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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隨著貿易自由化與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趨勢，菸草貿易
儼然成為全球菸草盛行與菸害擴散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處理菸
草貿易問題，長期以來即為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政策的重要爭議問
題。過去，菸品被視為像其他農產品受貿易規範之拘束，並適用關
稅減讓。直到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A）談判時，有關菸草控制與
貿易的議題，透過美國與馬來西亞之提案，才正式搬上談判桌，由
成員國熱烈討論。而TPPA乃12亞太國家正在談判中的新世代自由貿
易協定。
本研究計畫旨在探討TPPA談判中由美國和馬來西亞所提出的兩種菸
草控制的規範模式，分別為「例外模式」與「除外模式」。美國菸
草提案分別於2012年5月及2013年8月提出兩份草案，第一次提案所
採「菸草例外」之模式，經美國國內菸草業者反對並遊說後，美國
政府業已撤回並修正，所提出的第二次提案改採「一般例外」之模
式，而有利於菸商商業利益的規範模式。對此，馬來西亞在公共健
康團體的支持下，提出「除外模式」之對案，期能將菸草完全排除
於TPPA適用範圍之外，提供TPPA成員國有更大的自由度採取菸草控
制措施。前開菸草提案極具爭議性，受到各界的關注，在TPPA成員
國、民間團體及菸草產業間高度爭論中。本計畫亦嘗試尋求其他可
行的替代方案，並初步認為採取折衷的模式，即「部分例外、部分
除外」，未嘗不失為未來TPPA談判時，較易為各成員國接受的可行
方案。
中 文 關 鍵 詞 ： 菸草控制、跨太平洋夥伴協定、菸草控制框架公約、一般例外條款
、菸草除外、菸草素面包裝、菸草貿易、公共健康、自由貿易協定
、美國TPP菸草提案、新世代自由貿易協定
英 文 摘 要 ：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tobacco
trade becomes the major cause for the spread of tobacco
epidemics worldwide. How to deal with trade in tobacco
products has long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shaping the
bilateral or regional trade policy. In the past, tobacco
has been treated as the same as o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bjecting to trade rules or tariff concessions in trade
agreements. It was not until the negotiation of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A) that trade-related
issues over tobacco control were, for the first time,
officially put on table by the U.S. and debated different
options among 12 Asia-Pacific countries.
Two basic approaches were proposed by the U.S. and Malaysia
to address regulatory problem of tobacco products in the
TPP agreement. While the U.S. first proposed a pro-health
approach to include a “tobacco-specific exception”
provision in May 2012, it later, in August 2013, adopted a
pro-business approach to use a “general exception”
provision as usually provided in other trade agreements. In
response, Malaysia, with the support from public health
groups, proposed a “carve-out” approach providing TPP
countries with greater latitude to adopt tobacco control

measures. These proposals are highly debated among TPP
countries, health advocates and tobacco industry.
On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se tobacco proposals in the TPPA
negotiation, this research project aims to examine
different legal effects between “exception” and
“exclusion” approaches taken by the U.S. and Malaysia,
and identify the underlining policy arguments behind these
two approaches. This project would also seek possible
alternative options to see if there could be a middle
ground for future TPPA tobacco agenda. This project
preliminarily finds that a complete carve-out may be
desirable for public health reasons but a mixed approach
with partial exclusions would be a more feasible and
practicable solution for tobacco agenda in TPPA.
英 文 關 鍵 詞 ： Tobacco Control,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Agreement,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 Tobacco Carve-Out/Exclusion, Tobacco
Plain Packaging, Tobacco Trade, Public Health,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U.S. TPP Tobacco Proposal, New
Generation F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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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貿易自由化與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趨勢，菸草貿易儼然成為全球菸草盛行與菸害
擴散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處理菸草貿易問題，長期以來即為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政策的重要爭議
問題。過去，菸品被視為像其他農產品受貿易規範之拘束，並適用關稅減讓。直到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A）談判時，有關菸草控制與貿易的議題，透過美國與馬來西亞之提案，才正式搬上談判桌，
由成員國熱烈討論。而 TPPA 乃 12 亞太國家正在談判中的新世代自由貿易協定。
本研究計畫旨在探討 TPPA 談判中由美國和馬來西亞所提出的兩種菸草控制的規範模式，分別為
「例外模式」與「除外模式」
。美國菸草提案分別於 2012 年 5 月及 2013 年 8 月提出兩份草案，第一次
提案所採「菸草例外」之模式，經美國國內菸草業者反對並遊說後，美國政府業已撤回並修正，所提
出的第二次提案改採「一般例外」之模式，而有利於菸商商業利益的規範模式。對此，馬來西亞在公
共健康團體的支持下，提出「除外模式」之對案，期能將菸草完全排除於 TPPA 適用範圍之外，提供
TPPA 成員國有更大的自由度採取菸草控制措施。前開菸草提案極具爭議性，受到各界的關注，在 TPPA
成員國、民間團體及菸草產業間高度爭論中。本計畫亦嘗試尋求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並初步認為採
取折衷的模式，即「部分例外、部分除外」
，未嘗不失為未來 TPPA 談判時，較易為各成員國接受的可
行方案。

關鍵詞：菸草控制、跨太平洋夥伴協定、菸草控制框架公約、一般例外條款、菸草除外、菸草素面包
裝、菸草貿易、公共健康、自由貿易協定、美國 TPP 菸草提案、新世代自由貿易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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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tobacco trade becomes the major cause for the spread of
tobacco epidemics worldwide. How to deal with trade in tobacco products has long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shaping the bilateral or regional trade policy. In the past, tobacco has been treated as the same as
o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bjecting to trade rules or tariff concessions in trade agreements. It was not until
the negotiation of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A) that trade-related issues over tobacco control
were, for the first time, officially put on table by the U.S. and debated different options among 12
Asia-Pacific countries.
Two basic approaches were proposed by the U.S. and Malaysia to address regulatory problem of
tobacco products in the TPP agreement. While the U.S. first proposed a pro-health approach to include a
“tobacco-specific exception” provision in May 2012, it later, in August 2013, adopted a pro-business
approach to use a “general exception” provision as usually provided in other trade agreements. In response,
Malaysia, with the support from public health groups, proposed a “carve-out” approach providing TPP
countries with greater latitude to adopt tobacco control measures. These proposals are highly debated among
TPP countries, health advocates and tobacco industry.
On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se tobacco proposals in the TPPA negotiation, this research project aims to
examine different legal effects between “exception” and “exclusion” approaches taken by the U.S. and
Malaysia, and identify the underlining policy arguments behind these two approaches. This project would also
seek possible alternative options to see if there could be a middle ground for future TPPA tobacco agenda.
This project preliminarily finds that a complete carve-out may be desirable for public health reasons but a
mixed approach with partial exclusions would be a more feasible and practicable solution for tobacco agenda
in TPPA.
Keywords: Tobacco Control,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Agreement,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 Tobacco Carve-Out/Exclusion, Tobacco Plain Packaging,
Tobacco Trade, Public Health,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U.S. TPP Tobacco Proposal, New Generation
F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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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壹、 前言
菸草貿易乃國際間存在已久的問題。菸草控制（tobacco control）與國際貿易間之緊張關係，因攸
關各國經濟發展與國民健康，在市場開放（market access）與確保各國管制權限（right to regulate）間
之界限拿捏，長久以來即為國際經貿法與國際衛生法制的重要議題。申言之，貿易自由化之目標在於
透過自由競爭，以降低價格、提高產品之品質與多樣性，增加消費者選擇產品之機會；然而，由於菸
品的特殊性，其乃依業者指示食用卻有害身體健康的產品。從而，菸草控制之目標在於透過政府採取
減少菸草需求與供給之管制措施，以提高菸品價格、避免菸品得以透過廣告、促銷等活動增加消費誘
因，最終降低吸菸人口與吸菸率，維護國民健康。兩者在政策目標上迥異，於國際經貿全球化的發展
趨勢下，彼此間的衝突日益明顯。
從 1980 年代起，美國透過國內之「特別 301 條款」（Super 301）對開發中國家施加壓力，替美國
菸草公司尋求菸草市場之開放，此等國家包含南韓、台灣和泰國等亞洲各國。而泰國政府以禁止進口
的政策措施因應，避免國內菸草市場開放外國菸品之進口，帶來增加國內菸品消費量、提高人民吸菸
率的後果，此措施固係基於保障國民健康之政策目標，但經美國控訴其違反多邊貿易規範，即「關稅
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並經 GATT 爭端解決小組裁決此等禁
止進口的作法違反數量禁止的貿易規範，且無法通過 GATT 第 20 條之一般例外規定之要件予以正當
化，宣告泰國敗訴。 自此以來，菸草控制與貿易規範間之糾葛，便不從間斷。
隨著「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成立，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益形明顯。至
於菸品的特殊性，並未在 WTO 多邊貿易規範下有特殊的處理與安排，如同其他產品適用 WTO 涵蓋協
定之所有貿易規範。自 2001 年開啟新回合杜哈談判以來，多邊談判之進展有限。 於是，各國紛紛尋
求 WTO 多邊架構以外的途徑加速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例如：透過簽署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等方式，突破多邊談判僵局，以擴大貿易利基。 晚近，隨著貿易談判議題的
擴張，自由貿易協定之規範內容，除傳統邊境管制的貿易議題（如關稅或貿易救濟等）外，更擴及各
國國內政策與立法措施的調和與規範，納入投資（investment）、規範調和（regulatory coherence）、透
明化（transparency）、勞工（labor）、競爭（competition）等國內法制議題，而稱為「新世代的自由貿
易協定」
（new generation FTAs）或「巨型自由貿易協定」
（mega FTAs）
。由於此等自由貿易協定成員國
眾多、涵蓋事項廣泛，影響深遠，雖非如 WTO 之多邊架構，但性質上亦非僅止於雙邊，而具有複邊
貿易協定（plur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之性質。
在此等複邊貿易的發展趨勢下，以美國為首的 12 個亞太平洋國家所正在談判中的「跨太平洋夥伴
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A）」 ，被認為是目前最全面、最具野心與高標準的
自由貿易協定之一。而 TPPA 的重要性在於就其所宣稱的目標，將使其有潛力成為日後建立「亞太自
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的基礎，並成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rporation, APEC)」內最具影響力的自由貿易協定。 儘管 TPPA 所設定之目標遠大，但 TPPA
談判過程中因缺乏透明度與對公共利益的關注，而飽受各界批評。除有關醫藥與衛生議題外，菸草貿
易也因美國史無前例的提出「菸草提案」（tobacco proposal） ，而引發各界的探討與關注。而美國之
所以於 TPPA 談判過程中提出菸草提案，部分原因乃係其所採風味菸品管制措施於 WTO 多邊架構下，
經印尼控訴其違反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經裁決其敗訴所致（美國丁香菸品案） 。
關於 TPPA 中之菸草控制議題，美國於 2012 年 5 月 及 2013 年 8 月 前後分別提出兩份菸草提案。
各界所關注的談判爭議聚焦美國所提兩份菸草提案之內容，及其後於 2013 年由馬來西亞所提菸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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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作為美國所提草案的對案（counterproposal）
。這三份菸草有關之提案，以及 TPPA 中其他影響菸
草控制的其他章節規定，如：關於菸品素面包裝（tobacco plain packaging）之智慧財產權及技術性貿易
障礙、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之投資專章規定及有關「規
範調和」或「透明化」的規定等，皆為本研究計畫探討的主要內容。
除貿易場域外，此議題更延燒到公共衛生場域，
「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所屬「菸草控制框架公約」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於今（2014）年 10 月召
開的第六次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 of Parties, COP）
，對於貿易與投資議題更做成決議 ，藉以指引 FCTC
締約方在貿易協定安排時如何適當處理菸草控制的問題，足見此議題在國際間廣泛受重視的程度。因
此，本計畫亦將探討 FCTC 締約方會議之決議內容，並分析此等決議在處理菸草控制與貿易規範問題
上的影響。
我國政府於 2012 年 8 月 12 日成立「國際經貿策略聯盟布局小」
（後改組為「國際經貿策略小組」
，
並由行政院院長親自擔任召集人），宣示政府推動加入 TPPA 的決心以來，為滿足 TPPA 此一高標準之
新世代自由貿易協定，政府各部門必須檢討現行政策與法規是否能夠符合此一高標準之 FTA，逐一檢
視市場開放之程度及法規符合之情況。在醫療衛生領域中，菸草控制或菸害防制政策，因攸關國民健
康之維護，如何在貿易自由化的浪潮下確保各國採取菸草控制的措施，已屬於當今國際上重要的議題。
因此，TPPA 談判中如何處理菸草貿易與菸害防制的議題，即有探討的必要。尤其此等新世代自由貿易
協定中不乏「WTO-plus」或「WTO-extra」 的規定，採取較 WTO 多邊協定規範更為嚴格且廣泛的標
準與義務要求，更須考量此等協定義務對各國管制權限的空間或開發中國家制訂菸害防制等衛生政策
與法律所造成之可能衝擊。
TPPA 乃一複雜的自由貿易協定，其採秘密方式進行談判，使得相關談判文件不易公開取得，增加
研究上的困難與限制。因此，本研究計畫除根據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所揭露的菸草提案文件外，大量仰賴維基解密（WikiLeaks）或其他網路媒體所
揭露的談判文件草案。其中，有沿襲傳統 FTA 內容之規定草案，例如：關於智慧財產權、投資專章等
規定草案；也有部分規定內容未見於之前所簽訂 FTA 者，例如：規範調和、創新與學名藥品取得之「近
用之窗（access window）」制度、取消專利事前審查之異議制度、生物藥品之資料專屬保護等。而菸草
控制提案即屬於此等提案，因未見諸於 WTO 涵蓋協定之下，屬於「WTO-extra」之規定。
因此，本研究計畫旨在以 TPPA 為例，探討此等新世代自由貿易協定下有關菸草控制的爭議問題。
除瞭解菸草貿易爭議在單邊與多邊架構下的歷史外，將著眼於雙邊、區域與複邊自由貿易協定趨勢下
各國如何處理菸草控制的貿易問題，尤其美國首次於 TPPA 談判中提出菸草提案，打算藉以解決多邊
菸草貿易的問題，進而引發 TPPA 成員國、民間團體與其他國際組織等對此等提案的關注與討論。最
後，將初步評估 TPPA 中如採取不同策略（除外、例外或部分除外、部分例外等）對於各國採取菸草
控制政策空間的潛在影響。藉以提供我國菸害防制主管機關得以事先因應評估的準備與參考。。

貳、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旨在探討 TPPA 談判中有關菸草控制的爭議問題，以美國及馬來西亞所提菸
草提案內容為主，兼及 FCTC 第六次締約方會議之決議及維基解密智慧財產權、投資等已揭露的談判
草案文本，分析 TPPA 此等新世代自由貿易協定中如何調和菸草控制與貿易規範衝突之問題，藉以評
估 TPPA 可能採取的菸草控制規範策略，分析不同規範方式對各國採取菸害防制政策與公共健康之影
響。為能詳細剖析相關法律問題，本計畫擬針對下列問題或主題做進一步的探討：
(1) 扼要探討菸草貿易在單邊主義與 GATT 或 WTO 多邊架構下的爭端歷史。瞭解菸草貿易爭議
的緣起，美國於 1980 年代如何透過單邊貿易救濟的手段促使其他國家開放菸品市場，及各國如何因應
菸品市場開放所帶來的健康衝擊。並以 GATT 時期之「泰國菸品案」與近期 WTO 下之「澳洲菸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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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裝案」等為例，簡要說明多邊貿易架構下菸品貿易爭端的主要法律問題。
(2) 探討雙邊、區域與複邊自由貿易協定趨勢下，在自由貿易協定架構下菸品貿易的問題與定位。
尤其在 1990 年代以來，貿易自由化所導致低關稅、低價格且積極行銷策略下，全球各地遭受菸害擴散
的國民健康問題，全球各地之菸品市場被歐美大型菸商所支配，引發各界批評的聲浪。因此，美國國
會進而修正其雙邊與區域貿易政策 ，避免採取促進菸草擴散的貿易措施，此政策於 2001 年經美國總
統柯林頓確認於所屬行政機關於執行國際貿易政策時沿用之 。本於此等貿易政策，探討美國所簽署之
相關自由貿易協定對菸草貿易的安排與規範。
(3) 扼要探討 TPPA 的歷史緣起、目前 TPPA 對各會員國的戰略意義與重要性，並略述 TPPA 在亞
太區域貿易的定位，探討其與其他亞太區域貿易協定間之關係，包括「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TPPA 的前身，由新加坡、紐西蘭、汶萊及智利等國在
2002 年新加坡 APEC 高峰會議提出並簽署之「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SEP 或 P4 協定）與「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s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及中國為主的「全面性經濟夥伴協議」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等，瞭解 TPPA 在全球貿易的重要性。
(4) 探討 TPPA 所涵蓋的項目與規範義務對菸草控制政策或措施的影響。換言之，探討 TPPA 有關
規定是否及如何適用於成員國所採菸草控制措施。具體而言，本研究計畫將以 TPPA 已揭露的諮商文
本為基礎，例如：關稅（tariff）
、規範調和、透明化、技術性貿易障礙（Technical Barriers of Trade，TBT）
、
服務貿易（trade in services）、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s）與投資（investment）等
規範內容，探討此等規定可能對 TPP 成員國採取菸草控制措施的影響或限制。評估 TPPA 各章節所訂
義務可能對成員國菸草控制政策的衝擊與挑戰。例如：商標之使用對採取菸品素面包裝的影響、允許
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對採取有效菸草控制措施的影響等。
(5) 探討 TPPA 談判中，美國及馬來西亞所提菸草提案，嘗試提出確保成員國採取菸草控制措施
的規範方式。首先，探討美國所提兩份菸草提案，而美國所提方案主要採取「菸草例外」（tobacco
exception）之規範方式，提供成員國採取不歧視的菸草控制措施一個安全的避風港（safe harbor）。因
此，除介紹提案內容外，擬比較兩份菸草提案之差異處，分析此等差異在菸害防制政策與法律適用上
的差異與影響。
(6) 其次，探討馬來西亞所提菸草提案的內容，而馬來西亞提案，有別於美國之例外模式，而是
採取「菸草除外」
（tobacco carve-out or exclusion）的規範方式。不論係「例外模式」或是「除外模式」，
旨在自由貿易協定下探尋調和菸草控制、維護國民健康的適當機制與方法。
(7) 接著探討「例外模式」與「除外模式」之適用上的差異及利弊分析，並探討採取不同模式所
使用的規範文字與結構。例如：兩者在管轄權、舉證責任分配、訴訟成本等因素的差異與考量。重點
在於分析不同模式對於菸草產業、菸害防制政策與國民健康間利益消長的關係，瞭解跨國菸草公司與
菸害防制團體對前開模式的不同立場，及美國政府前後兩份菸草提案採取立場之擺盪，藉以探討 TPPA
談判最終所採菸草規範所可能對菸草貿易與菸害防制、公共健康之可能影響。
(8) 除前開兩種典型的規範模式外，探尋其他可能的折衷替代模式，例如：採取部分例外、部分
排除模式、鬆綁例外規定之必要性條件（necessity test）、允許成員國保留違反義務之既有的菸草控制
措施（non-conforming measures）等，探討此等替代模式的內容與可行性分析，瞭解 TPPA 成員國對菸
草控制議題，於談判過程中除前開例外與除外模式以外，尚可選擇的替代模式。
(9) 最後，基於此等菸草控制規範模式的分析，探討選擇不同模式所應考量的政策因素，例如：
管轄權、訴訟成本等，以及不同規範模式之選擇對各國採取菸草控制政策之可能影響。此外，菸草貿
易議題更在世界衛生組織 FCTC 之締約方會議引起熱烈的討論，2014 年 10 月第六次締約方會議時，
馬來西亞更提案希望締約方會議得以做成有利於菸草控制之決議，要求各國在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時納
入菸害防制目的之考量，然而，各締約方在討論此決議之內容所顯現的政策考量與決議文字的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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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馬來西亞原先預期者差距甚遠。本計畫亦擬藉以探討貿易協定與其他國際規範間之可能互動與關連。

參、 文獻探討
經初步審視國內相關文獻，雖不乏與本計畫主題探討 TPPA 有關之研究。然而，前開文獻或著重
TPPA 對我國所生整體性影響，或探討 TPPA 與 APEC、ASEAN 等組織或協定間的國際政治關係，並
未特別就菸草控制或菸害防制等與公共衛生或健康有關的問題進行探討。至於國外文獻除若干文獻與
本文主題直接相關外，大多著重於 TPPA 有關智慧財產權或投資規範的影響，亦與本研究計畫之主題
有關，值得予以引介探討。
然而，國內外相關文獻固然可以提供不少參考之素材，但本計畫研究之重點在於對不同菸草控制
的規範模式做基礎性的比較分析。亦即，本計畫將分析「例外模式」、「除外模式」與其他替代模式之
利弊得失及政策考量，以探尋 TPPA 下得以平衡兼顧貿易與健康的菸草規範模式。此外，本計畫擬探
討 FCTC 第六次締約方會議對此議題的最新決議，分析此等決議對於國際間菸草控制規範模式選擇與
貿易規範解釋與適用的可能影響，而為既有文獻所無法涵蓋者。

肆、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之研究素材將兼顧第一手資料（如：TPPA 美國與馬來西亞之菸草提案內容、TPPA 談
判中已揭露之諮商文本草案、FCTC 第六次締約方會議決議等規定與 WTO 或 GATT 有關菸草控制之爭
端解決案例）與第二手文獻（如：國際組織之文獻報告或專家學者的研究與建議等）
。擬採取之研究方
法包括：規範比較研究法、案例分析法、文獻分析法及政策分析法，茲分述如下：
（1）

規範比較研究法：

鑑於 TPPA 乃諮商進行中之複邊貿易協定，各國所提草案版本眾多，目前並無相關爭端解決案例
可供探討。然本計畫擬針對美國與馬來西亞所提菸草提案，探討在 TPPA 下如何處理菸草控制之爭議
問題。因此，不同菸草提案版本之比較為本研究計畫之分析重點。
此外，探討美國所簽署的其他自由貿易協定中，對於菸草議題有關的規範，藉以瞭解 TPPA 之菸
草提案所代表的意義。換言之，本計畫擬透過比較 TPPA 與其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進行研究，瞭解菸
草貿易問題在自由貿易協定架構下的發展與演變，進而了解 TPPA 對於菸草控制之公共衛生政策的影
響程度。亦即，TPPA 與其他自由貿易協定（主要探討由美國所簽署者）對菸草控制議題的處理與安排，
為本研究計畫的關切重點之一。
再者，探討 TPPA 各章節草案之規定對菸草控制政策的影響，亦需先瞭解各該章節規範的內容，
礙於 TPPA 採取的談判方式係秘密進行，因此所能獲得的研究資料十分有限，僅能就已揭露的若干章
節規範，如技術性貿易障礙規範的相關附件、規範調和、透明化及智慧財產權、投資等規範，探討其
對成員國採取菸草控制措施產生的限制與影響。
（2）

案例分析法：

本計畫雖以 TPPA 下菸草控制議題為主要探討對象，但菸草貿易的爭議並非於自由貿易協定架構
下所獨有。在 GATT 與 WTO 多邊貿易架構或是國際投資協定下，也有涉及菸草爭議的個案，例如：
GATT 時期的「泰國菸品案」
、晚近 WTO 的「澳洲菸品素面包裝案」及「美國丁香菸品案」等。另外，
透過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跨國菸草公司（Philip Morris）亦向澳洲、烏拉
圭等國所採菸草控制措施提出投資仲裁之爭端解決程序。因此，本計畫亦會針對此等菸草有關之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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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投資案例，進行初步的分析。
（3）

文獻分析法：

本計畫擬分析相關期刊文獻、國際組織之研究報告及 TPPA 成員國之政策說帖及非政府組織或民
間團體之評論意見，藉以整理並分析 TPPA 有關菸草控制之規範模式及其對公共健康所生之影響。尤
其著重於學者間對於 TPPA 由美國及馬來西亞提出史無前例的菸草提案，進行比較分析。因此等菸草
提案並未見於之前的 FTA 而有予以深入探討的必要性。
（4）

政策分析法：

本計畫於探討 TPPA 下菸草控制爭議時，將著重於從政策層面分析「例外模式」與「除外模式」
之法律適用上差異與政策意涵，探討如何在貿易自由化與菸害防制之衛生政策間取得平衡之規範模
式。此外，探尋可能的替代模式，及選擇不同規範模式所應考量的政策因素等問題。固然，於 TPPA
談判中提出菸草控制提案，旨在確保成員國菸害防制政策之實施，促進公共健康，然而，細觀美國第
二次提案的內容，實乃公共衛生之退縮，是否確能達成保護公共健康的效果，則值得進一步推敲。此
等基於規範文字與架構所彰顯的政策影響，亦為本計畫的主要研究方法。。

伍、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研究成果經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下之菸草控制爭議與規範初探」為題發表，並收錄於「第
十六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叢書（十七），楊光華主
編，pp.339-421，2016/06。此文大綱目次如下：

目次
壹、前言
貳、菸草貿易爭議與國際貿易或投資規範對菸草控制政策的影響
一、菸草貿易與投資爭議之緣起與發展
二、菸草貿易與投資議題在菸草控制框架公約下之處理與因應
（一）FCTC 之制訂緣起與重要規範
（二）FCTC 締約方會議對菸草貿易與投資議題的處理與因應
三、TPP 協定中影響菸草控制政策成效之相關章節規範與威脅態樣
（一）影響菸草控制之 TPP 協定章節規範舉隅
（二）貿易或投資協定對菸草控制之威脅態樣
參、TPP 協定談判過程中有關菸草控制之提案與爭議
一、美國之菸草提案（例外模式）
（一）背景緣起與提案動機
（二）兩次提案內容與比較分析
（三）反對美國提案採取例外模式之論點
二、馬來西亞之菸草提案（除外排除模式）
（一）緣起與提案內容
（二）反對馬來西亞提案之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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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例外與除外排除模式之差異及其他替代方案
（一）例外模式與除外排除模式的差異
（二）其他可能替代方案淺析
肆、TPP 協定第 29.5 條菸草例外規定分析
一、規範內容
（一）得不適用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
（二）不受本條規定影響之權利範圍
（三）菸草控制措施的定義
二、問題與評析
（一）規範評價
（二）潛在問題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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