟內部市場之完善運作為目的，

因而，不得選擇共同體條約第 95 條66（現歐盟運作條約第 114

條）為基礎，以調和會員國內國之立法。就此質疑，歐洲法院在

涉及食品添加物指令之 Alliance for Natural Health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67即表示：在調和會員國內國立法之過程中，促進

                                                   
66 現為歐盟運作條約第 114 條。 
67 Joined Cases C-154/04 and C-115/04, Alliance for Natural Health v. Secre-

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2005 E.C.R. I-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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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健康之高度保障乃是共同體條約第 95（3）條68所明訂69，同

時，若歐盟市場內對於特定產品之貿易存在障礙，或在未來可能

出現障礙，共同體條約第 95 條即授權歐盟之立法機關，藉由普

通立法程序調和會員國之法律，以維持內部市場完善運作70。並

不因為公共健康之目的在立法過程中扮重要角色，即應認為共同

體不得以內部市場作為調和會員國法律規範之法律基礎71。依據

此見解，固然傳統草藥製品指令之目的，在於確保該產品之品

質 、 有 效 與 安 全 ， 此 項 目 的 與 公 共 健 康 高 度 相 關 。 然 而

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並強調，歐盟會員國對於傳統草藥

製品規範不一，將妨礙傳統草藥製品在共同體市場之貿易，並扭

曲傳統草藥製品製造業者之競爭關係。就此而言，藉由調和歐盟

會員國關於傳統草藥製品之規範，以維持製造業者公平競爭關

係，進而促進公共健康。此項目的，應為共同體條約第 95 條所

涵蓋。 

（2）比例原則與審查基準 

而除了法律基礎之選擇外，另一個可能之適法性質疑係認為

傳統草藥藥品指令違反比例原則之規範，而應被宣告無效，蓋因

比例原則係歐盟法之基本原則。比例原則首先起源於警察法領

域，規範警察權之行使，亦即特定政策工具（措施）與政策目標

                                                   
68 現為歐盟運作條約第 114（3）條。 
69 Joined Cases C-154/04 and C-115/04, Alliance for Natural Health v. Secre-

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2005 E.C.R. I-6485, ¶ 31. 
70 Id. ¶ 32. 
71 Id.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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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手段目的關係。其後，此項原則，被廣泛使用在規範國家公權

力對於人民權利之限制，除適用於行政領域外，亦適用於立法行

為。比例原則，一般被分成三個層次探討，亦即適當性、必要性

與狹義之比例原則。詳言之，適合性亦指：該手段有助於該目標

之達成。就必要性而言，則係就該政策工具是否為達成該政策目

標所必須，此時，應考量者是否有其他侵害較小之替代方案存

在。比例原則之第三個要件為狹義之比例原則，主要探討特定政

策工具與其所追求之目標之利益權衡，是否不成比例72。在司法

審查過程中，與比例原則經常搭配使用者，乃係審查基準之應

用，審查基準意味法院將對於行政或立法行為審查之強度。較寬

鬆之審查基準，有助於緩和比例原則之適用，也將容易肯認行政

或立法行為之適法性。 

歐洲法院在 Pfeizer73一案中表示：比例原則係歐盟（共同

體）法之一般原則，要求歐盟機構不得逾越達成系爭立法措施所

欲追求目標之適當與必要程度。遇有數適當措施之選擇時，應採

                                                   
72 M. Andenas & S. Zleptnig, Propotionality: WTO Law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42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71, 387-390 
(2007); J. Neumann and E. Türf, Necessity Revisited: Propotionality i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aw After Korea－Beef, EC－Asbestos and EC

－Sardines, 37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99, 202-205 (2003). 中文文

獻在討論比例原則時，常受到德國法之影響，而事實上，在歐盟法上

比例原則之形塑，亦受到德國影響甚深。中文文獻關於比例原則之適

用請參照，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則初論—以德國法的發展為中

心，政大法學評論，62 期，頁 75-103，1999 年。 
73 Case T-13/99, Pfizer Animal Health SA v.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2 E.C.R. II-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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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侵害 低之方式，此外，所造成之不利益，不得與該立法措施

所追求之目標不成比例74。然而，法院隨即表示在涉及共同農業

政策等經濟議題上，聯盟立法機關享有相對於其政治責任之裁量

權限。因此，在經濟議題內聯盟機構所採取之措施，僅有在考量

其 所 欲 追 求 之 目 標 認 為 明 顯 不 適 當 時 （ manifestly 

inappropriate），其適法性方得予以挑戰75。基於此見解，法院認

為其應審查之議題如下：首先，系爭立法對於該政策目標之達成

是否明顯不適當；其次，是否有侵害程度較低之替代措施存在；

第三，系爭立法所造成之侵害與所追求之目標是否不成比例；

後，在成本效益分析之架構下，系爭立法可能產生之不利益與在

未經立法可能存在之利益兩者之比較76。 

歐洲法院在前述 Alliance for Natural Health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一案亦涉及比例原則以及審查基準之議題。法院

                                                   
74 Id. ¶ 411: “The Court observes in limine that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

ty, which is one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ommunity law, requires that 
measures adopted by Community institutions should not exceed the limits 
of what is appropriate and necessary in order to attain the legitimate objec-
tives pursued by the legislation in question, and where there is a choice be-
tween several appropriate measures, recourse must be had to the least oner-
ous, and the disadvantages caused must not be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aims 
pursued….” 本 案 除 涉 及 比 例 原 則 之 討 論 外 ， 另 涉 及 預 防 原 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le）之討論，參見，吳建輝，專家與公民社會在

生物科技爭端的角色：以歐洲法院、歐洲專利局與世界貿易組織爭端

解決機制為核心，載：歐盟與美國生物科技政策，頁 159-160，2011

年。 
75 Id. ¶ 412. 
76 Id. ¶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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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相同之意旨。法院指出：固然財產權以及從事經濟活動之自

由係歐盟（共同體）法之一般原則。然而，此原則並非絕對，而

須依據其社會功能加以考量。因而財產權以及從事經濟活動之自

由得加以限制，只要該限制就其所達成之目的而言並非不成比例

或對該保障之權利本身而言構成不可容忍之干涉77。法院隨後指

出：系爭指令之目的在於規範人類健康，具有公共利益，本案

中，爭爭措施就其所追求之目的，未見有何不妥適之處。系爭措

施對於從事經濟活動之自由所造成之限制，就其所追求之目的而

言，亦難認係對於該從事經濟活動之自由或財產權構成任何不合

理必之侵害78。 

在此基礎下，法院進一步中表示，在司法審查涉及人類健康

之保護以及歐盟內部市場貨物之自由流通，此類涵蓋政治、經

濟、社會抉擇之議題，而立法者須進行複雜之評估時，立法者應

被賦予寬廣之裁量空間。因而，系爭立法之司法審查，僅在於該

法律就立法者所追求之目的明顯不適當時，方得予以否定79。倘

若 依 據 法 院 此 寬 鬆 之 審 查 基 準 ， 傳 統 草 藥 藥 品 指 令 ， 就

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所要求，應於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方得申請傳統使用註冊之規定，就其達成確保傳統草藥藥品

之品質、有效與安全，並確保歐盟市場內之公平競爭條件，考量

公共健康之重要性，以及公平競爭條件之公共利益，傳統草藥指

令之要求，難認明顯不適當，因而，其適法性，應得以維持。 

                                                   
77 Joined Cases C-154/04 and C-115/04, Alliance for Natural Health v. Secre-

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2005 E.C.R. I-6485, ¶ 126. 
78 Id. ¶ 129. 
79 Id.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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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於 WTO 規範之挑戰 

（1）GATT 1994 

（a）國民待遇 

就 WTO 規範而言，國民待遇原則乃係其根本原則之一80。

如前所述，在技術性障礙委員會中，中國即曾表示傳統草藥藥品

指令有違反國民待遇原則之嫌，亦即對於源自於中國或印度之傳

統草藥製品，所取得之待遇不低於（no less favourable than）歐

盟國內產品之待遇。就此「不低於」之待遇，上訴機構在涉及

GATT 1994 第 1.1 條 惠國待遇時曾表示，此項要求，涵蓋法律

上以及事實上之歧視（de jure and de facto discrimination）81。而

在討論此項國民待遇原則「不低於」國內產品待遇之適用時，其

前提問題即是同類產品（like product）之範圍界定。 

就法律上歧視而言，傳統草藥製品指令關於須已使用 30

年，並曾於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方得以申請傳統使用註冊之規

                                                   
80 就國民待遇原則之法律基礎而言，除了可以求諸於 GATT 1994 第 3.4

條之規範外，另在技術性障礙協定第 2.1 條亦要求，就技術規則而

言，一會員應給予源自於其他會員之產品，不低於本國相同產品之待

遇。 
81 上訴機構在就歧視之適用而言，參照 Panel Report, Canada－Certain 

Measures Affecting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WT/DS139/R, WT/DS142/R 
(adopted June 19, 2000), as modified by Appellate Body Report, 
WT/DS139/AB/R, WT/DS142/AB/R, DSR 2000:VII, 3043, ¶ 78. See also 
L. Tamiotti, Article 2 TBT, in WTO-TECHINICAL BARRIERS AND SPS 

MEASURES 216 (R Wolfrum et al. ed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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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不論歐盟境內之傳統草藥製品或源自於其他會員之傳統草藥

製品均有其適用。就法律規範而言，源自於中國或印度之傳統草

藥製品，在歐盟市場上並未遭受低於歐盟國內相同產品待遇之情

況。因而，就法律上之歧視而言，傳統草藥製品指令，並未歧視

其他會員之產品。 

然而，事實上之歧視而言，則有進一步檢討之空間。誠然

2004/24/EC 傳統草藥藥品指令須已使用 30 年，且於歐盟境內使

用 15 年之規範，對於歐盟產品與非歐盟產品均一體適用，然

而，該項於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之規定，就其規範效果而言，顯

有利於國內之歐盟境內之產品。蓋因歐盟境內之產品，一經上市

即於歐盟境內使用，其符合 15 年歐盟境內使用之規範，顯較源

自於其他會員國之相同產品容易。同時，此事實上之歧視亦與同

一產品之界定息息相關。若一歐盟傳統草藥製品與其他會員國之

傳統草藥製品，其效能、安全乃至於使用者均相同，僅因前者於

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後者未於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前者得以適

用傳統使用登記，後者則否，此項差別待遇，則構成對於非歐盟

傳統草藥製品之歧視。亦即，非歐盟傳統草藥製品所取得之待

遇，低於歐盟國內相同產品，因而，抵觸國民待遇原則。 

（b）一般例外 

即令傳統草藥製品指令可能被認定違反國民待遇原則，然

而，歐盟可能援引 GATT 1994 第 20 條之一般例外條款，作為防

禦方法。此時，歐盟 有可能援引者，乃係第 20（b）條之保護

人類、動、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之例外條款。風險欲援引此例

外條款，以達保護人類生命或健康之目的，意味著須有風險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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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此項風險須得以以量化或質性之方式衡量。而風險之存在

須加以提出證據加以證實，此項證據須為科學證據82。同時，

GATT 1994 第 20（b）條條文明白指出該例外措施須為確保人類

生命或健康所「必須」，因而，此項措施須通過必要性測試之檢

驗。 

學者 Stoll 與 Strack 分析小組與上訴機構關於必要性測試之

見解，認為小組在泰國香菸案（Thailand－Cigarettes (Philip-

pines)）83中，採取 小貿易限制（least-trade restrictiveness）之

標準，亦即，僅在無其他較不違反 WTO 規範之替代方案存在，

且得合理認為其他會員均將採取相同措施時，方得認為該措施符

合必要性測試84。同時，小組在美國汽油案（US－Gasoline）85中

指出：不得僅因會員國之行政困難即認為替代方案之不可行86。

其等並指出，上訴機構在韓國牛肉案（Korea－Various Measures 

on Beef）87中，提出一個類似比例原則之檢驗標準88。 

                                                   
82 P-T Stoll & L. Strack, Article XX LIT. b GATT, in WTO-TECHINICAL 

BARRIERS AND SPS MEASURES 106-107 (R. Wolfrum et al. eds., 2007). 
83 Appellate Body Report, Thailand－Customs and Fiscal Measures on Ciga-

rettes from the Philippines, WT/DS371/AB/R (adopted July 15, 2011). 
84 Stoll & Strack, supra note 82, at 108. 
85 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al Gasoline, WT/DS2/AB/R (adopted May 20, 1996), DSR 
1996:I, 3. 

86 Stoll & Strack, supra note 82, at 108. 
87 Appellate Body Report, Korea－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Fresh, 

Chilled and Frozen Beef, WT/DS161/AB/R, WT/DS169/AB/R (adopted 
Jan. 10, 2001), DSR 2001:I, 5. 

88 Stoll & Strack, supra note 82, at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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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Tamiott 亦贊同此項見解，其認為上訴機構關於此要

件，已逐漸由 小貿易限制（least-trade restrictive）逐漸轉為較

小貿易限制（less-trade restrictive），其中並輔以比例原則之分析

（亦即衡量該議題所涉及之相關要素）89。就必要性測試而言，

應 考 量 以 下 因 素 ： 首 先 ， 必 要 並 不 僅 限 於 不 可 或 缺

（indispensable）；依此脈絡，在不可或缺與有助於（make a 

contribution to）兩個極端中，一項必要措施座落於「不可或缺」

之一端，而遠於「有助於」之另一側。其並認為在韓國牛肉案

中，上訴機構將必要性測試區分為兩類，第一類係不可或缺，亦

即，該措施係達成目的之唯一方法；其二則是，即使該措施非屬

不可或缺，仍得認為符合 GATT 1994 第 20（b）條要件下所稱之

必要者。此時，則須衡量該議題所涉及之相關要素（a process of 

weighing and balancing a series of factors）。此項要素包含系爭措

施對於管制執行之貢獻；該管制所保護之價值或利益；以及系爭

管制對於進出口所產生之影響。同時，上訴機構在歐體石棉案

（EC－Asbestos）90中表示，所追求之價值或利益越重要，則越

容易被認為必要。 

而即使符合 GATT 1994 第 20（b）條所規範之為保護人類健

康所必要，該管制措施亦須符合第 20 條前言之規範。GATT 

1994 第 20 條前言之要件，解釋上不應認為與第 3.4 條之意涵相

同，否則即無第 20 條存在之意義。同時，就該條本文所稱「不

                                                   
89 Tamiotti, supra note 81, at 218.  
90 Appellate Body Report, 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Affecting As-

bestos and Asbestos-Containing Products , WT/DS135/AB/R (adopted 
Apr. 5, 2001), DSR 2001:VII, 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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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構成專斷及無理歧視之手段，亦不得成為對國際貿易之變相限

制。」此三項要件並應相互參酌，以釐清系爭措施是否符合第

20 條前言之要求。 

依據上述小組與上訴機構關於必要性測試之見解，就歐盟所

採取之傳統草藥製品指令所要求之 15 年要件而言，首應考量

者，係該要件是否為保護人類生命或健康所「不可或缺」，若

否，則應進一步檢驗是否符合較小貿易限制之要求。就該歐盟境

內使用 15 年之要件，是否達成保護人類健康與安全所不可或

缺，亦即，該 15 年之要件是否唯一可行之措施。考量源自於其

他會員國之傳統草藥製品在該會員國內之使用情形，歐盟應可適

度加以採酌，而不以於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為必要，就此，難認

該 15 年之要件係屬不可或缺。其次，就是否為較小貿易限制而

言，保護人類生命與健康乃係 GATT 1994 一般例外所明文規

範，此項價值之重要性，乃係 WTO 協定之起草者所明文肯認。

其次，就該措施而言，因 15 年長期使用，應有助於釐清該傳統

草藥製品對於歐盟人民之療效。然而，就該 15 年之要件而言，

則將造成非歐盟傳統草藥藥品均退出歐盟市場之情形。衡量上開

因素，則難認為傳統草藥製品指令對於應於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

之規範，並未逾越達成其合法目的所必須，因而，對於國際貿易

造成不必要之障礙。依據英國藥物與醫療產品管制局（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之資料顯示，迄二〇

一二年六月八日止該管制局共通過 151 項傳統使用登記，其中生

長於中國或印度之草本植物而經核准傳統使用登記者僅有芹菜籽



第三場 試論2004/24/EC歐盟傳統草藥製品指令之管制結構與其適法性 169 

（ celery seeds ） 91 、 馬 尾 草 （ horsetail aerial parts ） 92 、牛蒡

（burdock root）93。其中芹菜籽與馬尾草除在分佈於中國外，並

產於歐洲，僅牛蒡係完全生長於中國，足徵傳統草藥製品指令實

際執行上，具有強大之貿易限制效果。此外，縱令該 15 年之規

範符合必要性之測試，然而，其 15 年之決定，究係基於何基礎

而為，亦難見有何科學證據可資佐證。亦難認符合第 GATT 1994

第 20 條前言關於措施之採行不得構成專斷或無理之歧視之規

定。 

事實上，執委會在聽取歐洲經濟與社會委員會以及歐洲議會

之意見後，在送出其提案之修正版本時表示：執委會對於在歐盟

境內使用 15 年之規範，是否應降低為 10 年，作如下之表示：執

委會原則上可接受將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之規範，降低為 10 年。

然而，因本指令之規範目的在於促進貨物自由流通之同時，確保

                                                   
91 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 THR 21710/0021, 

available at http://www.mhra.gov.uk/home/groups/par/documents/    
websiteresources/con134894.pdf; 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 THR 34104/0007, available at http://www.mhra.gov. 
uk/home/groups/par/documents/websiteresources/con143648.pdf (last visit-
ed Jan. 15, 2012). 

92 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 THR 21710/0015, 
available at http://www.mhra.gov.uk/home/groups/par/documents/    
websiteresources/con146545.pdf (last visited Jan. 15, 2012). 

93 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 THR 21710/0016, 
available at http://www.mhra.gov.uk/home/groups/par/documents/    
websiteresources/con129160.pdf; 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 THR 34104/0011, available at http://www.mhra.gov. 
uk/home/groups/par/documents/websiteresources/con143649.pdf (last visit-
ed Jan. 1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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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健康，因而，仍以維持在市場上使用 30 年，而其中於歐盟

境內使用 15 年之規範較為妥適94。因而，該國民待遇之違反，不

得以 GATT 1994 條第 20 條一般例外規範所正當化。 

（2）TBT 協定 

其次，就該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之規範而言，中國與印度並

主張，此項規範違反 TBT 協定第 2.2 條之規範。依據該條之規

定：「各會員應確保其技術性法規之擬訂、採行或適用，不得以

對國際貿易造成不必要之障礙為目的或產生該等效果。為此，技

術性法規對貿易之限制，不應較諸達成合法目的所必須者嚴格，

同時並顧及未達成該合法目的所可能產生之風險。」95同條項並

進一步例示合法目的，其中包含人類健康或安全（protection of 

human health or safety）。就此規範而言，有幾項要件應予檢驗。

首先係「對於國際貿易之不必要障礙（unnecessary obstacles to 

international trade）」。其次則係「不應較諸達成合法目的所必

須者嚴格（not more trade-restrictive than necessary to fulfil a legit-

imate objective）」，在此同時，並應考量不履行所可能產生之風

險（taking account of the risks non-fulfilment would create）。以下

                                                   
94 Amended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mending the Directive 2001/83/EC as regards traditional medici-
nal products, at 5, COM (2003) 161 final. 

95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art. 2.2: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technical regulations are not prepared, adopted or applied with a view 
to or with the effect of creating unnecessary obstacle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For this purpose, technical regulations shall not be more trade-
restrictive than necessary to fulfil a legitimate objective, taking account of 
the risks non-fulfilment would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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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就上開要件逐一分析之。 

首先，傳統草藥製品指令關於須於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方

得申請傳統使用登記，乃係著眼於歐盟人民健康及安全保障，此

項立法目標可見諸於該指令之前言。而此項目標乃係 TBT 協定

第 2.2 條所稱之合法目的，蓋人類健康或安全之保障，係 TBT 協

定所明文例示目的之一。茲有疑義者乃係該 15 年之規範，是否

對於國際貿易造成不必要之障礙，或逾越達成合法目的所必須。

就此二要件而言，後者實係前者之檢驗機制，易言之，若一技術

法規逾越達成其合法目的所必須，即係對於國際貿易造成不必要

之障礙。 

就 TBT 協定第 2.2 條之解釋方法而言，小組在美國原產地標

示法案（US－COOL）
96

一案中表示：GATT 1994 第 20 條之解

釋方法，適用於 TBT 協定上。首先，TBT 協定前言第 2 段指

出，會員欲進一步強化 GATT 1994 之目標。此意味著 TBT 協定

與 GATT 1994 之緊密關係。其次，就文義上而言，TBT 協定第

2.2 條與 GATT 1994 條第 20 條相近。TBT 協定第 2.2 條所例示

之正當目標與 GATT 1994 第 20 條之政策目標相似。此外，TBT

協定前言第 6 段之用語，亦與 GATT 1994 第 20 條之本文相近。

因而，小組認為：TBT 協定第 2.2 條之解釋方法應與 GATT 1994

第 20 條之解釋方法相同
97

。 

小組在美國原產地標示案中進一步表示：在 TBT 協定架構

                                                   
96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Certain Country of Origin Labelling (COOL) 

Requirements, WT/DS384/R, WT/DS386/R (Nov. 18, 2011). 
97 Id. ¶ 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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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討論一特定措施是否為達成其正當目標所必須時，上訴機構

在關於 GATT 1994 第 20（b）條所做的解釋，值得作為參考。上

訴機構認為系爭措施對於該目的之達成，必須存在一個真正的手

段目的關係（a genuine relationship of ends and means）。小組認

為：此解釋取向，亦適用於 TBT 協定第 2.2 條上，用以決定系爭

採取之措施，是否達成其所欲追求之目標
98

。 

然而，小組在第二次美國鮪魚案（US－Tuna (II)）99
中，對

於 TBT 協定下之必要性測試，有不同之解釋方式。小組首先引

用上訴機構關於 GATT 1994 第 20（b）條中，必要性之解釋。小

組指出：上訴機構認為小組必須考量相關因素，尤其是所涉利益

或價值之重要性，系爭措施對於達成相關目標之貢獻，以及該措

施之貿易限制性。倘若小組初步認為系爭措施係必要，則應在考

量所涉利益或價值之重要性之前提下，藉由比較是否有其他替代

措施之可能，加以確認該措施之必要性
100

。 

在此基礎上，小組進一步指出：TBT 協定第 2.2 條亦作了相

類似之規範，此處之必要性測試涉及系爭措施相對於該措施達成

其所追求之正當目標之貿易限制程度分析。此貿易限制程度之分

析，得藉由可達成相同結果但具較低之貿易限制性之其他替代措

施相比較，加以衡量。此後，小組語鋒一轉，認為 TBT 協定第

2.2 條之用語，與 GATT 1994 第 20 條或 GATS 第 14 條之規範，

                                                   
98 Id. ¶ 7.693. 
99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Measures Concerning the Importation, Mar-

keting and Sale of Tuna and Tuna Products, WT/DS381/R (Sept. 15, 2011). 
100 Id. ¶ 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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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差異。其中甚為重要者乃在於：TBT 協定第 2.2 條係設下一

積極義務，而非以例外之方式加以規範
101

。 

其次，小組並強調：TBT 協定第 2.2 條規範之客體在於技術

法規對於貿易之限制超過其達成正當目標所必須，然而 GATT 

1994 第 20 條所規範者，則係必要措施用以保護公共道德、人類

或動物或植物之生命與健康，以及確保法規之執行
102

。因而，在

TBT 協定第 2.2 條之架構下，須被正當化為「必要」者係其貿易

限制性，而非該措施達成目標之必要性。而由於此處所謂之必

要，係指涉該措施之貿易限制性，而非該措施本身，小組認為

TBT 協定第 2.2 條所稱之必要乃係就達成該目標所須之貿易限制

程度
103

。 

在結論上，小組認為：欲確認一特定措施對於貿易之限制，

是否逾越 TBT 協定第 2.2 條所規範之必要之程度，小組必須考量

該措施達成其目標之方式以及程度，此時，應考量會員所選擇之

保障程度，並比較是否有可能之較小貿易限制之替代措施存在。

倘若其他較小貿易限制之替代措施合理存在，且可達到系爭措施

所欲達成之相同保護程度，此時，系爭措施之貿易限制程度則逾

越 TBT 協定第 2.2 條所規定之必要程度
104

。 

小組並進一步澄清，在做出上開判斷時，其應考量「不履行

所產生之風險」，此處之風險包含可得知科學與技術資訊、相關

                                                   
101 Id. ¶ 7.458. 
102 Id. ¶ 7.459. 
103 Id. ¶ 7.460. 
104 Id. ¶ 7.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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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科技、或預設之下游產品
105

。就此而言，小組應考量系爭目

標未達成之潛在風險之可能性以及嚴重程度，以及相關負面影

響。同時，若一替代措施將導致更高之不履行風險，則此替代措

施即使對貿易之限制效果較低，仍非有效之替代措施。蓋因會員

有權決定其所欲達成之保障程度為何
106

。 

依據上開見解，在 TBT 架構下討論一特定措施是否對國際

貿易造成不必要之障礙，應考量系爭措施所涉利益或價值之重要

性、會員所選擇之保障程度，並比較是否有可能之較小貿易限制

之替代措施存在。雖然系爭傳統草藥製品指令之目的在於公共健

康之保障，且該措施對於目標之達成具有真正之手段目的關係，

足以促進目標之達成，然而，考量源自於其他會員國之傳統草藥

製品在該會員國內之使用情形，歐盟應可適度加以採酌，而不以

於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為必要，且執委會本身在修正之指令提案

中表示：其原則上可接受將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之規範，降低為

10 年，因而歐盟傳統草藥製品指令關於在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以

上，方得申請傳統使用登記之規範，應認為違反必要性測試。從

而抵觸 TBT 協定 2.2 條之規範。 

（3）審查基準 

就審查基準而言，WTO 規範除在反傾銷協定第 17.6 條規範

反傾銷措施之審查基準外，並未於其他協定中規範其他措施之審

                                                   
105 Id. ¶ 7.466. 
106 Id. ¶ 7.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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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基準。上訴機構在歐體荷爾蒙
107

中表示，在其他未有具體審查

基準之 WTO 協定領域內，所應適用之審查基準系爭端解決規則

與程序瞭解書（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DSU）第 11 條

所規定：小組應對案件做客觀之評估，包括案件事實與相關內括

協定之適用性與合致性之客觀評估（a panel should make an ob-

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matter before it, including an objective as-

sessment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and con-

formity with the relevant covered agreements）。 

在 SPS 協定中適用之審查基準，應反應會員國經由 WTO 協

定移轉予 WTO 之權限，以及會員國所保有之權限兩者之平衡。

若採取未經 SPS 協定明文採認之審查基準，將改變上開平衡關

係。小組與上訴機構均無權為之
108

。DSU 第 11 條明確地規範了

小組在認定事實以及將該事實依據 WTO 協定之法律適用之審查

基準
109

。就事實之認定而言，小組將受到 DSU 第 11 條之限制，

小組所應適用之審查基準，既非重新審查（de novo），亦非完全

之放任，而是客觀之評估事實
110

。此項審查基準在其後之案件

中，一再被引用。小組在前述之美國原產地標示案
111

與第二次美

                                                   
107 Appellate Body Report, EC Measures Concerning Meat and Meat Products 

(Hormones), WT/DS26/AB/R, WT/DS48/AB/R (adopted Feb. 13, 1998), 
DSR 1998:I. 

108 Id. ¶ 115. 
109 Id. ¶ 116. 
110 Id. ¶ 117. 
111 Panel Report, US－COOL, ¶ 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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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鮪魚案
112

亦分別援引該審查基準。 

而依據此審查基準而言，小組應在必要性審查脈絡下，應考

量系爭傳統草藥製品指令就在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之要求，所欲

達成之保障程度，以及，就此措施所欲追求之目的，亦即公共健

康之重要性， 後，並應考量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之可能。本案

之主要爭點在於：歐盟所欲達成之保障程度，是否得藉由適度採

用系爭傳統草藥製品在其他國家境內之使用，予以替代。同時，

歐盟執委會在其修正提案中，亦表示：其原則上亦可接受將在歐

盟境內傳統使用 15 年之規範，修正為 10 年。就此，理事會 後

採取 15 年之限制，是否為必要，則顯有疑義。因而，上開傳統

草藥製品指令對於在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方得申請傳統使用登記

之規範而言，應無法通過 WTO 爭端解決機制關於必要性之檢

驗。 

（三）分析與比較 

就傳統草藥藥品之適法性而言，從歐盟法與 WTO 規範的角

度在歐洲法院以及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中提起訴訟，可能產生不

一致之結果。就必要性測試是否已逐漸採用比例原則之精神，學

者對此尚有不同之見解，惟對於採用權衡測試，考量該措施所追

求之價值或利益之重要性，對貿易之限制效果等，則有一致之見

解。然而，就此權衡測試，是否即等同於狹義之比例原則，學者

見解則又趨分歧。此涉及之主要議題在於，小組或上訴機構有無

權力探究會員決定和政策目的為正當目的，尤其在涉及 TBT 協

                                                   
112 Panel Report, US－Tuna (II), ¶ 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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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對於正當目的僅數例示而非列舉規範時，會員國若選擇其他

目的作為貿易限制之基礎時，就此政策選擇，小組或上訴機構是

否得以審查其目的選擇之正當性。而更根本之問題在於，對於會

員貿易保障程度之選擇，小組或上訴機構是否得以審查，抑或應

以會員決定之保障程度為基礎，審查會員所採取之措施，就該目

標之達成，是否有合理可得對於貿易限制影響較小之替代措施存

在113。例如學者 Howse 及 Nicolaidis 即主張應有一全球性輔助原

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之適用，小組與上訴機構應尊重會

員國之價值判斷與政策選擇114。 後，就本案涉及歐盟境內 15

年之傳統使用要件而言，歐盟並未明確指出其所欲達成之公共健

康保障層次，僅得從該限制措施中，間接導出歐盟所欲達成之保

障程度，則係本案審查之另一難題。 

而即令認為必要性測試，小組與上訴機構有逐漸在較小貿易

限制之脈絡下，兼採比例原則以衡量涉及之相關利益，在歐洲法

院與 WTO 爭端解決機制所為之訴訟，將產生不一致之結果。就

前者而言，歐洲法院可以維持傳統草藥藥品指令之合法性，蓋法

院認為在涉及貨物自由流通與人類健康之保護此高度價值判斷，

且須複雜評估之議題時，法院應賦予立法者寬廣之裁量空間。僅

有在系爭立法就其所欲達成之目的有明顯不適當時，其合法性方

應予否定。相較於此，WTO 爭端解決機制中，小組對於必要性

                                                   
113 G. Kapterian, A Critique of teh WTO Jurisprudence on ‘Necessity’, 59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89, 108-117 (2010). 
114 R. Howse and K. Nicolaidis, Legitimacy through “Higher Law”? Why 

Constitutionalizing the WTO Is a Step Too Far?, in THE ROLE OF THE 

JUDG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GULATION 307 (T Cottier & PC 
Mavroidis eds., 2003). 



178 第十二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測試則有不同之審查基準。固然小組與上訴機構肯認例外條款所

欲追求之價值或所欲保障之利益越重要時，越應被視為必要。然

而，小組與上訴機構在此仍須衡量其所欲追求之目標與對於貿易

之限制效果。由於歐盟應可適度加以斟酌並採納源自於其他會員

國之傳統草藥製品在該會員國內之使用情形，而不以於歐盟境內

使用 15 年為必要，就此較低貿易限制之替代措施，因而，

2004/24/EC 傳統草藥藥品指令，將無法通過必要性測試之檢驗。 

五、代結論 

本文藉由檢驗 2004/24/EC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之管制結構，

分析該指令下之申請與登記權人、申請程式、登記要件、駁回事

由、管制機構以及傳統使用登記之效力。經分析該指令之規範結

構後，本文並進而討論該指令之政策影響，以及其在歐盟法以及

WTO 規範下之適法性。本文主張歐盟傳統草藥製品之管制結構

過於複雜，且遵循成本過高。此外，就其適法性而言，雖可通過

歐洲法院之審查，但無法通過 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檢驗。就其

適法性之結論上，在歐洲法院與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不一之主要

原因在於，比例原則與必要性測試兩者內涵之細微差異，尤其，

必要性測試是否以包含狹義之比例原則，以及權衡測試是否得以

質疑會員國所選擇之保障程度以及選擇該政策目標之正當性。其

次，並源自於審查基準之差異。在歐洲法院而言，法院對於涉及

政治、社會、經濟等複雜之經濟政策選擇時，通常採取較寬鬆之

審查基準，僅在系爭措施對於其所欲追求目標之達成明顯不適當

時，方會宣告該措施違反比例原則而無效。就 WTO 爭端解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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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言，其適用之審查基準，係 DSU 第 11 條所規範之客觀之評

估其所審理之案件，既非重新審理，亦非完全之放任。本文主

張，依據中國或印度所稱之替代方案，並考量執委會在其修正之

提案中表示，其原則上可接受將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之規範減為

10 年，認為系爭傳統草藥製品指令關於須在歐盟境內使用 15

年，方得申請傳統使用登記之規範，將無從通過 WTO 爭端解決

機制關於必要性之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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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2004/24/EC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 Directive and its Legality under the EU and WTO Law  

 

Chien-Huei W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the 2004/24/EC Di-

rective on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 and analyses the criteria 

for traditional use registration and its legal effects. It then discusses its 

legality under the EU law and WTO law.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ea-

son why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or its General Court) 

and the WTO panel/Appellate Body may have divergent conclusions on 

the legality lies mainly in the nuanced differences between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and necessity test. One of the main debates relates to whether 

necessity test contains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stricto sensu and whether 

the choice of level of protection by a WTO Member and the legitimacy 

for its choice is subject to the review of the WTO panel or Appellate 

Body. Secondly, different conclusions arrived at by the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WTO panel/Appellate Body may be resultant from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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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 of review. In reviewing subject matters on policy choices relat-

ing to social, political or economic affairs, the Court of Justice adopts a 

deferential standard of review. Only when a measure is manifestly inap-

propriate for the achievement of its policy goal will that measure in ques-

tion be declared inconsistent with the EU law. In contrast, Article 11 of 

the DSU instructs the WTO panel to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matter before it; it is neither a deferential standard of review nor de novo 

review.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ncept of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and necessity test as well as the standards of review adopted by 

these two adjudicatory bodies, different conclusions with regard to the 

legality of the 2004/24/EC Directive on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 may be reached in the end.  

 

 

Keywords: Traditional Medicinal Products Directive, Necessity Test, Pro-

portionality Principle, traditional use, standard of review, national treat-

ment, free movement of goods, single market, general excep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