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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年來，由於消費者對於產品安全的重視程度與日俱增，各式各樣的私營

標準開始蓬勃發展。這些私營標準雖不具備法律強制力，其所導致的市場排擠

效應仍使生產者不得不積極使其產品取得各項私營標準的認證，引發私營標準

是否具有實質上強制力並進而影響國際間自由貿易之疑慮。隨著開發中國家自

2005 年開始於 SPS 委員會中提出全球良好農業慣例標準對國際自由貿易之負面

影響，私營標準之相關法律議題於 WTO 場域中益發重要，實有研究討論之必

要。鑒於私營標準種類、數量之眾，本論文以於 WTO 下被具體指謫之全球良

好農業慣例標準為例，探討全球良好農業慣例標準是否有落入 WTO 法規範管

轄範疇之可能，並透過涉及私營標準議題之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

定、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與關稅及貿易總協定相關條文的解釋與分析，討論全

球良好農業慣例標準與該些規範之關連性及適法性，既而於 WTO 下甚至 WTO

以外之國際場域，探究尋求相關貿易衝擊因應之道的可行性，希冀能為私營標

準對國際自由貿易體系所帶來的影響及其與 WTO 之關係進行審視並作出建

議。 

關鍵字： 私營標準、全球良好農業慣例標準、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

協定、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關稅及貿易總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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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ll kinds of private standards have started to develop 

prosperously because consumers consider product safety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lthough these private standards are not mandatory, the crowding out effect of 

markets causing by these standards still makes producers have to achieve relevant 

certification as far as possible. This situation causes anxiety ab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private standards are de facto mandatory and create trade barriers. Whil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stated that GlobalGAP Standard makes bad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SPS Committees since 2005, the legal issues about private standard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under WTO regime and need to be studied and 

discussed.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too many kinds of private standards, the 

thesis takes GlobalGAP Standard for example to discuss whether private standard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of WTO Agreements. In order to conduct careful 

examining and come up with suggestions of the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which 

caused by private standar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vate standards and WTO, 

it is necessary to research in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lobalGAP Standard and 

WTO rules and the legality of this standard through explaining and analyzing relevant 

rules which involves the issue of private standards under the SPS Agreement, TBT 

Agreement, and GATT and to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of finding the solution to relevant 

trade impact under WTO regime or other international fields.  

Key words: Private Standards, GlobalGAP Standard, SPS Agreement, TBT 

Agreement, G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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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私營標準（private standards）係指除了政府主管機關及國際標準組織所制

定的強制性法規或國際標準之外，由業界所自行訂立的標準，主要針對產品的

品質、製程進行控管，近年來其範圍甚至擴及產品生產對勞工及環境的影響，

以確保永續經營與發展的目標，並以此取得消費者的信賴。這些標準通常由私

部門（例如，歐洲零售農產品經銷集團（Euro-Retailer Produce Working Group，

以下簡稱 EUREP）所發起之全球良好農業慣例標準（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Standard，以下簡稱 GlobalGAP 標準）、英國零售商

協會（British Retail Consortium，以下簡稱 BRC）所公布的 BRC 全球標準

（BRC Global Standard）1）所設，要求供應其產品的生產者務須符合。但由於

私營標準通常較政府法規及國際標準嚴苛，加上不同零售商集團對於生產者皆

有其各自的要求，導致私營標準的數量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使為達到這些

標準所須支出的成本激增，超出開發中國家生產者的負荷，因為這些生產者大

都缺乏足夠的金錢、專業知識及其國內完善的基礎建設來支應其通過私營標準

的認證。即使私營標準並不具有法律強制的效力，但對於無法符合這些標準的

生產者，零售商自然會將之排除於產品供應鏈之外，轉而向有能力達到私營標

準要件之生產者尋求產品供應源，此種市場排擠效應迫使生產者為求自保，不

得不努力爭取這些標準的認證，從而賦予私營標準「實質上強制力」的性質，

也因此引起開發中國家生產者的恐慌。 

自 2005 年開始，開發中國家即數度於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WTO）下之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委員會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以下簡稱 SPS 委員會 ）

中，就 GlobalGAP 標準對國際間自由貿易之負面影響提出關切，引起 WTO 會

                                                           
1 分別針對食品、消費品、食品包裝、儲存與配送、非基因改造食品訂定供應商應遵守的標

準。請參考：http://www.brcglobalstandards.com/ (last visited: 20 Nov.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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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對私營標準之關注，從一開始 SPS 委員會僅將私營標準議題納為特定貿易

關切（specific trade concerns）中之一點，到 2008 年 SPS 委員會已針對私營標

準貿易問題下設一獨立工作小組，私營標準相關議題在 WTO 場域中之重要性

與日俱增的狀況，可見一斑2。 

鑑於目前私營標準議題的發展僅止於各 WTO 會員國、國際組織與相關零

售商集團意見的陳述與交流，尚未出現明確、具體的討論進程與結果，亦僅有

極少數之學者就此議題發表相關學術文章，本論文希冀藉由釐清私營標準是否

為 WTO 法秩序下所控管之一環及其所可能涉及之 WTO 含括協定內容，來探究

私營標準於 WTO 下之相關法律問題，或能以此舒緩開發中國家境內難以符合

私營標準之生產者所遭遇之市場排擠效應，使 WTO 會員國間之貿易不因私營

標準之運作而失其平衡。但考量到私營標準之種類與數量之眾、涵蓋範圍之

廣，加之現下開發中國家於 WTO 談判場域中所明確指控之私營標準為

GlobalGAP 標準，本論文乃以 GlobalGAP 標準為中心，進行相關研究。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為了探究 GlobalGAP 標準與 WTO 法規範體系間的關連性，勢必要對其具

體內容有相當程度的了解。由於 GlobalGAP 標準的技術性很高，本論文會透過

蒐集 GlobalGAP 標準之官方網站資料、閱讀國際標準認證書籍及與認證公司專

業工作人員進行訪談的方式，盡量透過初級資料掌握 GlobalGAP 標準的核心概

念與運作模式。另外，本論文亦會透過文獻分析法，經由相關國際組織所提供

的個案研究報告，整理、分析 GlobalGAP 標準對 WTO 開發中國家生產者之貿

易上影響。接著，透過歸納 WTO 爭端解決案例中對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檢

疫措施協定（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以下簡稱 SPS 協定）、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以下簡稱 TBT 協定）或關稅及貿易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rifs and Trade，以下簡稱 GATT）相關條文的解釋，以條約解

釋的方式，搭配學者專家對於私營標準議題所發表的觀點，將 GlobalGAP 標準

                                                           
2  SPS News Archive, available at: 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archive_e/sps_arc_e.htm (last 

visited: 22 Jun.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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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對貿易所造成的衝擊與 WTO 法秩序做連結、提出可能的解決方式，並在

最後總結前述所有論點作為結論。 

在研究限制的部分，本論文以 GlobalGAP 標準為私營標準議題研究之中

心，對 GlobalGAP 標準之內容及運作模式自當有所介紹，這些技術性的相關資

料多只能自 GlobalGAP 標準的網站上取得，然並不充分，諸如組織章程與直接

認證程序的資料皆有缺漏，又由於認證是一塊專業度及技術性皆相當高的領

域，即使握有大量與其相關的資料，亦很難對 GlobalGAP 標準有相當透徹的理

解。因此，本論文對於 GlobalGAP 標準本身的內容及操作著墨不多，而以其對

開發中國家生產者所造成之貿易衝擊為描述及分析的重點。 

第三節 研究內容與架構 

本論文之研究內容主要就 GlobalGAP 標準所可能涉及之三種 WTO 含括協

定分門別類進行討論，包括 TBT 協定、SPS 協定及 GATT，先個別細部分析

GlobalGAP 標準是否落在這些規定的規範範圍內，再分別整理出此三種協定下

可能與 GlobalGAP 標準有所關連之規定，以探討其運作是否妨害、減損了這些

規定在 WTO 下的法律效力，並盡可能提出有助於處理 GlobalGAP 標準所致之

貿易衝擊的解決方法。全文共分為五章，茲將各章要旨做簡要說明。第壹章為

緒論，講述本論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並輔以圖表說明研究架構。

第貳章為 GlobalGAP 標準之概述，介紹 GlobalGAP 標準的基本概念與運作模

式，第参章為 GlobalGAP 標準適用個案分析，經由案例分析歸納整理此一私營

標準對開發中國家之生產者貿易上的衝擊。第肆章為 GlobalGAP 標準於 WTO

法規範下之適法性，此章將先著手分析由私部門所制定之 GlobalGAP 標準是否

落在以國家為管轄對象的 WTO 法秩序範圍內，接著再分別點出 WTO 含括協定

中之 TBT 協定、SPS 協定及 GATT 可能與 GlobalGAP 標準之運作及適用有關

的規定，論述 GlobalGAP 標準是否破壞了這些規定的規範意義。第伍章並嘗試

就 GlobalGAP 標準之不良影響，提出會員國於 WTO 下或 WTO 以外之國際場

域尋求因應之道的可行性。第陸章則綜合整理前述論點，以為本文之結論與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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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本論文之研究架構作一簡要流程圖表： 

 

GlobalGAP 標準概述 

GlobalGAP 標準適用個案分析 

GlobalGAP 標準於 WTO 法規範下之適法性 

TBT 協定 GATT SPS 協定 

GlobalGAP 標準貿易衝擊因應之道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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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GlobalGAP 標準概述 

隨著人類文明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消費者對於產品安全的要求越來越高，

其對產品本身品質的重視程度自是不在話下，購買意願甚至會受到產品產出過

程對環境所造成的危害程度或參與產品製成的勞工待遇優劣所影響。為了因應

現下消費者的高標準、增加產品對消費者的吸引力，世界各國的零售商開始集

結組織，各自發展食品安全、品質管理、產品製程、管理責任等方面的私營標

準（ private standards ），例如，英國零售商協會（ BRC ─ British Retail 

Consortium）所公布的 BRC 全球標準、德國零售商於 2002 年所發佈的國際食

品標準（IFS─International Food Standard）3、美國食品行銷協會於 2002 年引進

的安全品質食品方案（SQF─Safe Quality Food Program）4等等。供應商為了得

到零售商的青睞，勢必得使其產品品質或製程等符合這些林林總總的標準，但

如此必然會因重複進行檢驗合格程序而投入太多相關成本，導致供應商元氣大

傷，甚至沒有能力符合每一個零售商協會所制定的標準，進而失去與某些零售

商合作的機會。因此，食品供應鏈開始出現另一種形式的私營標準，即另訂一

項能將其他私營標準皆納入旗下的認證系統或標準，只要獲得該項系統的認證

或符合該項標準，就等於符合被納入其下的其他私營標準，例如，目前由世界

大型零售商組成的食品商業論壇（CIES─The Food Business Forum）所積極推

動的全球食品安全倡議（GFSI─Global Food Safety Initiative）5。GlobalGAP 標

準即屬於此類型的私營標準，與 GFSI 不同之處在於，其是針對食品中之農產

品所設計的一系列私營標準，且其亦不若 GFSI 僅為其他私營標準提供一套標

竿學習認證（Benchmarking）系統之性質，其本身即擁有一整套讓供應商能直

接遵守的標準。以下將分別就 GlobalGAP 標準的發展背景、組織架構與運作模

式、規範架構與功能、認證程序作一簡單介紹。 

                                                           
3  其技術性要件主要處理管理責任、品管系統、資源管理、製程及測量分析與改良五項主題。

請參考：GFSI Position Paper, Jan.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ciesnet.com/pfiles/programmes/foodsafety/2008-GFSI-Position-Paper.pdf (last visited: 
20 Nov. 08) 

4  Ibid. 
5  請參考：http://www.ciesnet.com/2-wwedo/2.2-programmes/2.2.foodsafety.asp (last visited: 20 

Nov.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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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發展背景 

為了回應消費者在產品安全、環境及勞工標準方面日漸高漲的關注，

EUREP 於 1997 年提出名為 EUREPGAP 的倡議。生產者亦對此倡議抱持高度興

趣，因為在產品供應鏈中，單一生產者通常會與數個零售商合作而有契約關

係，這些零售商可能因分處不同的國家而有其各自的「良好農業慣例」（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以下簡稱 GAP）須要生產者加以遵循6。 

GAP 是國家層級裡由政府機關、或私部門、或政府機關與私部門通力合作

所建置發展的良好農業慣例7，目的在於使農產品生產業者能以最合乎自然的耕

作條件來種植農作物，減少農業耕作對自然環境的傷害，合理的使用例如肥料

及農藥等農業資材，來達到保護農作物、提高農產品品質的目的，並以此確保

依此原則生產的農產品一定會是優良農產品（Good Agricultural Products）8。因

此，簡單來說，GAP 主要是為了確保新鮮蔬果的食品安全，並進一步延伸到確

保生產這些新鮮蔬果所應符合的環境及勞工要件。但由於每個國家生產環境條

件的不同，對這些要件所設定的標準也會有所差異，導致生產者為了使其農業

生產符合各個國家不同的 GAP 標準而須重複進行檢驗程序，並負擔繁重的認證

成本。 

考量到各國 GAP 發展上的不同對生產者所造成的困擾，EUREP 所推行的

EUREPGAP 本質上就是在調和各國 GAP 所發展出的不同標準及檢驗程序，包

括強調作物整合管理（Integrated Crop Management，以下簡稱 ICM）9及對勞工

福利負責。由於這點能夠順應全球貿易的新興模式，自 1997 年後的 10 年內，

越來越多的生產者及零售商開始參與 EUREPGAP，使 EUREPGAP 開始獲得全

                                                           
6  請參考：http://www.globalgap.org/cms/front_content.php?idcat=19 (last visited: 20 Nov. 08) 
7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Communication from UNCTAD: Private 

Sector Standards and Developing Country Exports of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WTO DOC. 
G/SPS/GEN/761, para. 41 (26 Feb. 07). 

8 請參考：台灣農產品安全追溯資訊網， 

http://taft.coa.gov.tw/ct.asp?xItem=1228&ctNode=211&role=C (last visited: 20 Nov. 08) 
9  請參考：行政院農委會網站，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166&showtype=pda (last 

visited: 20 Nov. 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 

球而非僅止於歐陸國家的關注10。基此，EUREPGAP 董事會於 2007 年 9 月在曼

谷召開的第八次會議當中，宣布將 EUREPGAP 更名為 GlobalGAP 標準，以顯

示該標準已由歐盟逐漸推廣至全球，在國際上具有相當的接受度11，EUREP 也

發展為 GlobalGAP 此一為全球農產品設置自願性標準的私部門機構。目前透過

GlobalGAP 標竿學習認證方式取得對等認證效果的 GAP 包括 ChileGAP、

ChinaGAP、KenyaGAP、MexicoGAP、JGAP 及 ThaiGAP 等12，並有 100 多家

獨立的認認證機構在 80 多個國家執行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檢驗程序13。 

第二節 組織架構與運作模式（見圖一） 

GlobalGAP 標準原先的幕後推手為 EUREP 固無疑問，但經過近 10 年的發

展，已有越來越多不同型態的產品供應鏈業者參與其中，組成 GlobalGAP 此一

私部門自願性農產品標準制定機構，並共同制定、發展出目前最新版本、益加

複雜的 GlobalGAP 標準。如此龐雜的標準體系究竟是在何種分工模式下制定而

得？以下即就 GlobalGAP 之組織架構與制定分工進行介紹。 

GlobalGAP 董事會（GlobalGAP Board）負責 GlobalGAP 所有管理事項，其

組成成員由 GlobalGAP 的零售商與供應商會員投票選出，並設有一獨立主席。

GlobalGAP 組織的遠景、短期及長期活動計畫皆由該董事會定奪。部門委員會

（The Sector Committees，SC）則為了建立整合性農場保證的各項次範圍標準

而設立，主要負責標準設立的技術層面，並與認證機構委員會（ The 

Certification Body Committee，CBC）合作，共同發展並維繫管制點與符合性標

準（Control Points and Compliance Criteria，以下簡稱 CPCC ），其組成成員亦

由 GlobalGAP 的零售商與供應商會員投票選出。認證機構委員會的組成成員則

由同樣經過 GlobalGAP 核可、進而成為 GlobalGAP 會員的其他認證機構投票選

出，該委員會的主要功能為調和部門委員會對符合性標準所為之解釋14。董事

                                                           
10 Supra note 6. 
11 江一蘆，「國內推動 EUREPGAP 制度之認認證制度分析報告」，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

會，頁 1-2，2007 年 10 月 31 日。 
12 同前註，頁 28。 
13 請參考：http://www.globalgap.org/cms/front_content.php?idcat=2 (last visited: 26 Jun. 09) 
14 GlobalGAP General Regulations, Part I – General Information, Version 3.0 (Sep. 2007), available 

at: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 

會及委員會的工作並由 FoodPLUS GmbH 所支援。FoodPLUS 為一位於德國科

隆的非營利有限公司，其負責履行 GlobalGAP 秘書處的功能，即 FoodPLUS 的

主管皆負有執行 GlobalGAP 標準與相關政策的責任15。 

 

圖一  GlobalGAP 組織架構與運作模式 

資料來源：GlobalGAP website 

 

第三節 規範架構及功能 

GlobalGAP 標準是一個適用於不同產品群組的整合標準，其所適用的產品

群組範圍包括農作物及家畜產品、農作物栽植資材工具、配合飼料製造商。其

不僅可以做為世界各國 GAP 的全球參照系統，亦可為初級食品部門業者直接適

用。GlobalGAP 標準可說是扮演著衛星導航系統的角色，其所提供的標準等於

使參與該倡議的每位成員皆能擁有一可靠的工具箱，這一套工具箱讓這些在供

應鏈中的成員能夠使自己的產品成功地打入消費者意識日漸抬頭的全球市場

中。而自 1997 年開始，經過近 10 年來的努力，GlobalGAP 標準目前所發展出

                                                                                                                                                                      

http://www.globalgap.org/cms/upload/The_Standard/IFA/English/GRs/General_Regulations_compl
ete_ENG_071008.pdf (last visited: 25 Jun. 09). 

15 請參考：http://www.globalgap.org/cms/front_content.php?idcat=15 (last visited: 25 Jun.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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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最新版本為 2007 年第三版，定期更新修訂的結果使 GlobalGAP 標準此一

版本更加貼近目前消費者所關注的各種議題與先進的生產技術16。以下將分別

由最新版 GlobalGAP 標準的涵蓋範圍與標準文件分類來說明其規範架構及功

能。 

第一項 規範架構（見圖二） 

GlobalGAP 標準的規範架構所涵蓋的範圍可分為「主範圍」與「次範

圍」。「主範圍」所囊括的範圍非常廣，其所涵蓋者為一般性的生產議題17，

包括整合性農場保證  （ Integrated Farm Assurance）、農作物種苗（Plant 

Propagation Material）、配方飼料製造商（Compound Feed Manufacturer）3 項議

題，分述如下： 

第一款 整合性農場保證 

整合性農場保證標準將所有農產品整合至單一的農場稽核下，即所謂的

「所有農場基礎」（All Farm Base），在此基礎下，又區隔為「作物基礎」

（Crops Base）、「家畜基礎」（Livestock Base）與「水產養殖基礎」

（Aquaculture Base）。基此，不同作物、家畜或水產養殖的生產者可以在無須

透過多重稽核的情況下達到市場及消費者的各項要求18。 

第二款 農作物種苗 

經農場保證的農作物種苗可為健全的、經農場保證的優質作物產出形塑良

好的基礎。此目的必須藉由將「農作物種苗標準」進一步整合並納入上游供應

鏈廠商應遵循之標準來達成。比較特別的是，GlobalGAP 標準的農作物種苗標

準發展較慢，目前最新版為第二版，並於 2008 年 3 月開始由通過 GlobalGAP

核可的認證機構在執行認證工作時採用。目前由 GlobalGAP 核可、得使用此項

                                                           
16 請參考：http://www.globalgap.org/cms/front_content.php?idcat=3 (last visited: 26 Nov. 08) 
17 江一蘆，前揭註 11，頁 6。 
18 請參考：http://www.globalgap.org/cms/front_content.php?idcat=48 (last visited: 26 Nov.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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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進行檢核的認證機構分別散佈在德國、荷蘭、比利時、美國及紐西蘭19。 

第三款 配方飼料製造商 

適當的動物飼料在食品供應鏈中是不可或缺的環節之一。合格的配方飼料

為經農場保證之優質家畜產品提供良好的基礎，因此必須特別針對配方飼料的

生產者制定規定。此項標準能幫助家畜飼養業者選擇適當的配方飼料並為供應

商確保優質的配方飼料來源20。 

「次範圍」則涵蓋整合性農場保證之所有農場基礎下作物基礎、家畜基礎

及水產養殖基礎中特定產品的詳細要求21。目前最新版本 GlobalGAP 標準的作

物基礎下之細項包括蔬果、花卉及景觀植物、聯合作物群（Combinable 

Crops）、綠咖啡（Green Coffee）、茶，棉花相關標準則尚在發展中；家畜基

礎包含牛羊、乳製品、猪、家禽；鮭魚、蝦則在水產養殖基礎項下，鯰魚、鯽

魚等細目的標準亦尚在發展階段22。此外，這三項基礎亦囊括任何在第三版

GlobalGAP 標準文件有效期限內、可能被新增進次範圍的產品品項23。可申請

加入次範圍的作物品項，詳細列於整合性農場保證一般規則的附件 1.2 

GlobalGAP 標準之產品列表中24。 

 

                                                           
19 請參考：http://www.globalgap.org/cms/front_content.php?idcat=49 (last visited: 26 Nov. 08) 
20 請參考：http://www.globalgap.org/cms/front_content.php?idcat=50 (last visited: 26 Nov. 08) 
21 江一蘆，前揭註 11，頁 6。 
22 Supra note 18. 
23 江一蘆，前揭註 11，頁 6。 
24 GlobalGAP General Regulations, Part I – General Information, Annex 1.2 GlobalGAP Product List, 

Version 3.0 (Oct.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gap.org/cms/upload/The_Standard/IFA/English/GRs/PartI/GG_EG_IFA_GR_An
nexI_2_ENG_V3_0_5_Oct08.pdf (last visited: 25 Nov.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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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GlobalGAP 標準規範架構 

資料來源：GlobalGAP website 

 

第二項 功能 

GlobalGAP 標準具有兩大功能，一為提供新鮮蔬果生產者應遵循的標準，

二為調和各國 GAP，使各國新鮮蔬果生產者在通過其國內 GAP 認證的情況

下，具有等同於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的效力。此兩項功能可由規範上述各

產品品項標準的標準文件（The Standard Documents）看出。不論是整合性農場

保證裡三項基礎下的各產品細項、還是農作物種苗或配方飼料製造商的標準，

其標準文件大抵分為以下五種形式：一般總則（General Regulations，GR）、

CPCC、檢查表（Checklists，CL）、經核准之國家解釋指導方針（Approved 

National Interpretation Guidelines）、學習標竿交互參照檢查表（Benchm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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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 Reference Checklists，BMCL）25。 

第一款 GlobalGAP 標準之認證基本依據 

一生產者或一國的 GAP 要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就必須接受

GlobalGAP 所設標準的稽核，標準文件分類中的一般總則、CPCC、檢查表即為

判斷得否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的基本依據。一般總則明列執行標準的總細

則，每個產品類別中皆提供此一共通性的指導原則，而非針對單一品項提供一

套符合該產品的標準化作業流程，因此在適用上具有相當大的彈性；CPCC 制

定從事農業生產的經營者所必須遵循的標準，並具體說明如何達到每一項條款

細則；檢查表則為經 GlobalGAP 核可之認證機構每年對生產者進行外部稽核、

生產者和生產團體內部評估的詳細依據26。 

第二款 GlobalGAP 之調和工具 

GlobalGAP 除為了因應消費者需求設定標準外，其還有另一個相當重要的

目的，即調和各國 GAP 標準，以避免不必要的重複認證程序。基此，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方案除了個別生產者及農民團體群組的直接認證外，尚

包括個別生產者及農民團體群組的標竿學習認證（benchmarking）。因此，

GlobalGAP 標準文件在為認證方案設定前述的基本依據標準外的同時，還以學

習標竿交互參照檢查表提供標竿學習認證方案進行時所應遵循的程序。此外，

標準文件中的經核准之國家解釋指導方針則為認證機構在進行標竿學習認證

時，提供如何在國家層級執行 GlobalGAP 標準 之 CPCC 的指導方針27。 

第四節 認證程序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方案包括以下 4 項：生產者個別認證、農民團體群

組認證、個別生產者標竿學習認證、農民團體群組標竿學習認證 28。雖然

GlobalGAP 於其官方網站之標準文件並未公布直接認證程序的流程，僅對標竿

                                                           
25 Supra note 16. 
26 江一蘆，前揭註 11，頁 8。 
27 Supra note 18. 
28 GlobalGAP General Regulations, Supra not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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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認證程序作說明，但考量到認證專業中各種產品領域的直接認證程序在基

本步驟方面皆有一定程度的類似性，因此參考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以下簡稱 ISO）的直接認證流程以為簡單介

紹，再依據 GlobalGAP 標準文件所公布的內容來介紹 GlobalGAP 標準的標竿學

習認證程序。 

第一項 直接認證程序 

ISO 產品認證的流程主要包括認證申請方與認證機構相互溝通、由認證機

構受理申請、雙方訂合約、產品抽樣並由檢驗機構檢驗、分為初審文件審查及

工廠實地審查兩階段的工廠檢查、提交報告、審查及批准、頒發證書29。

GlobalGAP 標準直接認證的流程應與此類似，比較不一樣的地方則在於，欲通

過 GlobalGAP 標準認證之農民或農民團體，必須先提出申請，然其並非直接向

認證機構提出申請，而是須向 GlobalGAP 秘書處 FoodPLUS 進行申請、簽約的

動作，之後再由經過 GlobalGAP 認可之第三方認證機構進行產品抽樣與檢驗、

農場檢查等工作。 

第二項 標竿學習認證程序 

GlobalGAP 標準文件的一般總則對標竿學習認證程序有詳細的流程規定，

將標竿學習認證分為申請、技術審查、委員會審查、認可這幾項主要步驟。 

第一款 標竿學習認證申請 

標竿學習認證申請係指由標準擁有者向 GlobalGAP 提出標竿學習認證的申

請，若標準是由政府機關擁有，通常會由相關委員會要求政府機關派代表提出

申請。提出申請的過程則由標準擁有者的申請及該同等性標準之認證機構的申

請所組成。 

第一目 標準擁有者之申請 

標準擁有者必須與 FoodPLUS 簽訂契約，該契約之內容詳細描述財務條

                                                           
29 陳啟民，ISO 認證必備手冊，麥可國際出版公司，2006 年 6 月，初版第 1 刷，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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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終止條件、審查程序及 FoodPLUS 得透過獨立技術審查機構檢視申請者所

有標準的權利。標準擁有者並須呈繳其所有之標準的摘要，摘要內容應包含標

準的目的、發展及操作程序，更重要的是必須提出標準的逐條參照（包括總則

及 CPCC）。這份技術性標竿學習文件應詳述申請者所有標準的符合性甚或更

加嚴格之要件，並提出能證明該標準與 GlobalGAP 標準具同等性的論據30。 

第二目 該同等性標準之認證機構之申請 

由獨立認證機構所提出的申請必須符合 GlobalGAP 標準關於認證機構核可

程序的規定，提出申請的認證機構必須提出書面文件，證明與 GlobalGAP 標準

具同等效力標準的擁有者，對於該認證機構所發布之關於同等標準所及範圍的

證書沒有異議31。 

第二款 技術性審查過程 

申請過程經核可後，即開始進入技術性審查過程。此過程由各獨立機關及

GlobalGAP 會員進行一連串嚴格的審查活動，分為細部文件審查與實地評估稽

核兩個部分32，分述如下： 

第一目 細部文件審查 

細部文件審查包括初步技術性審查（preliminary technical review）、同儕審

查（peer review）與獨立技術性審查（independent technical review）。負責初步

技術性審查工作的技術人員或組織由 GlobalGAP 指派，且必需具備足夠的獨立

性、專業能力與從事符合性評估的經驗。這些合格的技術人員或組織須檢查技

術性學習標竿文件的完整性，若有任何技術性的相關缺漏，則須退件令申請者

另行補齊。整個初步技術性技術審查過程歷時約兩個星期。通過初步技術性審

查後，接下來即進行同儕審查。該審查會邀集 GlobalGAP 會員及利害關係人，

包括初級生產者、製造商、經銷商、零售商、消費者、政府機關、學者與相關

                                                           
30 GlobalGAP General Regulations, Part IV– Benchmarking, Version 3.0 (Sep.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gap.org/cms/upload/The_Standard/IFA/English/GRs/General_Regulations_compl
ete_ENG_071008.pdf (last visited: 26 Nov. 08). 

31 Ibid. 
3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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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機構，發表書面的技術性評論。這些評論會公開在 GlobalGAP 的網站上，

以供標準擁有者、FoodPLUS 及其他 GlobalGAP 的會員作檢視，此審查過程歷

時約 2 至 3 個月。接著，由 FoodPLUS 所指派的獨立專業技術人員或組織進行

獨立技術性審查，這些人員或組織與 FoodPLUS 或申請者皆無直接關連，其負

責審查一切申請細節與諮詢回應。特別的是，進行該項審查工作的合格人員或

組織除了必須具備符合性評估的經驗外，最好能具有關於提出申請的標準擁有

者及認證機構所位處之地理區域及標準在當地適用的相關知識。最後，審查員

會將諮詢回應及申請細節摘要成一份報告，並附上建議，建議包含接受申請、

附條件的接受申請及拒絕申請三種情形。如果審查員偵測到任何技術性的缺

失，申請文件就會被退還給申請者，申請者必須在 1 個月的期限內做修正並呈

繳給審查員。獨立技術性審查歷時約 1 個月，其報告接著會送至負責見證評估

的稽核員手中33。 

第二目 實地評估稽核 

實地評估稽核即為獨立見證評估（independent witness assessment），實行

該評估的稽核員同樣由 FoodPLUS 指派，具有獨立性及專業技術能力，並與

FoodPLUS、從事稽核的認證機構、或標準擁有者皆無直接關連。見證評估員將

實地評估各領域所產生的衝突摘要成報告。此項獨立見證評估的目的在於確保

申請者所擁有的標準「實際上」等同於 GlobalGAP 標準，並確保認證機構對於

標準要件的解釋是 GlobalGAP 所可以接受的。申請者有 1 個月的時間就該份報

告所提出的缺失做修正，其後見證評估員會在最終報告裡向技術與標準委員會

（Technical and Standards Committee）做出是否接受申請的建議34。 

第三款 技術與標準委員會審查 

該委員會負責發展 GlobalGAP 標準，並檢視獨立技術性審查報告與見證評

估報告。其必須決定該採納還是駁回前程序審查員所為之建議。若其最終決定

駁回前程序審查員之建議，必須附具駁回的理由。該委員會有 3 個星期的時間

                                                           
33 Ibid. 
3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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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採行建議與否的決定35。 

第四款 申請者標準的正式認可 

技術與標準委員會若支持前程序審查員所為之建議，應將其採行建議之意

願通知參與同儕審查過程的成員，這些利害關係人有兩星期的時間對此做最終

的評論。經委員會檢視後，若無任何反對意見，該申請之標準即正式通過認

證，而被視為具有 GlobalGAP 標準同等效力之標準。申請者最後會收到標竿學

習認證過程的結果，該結果亦會公布在 GlobalGAP 的網站上。整個標竿學習認

證流程理論上最短可以在 6 個月內結束，但實際上可能會因為數次文件修正的

遞送往返或人力資源的限制，而最長須耗費 12 個月的時間36。 

 

                                                           
35 Ibid. 
36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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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GlobalGAP 標準之適用個案討論 

私營標準雖然沒有法律上拘束力，但從商業市場的觀點來說卻漸具事實上

的強制性。做為私營標準，GlobalGAP 標準將農產品安全標準與環境健全性、

勞工健康與安全要件相結合，希望透過推展環境永續生產方法實現農產品安全

目標，然而，如此卻使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對開發中國家的生產者及出

口商造成沉重的負擔。該項私營標準的迅速發展亦使其成為進入全球農產品高

利潤主流市場的重要決定性因素，因此越來越多的開發中國家試圖更加深入了

解 GlobalGAP 標準的角色與內涵。然而，幾乎沒有以經驗主義為基礎的研究針

對 GlobalGAP 標準的意涵及適當的調整政策進行探討37，本章將依據聯合國貿

易暨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UNCTAD）分別就拉丁美洲、次撒哈拉非洲及東南亞地區所做的研究報告，探

討 GlobalGAP 標準對開發中國家所可能造成的衝擊、適用情形及可能碰到的問

題、與其和 GAP 之間的關係及可能產生的互動。 

第一節 拉丁美洲國家經驗 

拉丁美洲是重要的新鮮蔬果製造商與出口商，根據聯合國糧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以下簡稱 FAO）的資料顯

示，拉丁美洲於 2004 年產出 123.5 百萬噸的蔬果，佔開發中國家新鮮蔬果總產

出的 12%。拉丁美洲亦為新鮮蔬果的重要出口者，其在 2005 年的出口總值約為

12.8 億美元，佔開發中國家新鮮蔬果出口總值的 43%。其中，墨西哥佔拉丁美

洲新鮮蔬果出口值的 36%，並佔此區域蔬菜出口值的 76%。水果的出口國則較

為分散多元，拉丁美洲主要的水果出口國依照出口多寡依序為智利、墨西哥、

厄瓜多、哥斯大黎加、阿根廷、哥倫比亞、巴西及瓜地馬拉38。 

                                                           
37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The Implications of Private-Sector 

Standards for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Exploring Options to Facilitate Market Access for 
Developing-Country Exporters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Experiences of Argentina, Brazil and 
Costa Rica, Forward,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UNCTAD/DITC/TED/2007/2 (2007). 

38 Id.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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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繼續保持其重要出口商之地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就成為相當重要的

要件，其就國家政策的觀點來看亦是一相當重要的議題39。許多南美洲及中美

洲國家的新鮮蔬果多數出口至歐盟市場，因而較可能受到 GlobalGAP 標準的影

響。拉丁美洲出口到歐盟 15 國的新鮮蔬果值在 2005 年達到將近 3.3 億美元。

其中，雖然墨西哥有 92%的新鮮蔬果是出口到美國，但南美洲國家及中美洲國

家仍分別有 41%及 34%的新鮮蔬果出口到歐盟 15 國。而在南美洲，出口到歐

盟 15 國的新鮮蔬果的比例大於美國。拉丁美洲國家中，出口新鮮蔬果至歐盟

15 國的主要國家根據出口多寡依序為智利、厄瓜多、阿根廷、哥斯大黎加、巴

西及哥倫比亞40。本節主要以阿根廷、巴西及哥斯大黎加三個拉丁美洲國家的

國家經驗為基礎，從貿易及國家政策的觀點，綜論 GlobalGAP 新鮮蔬果標準所

引發的重要挑戰及機會，並探討現存及未來可能出現的各國 GAP 與 GlobalGAP

標準之間的關係。 

第一項 阿根廷 

阿根廷並沒有國家層級的 GAP 體制（schemes），然而，阿根廷國家食品

品質暨衛生檢驗局（National Health and Agroalimentary Quality Service，

SENASA）已然發展出兩套指導方針，即「1999 年新鮮蔬菜初級生產、包裝、

貯存及運輸的良好衛生與農業慣例之指導方針」（Guidelines for Good Hygiene 

an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in the Primary Production, Packaging, Storage and Trasport 

of Fresh Vegetables, 1999）與「2002 年新鮮水果初級生產、包裝、貯存及運輸

的良好衛生與農業慣例之指導方針」（Guidelines for Good Hygiene an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in the Primary Production, Packaging, Storage and Trasport of 

Fresh Vegetables, 2002）。這兩套指導方針的目標為，具體指明新鮮蔬果初級生

產、包裝、貯存及運輸的基本衛生原則以確保消費者可以購買到安全的食品、

提供蔬果初級生產、包裝、貯存及運輸之衛生及良好農業慣例的明確建議、提

供維持產品品質及特性的良好農業慣例之必要建議、建立保護生產鏈中之人類

的安全與健康、並保存自然資源。其中，2002 年所發布的指導方針較 1999 年

所發佈者更為詳細。其包含與 GlobalGAP 議定書（GlobalGAP protocol）相類似

                                                           
39 UNCTAD, supra note 37. 
40 Id.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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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個規範面向。但由於其僅為指導方針，因此不具備法律拘束力，亦無能界

定其有效性的官方監督機制存在。除了國家機關制定的指導方針外，阿根廷國

內還有一些零星的私部門標準，例如阿根廷當地的小型有機生產者協會為水果

生產所發展出來的品質議定書，一些大型零售商對於在其商店內所販售的產品

亦有一套自己的品質議定書41。 

第一款 國家層級 GAP 發展與執行之困難 

阿根廷所發展的 GAP 指導方針有兩個優點，即其規範易於瞭解並考量到阿

根廷當地條件。但其有數項執行上的困難，包括沒有足夠的貸款管道使農民能

夠將金錢投資在較精良的機器設備上、缺乏受有充分訓練的員工、傳統農戶對

於遵循 GAP 標準興趣缺缺、GAP 的實行並不會使產品出現溢價的情形，且生

產者必須自行吸收執行及認證的成本。再者，GAP 指導方針僅提供自願性措施

的建議，並未廣為阿根廷國內生產者所適用，且向阿根廷生產者購買新鮮蔬果

的國際零售商亦無要求這些生產者必須符合國家層級的 GAP 指導方針，其在意

者反而是生產者的產品有無通過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又，若執行 GAP，固

然可以進行 GlobalGAP 標準的標竿學習認證，並在轉證的同時，使 GAP 與

GlobalGAP 標準具有同等之效力，而又能幫助阿根廷生產者將當地條件考量入

內。然而，目前的標竿學習認證程序要求須與 GlobalGAP 標準所有的要件相符

合，這些要件包含 GlobalGAP 標準的總則及 CPCC，這將使得轉證的困難度大

大提升；另外，GAP 亦可能較 GlobalGAP 標準更為嚴格，進而為阿根廷的生產

者帶來更大的障礙。也因此，相較於 GAP 指導方針，GlobalGAP 標準反而使阿

根廷地區的生產者有較強的動機去遵循其標準並取得認證42。 

第二款 適用 GlobalGAP 標準之情形及可能之問題 

阿根廷當地的生產者─尤其是小型生產者─在執行 GlobalGAP 標準時，可

能會碰到不少問題。這些問題特別反映出注重小型生產者需求與條件的重要

性。GlobalGAP 標準可能會降低小型生產者在供應鏈中的參與率，最後這些生

產者會依附於有足夠能力符合 GlobalGAP 標準的大型出口商，以克服為符合該

                                                           
41 Id. at 26. 
42 Id. a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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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所需支出的檢驗及認證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阿根廷引介國家層級的

GAP 亦無法造成大幅的改變，因為 GlobalGAP 標準的標竿學習認證程序要求申

請轉證的 GAP 必須完全符合 GlobalGAP 標準總則及 CPCC 的一切可適用要件

43。 

小型生產者在內部自我檢驗、紀錄留存、廠房管理及肥料和農藥使用特別

容易遇到符合標準的困難，其亦較難符合關於肥料及農藥貯存、收割衛生程序

與產品管理的標準。而新作物及收割衛生的風險評估對於小型生產者來說亦難

以執行，可能需要在農民集團的層級上實行以促進認證取得程序的進行。另

外，阿根廷境內製造農藥的化學工廠普遍皆未通過 ISO 17025 的認證，及其並

未達到農藥殘餘量分析及水質的控制點所要求的標準，而這些控制點所要求的

分析對於小型生產者而言，在實行上是有困難的，此外，出口公司通常亦不會

將其自行做出的分析結果通知這些生產者。而在農藥的使用上，由於農藥使用

的官方登記程序費用所費不貲，新鮮蔬果業者通常僅會就用於需求量較高之新

鮮蔬果的農藥進行登記，但如此就很難符合 CPCC 的要求，即生產者只能使用

經國家登記之農藥44。 

除了標準符合方面的困難外，認證機構的數量亦是阻絕阿根廷成功適用

GlobalGAP 標準的問題之一。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須要由經過 GlobalGAP 核

可之第三方認證機構來執行認證的程序，並在通過認證後核發證書予申請認證

的生產者。但目前阿根廷合格的 GlobalGAP 稽查員及檢驗員的人數仍舊相當

少，亦僅有為數不多的認證機構在阿根廷當地進行 GlobalGAP 標準認證程序的

操作，如此一來可能會增加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費用。因此訓練更多稽查員

與檢驗員亦為當務之急45。 

為了解決阿根廷小型生產者在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時所可能遇到的困

難，GlobalGAP 標準的農民團體群組認證（Option 2）可能是個可行的辦法。加

入合法生產者團體的小型生產者或為大型出口商之供應商的小型生產者可以選

                                                           
43 Id. at 27-28. 
44 Id. at 28. 
45 Id. a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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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此種方式進行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程序46。然而，一些小型生產者為了能

夠利用農民團體群組認證的方式以達到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而組成新的生產

者團體，仍可能面臨一些限制，因為其通常缺乏法律上的實體、組織架構、品

管系統及受過充分訓練的員工或充足的財務資源。但只要能夠支援這些生產

者，幫助其發展出其經費上所能負擔的品管系統，就能讓這些生產者臍身全球

價值鏈而參與其中。目前，GlobalGAP 標準的農民團體群組認證主要由與出口

公司有密切關聯的生產者取得，因為這些出口公司可以幫助這些生產者─即其

供應商─執行品管系統。例如阿根廷的有機農產品小型生產者即組成集團，取

得 GlobalGAP 標準的農民團體群組認證，並因此帶來高額的銷售量47。另外，

GlobalGAP 在全球 14 個國家設有國家技術工作小組（National Technical 

Working Group，以下簡稱 NTWG），以促進 GlobalGAP 的全球執行活動。其

中有 5 個是開發中國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哥倫比亞、馬來西亞及土耳其。

而阿根廷的 NTWG 是於 2004 年 6 月組成並開始其相關活動，其主要目標在

於，與政府機構合作，詳細闡明立法以促進認證要件的履行、建立各次範圍的

執行指導方針、使新鮮蔬果生產者能獲悉 GlobalGAP 標準的相關規範、使

GlobalGAP 標準能夠與阿根廷當地的特定條件做調和48。由此可知，NTWG 的

運作對於阿根廷小型生產者成功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亦有一定程度的幫

助。 

第二項 巴西 

為了因應全球市場對於食品安全愈趨嚴苛的要求，巴西政府於 1999 年開始

發展國際品質保證計畫（以下簡稱 PIF）。由巴西農畜食品供應部（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Livestock and Food Supply，MAPA）要求巴西政府農業

研究機構詳盡闡述第一部 PIF 議定書。該份議定書之草案內容絕大部分是依據

整合性生產的觀念及 GlobalGAP 新鮮蔬果議定書而來。第一項 PIF 規則於 2001

年發布，截至 2006 年為止，巴西已有 1200 家生產者參與該項 PIF 計畫。相較

於 GlobalGAP 標準，PIF 標準特別集中於特定作物上，包括蘋果、木瓜、香蕉

                                                           
46 Id. at 28. 
47 Id. at 29. 
48 Id. a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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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種水果，此外，其標準所囊括的範圍亦較 GlobalGAP 標準為廣，亦即 PIF

除了食品安全、勞工健康、安全及福利、環境議題之外，尚建立了栽種的技術

及品質等其他標準49。也因此 PIF 在許多層面皆較 GlobalGAP 標準嚴格。其亦

帶來了許多正面的效應。例如，PIF 議定書中關於蘋果的規範，即整合性蘋果

生產系統（The Integrated Apple Production，PIM），使蘋果產業在雇用率及薪

資上提升了約 3%、降低整體生產成本，並減少有毒農藥的使用量及其於作物上

的殘餘量。因此整體來說，巴西政府相當期待 PIF 能夠在改善環境、產品品

質、當地勞工的職業健康及安全方面有所貢獻50。 

第一款 執行 PIF 之困難 

執行 PIF 所可能碰到之一般性障礙大致有以下幾點：複雜的技術性要求、

執行及專業人員成本、高認證成本、PIF 缺乏國際市場的普遍認可而使通過其

認證之產品缺乏銷售市場。PIF 標準有良好架構的技術及規範性內容，但考量

到大部份生產者的教育程度較低，這些技術性要件相較於其他 GAP 體制可能太

過細部、嚴苛，如此可能會很難讓生產者廣為接受，特別是針對小型生產者而

言。此外，個別的小型生產者通常亦缺乏管道為執行及遵循 PIF 進行必要的投

資。政府為節省生產者執行成本的配套措施也許有助於克服此類障礙；生產者

亦可自行或透過政府推動組成生產者協會並加強其互助的功能51，例如，巴西

的中小企業協會給予小型生產者的補貼52，也可能是有效的方法之一。認證費

用亦可能形成另一項阻礙，例如，對於種植多種不同水果的生產者而言，要取

得 PIF 的認證就必須負擔高額的認證成本，因其須為每種水果取得個別的認證

與標示。PIF 標準的另一項缺點為，相較於 GlobalGAP 標準，其並未在國際市

場中獲得廣泛的認可。大部分的生產者通常會希望能夠取得廣受國際認可之食

品安全標準之認證53，對其在國際市場中競爭力的提升方有助益。 

                                                           
49 Id. at 34-35. 
50 Id. at 36. 
51 Id. at 38. 
52 Id. at 37. 
5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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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GlobalGAP 標準之適用情形與可能之問題 

即使巴西在 PIF 的執行及發展層面皆已有所進展，許多生產者及出口商仍

舊傾向優先通過 GlobalGAP 標準的直接認證，因為 GlobalGAP 標準認證目前享

有重要出口市場的廣泛認可。而對於栽植一種以上作物的生產者而言，其亦會

選擇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直接認證，以避免須通過 PIF 議定書下不同種類產

品個別認證的麻煩。大型生產者普遍來說均有能力獲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

證，但小型生產者在缺乏協助的情形下仍有取得認證的困難54。 

對於出口商而言，無法符合諸如 GlobalGAP 標準等廣受國際市場認可的標

準所帶來的風險，較之無法符合國家層級 GAP 要件要來的高。從這樣的觀點來

看，對於小型生產者的支援即應著眼於協助其符合相關 GlobalGAP 標準之要

件。如此也許可使這些生產者無須依賴特定客戶，即可參與價值鏈。而透過國

家層級 GAP 的標竿學習而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可能可以提供一個使

GlobalGAP 標準要件解釋融入當地狀況的機會，進而對當地的生產者及出口商

產生一定程度的幫助。然而，由於國家層級 GAP 標準課與生產者額外且更為嚴

苛的要件，在某些情形下反而會阻礙小型生產者對價值鏈的參與55。且標竿學

習認證程序就單方面而言，的確證明了 PIF 標準等同於 GlobalGAP 標準，但通

過 GlobalGAP 標準認證之生產者卻未必完全符合 PIF 的相關標準，畢竟，同前

所述，PIF 在某些方面有著較 GlobalGAP 標準更為嚴格的要件56。 

其實，巴西政府曾於 2005 年對於 PIF 中關於整合性蘋果生產標準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標竿學習認證表達高度興趣。融入相關 GlobalGAP 標準要件

的技術性標準亦於 2005 年 9 月發布。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巴西仍未向

FoodPLUS 提出標竿學習認證的正式申請，亦未積極追求達成此標竿學習認證

的目標。巴西農畜食品供應部、巴西國家標準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trology, 

Standardization and Industrial Quality，Inmetro）及其他機構的專家透過與一些主

要生產者及出口商的協商，已開始進行一連串的相關工作以比較 GlobalGAP 標

準及 PIF 的要件，並發現此兩種標準有 80%以上的類似要件，因此在標竿學習

                                                           
54 UNCTAD, supra note 37, at 41. 
55 Ibid. 
56 UNCTAD, supra note 37, at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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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方面應不會碰到太多問題。但這些專家也發現，此二標準間有某些不同點

皆與符合性評估議題及 GAP 要件本身相關。自我檢驗為 GlobalGAP 標準的一

項重要要件，然而 PIF 則多仰賴第三方的符合性評估。專家們亦指出，

GlobalGAP 標準中某些要件與巴西本身國內的狀況並不相關，甚至不適用於巴

西。雖然 GlobalGAP 標準及 PIF 之間所存有的某些相異點，就短期而言難以獲

得調解，但這些問題在本質上可能有政治意涵大於技術意涵的情形。在這樣的

背景下，標竿學習認證亦可能暗示國家層級的 PIF 標準未來所做的任何變動及

調整皆必須遷就諸如 GlobalGAP 標準這樣的私營標準57。 

集團認證也許亦能協助小型生產者獲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然而，執

行及維持內部控管系統所衍生之訓練及投資成本往往偏高。一個集團中只有極

少數的生產者能倚賴整個集團的營收及其自身的能力來維持內部控管系統。此

外，大型生產者及出口商應能透過 GlobaGAP 標準中的生產者個別認證(Option 

1)來促使其主要供應商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58。 

巴西新鮮蔬果的 NTWG 於 2006 年 7 月成立，並承擔以下任務：發展國家

解釋指導方針、向 GlobalGAP 的技術標準委員會（ Technical Standards 

Committee, TSC）提出更新提案及新的議定書、自減少 GlobalGAP 訓練工作室

所需支出成本的觀點與國內專家共同組織 GlobalGAP 培育訓練者及認證機構的

工作室、在經過探究並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協助國內 GAP 進行標竿學習認證、與

特定產品部門的 PIF 技術委員會交換相關資訊及分析結果。該 NTWG 之建立對

於 GlobalGAP 標準在巴西國內的推動可說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步驟59。 

第三項 哥斯大黎加 

對於哥斯大黎加的經濟來說，新鮮農產品的出口、新鮮蔬果出口領域的國

際間合作及當地大型公司皆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也因為如此，其大多數的出

口商皆對國際市場中主要的食品安全及品質要件有相當程度的了解。根據哥斯

大黎加檢疫局的資料，大部分出口新鮮蔬果至歐美等主要市場的出口商，皆能

                                                           
57 Ibid. 
58 Ibid. 
59 UNCTAD, supra note 37, at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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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礎建設及訓練等項目上給予必要的投資，以獲取諸如 GlobalGAP 標準、危

害分析重要管制點系統（The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System，以下

簡稱 HACCP）等相關認證，並符合政府相關法規，例如美國的生物恐怖主義法

案（Bioterrorism Act 2002）。出口商及生產者更視 GlobalGAP 標準為出口至歐

盟市場的金鑰。GlobalGAP 標準著眼於良好農業慣例，生物恐怖主義法案大部

分聚焦於可追蹤性，HACCP 則強調優良產品製造規範（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GMP）。認證專家建議為出口至歐盟及美國的出口商建立單一的執

行手冊，將這些不同標準的符合性準則納入其中，因為這些標準中其實存有數

項共通的要件，例如，保存農場紀錄。更有認為 GlobalGAP 標準可以做為該手

冊之基礎，認證稽核則囊括 GlobalGAP 標準、生物恐怖主義法案及 HACCP 的

要件。此執行手冊亦可作為國家法規的一部分，以增進當地新鮮蔬果之保障及

品質60。 

第一款 建立國家層級 GAP 標準之可能成本與優點 

即使有充分的相關專業知識，哥斯大黎加目前仍未擁有國家層級 GAP 之相

關方案及標準。農業暨農工業協會（The Chamber for Agriculture and Agro-

industry）與國家生產協會（National Production Council, CNP）曾共同設計一項

計畫，來協助生產者取得相關認證。總計 100 家公司獲得該項支援，其中並有

一半成功取得認證。這項支援計畫囊括了生產者所需支出的部分執行及認證費

用，農業暨農工業協會負責執行費用和監督者旅行花費的部分，國家生產協會

則資助薪資及勞力成本。但該項計畫現已不復存在。取而代之者為，農業暨農

工業協會現下詳盡計畫的 GAP 執行倡議。然而，該倡議是否亦會尋求

GlobalGAP 標準的標竿學習認證尚為未知數，畢竟大多數對 GlobalGAP 標準感

興趣的生產者皆已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除了 GlobalGAP 標準之外，該

倡議亦會將美國市場的相關標準要件納入考量61。 

第二款 GlobalGAP 標準之適用情形及可能之問題 

即便大部分的跨國公司、其他大型生產者及出口商皆已取得 GlobalGAP 標

                                                           
60 Id. at 46. 
61 Id. at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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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甚或其他標準及法規之認證，如前所述，對於小型生產者而言，其在這方面

仍會碰到較多困難。例如，偶爾進行出口活動的小型生產者會發現，若其付出

獲得認證所必需的投資，就其通常之交易型態而言，是相當不划算的；此外，

若小型生產者耕作的土地為租賃而得，其幾乎無法直接感受到通過認證所能獲

得的好處，因為這些相關利得將由地主獲取；再者，即使中小型生產者成功取

得認證，當其察覺買主不再注意供應商是否擁有這樣的認證時，其亦不會有更

新該認證的動力。此時，不同作物的生產者的相關背景就會成為相當重要的考

量點62。在哥斯大黎加的情況，其同樣透過標竿學習認證及集團認證來幫助小

型生產者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而支援的效果亦會受到不同生產者背景

的影響63。 

另外，根據哥斯大黎加的國家認證機構 Eco-LOGICA 的資料，每一生產者

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所需付出的平均基本成本為 800 至 1200 美元，且這

樣的基本成本還須加上繫於農場地理條件的額外成本。諮商期間的成本則為

3000 至 12,000 美元。這些成本的多寡端視認證機構、技術支援的提供者、生產

者事前對於 GlobalGAP 標準的了解程度、紀錄保持的經驗及現存的基礎設施而

定。其中，為符合 GlobalGAP 標準要件所需之基礎設施之投資往往是主要的成

本64。這些林林總總的花費對於小型生產者來說，亦構成不小的負擔。 

第二節 次撒哈拉非洲國家經驗 

新鮮蔬果的出口對於非洲國家而言是經濟上一項相當大的成功與突破。在

次撒哈拉非洲地區（sub-Saharan Africa，以下簡稱 SSA）的許多國家，例如肯

亞、南非、迦納、奈米比亞及烏干達等國，新鮮蔬果出口的成長速度更是驚人

65。根據 SSA 各國向聯合國商品貿易資料庫（以下簡稱 COMTRADE）所呈報

                                                           
62 Id. at 46. 
63 Id. at 47. 
64 Ibid. 
65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Private-Sector Standards and National 

Schemes for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Implications for Exports of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from sub-Saharan Africa: Experiences of Ghana, Kenya and Ugand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UNCTAD/DITC/TED/2007/13, at p 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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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料，SSA 於 2006 年的新鮮蔬果出口總值總計達 2 億美元66。新鮮蔬果出口

在 SSA 國家農產品總出口中所佔的比例，亦由 1996 年的 12.5%提升至 2006 年

的 17.2%，呈現穩定的成長。 

SSA 大部分的新鮮蔬果皆出口至歐盟市場，其出口值達 1.3 億美元，約占

SSA 新鮮蔬果出口總值的 64.3%67。而根據 COMTRADE 的資料，在 1996 至

2006 年之間，從 SSA 進口至歐盟 15 國的新鮮蔬果總值估計由 1.4 億美元增加

至 2.7 億美元。由這些數據可知，歐盟目前是 SSA 國家新鮮蔬果出口的最主要

市場68。新鮮蔬果出口的高速成長，使 SSA 國家得以提升其於歐盟新鮮蔬果進

口市場的市占率。然而，近年來隨著特定市場條件的發展，SSA 國家的生產者

（特別是小型生產者）參與新鮮蔬果價值鏈的能力可能會受到一定程度的影

響：第一、由於關稅優惠減損及作物新品種發展的部分影響，以歐盟為首要市

場的 SSA 國家生產者及出口商，開始面臨來自其他開發中國家諸如拉丁美洲及

北非愈趨強勁的競爭；第二、SSA 國家的出口商必須遵循愈趨嚴苛的法規及

GlobalGAP 標準等私營標準69。本節即以 SSA 地區的迦納、肯亞及烏干達三國

的經驗為例，探討 GlobalGAP 標準所帶來的相關衝擊、適用情形及各國 GAP

與 GlobalGAP 標準間之互動關係。 

第一項 迦納 

如同其他開發中國家，迦納亦需要一個國家層級的 GAP 作為其農業生產系

統管理策略的一部分。技術上，GAP 能夠在農業商業化生產中引進整合性害蟲

管理（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以下簡稱 IPM）及 ICM，並能維持客戶對於

食品品質及安全的信心、將農業生產對環境的負面衝擊最小化、減少農藥的使

用、增進自然資源的使用效能、確保生產者對勞工健康及安全的責任。基此，

國家園藝工作小組（The National Horticulture Task Force）近年來即開始討論一

連串建立迦納國家層級 GAP 的方式，並探究將必要政策、法規環境與促進

GAP 實行的支援系統納入建立 GAP 的考量範圍。目前，該工作小組基於一般

                                                           
66 Id. at p 7. 
67 Id. at p 8. 
68 Id. at p 9. 
69 Id. at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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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相關經驗，提出以下三個方案： 

第一、 基於迦納園藝作物目標出口市場主要良好農業慣例（例如：GlobalGAP

標準）的解釋，建構國家層級的 GAP 標準。 

第二、 迦納自行建立其 GAP，再就國際上的 GAPs（例如：GlobalGAP 標準）

進行標竿學習認證。 

第三、 主要提供適用於國內市場的國家層級 GAP，並同時提供目標市場的 GAP

（例如：GlobalGAP 標準）予從事出口活動的大型市場參與者進行認證

70。 

第一款 執行國家層級 GAP 之挑戰 

為促進國家層級 GAP 在迦納的實行，可能會碰到數項與業界相關的挑戰，

例如，迦納的新鮮蔬果產業對於能將 GAP 相關經驗完整傳承下去的經理人，有

相當大的需求，以使後進者得獲取執行 GAP 標準的能力，此為中間管理

（middle management）方面的挑戰；在品質管理（quality management）的部

分，大型出口商雖已發展出為符合 GlobalGAP 標準等主要目標市場要件之品質

保證系統71，小型生產者在相關的執行進度上仍然落後許多國家諸如哥斯大黎

加及肯亞72。如此將影響國家層級 GAP 的整體確實執行程度；又，迦納缺乏由

研發團隊支持的強大專業知識庫，僅有少數公司自研究及科技移轉獲得益處，

而有效的財政援助系統、公部門及私部門整合性研究及管理創新的能力則尚待

發展73；於基礎設施方面，基於新鮮蔬果易腐的特性，通常必須備有冷凍設施

以保持產品品質並延長其耐儲時間（shelf life），從收成後由農場運送至包裝加

工工廠的運輸車、包裝完成後自工廠運送至港口倉儲、乃至於船上供出口貨物

存放的貨艙，皆須冷凍設備相關投資，但除了二至三家出口公司之外，迦納的

新鮮蔬果出口產業幾乎是在全無冷凍設施的情形下經營，導致商品的耐儲時間

受到一定程度的限制，這種情形主要導因於迦納的新鮮蔬果產業大都欠缺投資

                                                           
70 Id. at p 41. 
71 Ibid. 
72 UNCTAD, supra note 65, at 42. 
7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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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凍設備所需的資金74；關於群組發展，目前迦納雖已出現各式各樣的出口商

協會，這些團體仍必須有更進一步的發展，以確保未來國家層級 GAP 的發展及

執行有足夠的利害關係人參與其中75，而除了上述產業本身直接所面臨的挑戰

之外，公私領域欠缺制度面的能力，也是形成發展執行國家層級 GAP 之阻礙的

重要原因76。 

第二款 GlobalGAP 標準之適用情形及可能之問題 

新鮮蔬果產業近來在產銷方面的發展使作為迦納主要出口市場的歐盟愈形

重要。這些發展包括，培育鳳梨及木瓜新品種以與中南美洲的新鮮蔬果出口商

競爭；大多數的生產者，特別是中型生產者，開始擴大農場規模大量生產，以

獲致規模經濟的效果並有效引進新品種。但新鮮蔬果出口產業量產的結果，必

定需要更大的出口市場，以消耗這些產品，這也是為何歐盟在這些新鮮蔬果出

口業者心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而在歐盟新鮮蔬果市場中，GlobalGAP 標準可

說是一個相當重要、生產者務須遵循的標準77。 

迦納的新鮮蔬果產業除為了引進新的作物品種而必須調整其經營模式之

外，其尚面臨全球新鮮蔬果市場中愈加嚴苛的公部門或私部門所制定之食品安

全及品質標準所帶來的挑戰。這些標準深深地影響到全球供應鏈的協調、參與

這些供應鏈所需的投資程度、公私部門的合作關係與小型生產者的參與。迦納

對這些挑戰的回應為，加強其對超級市場的供應能力，因為這些超級市場已成

為新鮮蔬果市場中的主要參與者。這代表了迦納的新鮮蔬果產業已被重新定

位，因其以往主要是與個別買主（buyers）及零售商（批發商）進行交易。此

一重新定位的狀況進而強化了遵循 GlobalGAP 標準之重要性78。 

迦納較大型的新鮮蔬果出口商主要透過執行其自身所設計的品質保證系

統，以獲取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小型出口商則透過贊助商贊助的研討會及

訓練活動與其客戶，獲悉食品安全及品質保證的相關要件，但其執行速度仍然

                                                           
74 Ibid. 
75 Ibid. 
76 Ibid. 
77 UNCTAD, supra note 65, at 40. 
7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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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緩慢。因其於執行上較無系統，文件繳交方面的要件（例如為維繫可追蹤

性所必須的記錄保持）亦對其造成沉重的負擔79。 

不過，最近跨國公司開始參與迦納的新鮮蔬果產業，為在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上有困難的小型生產者帶來一些正面的影響，因為這些跨國公司帶來

許多與遵循國際市場中嚴苛標準相關的必要資源及專業知識80。另外，迦納出

口商協會聯盟（The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 of Ghanaian Exporters, FAGE）亦在

協助小型生產者符合 GlobalGAP 標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FAGE 負責提供市場

資訊、聯繫訓練相關事宜，並主持迦納的國家園藝作物工作小組（The National 

Horticultural Task Force）。然而，FAGE 及國家園藝作物工作小組的活動高度

地倚賴各式捐贈機構的基金81，其成員所繳交的各項費用僅能支應各項活動所

需花費的 10%82。 

推動以農民團體群組認證（Option 2）的方式通過 GlobalGAP 標準的認

證，亦能幫助迦納的小型生產者能較順利地符合 GlobalGAP 標準的要求。因為

達到此種型式的認證所需的花費較少，小型生產者更可以從此種型式的認證獲

得數項利益，包括能夠確保其於迦納新鮮水果加工公司的供應市場中之高市占

率、獲得促進勞工健康及安全的農藥使用訓練、降低對自然環境的衝擊及生產

所需投入的成本。德國技術合作公司、世界銀行的園藝作物出口產業倡議、美

國國際開發署的競爭出口經濟之貿易暨投資方案，皆積極加強推動迦納新鮮蔬

果產業的 GlobalGAP 農民團體群組認證小型生產者架構。德國技術合作公司與

                                                           
79 UNCTAD, supra note 65, at 46. 
80 Ibid. 
81 目前，主要的捐贈機構及活動包括世界銀行的園藝作物出口產業倡議（Horticulture Export 

Industry Initiative, HEII ）、美國國際開發署（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的貿易暨投資改革方案（Trade and Investment Reform Program）與競

爭出口經濟之貿易暨投資方案（Trade and Investment Programme for Competitive Export 

Economy, TIPCEE）、歐盟的殺蟲劑倡議方案（Pesticide Initiative Programme, PIP）、德國技

術合作公司（German Technical Cooperation Agency, GTZ）致力於發展及整合農作物保護系

統與促進 GlobalGAP 農民集團認證的領航員計畫、英國國際發展部門（The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DFID）負責支援食品安全相關訓練與鑑定系

統，非洲發展銀行（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DB）資助出口行銷及品質計畫的進

行、荷蘭超市業巨頭皇家阿霍德集團（Royal AHOLD NV）贊助的非洲永續協助計畫（The 

Africa Sustainable Assistance Project）。 
82 UNCTAD, supra note 65, at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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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GAP 的秘書處 FoodPLUS 合作提供資金，以製作建立 GlobalGAP 農民團

體群組認證內控系統的小型生產者手冊，該手冊的草稿已經完成，並做為各項

相關領航計畫的依據；世界銀行的園藝作物出口產業倡議目前正在進行提供新

品種作物栽植原料給小型鳳梨生產者的方案，並對於希望取得 GlobalGAP 農民

團體群組認證的農民集團提供訓練所需的相關資源，預計迦納南部將有 120 個

農民集團獲得符合 GlobalGAP 標準的相關訓練；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競爭出口經

濟之貿易暨投資方案直接與世界銀行的園藝作物出口產業倡議在新品種作物栽

植方面的計畫合作，提供糧食暨農業部裡負責農場製圖及農民集團形成過程的

員工相關的技術及後勤方面的支援，其對農民集團的持續性協助則包括訓練及

監控活動，並同時與個別的出口商合作，提供 GlobalGAP 農民團體群組認證所

要求之內控系統所必須的技術性支援83。 

第二項 肯亞 

在面臨國際市場對於新鮮蔬果產品愈趨嚴苛的標準與要求的狀況下，肯亞

仍然能成功地擴張其新鮮蔬果產品的出口市場，因其本身條件相較於其他次撒

哈拉非洲地區國家，可說是相當特殊：在 GlobalGAP 標準於 2002 年受到國際

新鮮蔬果市場的矚目時，肯亞就已經是當地、區域、國際新鮮蔬果市場的主要

供應國，並在私營部門參與及相關組織的部分擁有相當悠久的歷史；此外，肯

亞在當時就已經獲得數個對新鮮蔬果供應鏈有相當程度重要性的區域中之贊助

計畫的捐助，這主要是因為肯亞是英國及其他歐盟市場數種新鮮蔬果的重要供

應商，為了使肯亞能夠繼續供應這些地區對新鮮蔬果的需求，數個贊助者及非

政府組織持續地協助肯亞執行農業永續生產的相關規範，使許多肯亞的農民皆

能遵循國際市場的普遍標準而有能力與其他國家的供應商競爭，進而透過擴張

新鮮蔬果產品的出口及小型生產者的參與來緩和貧窮的狀況84；另外，肯亞亦

已成功發展出其國家層級的 GAP 標準，並將之與 GlobalGAP 標準進行標竿學

習認證，使肯亞境內的新鮮蔬果生產者較易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85。 

                                                           
83 Id. at 48. 
84 Id. at 51. 
85 Id. at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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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KenyaGAP 之建立及待改善之處 

肯亞國家標準局（The Kenya Bureau of Standards, KEBS）首先透過其國家

食品安全委員會發展 KS 1758 國家園藝作物慣例（ KS 1758 National 

Horticultural Code of Practice），目的是為了發展一國家基準，以為所有的生產

者在 GAP 原則、勞工健康安全、環境保護方面提供指導方針。接著，肯亞新鮮

蔬果出口商協會（Fresh Produce Exporters Association of Kenya, FPEAK）於

1997 年建立其自身的新鮮蔬果慣例，該慣例於 1999 年經修正後，在 2003 年發

展為肯亞國家層級之 GAP，即 KenyaGAP。KenyaGAP 的主要條文內容並於

2005 年發展完備86。即使 KenyaGAP 的主要內容已發展完成，其仍有若干須要

改善的地方。例如，在 KenyaGAP 往後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應使更多的利害關

係人皆能參與制定標準的過程，以增進既存規範的可信度及協調性、避免可能

的利益衝突及重複規範、使生產者、勞工及出口商的需求盡可能地被滿足，以

促進良好農業慣例的可行性。此外，必須確保小型生產者能夠在發展與執行

KenyaGAP 的過程中充分地發表其意見，以反映其需求及關注點，亦須建立必

要的配套措施以協助小型生產者遵循 KenyaGAP87。 

第二款 GlobalGAP 標準之適用情形及可能之問題 

肯亞新鮮蔬果出口品須要通過 GlobalGAP 標準才不會失其市場的比例雖然

難以確定，但該比例必定會持續成長。如此嚴苛的私營標準對肯亞所帶來的貿

易衝擊亦難以充分評估，不過，近幾年來的貿易數據似乎顯示，GlobalGAP 標

準的適用並未對肯亞在歐盟新鮮蔬果市場的出口值與量有負面的影響88。然

而，實際上各個生產者會因其本身生產條件的不同，而在適用 GlobalGAP 標準

的經驗上產生落差。畢竟，要使產品符合諸如 GlobalGAP 標準此種嚴格的私營

標準，必須在農場基礎設施、訓練活動、檢驗與稽核等方面投入大量的資金，

這些成本對於小型生產者來說尤為沉重而難以負擔89。但肯亞的國家經驗顯

示，該些由 GlobalGAP 標準所帶來的挑戰，將可透過適當的調整策略及對小型

                                                           
86 Ibid. 
87 UNCTAD, supra note 65, at 59. 
88 Id. at 56. 
89 Id. at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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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的實質協助而克服90。 

KenyaGAP 的標竿學習認證即是推動 GlobalGAP 標準在肯亞適用的例子。

2005 年 6 月，GlobalGAP 技術暨標準制定委員會核准了肯亞花卉議會（Kenya 

Flower Council, KFC）標準第七版的同等效力；接著，GlobalGAP TSC 於 2007

年 8 月核准了由肯亞新鮮蔬果出口商協會為花卉及蔬果所發展出的 KenyaGAP

的同等效力，至此成功完成了於 2005 年即啟動的 GlobalGAP 標準標竿學習認

證過程91。肯亞境內的生產者將因此而有四項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或與

GlobalGAP 標準認證具有同等效力之 KenyaGAP 認證的選擇方案：Option 1、

Option 2、Option 3 與 Option 4。截至 2007 年 4 月為止，肯亞共有 606 個生產者

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其中有 575 個生產者是透過 Option 2 取得認證，

因此 Option 2 一直以來皆被視為最可行的認證選擇方案。然而，此方案對於小

型生產者而言並非如想像中容易，其仍會有諸如管理、向心力、欠缺企業家能

力等問題的存在92。如今，KenyaGAP 既已取得 GlobalGAP 標準之同等效力，

小型生產者的認證選擇方案就多了 Option 4，如此可能可以協助更多的小型生

產者取得與 GlobalGAP 標準同等效力之認證93。 

國家解釋指導方針的發展在促進 GloblGAP 標準認證及 KenyaGAP 標竿學

習認證上亦扮演重要的角色。認證機構必須實際深入了解每個國家的背景環

境，因為如此將有助於稽核員正確地評估在當地的背景條件下，生產者該如何

達成遵循 GlobalGAP 標準的目的94。國家 GlobalGAP 技術委員會即被委以重

任，由促進肯亞的小型生產者能夠以具有成本效益之方法永續通過 GlobalGAP

標準認證之觀點，建立 GlobalGAP 新鮮蔬果標準的國家解釋指導方針。該委員

會的任務包含建立技術解釋的可稽核檢查表、發展能供小型生產者使用的一般

性風險評估樣板、提供國家解釋指導方針與 KenyaGAP 之間的聯繫界面。該委

員會亦為各利害關係人與 GlobalGAP 秘書處間提供 GlobalGAP 新鮮蔬果標準相

關議題的溝通平台，其並從能成功獲得 GlobalGAP 標準標竿學習認證的角度來

                                                           
90 Id. at 51. 
91 Id. at 57. 
92 Id. at 59. 
93 Id. at 60. 
9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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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 KenyaGAP 的進一步發展95。 

肯亞在促進 GlobalGAP 標準認證方面的另一項發展為 AfriCert 的建立。

AfriCert 為位於肯亞首都奈洛比的認證機構，其已經獲得 ISO/IEC Guide 6596的

認可，負責辦理 GlobalGAP 新鮮蔬果標準的相關認證工作。像這樣在當地建立

認證機構，將帶來以下兩項最重要的優勢：降低認證成本、當地稽核員或檢察

員的可利用性。申言之，農民的認證成本將獲得一定程度的減輕，因為其無須

支付自他國（例如：南非或歐洲）來執行認證工作的稽核員或檢查員的高額旅

費及住宿費；此外，出身當地的稽核員或檢查員也可能較了解管制點檢查在當

地該以何種不同的方式來執行97。 

肯亞的小型生產者能夠成功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的最後重要關鍵為，

來自各個捐助機構的充分財政與技術支援，透過這些捐助計畫，肯亞的新鮮蔬

果產業建構了符合 GlobalGAP 標準食品安全及可追蹤性要件與執行 GAP 的能

力。其中一項主要的計畫為歐盟所贊助的殺蟲劑創新計畫（ PIP ─

COLEACP），該計畫的目的為提供每個生產階段所必需的協助、讓業界能時時

掌握歐洲法律發展的最新脈動並助其處理實務問題，並支援國家園藝作物工作

小組的功能與 KenyaGAP 的發展。另一項計畫為由英國國際發展部門、丹麥外

交部國際開發署（Danish aid agency，DANIDA）與德國技術合作公司所共同支

援的商業服務市場發展計畫（Business Services Market Development Project，

BSMDP），該計畫旨在幫助小型生產者符合私營標準的要求。荷蘭政府亦支援

促進肯亞及塞內加爾小型生產者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的計畫（GlobalGAP 

for Smallholders in Kenya and Senegal），成功地為一群農民發展出 GlobalGAP 

Option 1 下的認證窗口。另外，由德國技術合作公司及英國國際發展部門共同

支援的領航員計畫（Group Certification GlobalGAP Kenya）亦使成群的小型蔬

菜生產者得以在 Option 2 下取得 GlobalGAP 標準之認證98。 

                                                           
95 UNCTAD, supra note 65, at 57. 
96 ISO/IEC Guide 65 為產品認證機構執行產品認證之國際規範。 
97 UNCTAD, supra note 65, at 58. 
9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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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烏干達 

烏干達銷往歐盟的新鮮蔬果產品整體出口量，相較於其他 SSA 國家而言，

傳統上是較少的，其主要出口市場為英國的零售市場及荷蘭的小型超市，鮮少

有出口商嘗試供應新鮮蔬果至歐盟的大型超市，因為烏干達關於品質及衛生的

基礎設施發展程度過低，使其國內的出口商無法符合歐盟超級市場對於新鮮蔬

果嚴苛的各項產品要求。所以 GlobalGAP 標準等私營標準對於烏干達新鮮蔬果

產業的衝擊相對來說亦較小。然而，歐盟的進口統計數據顯示，自烏干達進口

至歐盟的新鮮蔬果進口值從 1996 年的 150 萬美元增加到 2006 年的 800 萬美

元，進口值上升程度高達 5 倍之多。隨著烏干達新鮮蔬果出口至歐盟之出口值

快速成長，符合歐盟市場中與新鮮蔬果產品相關之公部門或私營標準對於烏干

達的出口商而言亦將愈趨重要99。但考量到烏干達新鮮蔬果出口產品超過 98%

皆由國內的小型生產者負責生產100，烏干達不論是要使其新鮮蔬果產業符合

GlobalGAP 標準抑或是要發展國家層級之 GAP，恐將面臨更大的挑戰101。 

第一款 國家品質保證系統與國家層級 GAP 之發展 

烏干達國家標準局（The Uganda 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UNBS）是

烏干達國家品質保證系統的管理機構，其負責監控輸往烏干達市場的產品品

質，並核發執照予合格的產品，使該產品能使用烏干達標準認證商標（Uganda 

Standards Certification Mark），該商標所代表的意義為，該合格產品的加工廠

商或製造商有能力持續生產安全、有品質且符合烏干達或國際市場標準的產

品。但截至目前為止，烏干達國家標準局的多數活動主要皆針對製造及加工產

品，並未針對新鮮蔬果產品。私部門對於新鮮蔬果的國家品質保證系統之建立

亦不積極，主要是因為新鮮蔬果出口商之間缺乏共識，其與公部門之間亦缺乏

清楚的合作管道102。在國家品質管理系統發展不健全的狀況下，烏干達也開始

尋求發展國家層級 GAP 之可能，以加強小型生產者的生產品質，提高烏干達的

                                                           
99 UNCTAD, supra note 65, at 64. 
100 Id. at 69. 
101 Id. at 64. 
102 Id. at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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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蔬果為國際市場接受的程度103。2007 年 1 月，烏干達動物暨農漁產業部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imal Industry and Fisheries，MAAIF）、烏干達新鮮

蔬果推銷組織（Horticulture Promotion Organization of Uganda，HPOU）及 FAO

共同舉行一國家層級之諮詢會議，針對烏干達國家層級之 GAP（UgaGAP）的

發展與執行進行討論104，並於最後做出先鎖定特定產業、再由公部門與私部門

共同合作發展國家層級 GAP 之結論與建議。 

第二款 GlobalGAP 標準之適用情形及可能之問題 

前述提及，GlobalGAP 標準對於烏干達的新鮮蔬果出口產業有著越來越重

要的影響，烏干達的新鮮蔬果出口品大多數皆由小型生產者所供應，但這些小

型生產者往往難以遵循 GlobalGAP 標準的要求，因為當諸如歐盟等已開發國家

市場快速實行 GlobalGAP 新鮮蔬果標準的同時，烏干達並未以同樣的速度在農

場層級的基礎設施及與推動符合 GlobalGAP 標準的相關法規上取得進展，例

如，其國家層級之 GAP 尚在發展中，與新鮮蔬果相關之國家品保系統亦發展不

完備。如此一來，這些小型生產者將慘遭被排除於新鮮蔬果供應鏈外之命運。 

烏干達動物暨農漁產業部委任 GlobalGAP 工作小組促進 GlobalGAP 標準認

證之取得即為烏干達對於愈趨嚴苛之私營標準的回應，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各利

害關係人皆參與此工作小組的任務執行，並討論建構國家層級 GAP 之可能，這

些利害關係人包含諸如烏干達國家標準局等政府機構、出口商和農民協會及個

別出口商。但此工作小組之建置有一隱憂，即許多利害關係人認為，烏干達動

物暨農漁產業部本身承擔太多重要責任與角色，其並非僅協助 GlobalGAP 工作

小組的活動、幫忙集結相關利害關係人以共同確認該工作小組的目標並發掘取

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的不同選擇，導致烏干達動物暨農漁產業部儼然成為

GlobalGAP 工作小組的上級機構，該工作小組完全只能聽命行事105。若要使利

害關係人對於該工作小組之接受度有所提升，該工作小組就必須使其地位更為

獨立，即其不能只單獨向烏干達動物暨農漁產業部報告，而亦須向所有參與其

任務執行的利害關係人進行報告；此外，進一步釐清其職權範圍並使其目標更

                                                           
103 Id. at 69. 
104 Id. at 70. 
105 Id. at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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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明確也相當重要106。 

推行 GlobalGAP 標準中 Option 2 的認證方案，亦有助於烏干達的小型生產

者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此由烏干達的有機產品認證經驗即可窺知一

二，目前烏干達有超過 50,000 家小型有機產品生產者已透過農民團體群組認證

方式取得國際承認之有機農產品標準的認證，農民團體群組認證為這些有機產

品生產者進入出口市場並遵循這些市場中嚴格標準要件的主要管道。但在透過

Option 2 協助小型生產者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的同時，尚須投入大量資源

以鞏固形成農民集團的努力，並建構與 GlobalGAP 標準要求一致的基礎設施及

訓練相關條款107。 

第三節 東南亞國家經驗 

新鮮蔬果產業對於出口多元化、抒緩貧困與農業發展皆能帶來相當大的助

益，因此，許多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以下簡稱

ASEAN）的成員國，皆以增加其新鮮蔬果產品之產量與出口量為其重要的政策

目標，例如馬來西亞自 2006 年開始、預計至 2010 年中止之第九馬來西亞計畫

（Ninth Malaysia Plan）及越南自 1999 年開始實行之蔬果暨花卉發展計畫，預

估至 2010 年時，能夠使花卉及蔬果的產量符合國內需求，並將新鮮蔬果的出口

值增加至 1 億美元108。 

根據 FAO 的資料，從 1979 至 2004 年，ASEAN 的新鮮蔬果產量占世界總

產量的 5%，而其在開發中國家新鮮蔬果總產量所佔的比例從 9.9%下降至

6.8%，但此情形泰半是因為中國新鮮蔬果產業在產量上的快速成長所致。若將

中國排除在外，ASEAN 的新鮮蔬果產量在開發中國家總產量中所佔比例，將由

1989 年的 11.1%上升至 2004 年的 12.8%。以上數據顯示，ASEAN 已經成功擴

                                                           
106 Id. at 67. 
107 Id. at 68. 
108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rising from 

Privae Standards on Food Safety and Environment for Exporters of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in 
Asia: Experiences of Malaysia, Thailand and Viet Nam,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UNCTAD/DITC/TED/2007/6, at 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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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其新鮮蔬果的產量，進而使其出口值亦能有所增長109。但由於 ASEAN 新鮮

蔬果出口的主要市場與前述提及之拉丁美洲國家及 SSA 國家有所不同，由

ASEAN 輸往歐盟相對較少的新鮮蔬果比例看來，即便 GlobalGAP 標準現在已

經是歐盟市場中相當重要的標準，該標準對於 ASEAN 新鮮蔬果出口所造成的

立即且直接性的衝擊應相對較小。然而，由於歐盟的新鮮蔬果市場是一個利潤

極高的市場，ASEAN 的新鮮蔬果產業最近正積極增加其對歐盟市場的出口量，

例如，泰國、越南及馬來西亞新鮮蔬果產業輸往歐盟市場之出口值近年來正快

速成長，其中，泰國出口至歐盟市場的新鮮蔬果出口值占其出口總值的比例已

從 1999 年的 9.4%上升至 2005 年的 12.7%110；馬來西亞的新鮮水果亦有 42%輸

往歐盟市場111。因此，符合 GlobalGAP 新鮮蔬果標準對於 ASEAN 的新鮮蔬果

產業而言，仍有愈趨重要的趨勢112。目前，GlobalGAP 標準對於 ASEAN 中新

鮮蔬果出口至歐盟市場之出口值成長較為快速的三個國家：馬來西亞、泰國及

越南所造成的衝擊應相對較大，以下將就這三個國家關於 GlobalGAP 標準的適

用經驗、國家層級之 GAP 與 GlobalGAP 標準可能互動關係以及 GlobalGAP 標

準下不同認證選擇方案的優缺點做簡單探討。 

第一項 馬來西亞 

為了回應確保食品安全與品質標準並促進農業生產的效率所帶來的挑戰，

馬來西亞農業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Agro-Based Industry，MOA）為農

業初級生產者建立了品質保證方案，這些方案包含了為新鮮蔬果在 2002 年所建

置之馬來西亞農場鑑定制度（Farm Accreditation Scheme of Malaysia，以下簡稱

SALM）、家畜（SALT）與漁業及水栽植物（SPLAM）相關制度113。馬來西亞

規格暨工業研究局（Standards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laysia，以下

簡稱 SIRIM）並於 2003 年發展馬來西亞良好農業慣例（以下簡稱 MS-GAP）

114。截至 2007 年 9 月，馬來西亞已有 190 家農場透過農業部而取得 SALM 之

                                                           
109 Id. at 15. 
110 Id. at 3. 
111 Id. at 9. 
112 Id. at 3. 
113 Id. at 31. 
114 Id. at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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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但仍未有農場著手執行 MS-GAP，因為 MS-GAP 的認證及稽核程序尚未

正式實施115。馬來西亞農業部並已同意讓 SALM 進行 GlobalGAP 標準的標竿學

習認證116，以增進 SALM 在國外市場的接受度。 

第一款 國家層級 GAP 之發展 

SALM 的目的在於確認從事商業性新鮮蔬果生產的農場所採用的農業慣

例，符合對環境友善、關心勞工福利並生產能使消費者安心購買之品質優良產

品等條件。通過 SALM 認證的農場可獲准於其所生產之產品標上「Malaysia 

Best」的標示117。GlobalGAP 新鮮蔬果議定書、聯合國糧農組織良好農業慣例

草案文件、世界衛生組織暨聯合國糧農組織食品法典委員會新鮮蔬果初級生產

暨包裝衛生慣例皆為 SALM 發展的參考基礎。該制度由馬來西亞農業部、馬來

西亞農業研究暨發展機構（Malaysia Agriculture Research and the Development 

Institute，MARDI）、馬來西亞聯邦農業促銷局（Federal Agricultural Marketing 

Authority，FAMA）、農民組織局（Farmers Organization Authority）與諸如衛

生署等政府機構共同推動、管理。所有與 SALM 相關之決策皆由指導委員會作

成，該指導委員會的成員則由上述各個機構的代表所組成，並由農業部擔任秘

書處118。 

除了 SALM 之外，馬來西亞政府亦接著發展 MS-GAP。MS-GAP 是一種適

用於所有作物的一般性標準，包含食用作物及非食用作物。以此種一般性標準

的架構為基礎，代表馬來西亞標準局（Department of Standards Malaysia，

DSM）的技術委員會草擬出七項主要作物的 GAP 標準，其中，關於蔬果的

GAP 標準涵蓋了許多 GlobalGAP 新鮮蔬果議定書的內容，並同時將 SALM 方

案下建立之要件納入考量119。MS-GAP 基本上是一種良好農業慣例，為馬來西

亞農場及農園設定符合環境健全農業慣例、食品安全及勞工安全健康的指導方

針120。MS-GAP 發展提案剛提出時，所有利害關係人皆可對其做出評論，包含

                                                           
115 Id. at 31-32. 
116 Id. at 32. 
117 Id. at 31. 
118 Id. at 37-38. 
119 Id. at 31. 
120 Id. at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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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馬來西亞標準局所支援的各個農業公私部門組織，該提案亦建議 MS-GAP 最

終應尋求 GlobalGAP 標準的標竿學習認證以獲得更為廣泛的國際承認。MS-

GAP 最後於 2005 年 1 月由農業部在考量各方評論意見後核准通過，並由國家

認證機構 SIRIM-QAS 執行、管理121。 

SALM 並曾於 2005 年進行修訂122，其修訂的基礎為 MS-GAP，但同時亦將

舊版 SALM 的內容納入考量，並增加衍生自控管環境、食品安全及勞工健康安

全衝擊風險之內國法律的規範及標準，亦加入 GlobalGAP 新鮮蔬果議定書中的

特定標準123。 

第二款 GlobalGAP 標準之適用情形及可能之問題 

馬來西亞在良好農業慣例方面的建置有 SALM 及 MS-GAP 這兩項國家層級

的 GAP，其並同意該兩項 GAP 應進行 GlobalGAP 標準的標竿學習認證，因為

即便馬來西亞新鮮蔬果的主要出口市場並非歐盟，但對於新鮮蔬果產業而言，

由於歐盟是一塊利潤極高的市場，因此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對於新鮮蔬

果生產者而言，仍有一定程度的誘因，此外，通過 GlobalGAP 標準認證亦能使

馬來西亞的國家層級 GAP 獲得更廣泛的國際認可。 

由於 SALM 及 MS-GAP 的內容皆大多取經於 GlobalGAP 新鮮蔬果議定

書，此兩項國家層級 GAP 在進行 GlobalGAP 標準標竿學習認證時自然較為容

易。以 SALM 為例，舊版 SALM 雖然未處理或強調 GlobalGAP 中數項管制點

與符合性評估的項目，但 2005 年的修訂版 SALM 即適時的修正這些問題。一

個比較不一樣的地方在於，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是由為其所核可的認證機構

來執行；SALM 則是由馬來西亞農業部進行稽核及認可的工作。總而言之，

GlobalGAP 標準的標竿學習認證方案可以讓馬來西亞將其當地的規範、需求及

文化反映在其良好農業慣例上，卻又不會因此而無法為國際市場所接受124，以

目前馬來西亞擁有較為完整的國家層級 GAP 的情況下，標竿學習認證選擇方案

可說是推動其國內生產者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的最佳方法。 
                                                           
121 Id. at 40. 
122 Id. at 31. 
123 Ibid. 
124 UNCTAD, supra note 108, at 4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1 

然而，無可避免的，GlobalGAP 標準的標竿學習認證仍然需要標準擁有者

投入高額的認證費用及週期性的調整成本。此外，標準擁有者尚須負擔各項申

請費用及衍生的行政管理費用。所有相關費用加總後，預估每一個標準擁有者

平均須支付 13,636 美金125，這個數字對於開發中國家、尤其是小型生產者而

言，可謂一項沉重的負擔。馬來西亞政府雖然對於認證、檢驗、訓練活動等所

需成本有提供生產者金援，但僅限於國家層級之 GAP 認證，對於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並未提供經濟上的協助126。如此可能會阻卻生產者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之意願。因此，若馬來西亞希望能夠更成功地推行 GlobalGAP 標準的

認證，也許可以透過政府金援範圍的擴大或其他公私部門相關組織的贊助計畫

來改善現況，協助小型生產者減輕標竿學習認證所可能帶來的財務負累。 

第二項 泰國 

泰國是 ASEAN 最大的新鮮蔬果出口國。食品安全在泰國是一個相當重要

的議題，也是泰國農業部優先處理的第一要務。泰國農業部設定的食品安全計

畫包含與下列領域相關的策略：農業投入及原料、農場層級的生產、控管保護

產品、作物生產品質。而就像諸如馬來西亞等其他 ASEAN 國家，泰國國家層

級 GAP 的發展泰半由政府推動，泰國農業暨合作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s，MOAC）更是重要的主導機構。此外，泰國西部亦存有一區域性

的 GAP 方案，稱之為西部 GAP 群組（Western GAP cluster）其發展是採取由下

往上的方式，非由政府機關推動127。泰國國內 GAP 的發展既如此蓬勃，若希冀

推動國內新鮮蔬果產業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新鮮蔬果認證，自應透過

GlobalGAP 標準下之標竿學習認證方案來達成其目標。 

第一款 國家層級 GAP 之發展 

泰國農業暨合作部已為農業生產建立起一套國家層級 GAP（以下簡稱 Q-

GAP），並負責此一 GAP 之控制與監督活動。履行 Q-GAP 標準之要求的農

                                                           
125 Id. at 46. 
126 Id. at 10. 
127 Id. at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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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以於其所生產的產品上標示「Q」的商標128。該商標表示，該產品對消

費者而言具有安全、高品質的特性129。泰國農業暨合作部並授權國家農產品暨

食物標準局（National Bureau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y and Food Standards，

NBACFS）作為稽核機關，評估負責檢驗、認證農產品及食品生產是否符合 Q-

GAP 之認證機構的適格性與能力，國家農產品暨食物標準局並於 2005 年建立

GAP 生產過程及其產品認證的標準，這些標準包括：農場層級的初級生產必須

符合國家層級的 GAP 標準且應由經過合法授權之認證機構進行查核及認證；包

含包裝工廠設施在內的生產過程必須遵循風險控管與關鍵控制點要件並由經合

法授權之認證機構進行認證；經認證後得使用 Q 商標的農民須遵守相關的程序

規範並在必要時遵循可追蹤性要件；標示 Q 商標之產品將就其品質進行檢驗並

接受毒物、汙染或其他危險殘留物是否存在的分析；對於尚未被列入農產品暨

食品標準清單的產品，經農產品暨食品標準國家委員會核准後，仍然可以適用

其他相關的國際標準130。 

第二款 GlobalGAP 標準之適用情形及可能之問題 

泰國國家層級 GAP 的要件與 GlobalGAP 標準有許多相類似之處。然而，

在經過仔細的比較後，兩種標準之間還是存在一些不同的地方，例如認證過

程、對要件詳細闡明的程度等等；此外，GlobalGAP 標準是由主要零售商集團

發起之私部門倡議，泰國國家層級之 GAP 則是由政府機構所建置；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程序主要以大量的 CPCC 為其基礎，相對於國家層級的 GAP，更為

複雜131；另外，目前泰國國家層級 GAP 之認證過程是由政府執行，從設立標

準、提供諮詢服務及農場查核工作、到合格證書的發給，皆由政府機構一手包

辦，不但使取得認證的時間過長，亦因此而引發對該認證系統獨立性及可信度

的質疑，且私部門及利害關係人在這些過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受到限制，其也

鮮少能參與國家層級 GAP 之發展132，但反觀 GlobalGAP 標準，其不但認證是

由第三方認證機構來執行，更由於其原先就是由零售商集團所提出的倡議，私

                                                           
128 Id. at 57. 
129 Id. at 60. 
130 Id. at 59. 
131 Id. at 64. 
132 Id. at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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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各利害關係人對於其標準制定與發展的參與程度亦較高。凡此種種，皆顯

示要使泰國國家層級 GAP 成功取得 GlobalGAP 標準標竿學習認證實非易事。 

認證所需耗費的成本亦是一項重要的問題。如同馬來西亞，泰國政府提供

關於訓練、查核及認證等方面的免費服務，以協助泰國農民符合國家層級 GAP

之標準，進而取得認證，但此金援亦僅限於國家層級 GAP133。進行 GlobalGAP

標準標竿學習認證所衍生的各項費用，標準擁有者仍須自行負擔，據估計，種

有 100 至 150 株作物的農場範圍申請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的費用約為

25,000 美元134。如同前述之馬來西亞國家經驗，若要避免高額認證成本成為消

磨新鮮蔬果生產者申請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意願的元凶，泰國政府亦須適

時在財政上提供一定程度的協助。 

第三項 越南 

新鮮蔬果產業同樣在越南的社經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近年來，越南農

業暨鄉村發展部（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MARD）

更冀望在 2010 年之前將越南新鮮蔬果的年均出口總利潤分別提升至 6 億 9 千萬

美元及 3 億 5 千萬美元，因此持續增加其分別對於傳統市場、區域市場及高利

潤市場的出口量。其中，高利潤市場即指歐盟、日本及美國，這些已開發國家

市場通常對產品定有較為嚴格的標準，例如，越南若想出口新鮮蔬果至歐盟市

場，多須符合 GlobalGAP 新鮮蔬果標準。越南出口至歐盟的新鮮蔬果占其總出

口的比例相對而言雖然較少，但隨著近年來越南政府此項促使出口激增的推廣

活動，歐盟已漸漸成為越南特定種類之新鮮蔬果的主要出口市場135。因此，越

南除開始發展國家層級 GAP 方案、以提升其新鮮蔬果出口品的競爭力之外，

GlobalGAP 新鮮蔬果標準也開始受到越南新鮮蔬果產業的重視。 

第一款 國家層級 GAP 之發展 

良好農業慣例在處理國家食品安全、勞工健康安全議題、促進符合出口市

                                                           
133 Id. at 66. 
134 Id. at 67. 
135 Id. at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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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強制性或自願性私營標準之食品的高效率生產方面，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積極擴張其新鮮蔬果出口市場的越南，為此於其國內發展出兩套 GAP：胡志明

市良好農業慣例（Ho Chi Minh City GAP，以下簡稱 HCMC GAP）及前江良好

農業慣例（以下稱 Tien Giang GAP）136。 

HCMC GAP 於 2005 年 9 月正式實施，由各相關政府機構與胡志明市的農

民及消費者協會共同執行，此 GAP 具有以下雙重目標：改善國內市場所販售之

新鮮蔬果品質，並透過獨立認證促進新鮮蔬果在出口市場的市占率。為了達成

這些目標，HCMC GAP 在前述公私部門共同合作下建立了基礎標準系統，並由

政府機關實施視察及檢驗系統，同時在供應鏈中的關鍵控制點設立控制系統。

市政委員會負責在生產者或貿易商的請求下執行 HCMC GAP，生產者則須自行

為其產品負責，並有義務根據法律操作認證相關程序。HCMC GAP 促進了生產

者及貿易商的參與，使該 GAP 方案能對生產者、貿易商及消費者確保其透明

性。然而，數個政府機關共同處理控制與認證程序亦帶來機關相互間協調與政

策一致性的困難，此外，分派主要任務給大量的私部門協會及非政府組織，亦

可能產生一些問題137。 

Tien Giang GAP 的建立是為了回應越南南部對於 GAP 指導方針的強烈需

求，此區域性的 GAP 方案由一果農協會於 2005 年 3 月提出，目的在於藉由一

套程序創造安全水果生產與貿易間的連結，並為越南國內及出口市場的水果發

展商標及行銷策略。該方案後於 6 個越南南部的城市及省分實行，其執行包含

GAP 相關訓練、設立農場合作的技術小組、建立越南水果市場的市場區隔138。

Tien Giang GAP 可說是一非營利、由非政府組織主導並以生產者為其受益者的

GAP 方案，該方案甚至有部分目的是在協助越南平順省的火龍果能夠符合

GlobalGAP 新鮮蔬果標準，並順利出口至歐盟市場139。 

由這兩套 GAP 的發展可以看出，越南政府雖然在第一套 GAP 中扮演相當

重要的角色，第二套 GAP 卻是由生產者組成的越南水果協會作為核心的倡議

                                                           
136 Ibid. 
137 UNCTAD, supra note 108, at 78. 
138 Ibid. 
139 UNCTAD, supra note 108, at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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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足見越南國家層級 GAP 之發展逐漸由傳統的政府主持大局轉變為由私部門

主導，政府則居於協助的地位。GlobalGAP 標準於越南境內的實行經驗亦顯

示，相關政府機構的支援對於 GlobalGAP 標準的推廣而言，是相當必要的140。 

第二款 GlobalGAP 標準之適用情形及可能之問題 

在越南，與 GlobalGAP 標準相關的活動始於 2000 年的瑞士進口推廣計畫

（Swiss Import Promotion Programme，SIPPO），該計畫旨在透過資訊、契約及

訓練的提供，協助越南出口商進入歐盟及瑞士市場，計畫期間由 1999 年至

2009 年，總計 10 年，GlobalGAP 標準則於 2000 年首度透過該計畫引進越南

141。兩年後，越南政府及研究機構進一步在越南推廣 GlobalGAP 標準及其執

行。2003 年，曾參與瑞士進口推廣計畫的一間越南公司，決定藉由投資協助其

在平順省的供應商來尋求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雖然有許多專業機構均參與

並協助該公司此項活動，但該公司的供應商在 2003 至 2004 年時仍未能成功取

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主要原因即在於，該案例中，GlobalGAP 標準的執

行僅由私部門推動，然相關政府機構及當地有關當局的參與及支援其實是相當

重要的，例如，支援品質保證相關基礎設施及制度之設立、諸如對小型生產者

提供財政援助等配套政策等等。此外，GlobalGAP 標準的執行亦須供應鏈中所

有參與者的信任與合作142。 

除了政府機關的支援非全面性的問題之外，越南國內關於可能與

GlobalGAP 標準之執行有所關聯的法律規範，亦可能造成 GlobalGAP 標準在越

南境內推廣上之困難。在越南新鮮蔬果相關法規範下，生產者必須遵循以下要

求，包括：種植作物的農地不能被汙染，且須與被汙染的農地相隔離，農民並

有義務以適當的方式處理種植過程中所生之廢棄物；肥料、殺蟲劑及農藥的使

用必須符合相關規定，農業暨鄉村發展部亦會定期更新經核准而得使用之農藥

清單；生產者並須自行為其產品品質、安全及來源負責。但這些規範的法律架

構並未完全囊括 GlobalGAP 新鮮蔬果標準所規範的項目，例如，紀錄與自我視

察即非越南新鮮蔬果生產者的法律義務；此外，越南國內與 GAP 執行有關的法

                                                           
140 Id. at 72. 
141 Id. at 79. 
142 Id. at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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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規範在內容上通常較為籠統，且關於執行及監督的指導方針亦不充分，不若

GlobalGAP 標準那樣具體詳細143。若能調整國內相關法律架構及內容，或可有

助於國內生產者取得 GlobalGAP 標準之認證。 

第四節 小結 

由前述三個地區的國家經驗來看，GlobalGAP 標準對於開發中國家的衝擊

與開發中國家在推行、適用 GlobalGAP 標準時所可能碰到的問題，其實是大同

小異的。對於這些開發中國家而言，GlobalGAP 標準雖然表面上為由私營部門

制定推動且無法律上強制力的自願性新鮮蔬果標準，然由於推廣 GlobalGAP 標

準的歐洲零售農產品經銷集團財大勢大，掌握歐洲新鮮蔬果主要通路，其有選

擇供應商的籌碼，未能通過 GlobalGAP 標準認證的新鮮蔬果生產者，自然較難

獲得這些零售商的青睞，進而無法進軍歐洲市場或維持既存的契約合作關係。

為免遭受此種市場效應的排擠，多以歐洲為其主要新鮮蔬果出口市場的開發中

國家不得不努力尋求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也因此使 GlobalGAP 標準這樣的

自願性標準具備實質上的強制力。在嘗試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的過程中，

開發中國家的新鮮蔬果生產者往往會碰到許多困難，尤其是在小型生產者的部

分，因為符合 GlobalGAP 標準需要投注大量的資金，根據前述各個開發中國家

的國家經驗，這些資金大致上分布在兩個部分，一個部分為農場層級的初始投

資與週期性成本，另一個部分則為認證所需的費用：初始投資主要是為了符合

GlobalGAP 標準而必須花費大筆金錢，使農場各項生產設備、環境、制度及條

件升級，週期性成本則是為了使生產者持續遵循 GlobalGAP 標準，必須定期舉

行各種訓練、實驗分析及認證等活動，這些活動當然需要資金的挹注。另外，

GlobalGAP 標準認證須由經 GlobalGAP 核可之認證機構為之，但開發中國家境

內大多沒有具備執行 GlobalGAP 標準認證工作適格性的認證機構，導致生產者

須請國外的認證機構到其國境內執行認證相關程序，進而負擔前來執行工作的

稽核人員的旅費及食宿費用，這些費用尚須加上原先認證程序即須支付高額的

認證申請費用及行政程序管理費用，以上這兩個部份的成本，大型生產者也許

還能夠支應，但小型生產者在缺乏金援的情況下，通常無法承擔。此時，政府

                                                           
143 Id. at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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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及私部門相關組織的經濟上協助，就占了相當重要的地位；前述許多開發

中國家均嘗試藉由 GlobalGAP 標準的標竿學習認證程序，以使國家層級的 GAP

標準能夠取得與 GlobalGAP 標準同等的效力，但並非每個開發中國家皆能成功

進行標竿學習認證，因為標竿學習認證的要求相當嚴格，特別是規定國家層級

GAP 標準的條款須與 GlobalGAP 標準的一般總則及管制點與符合性標準完全相

符，更增加標竿學習認證的難度，如此一來，生產者還是必須在符合國家層級

GAP 的同時，額外支出成本以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無法達到透過

GlobalGAP 標準調和各國 GAP、減輕生產者負擔的目標。最後，小型生產者若

還是無法全數克服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所會碰到的問題，隨著時間的經

過，新鮮蔬果的生產與供應必定會漸漸集中於少數擁有大量資本為後盾的大型

生產者，致使小型生產者被排除於新鮮蔬果供應鏈之外，而開發中國家又多以

小型生產者為其新鮮蔬果產業的主要組成單位，因此這種情況勢必使國內原可

藉由新鮮蔬果出口抒緩的貧窮問題愈形嚴重。綜觀上述關於 GlobalGAP 標準對

開發中國家的負面影響，顯示尋求 GlobalGAP 標準與自由貿易間的平衡點相當

重要，但是否應於 WTO 架構下就此進行適法性的相關討論，則尚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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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GlobalGAP 標準於 WTO 法規範下 

之適法性分析 

針對 GlobalGAP 標準等私營標準對自由貿易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與衝擊，

2005 年 6 月 29 日到 30 日的 SPS 委員會會議中，聖文森暨格瑞納汀（以下簡稱

聖文森）在阿根廷、祕魯及厄瓜多等國家的支持下，就其出口到歐洲超級市場

的香蕉所須符合、由歐洲零售農產品經銷集團所發起之私營標準 GlobalGAP 標

準提出相關討論，這些開發中國家認為 GlobalGAP 標準已經成為其出口新鮮蔬

果至歐盟市場所需具備的要件，對其出口貿易造成一定的限制144，歐盟則表

示，制定 GlobalGAP 標準的組織為代表主要零售商利益之私部門集團，即使這

些標準在某些情況下，較歐盟 SPS 措施之標準更為嚴格，歐盟亦無技可施，因

為 GlobalGAP 標準並未與歐盟的法規相衝突145。此為私營標準首度出現在 SPS

委員會的討論場域中，但當時並未受到重視。 

直到 2007 年 2 月 28 日，私營標準才被 SPS 委員會視為獨立議題，國際組

織諸如 UNCTAD 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OECD）、以及聖文森、波利維亞等開發

中國家並於此次會議遞交相關文件，陳述私營標準如何影響開發中國家生產者

的貿易機會，並可能減損 SPS 協定及 TBT 協定相關規定的效力：聖文森指出，

私營標準之發展並未經過各國政府機構及公認標準訂定組織之諮詢，缺乏透明

性，此與 SPS 協定之精神相悖，為符合私營標準所需花費的成本亦相當可觀

146；波利維亞表示，私營標準已經構成了貿易障礙，其提出 SPS 措施須以風險

評估為基礎，以此質疑私營標準的科學基礎，其並指出私營標準並未將 SPS 協

定第 7 條的透明性要件以及開發中國家的需求考量入內147；阿根廷認為，有必

                                                           
144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Summary of The 

Meeting Held on 29-30 June 2005, WTO Doc. G/SPS/R/37/Rev.1, paras. 16, 17, 19, 20 (18 Aug. 
05). 

145 Id. para. 18. 
146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Summary of The 

Meeting of 28 February－1 March 2007, WTO Doc. G/SPS/R/44, para. 37 (30 May, 07). 
147 Id. para.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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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釐清並評估私營標準與 SPS 協定間之關係以及私營標準對開發中國家所造成

的衝擊，因為，即使這些私營標準非由政府機構所採行且不具強制力，其效果

卻與政府措施相類似148；古巴在承認私營標準具有貿易促進潛力的同時，亦認

為私營標準可能構成貿易障礙，其指出 SPS 協定的起草者可能並未預見私營標

準的發展，導致 SPS 協定第 13 條解釋上的困難，然而，TBT 協定附件 3 的良

好農業慣例則為私營標準與 WTO 間提供了一較為清晰的連結149；UNCTAD 及

OECD 則皆點出相較於大型生產者，小型生產者在缺乏金援與優良基礎設施的

情況下，較難符合私營標準的要求，進而容易被排除於全球供應鏈之外150。 

SPS 委員會主席則於 2007 年 10 月份的會議提出 SPS 委員會是否為處理私

營標準議題最佳場域的問題，該主席認為 SPS 場域只能反應私營標準的其中一

個面向，因為私營標準尚包括環境與社會等議題，所以，於 SPS 委員會中討論

私營標準時，須僅限於與 SPS 場域相關之議題，部分會員國則表示，私營標準

議題超出 SPS 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應在較為宏觀的場域中以發展性議題之姿進

行討論，TBT 委員會主席亦曾詢問會員國於 TBT 場域中討論私營標準議題之意

願，然會員國普遍意願不高，SPS 委員會主席指出，此種現象顯示私營標準涉

及 SPS 場域之元素所導致的問題可能較其他元素明顯151。由於會員國表現出於

SPS 委員會會議中討論私營標準議題之高度興趣，SPS 委員會主席仍會將該議

題保留在議程中，因為即使目前仍不確定 SPS 協定之法律範圍是否囊括該議

題，主席認為 SPS 委員會仍能為私營標準提供一個有效的討論場域152。 

SPS 委員會隨後於 2008 年 6 月份舉行關於私營標準議題的非正式諮商，會

中主要討論私營標準工作小組之成立，包括工作小組的組成成員、職權範圍及

目標153。WTO 會員國雖未反對該工作小組之成立，對於該工作小組之職權範

圍、組織大小、組成成員則有一定程度的歧見，然而其仍有達成共識的部分，

                                                           
148 Id. para. 45. 
149 Id. para. 49. 
150 Id. paras. 41, 43. 
151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Summary of The 

Meeting of 18-19 October 2007, WTO Doc. G/SPS/R/46, para. 140 (02 Jan. 08). 
152 Id. para. 169. 
153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Summary of The 

Meeting of 24-25 June 2008, WTO Doc. G/SPS/R/51, para. 119 (27 Aug.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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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該工作小組必須只聚焦於私營標準關於 SPS 協定面向之討論、必須清楚呈

現私營標準執行面所帶來的正面及負面效應、必須確認 SPS 委員會針對對減少

私營標準之負面效果應採取何種措施、採行這些措施的順序、並確保該些措施

所能最快達到之效果154。該非正式諮商顯示會員國對私營標準議題之重視，

SPS 委員會主席於會後發布問卷予各會員國，問卷內容包含私營標準工作小組

的職權範圍、私營標準之貿易衝擊及 SPS 委員會對此可能採取的實際行動，回

覆該問卷之會員國即可受邀參加該工作小組，SPS 委員會主席並會定期將工作

小組之討論情形通知委員會155。該工作小組之成立的確使私營標準議題之討論

較為有效具體，前述問卷之回覆使該議題之討論有一定之事實基礎做為背景，

例如私營標準對開發中國家生產者於符合私營標準方面所碰到的困難，該工作

小組希冀根據這些資料做出分析報告，嘗試找出 SPS 委員會所可能採取的具體

行動，例如調和各個私營標準以減少重複認證所需支出之相關成本、建立一永

久機制監控可能造成貿易限制之 SPS 相關私營標準、從管制 SPS 相關私營標準

所致威脅之角度加強 SPS 協定之規範等等，然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任何定論

出現156。 

目前一極大之問題在於，自願性的私營標準是否落在 WTO 之管轄範圍

內？若私營標準原非 WTO 架構下之各協定所規範之對象，關於其對國際貿易

所造成之種種障礙自無適用 WTO 法規範之可能性，不僅缺乏於 WTO 場域中處

理的正當性，更遑論分析其於 WTO 架構下之適法性。基此，本論文在探究

GlobalGAP 標準該項自願性私營標準於 WTO 法規範下之適法性前，須先著手

分析 WTO 法規範對 GlobalGAP 標準的可適用性究竟為何。若分析後發現

GlobalGAP 標準確能為 WTO 架構所管轄，再續行 GlobalGAP 標準於 WTO 各

相關協定下適法性的探討；若可適用性的分析結果偏向無法對 GlobalGAP 標準

適用 WTO 法規範，則不再於 WTO 架構下析論 GlobalGAP 標準之適法性，並

將轉而尋求非於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提出控訴、關於處理 GlobalGAP 標準所

造就之貿易問題的可能解決辦法。 

                                                           
154 Id. paras. 133-134. 
155 Id. paras. 136-138. 
156 See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Summary of The 

Meeting of 25-26 February 2009, WTO Doc. G/SPS/R/54, paras. 137, 143, 145, 149 (28 Apr.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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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WTO 法規範與私部門行為間之關係 

GlobalGAP 標準是由 GlobalGAP 此一為全球農產品設立自願性標準的私部

門機構所制定；WTO 法規範則是由 WTO 會員國所締結的各個協定所集結而

成，目的在於防範世界各國藉由不必要的貿易障礙，築起保護主義的高牆，妨

礙全球經濟與貿易的均衡發展。一為私部門標準，一為針對國家所建構之國際

貿易規範體系，兩者看似未有任何交集。基此，在進行 WTO 法規範對

GlobalGAP 標準的可適用性之分析前，可先針對 WTO 法規範與私部門行為間

之關係為一定程度的釐清。 

第一項 WTO 法規範內容之觀點 

若直接從 WTO 法規範的內容觀之，不難發現，「主權國家」才是 WTO 法

規範的適用對象，例如，GATT 第 1 條提及「締約國」（contracting parties）皆

不得違反其最惠國待遇之義務，即僅有「主權國家」須受到該規定之拘束，此

外，GATT 第 3 條規定的國民待遇義務、GATT 第 6 條關於反傾銷稅與平衡稅

之課徵所適用的標準、GATT 第 11 條關於貿易上之數量限制或禁止措施之規定

及 GATT 第 16 條使用補貼之規定，亦皆僅適用於「締約國」；同樣地，反傾

銷協定（Agreement 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rifs and Trade 1994）第 1 條管理「會員國」（members）之作為，該處所稱

之「會員國」亦僅指「主權國家」而言；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以下簡稱 SCM 協定）第 1.1 條(a)項第(1)

款規定補貼規範適用於「政府或任何公立機構」（government or any public 

body），SCM 協定第 10 條則為「會員國」建立遵循平衡稅標準的義務；再

者，SPS 協定第 2 條、TBT 協定前言以及防衛協定第 2.1 條皆僅提及「會員

國」須遵循該些協定之規範157。因之，WTO 法規範顯然僅能對締結 WTO 各協

定之「主權國家」產生管轄的效果，私部門行為似乎並不在其管轄範圍內。然

而，SCM 協定第 1.1 條(a)項第(1)款第(iv)目的規定卻將補貼規範的適用延伸至

                                                           
157 Rex J. Zedalis, When Do the Activities of Private Parties Trigger WTO Rules?, 10 J. INT’L ECON. L. 

335, 337-338 (Ju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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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委託私部門執行補貼活動的情形158。由此觀之，或許在符合特定要件的情

況下，私部門之行為仍有可能成為 WTO 法規範之適用對象，然由於直接自

WTO 法規範內容觀點出發，根據前述將較偏向 WTO 法規範並不適用於私部門

行為之結論，欲探求此結論可能之例外情形，佐以 GATT/WTO 相關爭端解決

案件中爭端解決小組及上訴機構之解釋，也許較為妥適。 

第二項 相關爭端解決案例之觀點 

自 1960 年代開始，GATT 會員國即已認知到私部門可能會擾亂現存的自然

競爭經濟關係，而截至目前為止，少數 GATT 與 WTO 爭端解決案件的裁決顯

示，可歸因於系爭會員國政府的私部門行為得適用 GATT/WTO 法規範的情形

也開始逐漸增加159。 

關於這方面的論述，最早是出現在根據 GATT 第 16 條第 5 項所作成之

1960 GATT 審查報告（Report by the Panel on Review Pursuant to Article XVI:5）

中 GATT 爭端解決小組之評論160。小組認為，在判斷私部門行為是否應受

GATT 中之補貼規定所管轄時，應明確地調查其募集資金的來源及政府的涉入

程度161。而自補貼的背景跳脫出來，針對會對貿易造成影響的其他種類之私部

門措施，若要裁決政府對該私部門措施之參與是否使該措施深受影響而帶有公

部門之色彩，即必須就政府是否提供該私部門措施運作之經費及政府涉入該私

部門措施之程度作調查162。也就是說，此種由爭端解決小組所明確表達出來的

一般性法律標準，似乎認為當私部門行為在運作上倚賴某種形式的政府參與，

該私部門行為即應受到 GATT 的管轄163。 

除了 1960 GATT 審查報告之外，GATT 時代尚有三項重要的爭端解決小組

裁決，就私部門行為與 GATT 規範間之關係提供觀點。第一個爭端解決案件為

日本農產品進口限制案（Japan－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Certain Agricultural 

                                                           
158 Id. at 338. 
159 Id. at 335. 
160 See id. at 388. 
161 See Report by the Panel on Review Pursuant to Article XVI:5, GATT Doc. L/1160, 9th Supp. 

B.I.S.D. 188, adopted 24 May 1960 (1961) (hereinafter 1960 Report). 
162 Rex J. Zedalis, supra note 157, at 339. 
163 Id. at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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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以下簡稱 Japan－Agricultural Restrictions）164，美國主張日本對數種

農產品採行之進口限制違反 GATT 第 11 條第 1 項關於貿易數量限制或禁止之

規定，日本則表示其措施是為了執行第 11 條第 2 項(c)款所規定之政府措施，因

之得以豁免，然而，美國認為日本於此處所提出之政府措施大多數為不具備法

律拘束力之行政指導，其僅為一私部門措施執行之請求，私部門可以選擇是否

執行該措施，因此不應該當 GATT 第 11 條第 2 項(c)款所指稱之政府措施165，

但小組同意日本續行提出的主張，認為此種措施仍可被視為第 11 條第 2 項(c)款

之政府措施，因經由行政指導搭配私部門運作的結果仍能產生等同於強制性政

府措施之效果，也就是說，措施之本質是否為強制性並不重要，重要的是其所

具備的效力與強制性的政府措施相同，即可滿足 GATT 第 11 條第 2 項(c)款政

府措施之前提166。第二個爭端解決案件為日本半導體案（Japan－Trade in Semi-

conductors）167，該案亦為私部門行為與 WTO 法規範適用關係提出可供參考之

視角。該案爭端涉及日製半導體以傾銷價格出口至第三國，導致由美國進口之

半導體競爭力降低，小組認為，即使日本堅持主張該項出口限制措施是由私人

公司自行選擇是否採行，並非日本政府以強制性之法律令其執行，系爭措施仍

舊違反 GATT 第 11 條第 1 項之規定168。與日本農產品限制進口案的見解類

似，小組認為，即使系爭措施為自願性質且為私部門措施，只要政府有某種程

度的涉入，是否能適用 WTO 法規範之標準，就必須聚焦於系爭措施之運作效

力是否如同強制性法律規範169。最後一個爭端解決案件為歐體蘋果進口限制案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ies－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Dessert Apples-

Complaint by Chile，以下簡稱 EEC－Restriction on Dessert Apples）170，該案與

日本農產品進口限制案的情形雷同，智利控訴歐體的進口限制措施違反 GATT

                                                           
164 Japan－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Cert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18 November 1987, GATT Doc. 

L/6253, 35th Supp. B.I.S.D. 163 (1988) (hereinafter Japan－Agricultural Restrictions). 
165 See Id. para. 3.2.5. 
166 See Id. paras. 3.2.6, 5.3.5.1, 5.3.5.2.. 
167 Japan－Trade in Semi-conductors, GATT Doc. L/6309, 35th Supp. B.I.S.D. 116, 4 May 1988 

(1988). 
168 See ibid. at paras 50, 54, 110-117. 
169 Ibid. at para. 109. 
170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ies－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Dessert Apples-Complaint by Chile, 

GATT Doc. L/6491, 36th Supp. B.I.S.D. 93, 18 April 1989 (1990) (hereinafter EEC－Restrictions 

on Dessert Ap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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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第 1 項的規定，歐體則主張該措施為第 11 條第 2 項(c)款規定下之例外

情形，智利進一步表示系爭措施並非(c)款所稱之「政府措施」而無法適用該規

定以得豁免171。小組於該案所採之論理與日本半導體案相同，因此，其裁決歐

體由私部門執行之蘋果限制進口措施，仍因與政府有足夠的連結而得該當

GATT 第 11 條第 2 項(c)款之規定172。 

除了上述 GATT 小組報告之外，WTO 亦有兩個爭端解決案件處理過私部

門措施與 WTO 法規範之適用關係。日本膠卷案（Japan－Measures Affecting 

Consumer Photographic Film and Paper，簡稱 Japan－Film）173的爭端解決小組認

為，若要將私部門之行為歸責於其國家政府，進而適用 WTO 法規範，就必須

確定政府充分地涉入該私部門行為之運作，但小組表示判斷政府與私部門行為

之連結程度相當困難，並承認很難在這項複雜的問題點上建立明確的判斷準

則，即使如此，仍必須依個案認定是否存有足夠的政府涉入程度174。爾後，上

訴機構於韓國牛肉案（Korea－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Fresh, Chilled and 

Frozen Beef，簡稱 Korea－Beef）175中，雖然沒有直接處理「私部門行為在何種

情況下可能違反以主權國家為其適用對象之 WTO 法規範」的問題，然其強

調，其並不認為非由法律直接落實、僅由私人企業依據不同分銷系統比較成本

與利益之計算所形成的雙軌分銷系統違反 GATT 第 3 條的規定176。此項論述暗

示上訴機構認為，全然、純粹的私部門行為是不受 WTO 法規範所管轄的，然

因其並未多作解釋，而使何謂全然、純粹之私部門行為仍未有定論177。 

第三項 小結 

綜合 WTO 法規範內容及爭端解決案件小組與上訴機構的觀點可知，私部

門行為原則上是不受 WTO 法規範所管轄的，但若該國家政府一定程度地涉入

                                                           
171 See ibid. at paras 3.9-3.11. 
172 See ibid. at para. 12.9. 
173 Japan－Measures Affecting Consumer Photographic Film and Paper, WT/DS44/R, 31 March 

1998(hereinafter Japan－Film). 
174 Ibid. at paras. 10.52, 10.56. 
175 Korea－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Fresh, Chilled and Frozen Beef, WT/DS161 & 169/AB/R, 

adopted 10 Jan. 2001 (2000) (hereinafter Korea－Beef). 
176 Ibid. at para. 149. 
177 Rex J. Zedalis, supra note 157, at 34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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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私部門行為之運作，使其實行之效力等同於具強制力之政府措施，該私部門

行為執行之效果似即可歸因於國家政府而受 WTO 法規範之管轄。然假設國家

政府並未涉入私部門行為之形成與落實，但該私部門行為對國際貿易所造成的

影響確實與 WTO 法規範有所悖離，系爭私部門行為是否即全無受 WTO 法規範

管轄之可能？此情形即較為偏向 GlobalGAP 標準與 WTO 法規範適用之關係而

為本論文以下所欲深入探討者。 

第二節 WTO 法規範對 GlobalGAP 標準之可適用性分析 

關於 WTO 法規範對於 GlobalGAP 標準此等自願性私營標準可適用性的討

論，目前可說是處於極度不確定的狀態。姑且不論協定適用對象之身分為主權

國家或私部門，SPS 協定主要是規範 WTO 會員國政府在哪些情形下，可以採

用對於國際間自由貿易會產生影響且與食品安全、動物及植物健康有關之防疫

檢疫措施；TBT 協定的主要目標，則是為了確保 WTO 會員國在採行與產品製

程或產製方法有關之強制技術性法規或自願性標準時，不會對國際貿易造成不

必要之障礙。鑒於 GlobalGAP 標準是為農產品的品質、相關製程、勞工福利與

環境永續發展所制定之標準，同時涉及食品安全與產品製程問題，SPS 協定與

TBT 協定可能為此一私營標準於 WTO 架構下所涉及之相關協定178。又，由於

GlobalGAP 標準對於國際貿易的負面影響極有可能與 WTO 下之不歧視原則相

悖，GlobalGAP 標準在適用上所影響的又為貨品貿易的部分，因此，規範最惠

國待遇原則與國民待遇原則之 GATT 1994 亦有管轄該私營標準之潛力。故，本

論文將分別由 SPS 協定、TBT 協定與 GATT 1994 的觀點，分析 GlobalGAP 標

準是否落於 WTO 法規範之管轄中。 

第一項 GlobalGAP 標準是否落入 SPS 協定之管轄範圍 

與食品安全相關之政府公部門法規與私部門標準皆可能對於貨品造成貿易

障礙，進而與國際貿易法規牴觸179。為了嘗試控制並減少食品安全措施所致之

                                                           
178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Private Standards 

and The SPS Agreement, WTO Doc. G/SPS/GEN/746, para. 19 (24 Jan. 07). 
179 Jan Wouters, Axel Marx, Nicolas Hachez, Food Safety, Private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Leuven Centre for Global Governance Studies,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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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限制效果，SPS 協定在烏拉圭回合談判過程中於焉誕生。該協定確認 WTO

會員國在確保食品安全的合法需求下採行 SPS 措施180。 

關於 SPS 協定之適用範圍為何，SPS 協定第 1 條即有明確的規定。SPS 協

定第 1.1 條規定：「本協定適用於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國際貿易的所有檢驗與

檢疫措施。該等措施皆應根據本協定之規定制定與適用。」協定第 1.2 條接著

規定：「就本協定之目的而言，附件 A 提供的定義應予適用。」由此兩款條文

內容觀之，可推知若欲於 SPS 協定下討論系爭措施之合法性，該系爭措施必須

同時符合兩項要件，即該系爭措施須「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國際貿易」且為

「SPS 協定附件 A 定義下之 SPS 措施」，方得適用 SPS 協定之條款。因此，本

論文於討論 GlobalGAP 標準是否落於 SPS 協定之管轄範圍時，將分別由此二要

件入手，先行探討 GlobalGAP 標準對於現下之國際貿易是否可能造成直接或間

接的影響，接下來再根據 SPS 協定附件 A 的定義性規定，判斷 GlobalGAP 標準

是否為附件 A 第 1 項定義下之 SPS 措施。 

第一款 直接或間接影響國際貿易之可能性 

由 SPS 協定前言之闡述，可知該協定之主要目的，在於避免 WTO 會員國

在為保護人類、動植物生命或健康而採行必要之檢驗與檢疫措施時，對國際間

之自由貿易形成障礙。因此，唯有可能對國際貿易形成直接或間接影響的措

施，才有在 SPS 協定下被檢視之價值；若系爭措施與國際貿易完全無涉，自然

亦無必要於 SPS 協定下就之為相關討論。以下即先就 GlobalGAP 新鮮蔬果標準

對於國際貿易是否可能造成直接或間接之影響進行檢視。 

事實上，根據本論文第參章的個案探討整理，以及前述近幾年來開發中國

家於 SPS 委員會中所提出之私營標準相關議題，GlobalGAP 標準對於國際貿易

會造成某種程度上的影響的確是不爭的事實。該些影響多由地處開發中國家或

低度開發國家之供應商的角度為出發點。這些供應商大都為新鮮蔬果的小型生

產者，歐盟市場對於這些生產者而言，為世界主要的新鮮蔬果高利潤市場，因

此，能否使其本身生產之產品成功地進入歐盟零售市場，對這些小型生產者之

                                                           
180 Id.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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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甚或存續，可說是相當重要。然而，隨著 GlobalGAP 所建立之 GlobalGAP

標準的出現，歐洲零售商在選擇其新鮮蔬果的供應商時，為了實現加強其產品

競爭力與對消費者吸引力的初衷，通常會希冀身為其供應商的新鮮蔬果生產者

能夠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例如，作為 GlobalGAP 零售商會員之一的荷

蘭超市業巨頭皇家阿霍德集團(Royal AHOLD NV)即在其官網中關於供應商網頁

的部分清楚標示，供應其旗下的海恩超市（Albert Heijn）與其持有 50%股權的

ICA 集團181之農產品的生產者，皆必須通過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182。基於這

樣的情形，新鮮蔬果生產者自然會努力遵循 GlobalGAP 標準，以符合其下游零

售商之需求。但是，並非所有有此冀望的生產者皆能順利通過 GlobalGAP 的認

證。本論文第參章關於 GlobalGAP 標準之個案探討清楚地顯示，一新鮮蔬果生

產者若要成功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為了符合 GlobalGAP 標準所需支出的

成本是相當可觀的，而這些高額的成本亦非所有的新鮮蔬果生產者皆能負擔，

尤其對於金錢、技術等各項資源皆較為缺乏的小型生產者而言，通過

GlobalGAP 標準之認證將更形困難。這些小型生產者在無法達到 GlobalGAP 各

項標準要求的情況下，相當容易因為市場淘汰機制被排除於歐洲零售市場之

外。基此，GlobalGAP 標準對於新鮮蔬果供應鏈所造成的貿易上效應，可謂有

一定的強度，外國新鮮蔬果生產者原先只需要遵循歐盟下與農產品安全相關的

指令、規則或決定，就能出口新鮮蔬果產品至歐盟市場，但如今生產者若無法

通過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即使其已符合歐盟關於農產品安全的規定，仍會

因為市場排擠效應而被排除於歐盟市場的新鮮蔬果供應鏈之外，因此，此一私

營標準確有「直接或間接影響國際貿易之可能性」，因而符合 SPS 協定第 1.1

條所揭示之第一個要件。 

第二款 GlobalGAP 標準是否為 SPS 協定附件 A 第 1 項定義下之 SPS 措施 

即便 GlobalGAP 標準對於國際間自由貿易有其影響力，若其非為 SPS 措

                                                           
181 ICA 集團為瑞典及波羅的海地區最大的食品連鎖超市，擁有 2250 家自有及加盟店，2008 年

淨銷售額 241 億克朗（約合 113 億美元），該集團的食品銷售佔全瑞典食品銷售市場的

36.8%。請參考：慧典市場研究報告網，http://big5.hdcmr.com/article/jzqb/11/02/17070.html 

(last visited: 25 May, 09) 
182 請參考：http://www.ahold.com/en/suppliers/sustainable-trade/product-safety (last visited: 25 May,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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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仍舊無法適用 SPS 協定的規定。因此，尚須確認 GlobalGAP 標準為 SPS 協

定中所指稱之 SPS 措施，方得認定此一私營標準確實落於 SPS 協定之管轄範

圍。欲判斷 GlobalGAP 標準是否屬於 SPS 措施之一種，必先清楚了解 SPS 措施

所指究竟為何。關於 SPS 措施之定義，明文規定於 SPS 協定附件 A 第 1 項，本

論文以下即先檢視 GlobalGAP 新鮮蔬果標準是否符合 SPS 協定附件 A 中關於

SPS 措施之定義性規定。 

關於 SPS 措施之定義性規定，歐體生技案（European Communities─

Measures Affecting the Approval and Marketing of Biotech Products, 以下簡稱 EC

─Biotech）183的爭端解決小組曾有過詳盡的處理。該案中，雖然原告國一致認

為關於影響其國內生技產品於歐體市場之核准與行銷的系爭措施為 SPS 措施而

為 SPS 協定所管轄，但被告國歐體則主張系爭措施並不全然落於 SPS 協定之管

轄範圍內，為了解決此項爭議，爭端解決小組即由 SPS 協定附件 A 第 1 項之規

定，判斷歐體所採之系爭措施是否與該條所規定之 SPS 措施之定義相符。小組

將 SPS 協定附件 A 第 1 項之規定，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所謂的「目

的要素」（the purpose element），第二個部分為所謂的「形式要素」（the form 

element），第三部分則為「措施之本質」（the nature of measures）。目的要素

包含附件 A 第 1 項(a)款至(d)款的規定，形式要素則於附件 A 第 1 項第二段中

提及，分別為「法律、政令及規定（laws, decrees, regulations）」，另外，附件

A 第二段亦指出，SPS 措施之本質為「要件與程序，特別是包括最終產品的標

準；加工與生產方法；測試、檢驗、發證與核可程序…（requirements and 

procedures, including, inter alia, end product criteria; processes and production 

methods; testing, inspection, certification and approval procedures; etc.）」184。在判

別一項措施是否屬於 SPS 協定之範疇時，依據小組及上訴機構以往的實務作

法，係先檢視該等措施之「目的」，且判斷其是否符合 SPS 協定附件 A 第一項

(a)款所列之風險類型185。除了規範「目的」外，欲判斷系爭規範或措施是否為

                                                           
183 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Approval and Marketing of Biotech Products, 

Report of the Panel, WTO Doc. WT/DS291/R, WT/DS292/R, WT/DS293/R (29 Sep. 2006) 
(hereinafter EC－Biotech). 

184 Id, para. 7.149. 
185 Joost Pauwelyn, The WTO Agreement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SPS) Measures as Applied in 

the First Three SPS Disputes, EC-Hormones, Australia-Salmons and Japan-Varietals, 2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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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 措施，尚須由其是否具備 SPS 措施之形式與性質而定186。因此，本論文即

逐一由目的要素、形式要素與 SPS 措施之本質，來檢視 GlobalGAP 與 SPS 措施

定義的符合性為何，以探究 GlobalGAP 是否得被視為附件 A 定義下之 SPS 措

施。 

第一目 SPS 措施之目的要素 

根據 GlobalGAP 標準文件一般總則的闡述，GlobalGAP 標準的目的在於，

藉由建立一套全球整合性的 GAP，對新鮮蔬果的品質及生產過程進行標準控

管，以回應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環境保護、勞工健康安全福利以及動物福利

的關注。SPS 措施之目的要素規定於 SPS 協定附件 A 第 1 項(a)至(d)款，以下將

分別就該各款規定檢視 GlobalGAP 標準之目的是否與 SPS 措施之目的相符。 

SPS 協定附件 A 第 1 項(a)款規定，SPS 協定適用於「保護動物或植物生命

或健康，以防範因疾病害蟲、帶病體或病原體的入侵、立足或傳播而導致的風

險（to protect animal or plant life or health from risks arising from the entry, 

establishment or spread of pests, diseases, disease-carrying organisms or disease-

causing organisms）」之措施。由 GlobalGAP 標準的主範圍分類可以看出，

GlobalGAP 除對農作物制定相關標準外，對於農作物種苗及家畜配方飼料的生

產亦進行品質及生產過程的控管，因為在進口的農作物種苗及配方飼料品質健

全的情況下，才能保護進口國的動物與植物生命及健康，使之不受品質不佳之

種苗及飼料中之疾病害蟲、帶病體或病原體的入侵。因此，GlobalGAP 標準應

符合附件 A 第 1 項(a)款所指稱之 SPS 措施之目的。 

SPS 協定附件 A 第 1 項(b)款及(c)款分別以「人類或動物生命或健康」與

「人類生命或健康」為其保護客體，GlobalGAP 制定標準的原因，就是為了藉

由確保農產品、農作物種苗及配方飼料的品質，來維護消費者及家畜之食用安

全，因此 GlobalGAP 標準之保護客體確為人類或動物生命或健康，進而符合(b)

款及(c)款前段之規定。又，(b)款後段規定人類或動物生命或健康之風險須為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641, at 643 (1999). 
186 林彩瑜，「從歐體生技產品爭端之裁決論 SPS 協定對 GMO 規範之影響」，《國立臺灣大學

法學論叢》，第 36 卷，第 4 期，2007 年 12 月，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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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飲料或飼料中的添加物、汙染物、毒素或病原體」所致。歐體生技案

的爭端解決小組表示，「食品（food）」的一般性定義為，為了維持肉體生命

及成長所攝取之物質，因此，人類或動物為了營養所消耗之物質可以被歸類為

「食品」，另一方面，「飼料（feedstuff）」則被定義為牛或馬等家畜的食物

187。GlobalGAP 標準下之農產品為人類日常生活所須食用，配方飼料之用途則

為餵食家畜，此二者即可分別被視為(b)款中之「食品」及「飼料」。歐體生技

案的小組並指出，食品或飼料中之「汙染物」的一般性定義則為，會造成汙

染、腐壞或感染的物質，SPS 協定附件 A 的註腳亦指出，就此附件 A 對 SPS 措

施之定義而言，「汙染物」包括農藥與動物用藥之殘留物及外加物質，且不論

是一般性定義還是附件 A 註腳對汙染物所指稱之定義，皆顯示(b)款中之「汙染

物」並非有意地被添加於食品中，其是因為生產、加工、包裝或環境汙染的關

係，始含於食品當中188。GlobalGAP 標準中針對農作物生產過程所使用之農藥

殘餘量有一定程度的控管，以避免過多對人體有害之化學物質殘留於農產品

上，對食用該農產品之消費者造成健康上的損害，在飼料作物生產的部分亦為

同樣的狀況。基此，GlobalGAP 標準之目的亦符合 SPS 協定附件 A 第 1 項(b)款

之規定。以人類生命或健康為保護客體的附件 A 第 1 項(c)款之後段則規定，導

致人類生命或健康風險之原因須為「動物、植物或動植物產品所攜帶的或因疾

病害蟲入侵、立足或傳播導致的疾病」。GlobalGAP 標準所針對之農產品一如

前述，係供給人類身體養分的食品，GlobalGAP 標準設定控管農作物生產之品

質，即在防範農產品因相關疾疫而品質不佳，進而導致人類在攝取這些農產品

後危害到自身的生命或健康，因此，GlobalGAP 標準設置之目的亦與(c)款相

符。 

根據歐體生技案的小組見解，前述(a)、(b)、(c)三款所欲防範之損害皆為對

植物、動物或人類生命或健康的損害，所以，附件 A 第 1 項(d)款之「其他損害

（other damage）」應指除了對植物、動物或人類生命或健康之損害以外的其他

損害189。此種屬性下之「其他損害」所包含的範圍可能相當廣泛，其可能指對

囊括基礎建設在內之財產的損害，也可能指經濟上的損害，例如，農民農產品

                                                           
187 Id. para. 7.291. 
188 Id. para. 7.312.  
189 Id. para. 7.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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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銷售遭受損害，「損害（damage）」在牛津簡明字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第十版中的定義為，「損及事物的價值、效用與正常功能的物質上

傷害」及「不受歡迎且有害的效果」，這些定義包含造成經濟價值降低、負面

經濟效果或經濟損失之傷害，此外，在解釋附件 A 第 1 項(d)款之「其他損害」

時，將經濟損失包含在內，亦與該款規定在 SPS 協定中之上下文符合。SPS 第

5.3 條規定，在做風險評估時應將相關「經濟因素（economic factors）」考量入

內，這些經濟因素包括「害蟲或疾病入侵、立足或傳播而致生產或銷售的損失

所可能造成的損害」，該條文規定顯示，SPS 協定中之「損害」包含經濟性之

損害，且該種經濟性之損害係與害蟲或疾病有關190，因之得以確定附件 A 第 1

項(d)款之「其他損害」的確可解釋為經濟損失。又，造成(d)款經濟損失之原因

須為疾病害蟲之入侵、立足或傳播，「疾病害蟲（pests）」除了指會損及動植

物或人類健康生命之動物或植物外，亦指會造成其他損傷之動物或植物191。

GlobalGAP 標準之制定是為了要保護食用農作物之人類及家畜之健康，若出口

國供應商所生產之農產品或相關飼料之品質不佳，即可能使進口國消費者在為

顧及自身健康安全的情況下，降低購買率，進而對進口國零售商的銷售額造成

負面影響，導致零售商經濟上的損失。由此推得 GlobalGAP 標準設定之目的亦

與附件 A 第 1 項(d)款符合。 

第二目 SPS 措施之形式要素 

SPS 協定附件 A 第 1 項之形式要素清楚揭示：「SPS 措施包括所有相關法

律、政令、規定（sanitary or phytosanitary measures include all relevant laws, 

decrees, regulations）」。根據歐體生技案爭端解決小組之論理，這裡所提及之

「法律、政令、規定」不應被認為僅指一特定之法律形式，SPS 措施原則上應

可以許多不同的法律形式出現192。但無論如何，以不同法律形式之姿運作的

SPS 措施，由協定條文字面上的意義來看，似乎必須為主權國家政府所制定、

具有強制性法律拘束力之措施。GlobalGAP 標準為歐洲零售農產品經銷集團所

創建、GlobalGAP 所續訂推廣之自願性新鮮蔬果私營標準，新鮮蔬果供應鏈中

                                                           
190 Id. para. 7.370. 
191 Id. para. 7.371. 
192 Id. para. 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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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產者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出 GlobalGAP 標準認證之申請，此情形顯示，

GlobalGAP 標準並非主權國家所訂定，亦不具有法律上的強制拘束力，因此並

不符合 SPS 措施之形式要素。 

第三目 SPS 措施之本質 

接下來再就 SPS 措施之本質進行探討。SPS 協定第 1.1 條規定，SPS 協定

適用於「所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影響國際間貿易的 SPS 措施」，該規定並未

明確限制只有主權國家政府所採行之 SPS 措施才能適用 SPS 協定，同樣地，附

件 A 第 1 條之規定亦未明確將 SPS 措施限於政府措施193。再者，附件 A 第一條

第二段中規定 SPS 措施之本質包含「要件（ requirements）」及「程序

（procedures）」在內，「要件」一詞之意義為「必須被遵循之條件（ a 

condition which must be complied with）」194，隱含對於 SPS 措施之施行客體有

一定程度的強制力存在。GlobalGAP 標準表面上雖為無法律上強制拘束力之自

願性私營標準，但前述提及，由於該標準為 GlobalGAP 此一組織機構所訂定，

該私部門組織一開始由歐洲零售農產品經銷集團組成，爾後越來越多的零售

商、供應商及生產者亦參與其中，歐洲又為新鮮蔬果產業所共同認定之高利潤

市場，加入 GlobalGAP 會員的零售商等同於世界新鮮蔬果供應鏈中的主要買

主，其所握有的商業談判籌碼相對大大削弱了新鮮蔬果生產者決定是否申請通

過 GlobalGAP 標準認證的選擇權，讓大多數的新鮮蔬果生產者不得不提出通過

GlobalGAP 標準認證之申請，以免受到市場排擠效應之負面影響，由此使

GlobalGAP 標準對這些新鮮蔬果生產者產生實際上的強制力，進而破壞自由貿

易的本質。此一實質上之強制力，證明 GlobalGAP 標準實際上與 SPS 措施之

「要件」本質相符。 

又，附件 A 第一條第二段針對「要件」及「程序」皆有作囊括範圍上的詳

細規定：「要件」包括最終產品標準、檢疫處理、包裝與標示規定；「程序」

則包括測試程序、檢驗程序、發證程序及核可程序等。以 GlobalGAP 標準而

                                                           
193 Jan Wouters, Axel Marx, Nicolas Hachez, supra note 179, at 5. 
194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ttp://dictionary.oed.com/cgi/entry/50203609?single=1&query_type=word&queryword=requireme
nt&first=1&max_to_show=10 (last visited: 16 Jun.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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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其是以新鮮蔬果等農產品為主要規範對象之最終產品標準，其標準文件所

包含之認證程序，亦應符合「程序」所包含之範圍。因此，GlobalGAP 標準同

時落於附件 A 第一條第二段之「要件」及「程序」的範疇內，而符合 SPS 措施

之本質要件。 

第三款 小結 

根據前述分析，GlobalGAP 標準的確對於國際貿易有直接或間接之影響

力，然而，其並非 SPS 協定定義下之 SPS 措施，因其非由主權國家政府機關所

制定之法律、政令或規定，僅為私部門集團所自行設定之自願性標準，從而不

具備 SPS 措施之形式要素，即便其已然符合 SPS 措施之本質與目的要素，仍無

法將之視為 SPS 措施。因此，GlobalGAP 標準並未完全滿足 SPS 協定第 1.1 條

所揭櫫之協定適用要件，進而可能無法落入 SPS 協定之管轄範圍內。 

第二項 GlobalGAP 標準是否落入 TBT 協定之管轄範圍 

GlobalGAP 標準之所以無法適用 SPS 協定，一個相當大的原因即在於其並

非政府機構透過立法程序所制定、具有法律強制拘束力之法規範，而無法該當

SPS 措施之形式要素而被排除於 SPS 協定之適用範圍。然而，GlobalGAP 標準

並非就此失去適用 WTO 架構下其他協定之適格性。TBT 協定即為 WTO 下最

有可能將 GlobalGAP 標準納入其管轄之協定，因為 TBT 協定中包含非政府標準

機構（non-governmental standardization bodies）之相關規定，且由 TBT 協定之

前言與第 2 條之規定，亦可發現該協定之主要目標在於確保技術性法規

（technical regulations）、標準（standards）不會對國際貿易造成不必要之障礙

195。於此種情形下，即便是由私部門制定、推行且不具法律強制力之

GlobalGAP 標準，仍將有極大的可能被歸類為 TBT 協定的規範客體。TBT 協定

主要可以區分為「技術性法規」、「標準」、「符合性評估程序」三大規範區

塊。因此，欲確認 GlobalGAP 標準是否確實為 TBT 協定所管轄，就必須先認定

GlobalGAP 標準符合 TBT 協定下所指稱之技術性法規、標準或符合性評估程序

之定義。TBT 協定第 1.1 條規定：「標準化及符合性評估程序之一般性用語之
                                                           
195 Steven Bernstein, Erin Hannah, Non-State Global Standard Setting and the WTO: Legitimacy and 

the Need for Regulatory Space, 11 J. INT’L ECON. L. 575, 585 (Sep.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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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義，應顧及其前後文義，並參照本協定之宗旨及目的，而在一般情形下，賦

予相同於聯合國體系及國際標準組織所採行之定義。」第 1.2 條又規定：「惟

就本協定之目的而言，適用附件一所載名詞之意義。」此二條文顯示，TBT 協

定所指稱之技術性法規、標準與符合性評估程序的定義，規定於 TBT 協定附件

1，又，TBT 協定第 1.3 條規定「包括工業及農業產品在內之一切產品，均應依

本協定之規定」，第 1.5 條則規定 TBT 協定之規定「不適用於 SPS 協定附件 A

所界定之 SPS 措施」，GlobalGAP 標準以農產品為其標準制定之基礎，且依本

章第一節之分析，GlobalGAP 標準亦非 SPS 協定附件 A 定義下之 SPS 措施，因

此，不會受到 TBT 協定第 1.5 條規定的限制而無法適用該協定。以下即分別由

TBT 協定附件 1 對於技術性法規、標準、符合性評估程序之定義性規定，來判

斷 GlobalGAP 標準是否落入 TBT 協定之管轄範圍。 

第一款 GlobalGAP 標準是否為「技術性法規」 

於認定系爭措施是否為 TBT 協定下的技術性法規時，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

為：該項措施是否針對產品特性或其他相關生產或製造方法所設定；或是，所

謂「產品特性」與「相關生產或製造方法」的範圍認定為何196。WTO 上訴機構

曾於歐體石棉案（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Affecting Asbestos and 

Products Containing Asbestos，簡稱 EC─Asbestos）197中，就 TBT 協定「技術性

法規」之定義進行詳盡的論述。上訴機構指出，TBT 協定第 1.2 條規定「就

TBT 協定之目的而言，適用附件 1 所載名詞之意義。」附件 1 第 1 項對於「技

術性法規」則有如下之定義：「規定產品特性或其相關製程及產製方法，包括

適用具強制性之管理規定之文件。該文件亦得包括或僅規定適用於產品、製程

或產製方法之專門術語、符號、包裝、標記或標示之規定。」由此條文內容看

來，上訴機構認為「技術性法規」定義之核心在於，「文件」必須規定「產品

特性」，上訴機構認為產品之「特性」包含任何客觀定義下之特徵、特性、屬

性或其他可供區辨之產品標示，而可能與產品之組成、形狀、大小、硬度、顏

                                                           
196 牛惠之，「WTO 技術性貿易障礙（TBT）協定就安全貿易之適用與限制」，《政大法學評

論》，第 95 期，2007 年 2 月，頁 352。 
197 European Communities － Measures Affecting Asbestos and Asbestos-Containing Products, 

Appellate Body Report, WTO Doc. WT/DS135/AB/R, (12 Mar. 2001) (hereinafter EC－Asbes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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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質地、抗張強度、易燃性、導電率、密度及黏性有關198。然而，經由 TBT

協定附件 1 第 1 項對於產品特性所列舉的例子可知，此處之產品特性不僅包括

產品本身的特徵特質，尚包含與產品相關的特性，例如產品呈現、區辨之方法

199。此外，根據第 1 項之規定，上訴機構亦注意到「技術性法規」亦得包含專

門術語、符號、包裝、標記或標示之規定，此顯示「技術性法規」亦得僅規定

一項或數項產品特性200。「技術性法規」對於這些產品特性之規定亦必須具有

強制性，即可以規定產品必須或不能擁有特定的「特性」201。該「技術性法

規」所適用之對象則須為可識別之產品，亦即須確認適用產品的範圍，才能精

準地透過標準的制定課予相關義務202。其後，WTO 上訴機構於歐體沙丁魚案

（EC─Trade Description of Sardines，簡稱 EC─Sardines）203中將其於歐體石棉

案中對「技術性法規」之定義所做的解釋，整理成以下三項標準：一、系爭措

施須可適用於一套可識別之產品；二、系爭措施須規定相關產品一種以上之特

性；三、系爭措施須具強制性204。GlobalGAP 標準是針對農產品所制定之標

準，農產品因有相當清楚明確之界定而具有一定程度之識別性，與第一項標準

相符；舉凡農產品該有之品質、生產過程所需遵循之各項標準皆包含於

GlobalGAP 標準中，因之亦符合第二項標準；較有爭議的部分，則為

GlobalGAP 標準是否具有第三項標準所揭示之強制性的問題。 

事實上，TBT 協定中的「技術性法規」於負責規劃與執行機關不同之基礎

上，被區分為兩種：一為 TBT 協定第 2 條所規定之由中央政府機構所規劃執行

之「技術性法規」，一為第 3 條所規定之由地方政府機構或非政府機構所規劃

執行之「技術性法規」。在做出此項區別的同時，TBT 協定亦等同於擴張了國

家責任的範圍，即對於非直接歸屬於國家之行為，國家亦須承擔相關責任，只

是國家於此種情形下所須負擔之責任會有相當程度的稀釋205。由此種區辨可以

                                                           
198 Id.paras. 66-67. 
199 Id.para. 67. 
200 Id.para. 67. 
201 Id.para. 69. 
202 Id.para. 70. 
203 European Communities－Trade Description of Sardines, Appellate Body Report, WTO Doc. 

WT/DS231/AB/R,(26 Sep. 2002) (hereinafter EC－Sardines). 
204 Id, paras. 175-176. 
205 TBT 協定第 3 條僅要求 WTO 會員國採取可能之合理措施，以確保地方政府機構或非政府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7 

發現，「技術性法規」之範圍並不僅包含主權國家政府措施，其他非政府機構

所採行與執行之措施似乎亦可被規定於 TBT 協定中。然而，如此是否就代表由

GlobalGAP 這樣的私部門組織機構所制定的 GlobalGAP 標準，可能被視為 TBT

協定下之「技術性法規」，尚有疑問：因為即便「技術性法規」囊括非政府機

構所制定者，其仍須具備附件 1 第 1 項所要求之強制性，且該法規必須非基於

與產品無關之製程及產製方法（Non-Product-Related Process and Production 

Methods，以下簡稱 NPR-PPMs）206。若產品的製程及產製方法對於產品本身會

造成得為外界查知的變化，WTO 會員國即將其歸類為與產品相關之製程及產製

方法；若產品之製程及產製方法無法對產品本身造成可為外界所查知的變化，

WTO 會員國即將其視為 NPR-PPMs207。GlobalGAP 標準針對農產品的種植、包

裝、運輸的方法、設備、環境設置相關規範，的確是基於與產品相關之製程及

產製方法，因為農產品種植、包裝、運輸的方式、設備及環境皆會對農產品本

身的品質甚至外觀造成影響，而為外界可得查知之變化，因此在這個部分

GlobalGAP 標準並非 NPR-PPMs 之標準已無疑問，但另一方面，GlobalGAP 標

準亦針對農產品生產過程中所涉及之勞工福利與為達永續發展之環境保護設定

規範，此部分因並不會對農產品本身之品質或外觀造成變化，而屬於基於 NPR-

PPMs 所設之標準。關於 NPR-PPMs 之標準是否得為 TBT 協定所管轄，目前仍

未有定論，然大多數的 WTO 會員國均接受 TBT 協定之管轄範圍僅及於非根據

NPR-PPMs 所設置者208。所以，GlobalGAP 標準可能會有部分標準因屬 NPR-

PPMs 範疇，而無法落入 TBT 協定之管轄，但是，其絕大多數關於農產品品質

本身的相關標準，仍符合得為 TBT 協定所管轄之要件；然尚須確定制定

GlobalGAP 標準之 GlobalGAP 為該條所指稱之「非政府機構」：附件 1 第 8 項

將「非政府機構」定義為「中央政府機構或地方政府機構以外之機構，包括有

法律權利執行技術性法規之政府機構」，定義中雖有提及有法律權利執行技術

性法規之政府機構，然其是指「包括」但不是「僅限於」此種機構，因此，也

                                                                                                                                                                      

構遵守第 2 條之規定。 
206 Samir R. Gandhi, Regulating the Use of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With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egal Regime: Making a Cas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39(5): 855, 875 (Oct. 2005). 
207 Arthur E. Appleton, Supermarket Labels and the TBT Agreement: Mind the GAP, 4 BUS. L. BRIEF: 

10, 11 (2007). 
208 Id. at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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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以將制定 GlobalGAP 標準之 GlobalGAP 此一私部門組織囊括入「非政府機

構」中。關於技術性法規之強制力的部分，GlobalGAP 標準所造成之導致貿易

限制的市場排擠效應如本章第一節所述，使生產者沒有任何選擇而必須遵循其

標準，致使其產生實質上的強制力。然而，此一事實上之強制力並無法完全使

GlobalGAP 標準就此落入 TBT 協定第 3 條規定之「技術性法規」，因為，實質

強制力並無法改變 GlobalGAP 標準屬於自願性標準的事實，畢竟，GlobalGAP

標準本身並未強制規定新鮮蔬果生產者必須符合 GlobalGAP 標準，生產者可以

自由選擇是否申請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又，前述 GATT 時代日本半導

體案的小組報告雖然提及私部門措施的本質雖不具備強制性，但只要其運作能

發揮如同政府措施執行的強制效果，該私部門措施同樣也能受 WTO 之管轄，

然而，這樣的狀況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該私部門措施之運作必須有一定的政府

涉入程度。觀之 TBT 協定之目的，在於盡其所能地規範所有對貿易造成限制的

產品措施209，因此一如前述，該協定除了利用第 2 條之規定，將中央政府機構

所規劃執行之「技術性法規」納入其規範，亦以第 3 條之規定將非政府機構所

規劃執行之「技術性法規」囊括入內，藉此將非直接歸屬於國家之行為亦劃入

國家所需承擔之責任範圍內，其目的應是為了避免國家藉私部門名義間接操縱

會對貨品貿易造成障礙的措施，所以 TBT 協定第 3 條「技術性法規」之強制性

要件尚應包含國家之涉入210。而 GlobalGAP 標準為由 GlobalGAP 此一私部門標

準訂定組織所自發性建構的自願性標準，政府單位並未參與其中，因此，即使

其因為市場競爭與排擠效應致使生產者不得不加以遵循，仍無法落入 WTO 之

管轄。基此，由 GlobalGAP 制定推行的 GlobalGAP 標準因不具備 TBT 協定下

技術性法規之強制力要件，而無法被歸類為 TBT 協定第 3 條下之非政府機構所

規劃執行的技術性法規。 

第二款 GlobalGAP 標準是否為「標準」 

GlobalGAP 標準既然不屬於 TBT 協定中「技術性法規」之範疇，欲於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控訴 GlobalGAP 標準所致貿易效果之開發中國家，是否

可以接著主張 GlobalGAP 標準屬於 TBT 協定下所謂的「標準」而仍然可以適用

                                                           
209 Samir R. Gandhi, supra note 206, at 875. 
210 See Rex J. Zedalis, supra note 157, at 34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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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協定的相關規定？畢竟「標準」的運用亦為 TBT 協定之管轄範圍，而「標

準機構（standardizing bodies）」亦有義務遵循 TBT 協定附件 3 之良好作業典

範（Code of Good Practice）。 

根據 TBT 協定附件 1 第 2 項的定義，GlobalGAP 標準被視為 TBT 協定中

之「標準」的先決條件為：一、其須經公認機構認可；二、其須為可供共同且

重複使用、與產品或相關製程及生產方法有關之規則、指南或特性之文件；

三、不具強制性。雖然目前沒有任何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的案件對於這三項

條件的用語有明確的解釋，而較難直接由此定義性規定確認 GlobalGAP 標準是

否屬於 TBT 協定中之「標準」，藉由分析 TBT 協定其他條文，仍可能對於

GlobalGAP 標準是否落入 TBT 協定之管轄範圍做出判斷。規範標準之擬訂、採

行及適用的 TBT 協定第 4 條，即揭示了中央政府標準機構、地方政府標準機構

或非政府標準機構、地區性標準機構皆須遵守附件 3 的良好作業典範，附件 3

一般規定的 B 項更進一步詳細規定其所開放遵循之標準機構的類型：「本規約

（良好作業典範）開放予 WTO 會員國境內之任何中央政府機構、地方政府機

構或非政府機構之標準機構接受；並給任何有一個以上之會員亦為 WTO 會員

之政府區域性標準機構接受；及給有一個以上會員在 WTO 會員境內之任何非

政府區域性標準機構接受。」該條文中之「非政府機構之標準機構（any 

standardizing body withinthe territory of a Member of the WTO, whether…….or a 

non-govermental body）」即為第 4.1 條中所指稱之「非政府標準機構（non-

governmental standardizing bodies）」，而制定 GlobalGAP 標準的 GlobalGAP 此

一私部門組織，最有可能落入「非政府標準機構」的標準機構類別當中。由

TBT 協定第 4 條及附件 3 第 B 項對「非政府標準機構」之規定可以推得，即使

是非由 WTO 會員國之政府所規劃或執行之要件仍可被視為 TBT 協定下之「標

準」，然而，於建立此論點之前，尚須確定制定 GlobalGAP 標準之 GlobalGAP

是否可被視為第 4 條中所謂的「非政府標準機構」，以及 GlobalGAP 標準是否

非基於 NPR-PPMs 而建構211。經由技術性法規部分之分析，GlobalGAP 標準除

了勞工福利與環境保護部分之外，其非 NPR-PPMs 之標準已無疑問；然關於確

認其制定機關 GlobalGAP 是否為「非政府標準機構」，則得視該詞之定義為何

                                                           
211 Id. at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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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TBT 協定指稱之「非政府標準機構」之定義可以切割為兩個部分，一為該

機構須為 TBT 協定定義下之非政府機構，一為該機構必須負責標準之規畫與運

作。根據前述技術性法規部分之分析，GlobalGAP 屬於 TBT 協定下之非政府機

構已是確定的事實，該組織機構亦僅非由零售商、供應商所組成之商會，根據

GlobalGAP 官方網站的資料，GlobalGAP 是一個為全球農產品認證設置自願性

標準的私部門機構213，其擔負制定並運作 GlobalGAP 標準此一農場層級產品產

出相關標準的任務，因此符合「非政府標準機構」之定義。加上 GlobalGAP 標

準確為所謂的自願性標準，形式上並不具有強制力，而應可被視為 TBT 協定下

之「標準」，進而落於 TBT 協定之管轄。 

第三款 GlobalGAP 標準是否包含「符合性評估程序」 

TBT 協定中，除了規定「技術性法規」與「標準」之擬定、採行及適用

外，亦對「符合性評估程序」有類似的規定，依照 TBT 協定附件 1 第 3 項之規

定，符合性評估程序係指「直接或間接用以判定是否符合技術性法規或標準相

關之任何程序」，因此，符合性評估程序與技術性法規及標準亦密切相關，其

制定及適用亦應遵循 TBT 協定之規範目的，以免造成不必要之技術性貿易障礙

與歧視。GlobalGAP 標準若包含「符合性評估程序」，其自然可適用 TBT 協定

下關於「符合性評估程序」之規定，進而落入 TBT 協定之管轄範圍。為了使第

三方認證機構能夠適當地檢驗申請通過 GlobalGAP 標準之生產者是否的確有資

格取得 GlobalGAP 標準之認證，GlobalGAP 標準本身對於認證程序即有所規

定，即其確實包含附件 1 第 3 項所規定之直接或間接用以判定是否符合技術性

法規或標準相關之任何程序，另外，第 3 項之註解並進一步陳述「符合性評估

程序包括取樣、試驗及檢查；評估、證明及符合性保證；登記、認證及認可以

及前述各項之綜合」，GlobalGAP 標準中對於認證程序之規定應屬於該註解中

之「認證」，而經由 GlobalGAP 認可之第三方認證機構為確認申請認證之生產

者是否有資格通過 GlobalGAP 標準認證，所進行的一連串檢測產品及查核農場

環境、設備的工作，亦屬於該註解中之取樣、試驗、檢查與評估等項目，因而

符合 TBT 協定下對「符合性評估程序」之界定，GlobalGAP 標準於符合性評估

                                                           
212 Ibid. 
213 Supra not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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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部分自應落入 TBT 協定之管轄範圍。 

第三項 GlobalGAP 標準是否落入 GATT 之管轄範圍 

前述提及，開發中國家的新鮮蔬果生產者，若未能使其所生產之新鮮蔬果

取得 GlobalGAP 標準之認證，將使其新鮮蔬果產品在歐洲市場的流通受到負面

的影響，因為 GlobalGAP 標準為 GlobalGAP 所制定，作為 GlobalGAP 會員的

零售商在採購供販售之新鮮蔬果產品時，會選擇通過 GlobalGAP 標準認證之新

鮮蔬果生產者作為其供應商，而歐洲零售商又為 GlobalGAP 會員組成之大宗，

如此一來，即使無法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之生產者所生產之新鮮蔬果產品

難以進口至歐洲市場，進而產生貿易限制效果，而此一貿易限制之效果即來自

於對未能通過 GlobalGAP 標準之新鮮蔬果產品的歧視，而可能違反 WTO 中之

不歧視原則。WTO 下關於貨品貿易的不歧視原則主要規定於 GATT 第 1 條的

最惠國待遇及 GATT 第 3 條的國民待遇。以 GlobalGAP 標準較類似於變相貿易

保護措施的狀況而言，通過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與否會影響到進口新鮮蔬果

產品在歐盟市場的銷售情形，應較符合 GATT 第 3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所述及之

「影響進口貨品之內地銷售、兜售、購買、運輸、分配或使用之所有法律、規

定及要件」的情況。然而，不論是要以 GATT 第 3 條第 1 項或第 4 項規定作為

控訴 GlobalGAP 標準於 WTO 下違反不歧視原則的法律依據，首先必須要確定

GlobalGAP 標準確實為 GATT 第 3 條第 1 項或第 4 項中之「影響進口貨品之內

地銷售、兜售、購買、運輸、分配或使用之所有法律、規定及要件」，才能建

立適用 GATT 第 3 條的前提要件。 

第一款 影響進口貨品之內地銷售、兜售、購買、運輸、分配或使用 

由字面規定來看，GATT 第 3 條第 4 項所規範者僅限於對同類產品造成

「影響」之規定214，此處之「影響」，廣義來說，不僅包含對進口貨品之內地

銷售、購買、運輸、分配造成影響，尚包括對於進口貨品於本國市場所享有之

                                                           
214 Kevin C. Kennedy, The GATT-WTO System at Fifty, 16 Wis. Int’l L.J. 421, 431 (1998). 相關案例

請參見：GATT Dispute Panel Report on EEC -- Measures on Animal Feed Proteins, GATT 

B.I.S.D. (25th Supp.) at 49, 65-66 (14 Mar.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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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機會所造成的負面效果215。如同本論文第參章所述，開發中國家的小型生

產者往往須負擔龐大的初始成本與認證費用，以致於在通過 GlobalGAP 標準認

證時會碰到相當大的困難，而難以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歐洲的零售商

擇其作為供應商的機率大大降低，不是取消產品訂單，就是減少訂單，其結果

為直接影響該生產者對歐盟市場的出口，並間接影響產品在歐盟市場的銷售

量。另外，由於 GlobalGAP 建置 GlobalGAP 標準的其中一個目的，即在於增加

消費者對其所販售之新鮮蔬果產品安全性的信賴程度，以加強其市場競爭力，

即使 GlobalGAP 認證標章僅流通於新鮮蔬果供應商與零售商之間，但零售商為

促進消費者信度，仍會以在超級市場官網上公告等其他方式使消費者得知，其

新鮮蔬果供應商所提供之產品皆已通過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也因此而可能

灌輸消費者 GlobalGAP 標準即等同於新鮮蔬果產品安全性之保證。在這種情形

下，即便未通過 GlobalGAP 標準的新鮮蔬果產品成功進口至歐盟市場，例如，

A 零售商進口未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之新鮮蔬果產品，B 零售商則挑選已

通過 GlobalGAP 標準認證之新鮮蔬果供應商作為下單對象，並以各種方式讓消

費者得知，其選擇新鮮蔬果產品供應商是以 GlobalGAP 標準的符合性為其標

準，剔除會以成本為優先考量的消費者，重視食品安全與自身健康的消費者將

有極大的可能性會選購 B 零售商所販售之新鮮蔬果產品，從而影響消費者的購

買行為。因此，整體而言，GlobalGAP 標準的推行確實會對進口新鮮蔬果在歐

盟市場的銷售、兜售、購買、運輸、分配或使用造成影響，對未通過

GlobalGAP 標準的進口新鮮蔬果產品於歐洲市場的競爭機會帶來負面的效果。 

第二款 GlobalGAP 標準是否構成 GATT 第 3 條第 1 項與第 4 項中之「法

律、規定及要件」 

縱使 GlobalGAP 標準之運作的確會影響開發中國家新鮮蔬果生產者之產品

於歐盟市場的販售甚或該市場中消費者的購買意願，GlobalGAP 標準本身仍須

構成 GATT 第 3 條第 1 項與第 4 項中所指稱之「法律、規定及要件（laws, 

regulations and requirements）」，才能符合落入 GATT 第 3 條規定管轄之前提

要件。根據前述 GlobalGAP 標準於 SPS 協定及 TBT 協定下之分析過程，

                                                           
215 Id. at 432. 相關案例請參見：GATT Dispute Panel Report on Italy -- Discrimination Against 

Import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GATT B.I.S.D. (7th Supp.) at 60-64 (23 Oct.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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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GAP 標準屬自願性之私營標準，顯然沒有被視為具有法律上強制力之法

律與規定的機會，然而，因其具有事實上強制力之緣故，可能符合 SPS 措施關

於「要件（requirements）」之本質。職是之故，GlobalGAP 標準也許仍有可能

該當 GATT 第 3 條第 1 項與第 4 項中之「要件（requirements）」的定義。 

WTO 爭端解決小組於加拿大汽車案（Canada─Certain Measures Affecting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Canada─Autos）216中曾對 GATT 第 3 條第 4 項中之

「要件（requirements）」作出解釋，以判斷私部門做出之行為是否構成該條項

中之「要件（requirements）」。該案小組指出，私部門行為若被視為 GATT 第

3 條第 4 項下之「要件（requirements）」，即表示會員國在與該私部門行為相

關的部分必須受到國際義務的拘束，即該私部門行為不能對進口產品提供低於

本國產品之待遇217。因此，若要做出私部門行為確實構成 GATT 第 3 條第 4 項

下之「要件（requirements）」的認定，就必須找出該私部門行為與政府行為之

間的連結，以使政府必須為該私部門行為負責，但此連結並不僅存於以下兩種

情況，即政府使該私部門行為具法律強制性或政府以私部門應作出何種行為作

為給予該私部門相關利益的條件。關於這一點，小組首先解釋「要件

（requirements）」的字面意義包括以下數項：一、要求的行為；二、必要的事

物、須要或想要的行為或例子；三、必須遵循的條件（"1. The action of 

requiring something; a request. 2. A thing required or needed, a want, a need. Also the 

action or an instance of needing or wanting something. 3. Something called for or 

demanded; a condition which must be complied with."），接著再從「要件

（requirements）」的原始意義及其在 GATT 第 3 條第 4 項的上下文來看，小組

認為該詞必然包含涉及要求或條件課予的政府行為，但並未限制採取該政府行

為的法律形式218。也就是說，只要能找出私部門的行為與政府的行為之間有連

結，包含諸如 GlobalGAP 標準等此種私營標準的私部門行為並不會就此被排除

於 GATT 第 3 條第 4 項「要件（requirements）」的範圍外。因為，誠如 GATT

時代的日本農產品進口限制案、日本半導體案、歐體蘋果進口限制案，以及

                                                           
216 Canada－Certain Measures Affecting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Report of the Panel, WTO Doc. 

WT/DS139/R, WT/DS142/R (11 Feb. 2000) (hereinafter Canada－Autos). 
217 Id. para. 10.106. 
218 Id. para. 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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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時代的日本膠卷案和韓國牛肉案，爭端解決小組與上訴機構的裁決結果皆

顯示，若要將私部門之行為歸責於國家政府，進而適用 WTO 下之規範，除了

其實行之效力須等同於具強制力之政府措施外，該私部門行為之運作亦必須有

一定程度的政府涉入，即私部門行為與國家政府間須具備某種程度的連結。 

開發中國家若要透過 GATT 第 3 條控訴歐盟利用 GlobalGAP 標準對進口新

鮮蔬果產品造成貿易歧視效果，就必須建立 GlobalGAP 標準與歐盟之間的關聯

性，即開發中國家須證明歐盟直接或間接地介入 GlobalGAP 標準之制定及運作

過程。從本論文第貳章所呈現之資訊來看，參與 GlobalGAP 標準之制定與運作

過程的董事會、秘書處與各個委員會之組成成員皆為零售商、供應商或認證機

構，歐盟各國政府機關根本無從干預 GlobalGAP 各項標準之形成，因這些政府

機關並未參與其中；目前，由歐盟執委會提交、經歐洲議會及歐盟部長理事會

通過之各項關於農產品安全的法律，亦未將 GlobalGAP 標準納入相關之指令、

規則或決定中。因此似乎無法證明 GlobalGAP 標準與歐盟之間存有關聯性，而

未 能 將 GlobalGAP 標 準 視 為 GATT 第 3 條 第 4 項 下 之 「 要 件

（requirements）」。 

第三款 小結 

GlobalGAP 標準對於進口至歐盟市場之新鮮蔬果產品在歐盟當地的銷售情

形會造成一定程度的影響固無疑問，然而，更重要的是，GlobalGAP 標準必須

屬於 GATT 第 3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所指稱之「法律、規定及要件」中之「要件

（requirements）」，才能適用此二條項之規定。但根據 WTO 爭端解決小組於

加拿大汽車案所提出之判斷標準，源於私部門行為之 GlobalGAP 標準無法有效

地與歐盟各國政府或代表歐盟行使主權之歐盟各機關所為之行為產生聯結，也

因此無法被歸類為 GATT 第 3 條下之「要件（requirements）」，而無法落入

GATT 之管轄範圍。 

第三節 GlobalGAP 標準於 TBT 協定下之適法性分析 

經過 WTO 法規範對 GlobalGAP 標準可適用性之分析，可以發現

GlobalGAP 標準無法構成 SPS 協定中之 SPS 措施或 GATT 1994 第 3 條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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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requirements）」，因而未能落入 SPS 協定及 GATT 1994 的管轄範圍

內。然而，GlobalGAP 標準仍可能為 WTO 法規範所管轄，因其構成 TBT 協定

中之「標準」，其認證程序亦符合 TBT 協定下關於「符合性評估程序」之定

義，因而得落入 TBT 協定之管轄範疇。在確定 TBT 協定對於 GlobalGAP 標準

之可適用性後，接下來就必須探究當開發中國家以 GlobalGAP 標準作為控訴之

系爭措施時，得以 TBT 協定中哪些條文為其法律基礎。由於 GlobalGAP 標準符

合 TBT 協定定義下之「標準」，並涉及「符合性評估程序」，但並不構成該協

定下所指稱之「技術性法規」，以下僅由 TBT 協定關於「標準」與「符合性評

估程序」之規定，探討 GlobalGAP 標準於 WTO 下之適法性。 

第一項 TBT 協定下「標準」與「符合性評估程序」相關規定概述 

GATT 對技術性貿易障礙雖有若干規定，但其規定並非完整，隨著時代的

演進，愈趨嚴重與複雜的技術性貿易障礙問題已非 GATT 條文所能因應，有鑑

於此，各會員國於 GATT 東京回合談判中制定「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簡稱「標準規約」，“Standards 

Code＂)，以對技術性法規、標準、檢驗及認證程序提供完整的規範架構，然由

於參與簽署該協定之國家不多，該協定僅適用於部分 GATT 締約國，加上該協

定之條文仍有若干瑕疵及有待澄清之部分，各會員國決定於烏拉圭回合談判

中，就標準規約的條文內容進行修訂與補充，使其更具實體規範之功能，以適

應日益多變且複雜之技術性貿易障礙，現行之 TBT 協定於焉誕生。TBT 協定除

了對全體之 WTO 會員國一體適用外，並承認各國有權選定其認為適當之標

準，以保護人類或動植物生命或健康或環境，且將足以對產品之特性產生影響

之製程與製造方法納入規範，其亦將符合性評估程序之範圍擴大，使各國應遵

循之義務更加明確，並於協定附件中納入「標準化機構（ standardizing 

bodies）」之規定及在制定、通過及適用標準時所應遵守的「良好作業典範」

（Code of Good Practice）219。 

                                                           
219 羅昌發，國際貿易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2 月，初版第 4 刷，頁 208-209。相關內

容亦請參見黃立、李貴英、林彩瑜合著，WTO 國際貿易法論，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年

10 月，三版第 4 刷，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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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標準」與「良好作業典範」 

根據 TBT 協定附件 1 第 2 項的定義性規定，「標準」於 TBT 協定下雖非

屬強制適用，而與「技術性法規」屬強制性之情形不同，然其所具有之影響產

品市場地位的能力，則與「技術性法規」並無不同。因此 TBT 協定對於「標

準」仍須有所規範，以免其構成國際間自由貿易之障礙220。TBT 協定第 4.1 條

規定，WTO 會員國應確保其中央政府機構接受並遵守 TBT 協定附件 3 所規定

之「良好作業典範」，並應採取可能之合理措施以確保其國境內之地方政府、

非政府標準機構及區域性標準機構接受並遵循「良好作業典範」。此外，會員

國不應採取會直接或間接造成要求或鼓勵上述標準機構違反「良好作業典範」

效果之措施。且不論標準機構是否已接受「良好作業典範」，會員國皆有義務

使其標準機構遵循並適用「良好作業典範」。第 4.2 條並規定，已接受並遵循

「良好作業典範」的標準機構應被視為遵守 TBT 協定之原則。第 4 條的規定明

確顯示了落入 TBT 協定管轄下之「標準」的擬定、採行與適用皆應遵循附件 3

之「良好作業典範」，方才不會有逾越 WTO 規範之嫌。 

TBT 協定附件 3 之「良好作業典範」的基本精神與規範架構，與 TBT 協定

第 2 條關於技術性法規的擬定、採行與適用之規定相類似，其主要目的即在確

保「標準」之制定及適用過程不會造成國際間之貿易障礙221。「良好作業典

範」關於實質規定而可能涉及 GlobalGAP 標準議題之內容，大致可以歸類為以

下幾項： 

第一目 不歧視原則之遵循與非必要貿易障礙之避免 

TBT 協定附件 3 第 D 項及第 E 項分別規定，標準機構對於來自 WTO 之其

他任何會員國之產品，不應給予低於其對本國之同類產品及來自其他國家之同

類產品所予之待遇，並應確保其標準之擬定、採行或適用，並無對國際貿易造

成不必要障礙之目的或效果。與第 2.1 條技術性法規的規定相同，TBT 協定要

求標準機構應就「標準」之相關事務，遵循最惠國待遇及國民待遇原則，以此

防範不必要貿易障礙之構成。 

                                                           
220 羅昌發，同前註，頁 222。 
22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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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國際標準之採行與制定過程之參與 

TBT 協定附件 3 第 F 項規定，倘若存有相關之國際標準或相關之國際標準

即將制定完成，標準機構應採用此等國際標準之全部或部分，以為其制定「標

準」之基礎。然此規定有一但書，即若此相關之國際標準因為諸如保護效果不

足或遇有基本氣候、地理或技術之問題而無法有效或並不適當，則無須採用此

國際標準之全部或部分為其「標準」制定基礎，技術性法規於第 2.4 條亦有類

似的規定。另外，與第 2.6 條對技術性法規之規定雷同，為了盡量使標準的統

一化能有更廣泛的基礎，附件 3 第 G 項更規定，標準機構應在其資源允許之情

況下，充分參加與其已採行或預備採行標準之事項相關的國際標準機構擬訂國

際標準之過程。 

第三目 透明化原則 

TBT 協定下之「標準」所應遵循的透明化原則，分別規定於附件 3 第 J、

L、M、N、O、P、Q 項。標準機構必須至少每六個月公告其工作計畫，公告前

並應將其計畫之存在及相關內容，通知在日內瓦之國際標準組織（ISO）/國際

電工委員會（IEC）資料中心；且除了考量到安全、健康或環保之緊急情況外，

在通過「標準」前，應提供六十日之期間以使他人針對「標準」之草案提出評

論；又，基於 WTO 會員國境內之利害關係人的請求，標準機構應立即提供

「標準」之草案複本，而標準機構在進一步研擬草案時，亦應將評論期間所收

到之意見納入考量；標準機構一旦通過並採行「標準」後，應立即予以公布；

其後，若 WTO 會員國之利害關係人提出請求，標準機構應立即提供最新之工

作計畫複本或最近通過之「標準」複本；最後，標準機構對於其他已接受「良

好作業典範」的標準機構，就「良好作業典範」所提出之意見，應予以認真考

量，並應提供充分的諮商機會，客觀、盡力地針對不滿的意見提出解決辦法。 

第二款 符合性評估程序 

根據 TBT 協定附件 1 第 3 項的規定，符合性評估程序係指直接或間接用以

決定是否符合相關技術性法規或標準之要件之任何程序。在判定產品是否符合

技術性法規或標準的要求時，通常必須經過一定的繁複認定程序方能予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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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產品接受符合性評估程序認定之過程中，若受到不合理的待遇，則仍有

可能增加產品既有之成本、降低其市場上競爭力，甚至造成產品無法進口的局

面。因此，符合性評估程序對於進口產品的影響，雖與技術性法規或標準對產

品之影響階段不同，然就其對產品所生之貿易上影響程度而言，與技術性法規

或標準所致之貿易效果並無二致222。職是之故，TBT 協定對於中央政府機構、

地方政府機構及非政府機構之符合性評估程序皆設有詳細規定，以貫徹促進國

際貿易、避免不必要貿易障礙之協定規範目的。 

鑒於 GlobalGAP 標準認證程序之制定機構為 GlobalGAP、認證程序之執行

機構為經 GlobalGAP 認可之私部門認證機構，TBT 協定下可能涉及 GlobalGAP

標準議題之符合性評估程序之相關規定，應可限縮為非政府機構之符合性評估

程序規定。TBT 協定第 8.1 條規定，WTO 會員國應採取合理可行之措施，以確

保其國境內執行符合性評估程序之非政府機構，於不包括通知義務的情況下，

遵守 TBT 協定第 5 條及第 6 條之規定，會員國亦不得採取直接或間接要求或鼓

勵非政府機構違背第 5 條及第 6 條規定之措施，並應依據第 8.2 條之規定，確

保中央政府機構僅有在非政府機構遵循第 5 條及第 6 條規定之情形下，始接受

該非政府機構所獲致之符合性評估結果。以下即針對 TBT 協定第 5 條與第 6 條

除通知義務以外之非政府機構應遵循之符合性評估程序相關規定，歸納出可能

涉及 GlobalGAP 標準議題之條文所揭示的原則與內容。 

第一目 不歧視原則之遵循與不必要貿易障礙之避免 

TBT 協定第 5.1.1 條規定，在相同情形下，符合性評估程序之擬定、採行

與適用，對來自於其他會員國同類產品之供應者所給予之有關管道（access）的

待遇，不應低於其給予同類國內產品或來自於其他國家產品之待遇，此處之管

道，係指使供應者有權在程序規則下利用符合性評估，包括在設施現場進行符

合性評估之可能性，以及獲得該評估體系之標記的可能性。第 5.1.2 條並規定，

符合性評估程序之擬定、採行與適用不得在目地及效果上構成不必要之國際貿

易障礙，特別是在考量到不符合技術性法規或標準之情形下所可能造成之風

險，符合性評估程序之本身及其適用，不應嚴於給予進口會員國充分信心，使

                                                           
222 羅昌發，前揭註 219，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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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信其產品會符合相關技術性法規或標準之必要程度223。第 5.2 條並進一步

對符合性評估程序所應遵循之不歧視原則與不應構成非必要貿易障礙之意義作

細部、具體之解釋，該條文規定，符合性評估程序應儘速完成，且在處理順序

上，其他會員國之產品不得享有較國內產品為差之待遇；符合性評估程序之標

準作業期間應公告或應申請人要求為告之，負責執行符合性評估程序之機構並

應儘速檢是申請文件是否齊備並告知申請者評估結果，以使申請者能夠盡快補

齊缺漏之文件或就評估之結果採行必要的更正措施，另外，即使在申請文件存

有缺漏之狀況下，執行評估程序之機構仍應盡可能地執行符合性評估，直到程

序因為文件之不足而無法繼續進行為止；執行評估程序之機構所要求提供之資

料，以評估符合性與費用決定所必要者為限；進行符合性評估程序時，對於來

自其他會員國之產品的機密資訊，應與國內產品之機密資訊受到同等的尊重，

並使法定商業利益因此而受到保護；對來自其他會員國之產品實施符合性評估

程序所收取之任何費用，應與對國內或來自於任何其他國家之產品實施符合性

評估程序所收取之任何費用相當，但須考量申請者設施之所在地與符合性評估

程序執行機構地點不同所可能產生之通訊、交通與其他成本；符合性評估程序

所使用之設施場地及樣本的選擇，不會對申請人或其代理人造成不必要之不

便；應有能夠處理對符合性評估程序之作業所提申訴之審查程序，且應於申訴

有理由時，採取改正措施。 

第二目 相關國際標準機構指導規則之採用與制定過程之參與 

TBT 協定第 5.4 條規定，在要求產品須積極符合技術性法規或標準的情形

下，若國際標準機構已經發布相關的指導規則或建議，會員國即應確保其境內

之非政府機構採用此指導規則或建議的全部或相關部分，以作為符合性評估程

序之基礎，但此等指導規則或建議，若因國家安全需要、防止欺騙之行為、人

類健康或安全、動植物生命或健康、環境保護、基本氣候或其他地理因素而不

適用，則不在此限，然會員國必須依請求對此提出適當說明。此外，依據第 5.5

條的規定，為了盡量使符合性評估程序的統一化有更廣泛的基礎，會員國應在

資源允許之情形下，充分參與相關國際標準機構針對符合性評估程序擬定指導

                                                           
22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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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或建議之過程。 

第三目 透明化原則 

符合性評估程序之透明化原則分別規定於 TBT 協定第 5.8 條及第 5.9 條，

依此原則，會員國應透過立即公布或其他提供方式，確保其他會員國之利害關

係人知悉經採行之符合性評估程序，並應在除第 5.7 條所述之緊急情況外，允

許符合性評估程序自公布後至生效前，有一合理緩衝期間，使出口國生產者得

有充分之時間依非政府標準機構之要求調整其產品或生產方法。 

第四目 相互承認原則 

為了防止符合性評估程序之重複進行，增加申請者所須負擔的成本，亦為

了避免性質雷同之符合性評估程序對同一申請者的評估結果有所不同，造成標

準適用上的困擾，TBT 協定第 6.1 條規定，在不影響第 6.3 條及第 6.4 條規定的

情形下，會員國應在認為他會員國之符合性評估程序足以確保符合適用之技術

性法規或標準的情形下，盡可能接受他會員國之符合性評估程序運作後所得的

結果，無論該程序與會員國之符合性評估程序是否有所不同。 

第二項 GlobalGAP 標準與 TBT 協定之合致性 

根據前述，TBT 協定下關於「標準」與「符合性評估程序」之規定，除了

相互承認原則為符合性評估程序所特有之規定外，分別可以歸納出三項內容：

不歧視原則之遵循與非必要貿易障礙之避免、國際標準或指導規則之採用與其

制定過程之參與、透明化原則。且「標準」與「符合性評估程序」在這三個區

塊的細部規定皆有相當程度的雷同，因此以下即以此三項分類為主軸，分析

GlobalGAP 標準與 TBT 協定中「標準」及「符合性評估程序」相關規定之合致

性。 

第一款 不歧視原則之遵循與非必要貿易障礙之避免 

由論文第参章之個案探討可以發現，對於開發中國家新鮮蔬果之生產者而

言，為符合 GlobalGAP 標準於農場層級所需投注的初始投資與週期性成本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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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使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小型新鮮蔬果生產者因無法負擔如此高額的成本而未

能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然在無法通過 GlobalGAP 標準認證的情況下，

這些開發中國家的小型新鮮蔬果生產者隨之所需面對的是新鮮蔬果供應市場中

競爭力的下降。諸如拉丁美洲、次撒哈非洲等地區的新鮮蔬果生產者皆以歐洲

為其新鮮蔬果產品出口之主要市場，東南亞地區雖非以歐洲為主要新鮮蔬果出

口市場，然其近年來亦在歐洲新鮮蔬果市場利潤較高之吸引下，開始將重心移

往歐洲市場的開拓。上述這些地區多由開發中國家所組成，而小型生產者又為

該些國家新鮮蔬果產業之主要構成成員，在難以符合 GlobalGAP 標準的情形之

下，這些無法獲致歐洲零售商青睞的小型生產者，與歐盟市場之間的貿易受到

不小的衝擊。相較於這些開發中國家的小型生產者，立足於歐盟或其他已開發

國家的新鮮蔬果生產者，不論是在資金、技術、政府政策的完善度方面，皆優

於開發中國家，也因此已開發國家及歐盟本身的新鮮蔬果生產者在符合

GlobalGAP 標準方面較無太大的問題，在歐盟新鮮蔬果零售市場的供應鏈中較

具競爭力，與歐盟市場零售商間之貿易較為順暢。所以，即便 GlobalGAP 在制

定 GlobalGAP 標準時，揭示無論是來自於開發中國家、歐盟、或其他已開發國

家的新鮮蔬果產品皆須完全符合 GlobalGAP 標準才得取得 GlobalGAP 標準之認

證，然由於各國新鮮蔬果生產者狀況不同，通過 GlobalGAP 標準認證的能力亦

有差別，例如，以歐盟境內的新鮮蔬果生產者而言，其通過 GlobalGAP 標準的

能力一般來說較開發中國家之生產者好，因此，其較可能因取得 GlobalGAP 標

準之認證而獲得歐洲新鮮蔬果零售商之訂單，較難通過認證的開發中國家生產

者則被排除於供應鏈之外，即 GlobalGAP 標準之運作仍可能在歐盟生產者與開

發中國家生產者間造成歧視待遇；若在歐盟境內之生產者未能生產某些種類之

新鮮蔬果、而須由其他已開發國家諸如美國供應的情況下，GlobalGAP 標準雖

然一體適用於欲出口新鮮蔬果至歐盟之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之生產者，然

已開發國家新鮮蔬果生產者通過 GlobalGAP 標準認證的能力及可能性，普遍來

說，仍較開發中國家之生產者為高，因此，GlobalGAP 標準之適用仍可能對欲

出口至歐盟新鮮蔬果零售市場之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之生產者造成實際上

的貿易歧視效果；另外，GlobalGAP 擬定推行 GlobalGAP 標準的目的在於，藉

由對生產者所供應之新鮮蔬果產品品質、栽植過程甚至環境保護等的嚴格控管

與提升，提高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增加其販售的產品在零售市場上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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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並非因有不可抗力或緊急情況之發生，在沒有其他選擇的狀況下只好

實施 GlobalGAP 標準，換言之，GlobalGAP 標準所造成之貿易障礙可被視為非

必要之貿易障礙。綜上所述，作為標準機構之 GlobalGAP 於 GlobalGAP 標準之

制定、採行與適用上，在開發中國家與歐盟的新鮮蔬果產品之間造成歧視，亦

在開發中國家與其他已開發國家之新鮮蔬果產品造成不平等的待遇，並產生對

新鮮蔬果產品的國際貿易造成非必要障礙的效果，可能無法符合遵循 TBT 協定

附件 3 第 D 項及第 E 項之規定，而根據協定第 4.1 條，歐盟應採取可能之合理

措施，確保 GlobalGAP 此一境內之非政府標準機構，接受並遵守附件 3 之「良

好作業典範」，雖然關於該條規定中之合理措施的定義與範圍尚不明確，以目

前 GlobalGAP 標準對開發中國家所造成之貿易上衝擊來看，可以確定的是，歐

盟可能並未履行其於 TBT 協定第 4.1 條下之義務。 

在符合性評估程序的部分，檢視生產者是否符合 GlobalGAP 標準的直接認

證程序與標竿學習認證程序，皆由 GlobalGAP 擬定，並與 GlobalGAP 組織下之

秘書處 FoodPLUS 所指派之認證機構或專門人員共同負責執行 GlobalGAP 標準

認證程序。根據 TBT 協定第 8.1 條的規定，歐盟應確保 GlobalGAP 此一非政府

機構在擬定、採行與適用 GlobalGAP 標準之認證程序時，必須遵循 TBT 協定第

5 條及第 6 條除通知義務以外之規定。與「標準」類似，第 5.1 條同樣規定符合

性評估程序之擬定、採行與適用不得違反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原則，並不得

對國際貿易造成非必要之障礙，第 5.2 條並就 5.1 條做更細部具體之規範。欲取

得 GlobalGAP 標準之認證，除了初始成本及週期性成本外，尚有一相當大的區

塊須為資金的挹注，即認證程序。根據本論文第參章的資料顯示，進行

GlobalGAP 標準之認證程序須支付高額的認證申請費用及行政程序管理費用，

這些基本的認證費用對於開發中國家的生產者而言已造成不小的負擔，又由於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程序必須由經過 GlobalGAP 核可、指派之認證機構或專

門人員負責實行，開發中國家境內往往缺乏適格性的認證機關或人員，導致其

生產者尚須支付由其他國家遠道而來之認證機構或人員之交通及食宿費用，對

於這些希冀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之生產者無疑是雪上加霜，在無法負擔如

此龐大的認證成本之情形下，放棄申請通過 GlobalGAP 標準之認證。如同「標

準」之情況，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程序雖同等適用於世界各個國家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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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然仍會因為生產者負擔認證費用能力之有無，導致開發中國家新鮮蔬果生

產者獲得符合性評估之權利，較歐盟或其他已開發國家之新鮮蔬果生產者薄

弱，而無法啟動認證程序更遑論通過 GlobalGAP 標準之認證，未能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則又進一步阻礙開發中國家生產者出口新鮮蔬果產品至歐

盟市場之貿易契機，與第 5.1 條之不歧視原則及避免不必要貿易障礙之規定相

悖。因此，歐盟亦未履行其在 TBT 協定第 8.1 條下確保 GlobalGAP 於擬定、實

施與適用 GlobalGAP 標準認證程序時應遵循第 5 條規定之義務。 

第二款 採用國際標準機構之標準與指導規則並參與其制定過程 

非政府標準機構不論是在制定「標準」還是「符合性評估程序」時，若存

有相關的國際標準與國際標準機構所發布之指導規則，均應採用該國際標準與

指導規則之全部或相關部分，作為其制定標準及符合性評估程序的依據。

GlobalGAP 標準一般總則及 CPCC 的標準文件中清楚揭示，GlobalGAP 標準主

要是根據 HACCP 所制定，並依據「產品認證機構認證規範（ISO/IEC Guide 

65）」來制定其認證體制。HACCP 最初是由美國太空總署開發，用以控管供給

太空人的食物品質與安全224，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

簡稱 WHO）近 20 年來亦已確認了 HACCP 在預防食品所致疾病方面之重要

性，並在 HACCP 的發展及推動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段過程中，最受矚目

的事件為 1993 年時，WHO 食品安全計畫下之「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發布了「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系統應用指南（the 

Codes Guidelin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HACCP system）」225，積極推動 HACCP

成為食品管理之世界指導綱要。 ISO/IEC Guide 65 則由「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以下簡稱 ISO）」所制定，用以

規範第三方認證機構在操作產品認證系統時應遵循之要件226。ISO 為世界公認

的國際標準機構已無疑問，WHO 為聯合國下負責處理全球健康安全問題之組

                                                           
224 Website of Taylor Shannon International:   

http://www.taylorshannon.com/demo/demo_free_samples/an_introduction_to_HACCP.doc (last 
visited: 29 Jun. 09). 

225 請參考：http://www.who.int/foodsafety/fs_management/haccp/en/ (last visited: 26 Jun. 09) 
226 請參考：http://www.iso.org/iso/catalogue_detail.htm?csnumber=26796 (last visited: 26 Jun.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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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制定相關規範亦為其任務之一 227，然其並非國際標準機構。因此，

GlobalGAP 之制定僅部分採用國際標準機構之標準與指導規則，作為其基礎，

仍符合 TBT 協定附件 3 第 F 項及第 5.4 條的規定。然關於附件 3 第 G 項及第

5.5 條所規定之充分參與國際標準與指導規則制定過程之義務，依本論文目前所

蒐集到的資料， ISO 的會員皆為國家標準機構，然於其技術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形成標準的過程中，私部門之利害關係人諸如產業與消費者協會等

皆得參與其中228，然並未有積極證據顯示 GlobalGAP 確實有參與 ISO 標準的制

定過程。如上所述，於 ISO 制定標準或指導規則的過程中，諸如 GlobalGAP 這

種私部門組織似乎並未參與其中，因此，此情形並不符合 TBT 協定中、關於非

政府標準機構須充分參與國際標準組織擬定標準或指導規則作業過程的規定。 

第三款 透明化原則 

透明化程度不論是在標準或是符合性評估程序的制定、採行與適用上皆相

當重要，因其會影響標準與符合性評估程序是否考量到相關利害關係人的個別

狀況與需求，進而於其適用及運作上具有完整性、全面性及公平性。

GlobalGAP 標準的標準文件公布在 GlobalGAP 網頁，符合 TBT 協定附件 3 第 O

項「標準一經採行，應立即公布」之規定，然其並未遵循第 J 項「每隔六個月

公布標準之工作計畫」的規定，亦未依同項規定將已具備標準工作計畫的事實

通知 ISO/IEC。另外，考量到科技與市場的發展狀況，GlobalGAP 標準每三年

就會進行一次修訂229，並會於修訂過程中，開放利害關係人參與並進行諮商，

利害關係人有兩次機會可以遞交其對於 GlobalGAP 標準修訂草案之評論意見，

每次機會歷時六十天，此點符合 TBT 協定附件 3 第 L 項關於標準採行前應開放

利害關係人提交意見之規定。在符合性評估程序的部分，GlobalGAP 標準標竿

學習認證的認證流程清楚公布在 GlobalGAP 標準一般總則的標準文件中，然而

直接認證程序的流程並未如同標竿學習認證程序公布於 GlobalGAP 網頁的標準

文件裡，違背 TBT 協定第 5.8 條之規定，第 5.9 條則規定在符合性評估程序施

                                                           
227 請參考：http://www.who.int/about/en/ (last visited: 26 Jun. 09) 
228 請參考： 

http://www.iso.org/iso/standards_development/processes_and_procedures/stakeholders.htm (last 
visited: 26 Jun. 09) 

229 Supra not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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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之前，應給予生產者調整以符合標準要求之合理期間，本論文目前蒐集之資

料亦未發現 GlobalGAP 標準之標竿學習認證程序施行之前，有先行給予申請認

證之生產者調整產品或生產方法的合理期間，僅於認證流程啟動後，在細部文

件審查與實地評估稽核遇有不符合標準之情形時，給予申請認證之生產者補證

的合理期間，因此亦未能符合第 5.9 條之規定。 

第四款 相互承認原則 

此為 TBT 協定中符合性評估程序的特有規定。GlobalGAP 標準之標竿學習

認證機制，即可說是 TBT 協定第 6.1 條的翻版，GlobalGAP 標準建立標竿學習

認證認證機制的目的，即在於免除同一生產者重複進行認證程序的負累，因為

就新鮮蔬果生產者而言，許多國家皆各自具備關於新鮮蔬果產品品質與生產方

法控管的 GAP 標準，生產者在申請通過其國內 GAP 之餘，若還須為了進軍歐

盟市場而另外申請進行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程序，必須重新根據 GlobalGAP

標準進行農場層級的調整，更須負擔雙重的調整費用及認證費用，不但會增加

生產者通過 GlobalGAP 標準認證的困難度，即便通過該認證，亦相當不具經濟

效益。GlobalGAP 標準的標竿學習認證即提供已通過國內 GAP 的生產者申請等

效認證的機會，即通過國內 GAP 即等同於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即使

國內 GAP 的認證程序不完全與 GlobalGAP 標準之認證程序相同之情形亦同。

此與 TBT 協定第 6.1 條「應盡可能接受他會員國之符合性評估程序運作後所得

的結果，無論該程序與會員國之符合性評估程序是否有所不同」之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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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WTO 對 GlobalGAP 標準造成的 

貿易衝擊因應之道 

經過 WTO 對於 GlobalGAP 標準之可適用性分析，可以發現 GlobalGAP 標

準及其認證程序符合 TBT 協定中關於「標準」與「符合性評估」程序之定義，

因而有機會落入 TBT 協定之管轄範圍，爾後根據 GlobalGAP 標準於 TBT 協定

下之適法性分析，亦得出 GlobalGAP 標準有可能違反 TBT 協定下關於「標準」

與「符合性評估程序」之規定的結果，特別是關於不歧視原則與非必要貿易障

礙的部分，GlobalGAP 標準之實施對開發中國家小型新鮮蔬果生產者出口至歐

盟市場所造成的市場淘汰排擠效應，使其違反 TBT 協定下此二部分之規範。然

而，開發中國家是否得就此於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提出控訴，尚有疑問，因

為，原告國在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依據 WTO 下各協定所提出的訴訟，皆只能

以 WTO 會員國為訴訟中的被告，而 GlobalGAP 標準的制定者為 GlobalGAP，

為一私部門組織，並非主權國家政府，此外，即使開發中國家得於 WTO 爭端

解決機制下提告，是否即能順利解決諸如 GlobalGAP 標準等私營標準對其國內

生產者之貿易衝擊，亦有討論空間。以下將先探討 WTO 爭端解決機制於處理

GlobalGAP 標準貿易議題上所可能產生的問題，再續行論及 WTO 場域中、爭

端解決機制外潛在的解決辦法，並討論 WTO 場域外可能的處理方式。 

第一節 於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提訴之可行性 

與可能產生的問題 

TBT 協定第 4 條與第 8 條的規定，使開發中國家就 GlobalGAP 標準對其新

鮮蔬果生產者所造成之貿易上負面影響於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提告成為可

能，該二條分別規定 WTO 會員國應採取可能之合理措施，確保其境內之非政

府機構遵循 TBT 協定下關於標準與符合性評估程序之規範，言下之意，似乎是

指 WTO 會員國應為其境內非政府機構對 TBT 協定之違反負責。因此，對於前

述適法性分析提及 GlobalGAP 標準並未遵循 TBT 協定相關規定之情形，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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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確可以依循第 4 條及第 8 條的規定，以歐盟為被告國，向 WTO 提起關

於 GlobalGAP 所制定之 GlobalGAP 標準的訴訟。然而，即使 TBT 協定以此種

條文規定將諸如 GlobalGAP 這樣的非政府機構與 WTO 爭端解決機制作連結，

且假設開發中國家在這樣的爭端解決案件當中勝訴，爭端解決小組判定歐盟未

履行其於 TBT 協定第 4 條及第 8 條之規定，而必須於執行合理期間採取能夠確

保 GlobalGAP 標準符合 TBT 協定下關於標準與符合性評估程序規範之措施，是

否就能完全使歐盟及 GlobalGAP 之作為達到開發中國家的期待，仍令人存疑。

觀諸歷來之 WTO 爭端解決案件，即便是在原告國勝訴的情形下，被告國也未

必會於執行合理期間內採取使現況符合小組裁決之修正措施，因為拖過這段合

理期間，若原告國認為被告國仍未採取遵循小組建議或裁決之措施，尚須提出

WTO 爭端解決履行審查控訴程序，並盡量由原案小組成員組成履行審查小組

（compliance panel），根據 DSU 第 21.5 條之規定，履行審查小組應於受理案

件之日後九十日內傳送其報告，然小組若其無法於此期間提交報告，仍可附具

遲延理由繼續為審理；又，原小組做出裁決後，被告國若不服裁決結果，亦可

繼續請求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之上訴機構再就原案之法律議題作檢視，如此

又拉長整體爭訟案的進程。而在上述程序進行的過程中，GloblaGAP 標準對於

開發中國家貿易上之負面影響仍持續當中，由此可見，將 GlobalGAP 標準之議

題提交 WTO 爭端解決機構處理，不但未必能達到開發中國家所預想的效果，

還可能延長 GlobalGAP 標準對開發中國家生產者貿易的影響期間。另外，在小

組最後認定歐盟未於執行合理期間內履行 TBT 協定第 4 條及第 8 條義務的情形

下，歐盟所因此而須擔負之責任或所須承受之原告國對其減讓或其他義務暫停

之報復行動，亦難確保歐盟即能採取有效措施使 GlobalGAP 就 GlobalGAP 標準

做出符合 WTO 法規範之修正，因為造成 WTO 下 TBT 協定所禁止之貿易障礙

與歧視效果的主體，是制定並採行 GlobalGAP 標準的 GlobalGAP，而非歐盟本

身，然由 GlobalGAP 標準所衍生之貿易爭端，直接責任卻落於歐盟，即使歐盟

因此而較有壓力、動力嘗試採行能迫使 GlobalGAP 遵循 TBT 協定之政策，也難

以保證 GlobalGAP 會遵循此類政策，畢竟諸如 GlobalGAP 這樣多半由財大勢大

的零售商所組成之私部門組織，總是很難防範其透過政商勾結的方式，一定程

度地消弭於其不利之政策的效力，加上相關責任並非直接由 GlobalGAP 承擔，

其自然更加有恃無恐，此即為 TBT 協定於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訴訟面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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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除了爭訟時間冗長及裁決實際效力的問題之外，爭端解決小組對於條文用

詞語意模糊之解釋亦可能造成一些問題。TBT 協定在條文用語的部分有一定程

度的模糊，尤其是要將諸如 GlobalGAP 此種私部門機構與 WTO 義務相連結之

條文，例如 TBT 協定第 4 條與第 8 條中的「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標準機

構」，以及貫穿整個 TBT 協定、為 TBT 協定規範客體的「技術性法規」、

「標準」等詞，TBT 協定雖於附件 1 有定義性的規定，然皆僅止於初步、淺顯

之定義，在適用條文時相當容易因用語定義與囊括範圍的問題而引發爭議。若

開發中國家將涉及 GlobalGAP 標準等私營標準之議題提交 WTO 爭端解決機

制，爭端解決小組勢必得針對這些關鍵條文中之爭議性用語作解釋，但小組所

做之解釋可能會偏往各種不同的面向，例如，小組有可能限縮對於以上關鍵條

文用語的解釋，進而將私營標準排除於 WTO 之管轄範圍，但如此將可能破壞

TBT 協定之目的，畢竟 TBT 協定的結構一定程度地顯示了其起草者認為專斷行

使包含非政府單位創設之技術性貿易障礙，將造成一定的風險，此外，就這些

條文用詞作解釋，亦會帶來更大的政策性問題，即 WTO 會員國是否有意將其

於 WTO 下之義務、責任延伸至由非政府組織所建構的標準，然此政策性問題

是相當宏觀的，因其答案可能會影響到全體 WTO 會員國以及 WTO 場域以外之

私部門，而非僅涉及爭端解決案件中之原告國與被告國。因此，此議題由 WTO

爭端解決機制處理，似乎並不是很恰當的作法230。 

第二節 於 WTO 場域解決 GlobalGAP 標準議題之契機 

本論文經由第參章的適用個案探討及第肆章的適法性分析，雖可確定

GlobalGAP 標準確能造成國際間貿易上的歧視待遇、構成非必要之技術性貿易

障礙，但亦得出以 WTO 爭端解決機制處理此議題恐不適當的論點，主要原因

即在於爭端解決機制本身所存在之關於審理期間、裁決實際效力上的盲點，以

及 GlobalGAP 標準所涉議題影響所及之廣泛程度，如此宏觀的政策性問題應最

好由 WTO 所有會員國共同處理，因在此議題上，WTO 會員國皆為利害關係

                                                           
230 See Samir R. Gandhi, supra note 206, at 87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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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若能在 WTO 各協定委員會會議或甚至杜哈回合談判中納入此議程，問題

最終結果較有可能具有相當程度的全面性。而先行於 WTO 架構下就此議題進

行討論、談判，進而發展出問題解決方法之模式並達成共識，也許較能杜絕會

員國各別於爭端解決機制下就 GlobalGAP 標準所造成之貿易障礙提出控訴，達

到防微杜漸的效果。另外，WTO 架構之外，是否還存有更適合處理 GlobalGAP

標準議題之場域，亦有其討論空間。 

第一項 TBT 協定下之檢討機制與優劣分析 

關於前述 TBT 協定中涉及 GlobalGAP 標準的關鍵條文用語模糊定義解釋所

帶來之政策性問題，TBT 協定的起草者似乎早有預見，也因此 TBT 協定第 15

條才會提供一檢討機制，即 WTO 會員國每三年有一次於 TBT 委員會會議中檢

討 TBT 協定之運作與實施的機會，以於必要時對 TBT 協定下之權利與義務做

出調整的建議，並確保會員國相互間之經濟優勢及權利義務的平衡231，於此檢

討會議結束後，TBT 委員會得向貨品貿易理事會提出關於 TBT 協定條文內容修

改之建議提案。此一 TBT 協定下之檢討機制，使開發中國家有機會於 TBT 委

員會之會議議程中，解決關於 TBT 協定裡爭議性條文模糊用語的解釋問題。鑒

於 GlobalGAP 標準等私營標準的適用所生之國際間貿易障礙效果，WTO 會員

國若決定將 GlobalGAP 標準納入其管轄範圍並有效監控之，最有效益的作法就

是對 TBT 協定進行修法，以避免往後 WTO 爭端解決機制在處理有關案件時，

任何對模糊用語或適用範圍之錯誤性解釋232。TBT 協定在修法時，其實可以參

考 SPS 協定在處理以保護人類健康或安全為目的之 SPS 措施的合法性問題時所

採用的判斷方式，例如，SPS 協定包含了嚴格的風險評估程序，且較少出現模

稜兩可的用語。因此，某些存於 SPS 協定中之機制或用語，也許對於加強 TBT

協定對於 GlobalGAP 標準之規範力會有很大的幫助。然而，即使對 TBT 協定進

行修法，確定 TBT 協定對於 GlobalGAP 標準的規範，前述 WTO 爭端解決機制

                                                           
231 Article 15.4 of the TBT Agreement provides that, “Not later than the end of the third year from the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WTO Agreement and at the end of each three-year period thereafter, 
the Committee shall review the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ransparency, with a view to recommending an adjustment of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is Agreement where necessary to ensure mutual economic advantage and balanc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232 Samir R. Gandhi, supra note 206, at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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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存在之諸如爭訟時間冗長及裁決實際效力問題，仍然會降低 TBT 協定對於

GlobalGAP 標準的規範效力。此外，WTO 下各協定的修法程序，依照馬拉喀什

設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第 10 條第 1 項的規定，TBT 委員會向貨品貿易理事會提交經 TBT

協定第 15 條檢討機制所生之 TBT 協定修訂建議後，貨品貿易理事會得向部長

會議提出修正 TBT 協定之相關提案，並在該提案被列入部長會議議程後，由部

長會議由共識決之方式決定送交 WTO 會員國接受之議案。若共識達成，部長

會議應將修正案送交各會員國決定是否接受；若未能於所定期限達成共識，應

以會員國三分之二之多數，決定是否將此修正案送交各會員國接受。即使順利

將該修正案送交各會員國由其決定是否接受，依照同條第 3 項之規定，因為

TBT 協定下關於「非政府機構」等關鍵條文用語的定義修正，將會影響到 TBT

協定第 4 條關於將 WTO 會員國之之義務、責任延伸至非政府機構所建構之標

準的範圍，此涉及 WTO 會員國權利及義務的改變，因此修正案尚須獲得三分

之二會員國接受後，修正條文才會對接受之會員國生效。基此，欲透過 TBT 協

定第 15 條之檢討機制、進而以修法的方式試圖解決 TBT 協定關鍵條文用語模

糊的問題，可能會因為 WTO 架構下之高修法門檻，而難以達成修法之目的。 

第二項 WTO 架構下對開發中國家的支援機制與優劣分析 

在難以藉由箝制 GlobalGAP 標準爭議中占盡優勢之 GlobalGAP 來解決此貿

易議題的情況下，也許從貿易受負面影響之開發中國家的角度出發，亦能尋求

適當的解決方式。本論文第參章經由 UNCTAD 研究報告，探討開發中國家在

符合 GlobalGAP 標準方面所實際遭遇的困難及其適用 GlobalGAP 標準的情形，

其中，仍有部分開發中國家能夠一定程度地克服其國內小型新鮮蔬果生產者於

申請通過 GlobalGAP 標準時所碰到的困境，主要原因即在於適當的技術與財政

支援。GlobalGAP 於世界 14 個國家設有 NTWG，即所謂的國家技術工作小

組，其中有 5 個小組設置於開發中國家，目的在於幫助當地生產者對於

GlobalGAP 標準有更全面、詳實的了解，並盡力將當地條件與 GlobalGAP 標準

作調和；這些國家的出口商協會等私部門組織亦辦理與技術、基礎設施升級有

關的訓練課程、活動，協助資訊較為貧乏的小型新鮮蔬果生產者建立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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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GAP 標準所須具備的專業知識、能力；此外，包括政府機關與私部門在

內之國際機構於財政方面的捐助活動，更是開發中國家小型新鮮蔬果生產者較

能順利取得 GlobalGAP 標準認證的一大推手，畢竟，正如本論文第參章所述

及，「金錢」仍是令這些小型生產者最為頭痛的問題，沒有投入一定數額的成

本，任何關於通過 GlobalGAP 標準認證所須進行的程序都將難以推進。這些相

關援助因為零星分布，尚未相當有系統地實行，所以僅有部分開發中國家的小

型新鮮蔬果生產者受惠。 

一直以來，WTO 對於開發中國家在貿易發展上的能力建構與技術支援議題

皆相當關注。2001 年 11 月的杜哈部長會議中，各會員國的貿易部長開啟了杜

哈發展議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並隨該議程的進行，將開發中國家

之利益及發展議題列為 WTO 之核心任務，WTO 下與貿易及發展議題有關的活

動大部分由貿易暨發展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以下

簡稱 CTD）推動，其他 WTO 下處理發展議題且於杜哈部長會議中建構的機關

尚包括貿易、債務與財政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Trade, Debt and 

Finance）及貿易暨科技移轉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Trade and Transfer of 

Technology）233。深受 GlobalGAP 標準影響之開發中國家小型新鮮蔬果生產

者，或可促請其政府與歐盟共同於上述場域中進行雙邊或多邊的談判，使與

GlobalGAP 標準認證工作相關之技術及財政援助系統化，至於系統化的方式，

可於談判後，在 CTD 下設一專責解決開發中國家新鮮蔬果生產者為通過

GlobalGAP 標準認證所可能碰到的技術及財務需求的工作小組，定期更新生產

者適用 GlobalGAP 標準的情形，經評估後如有給予支援之必要，再由指定機構

對之予以協助，進行相關援助之機構可能包括政府機關、民間相關協會以及

GlobalGAP 本身，必須於雙邊或多邊談判時確定參與支援活動的機關，以賦予

這些機關相當的責任，踐履其於專責工作小組下之義務。然而，於 WTO 下啟

動相關技術或財政援助的雙邊或多邊談判，乃是由國家主導，生產者及出口商

等最直接的利害關係人在無法充分參與談判的情況下，其利益難以完整地被考

量入內，因此經國家談判後所施行之援助機制，對於開發中國家之生產者所產

生的效果仍可能有一定的侷限性。 

                                                           
233 請參考：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evel_e/devel_e.htm (last visited: 03 Jul.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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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WTO 以外之其他國際場域 

前述 WTO 架構下之兩種機制，也許能為 GlobalGAP 標準對開發中國家新

鮮蔬果生產者所產生的負面貿易衝擊帶來緩和的機會，然而，不論是 TBT 協定

的修法，抑或是 WTO 對開發中國家技術及財政援助的雙邊或多邊談判，其皆

較難直接對 GlobalGAP 標準的制定組織 GlobalGAP 產生一定的效果，因為

WTO 各協定的規範主體為國家，其下所為之各項談判亦由國家參與，私部門無

法與 WTO 產生直接的關連性，因此，WTO 也許並非處理 GlobalGAP 標準此種

私營標準的最佳場域，與標準之制定相關、國家及私部門皆得直接參與其中、

其存在又受到全球肯認之國際組織，或許能夠較為適當地解決 GlobalGAP 標準

於貿易上所造成的問題。例如，ISO 是目前世界公認的標準制定機構，其會員

雖為國家標準機構，然關於其標準制定相關活動，身為利害關係人之私部門組

織機構亦可直接參與，包括由製造商、貿易公司、零售商、進出口商所組成的

產業界內各個協會，以及國家、區域或國際層級之消費者聯盟、其他處理社

會、環境議題的非政府組織，甚至學術團體及研究機構，皆可以表達其自身的

意見及立場234。也因為如此，ISO 所制定之國際標準與指導規則，較能為世界

各國與業界所普遍接受，因其組織本身開放除了國家政府之外、大量的私部門

組織機關直接參加標準制定的關鍵活動，如實地反映產業對相關標準的需求與

符合上可能會碰到的難處。基此，也許可以將 GlobalGAP 標準置於 ISO 的場域

下，由各國標準機構、各國與新鮮蔬果產業相關之產業協會、團體，就

GlobalGAP 標準對業界目前之衝擊進行意見交換，針對 GlobalGAP 標準中無法

達成共識的部分，尋找 ISO 現階段的標準中，是否有與之雷同者，若有，也許

可以嘗試與 GlobalGAP 標準進行調和，或可提高開發中國家的小型生產者對

GlobalGAP 標準的接受度。雖然 ISO 不若 WTO 能賦予國家應負擔之義務及未

履行義務所應受之懲罰，然，藉由與 GlobalGAP 標準適用相關之 GlobalGAP 與

新鮮蔬果生產者於此國際標準制定場域中的直接互動，對 GlobalGAP 標準的內

容作改良，無須再考量國家政府是否確能依 WTO 之規定或特殊機制使開發中

                                                           
234 請參考： 

http://www.iso.org/iso/standards_development/processes_and_procedures/stakeholders.htm (last 
visited: 03 Jul.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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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新鮮蔬果生產者能較易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也許反而較能直

接、有效地處理 GlobalGAP 標準目前所造成的貿易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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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 結論與建議 

隨著人類社會的進步，商業市場中對於各類產品的要求愈趨高漲，為滿足

消費者的需求，增加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力，除了國際標準組織與政府機關

外，私部門亦開始發展所謂自願性的私營標準，這些私營標準，隨著時間的演

進，從一開始僅聚焦於產品品質及製程的要求，到後來逐漸將勞工福利、環境

永續發展等因素考量入內，各項標準的要件亦越來越嚴格，致使通過私營標準

往往需要投入高額的成本，使開發中國家的小型生產者無力負擔，而難以取得

該些私營標準之認證，在未通過認證的情況下，即有相當大的可能失去廠商或

消費者的青睞，而被排擠於供應鏈或市場之外。近幾年來，已開始有部分開發

中國家就 GlobalGAP 所制定之 GlobalGAP 標準對於國際間自由貿易的負面影

響，於 WTO 下之 SPS 委員會提出討論，希望能藉由 WTO 體系之運作改善此

一情形。然，私營標準之自願性、制定機構、囊括範圍，實在令人難以確信其

所造成之貿易問題適合於 WTO 下處理，即便其確可落入 WTO 之管轄範圍，關

於其在 WTO 下之適法性，亦未有定論。鑒於私營標準為數眾多，GlobalGAP

標準又為目前被具體、持續提出於 WTO 架構下之私營標準，加之以該標準的

資料較之 GFSI、BRC 等其他私營標準豐富，因此，本論文即以 GlobalGAP 標

準為例，分析私營標準是否得以為 WTO 下之協定所管轄？若是，其於各該協

定下之適法性又如何？ 

在做研究問題的分析之前，本論文先於第貳章就 GlobalGAP 標準的背景知

識做基本介紹，接著經由 UNCTED 實際個案研究報告的整理，在第參章彙整

GlobalGAP 標準對開發中國家新鮮蔬果生產者的貿易上影響，以使後續的法律

分析能有完備的基礎。GlobalGAP 標準由歐洲零售商集團於 1997 年提出，其

後，該集團因為數眾多的零售商、供應商及認證機構的加入，發展為

GlobalGAP 此一私部門組織機構，GlobalGAP 標準的制定與運作由零售商、供

應商及認證機構所組成的 GlobalGAP 董事會、秘書處及各個部門委員會等機構

所職掌，主要是為了確保新鮮蔬果生產所供應產品的品質、生產方法與過程、

勞工福利、環境保護等符合一定的標準，為自願性之私營標準，生產者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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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選擇是否提出認證申請，GlobalGAP 標準的詳細內容及相關認證流程羅列於

其標準文件中，認證程序則由經過 GlobalGAP 核可之第三方認證機構操作，其

認證程序並可大別為直接認證與標竿學習認證兩種，其中，標竿學習認證方案

是為了達到 GlobalGAP 標準欲調和各國國家層級 GAP 之目的，以避免重複進

行認證程序之麻煩，將 GlobalGAP 標準順利推廣至世界各地。然，GlobalGAP

標準建置之美意，恐被其對開發中國家新鮮蔬果生產者所形成的貿易障礙所稀

釋。UNCTED 所製作的研究報告以拉丁美洲、次撒哈拉非洲以及東南亞三個地

區為例，每個地區以三個開發中國家為樣本，討論各國國家層級 GAP 之發展、

GlobalGAP 標準於當地之適用情形、各國 GAP 與 GlobalGAP 標準所可能產生

的互動，本論文即將重點放在開發中國家之新鮮蔬果生產者在適用 GlobalGAP

標準時，所可能碰到的問題。綜言之，由於市場排擠效應使然，GlobalGAP 標

準具備實質上的強制力，使開發中國家的新鮮蔬果生產者不得不盡力遵循

GlobalGAP 標準，以取得認證，避免被排除於歐盟新鮮蔬果零售市場之供應鏈

外。然開發中國家欲取得 GlobalGAP 標準之認證實非易事，尤其是小型新鮮蔬

果生產者的部分，符合 GlobalGAP 標準所需投注的高額農場升級之初始成本、

週期性成本，及認證程序之進行所需花費的認證申請費用、行政程序管理費用

與認證人員餐旅支出，對這些小型生產者而言，皆為相當沉重的負擔，

UNCTED 的研究個案顯示，除非在有適當技術支援與財政捐助的情況下，小型

生產者才得以較順利地通過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否則，其將因為短缺的資

訊、技術及過高的財務負累，而無法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另外，由於

標竿學習認證的要求相當嚴苛，使新鮮蔬果生產者很難在取得國內 GAP 的情況

下，被視為已取得 GlobalGAP 標準的等效認證，這些生產者為了兼顧國內外市

場，仍必須分別遵循並進行國內 GAP 及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認證相關成

本不減反增，無法達到 GlobalGAP 標準調和各國 GAP、減輕生產者負擔的目

的；又，隨著時間遞嬗，小型生產者若遲遲無法通過 GlobalGAP 標準的認證，

新鮮蔬果的供應必然漸漸集中於有強大財力、技術為後盾之大型生產者，然開

發中國家新鮮蔬果的產業組成又以小型生產者居多，如此勢必使開發中國家原

因新鮮蔬果產業蓬勃發展而漸趨繁榮之經濟狀況再度衰退，貧窮問題愈趨嚴

重。私營標準對國際貿易影響之大，由此可見一斑，也因此私營標準於 WTO

下之適法性益發受到開發中國家之關注，對此，通常為標準提供者之已開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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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則就私營標準是否得落入 WTO 之管轄範圍提出疑問。 

以 GlobalGAP 標準而言，WTO 架構下最有可能涉及之協定為 SPS 協定、

TBT 協定及 GATT 1994，然 GlobalGAP 標準須為 SPS 協定附件 A 定義下之

SPS 措施、TBT 協定附件 1 定義下之「技術性法規」或「標準」、GATT 第 3

條第 4 項中之「法律、規定及要件」，才得落入該些協定之管轄範圍。

GlobalGAP 標準為自願性的私營標準，其制定機構又為屬於私部門性質之

GlobalGAP，雖因市場篩選力量的緣故而具有實質上的強制力，其仍欠缺形式

上的強制力，且其私部門組織的運作亦與歐盟政府毫無關聯，因此，

GlobalGAP 標準雖然符合 SPS 措施之目的要素及本質，仍未能該當 SPS 措施之

形式要素，亦無法被視為以強制力為要件之 TBT 協定下之「技術性法規」及

GATT 第 3 條第 4 項之「法律、規定」，更因其制定部門之行為與政府無關

連，而不符合同條項之「要件」。然 GlobalGAP 標準不具強制力之性質，加上

其制定機構 GlobalGAP 應為 TBT 協定第 4 條及附件 3 第 B 項中所指稱之非政

府機構，使其符合 TBT 協定定義下之「標準」，該標準所包含之認證程序亦為

同協定定義下之「符合性評估程序」，因而使 GlobalGAP 標準落入 TBT 協定之

管轄範圍。TBT 協定中，可能與 GlobalGAP 標準議題有關之條文規定大致上可

以區分為「不歧視原則與不必要的貿易障礙」、「國際標準機構之標準、指導

規則、過程參與」、「透明化原則」，「相互承認原則」則為符合性評估程序

下的特有規定。根據本論文第參章開發中國家個案之彙整，GlobalGAP 標準實

施以來，其所造成之市場排擠效應明顯構成了 TBT 協定下禁止之歧視待遇與非

必要的貿易障礙；關於國際標準機構的部分，由於 GlobalGAP 標準係根據依據

ISO/IEC Guide 65 訂定其認證體制，符合符合性評估程序之制定應採用國際標

準機構之標準與指導規則為其基礎的規定，但因為並無證據顯示 GlobalGAP 參

與 ISO 的標準制定過程，因此仍不完全符合 TBT 協定之規定；除了未公布直接

認證流程，及未於標竿學習認證施行前先行給予申請認證之生產者調整產品或

生產方法的合理期間外，GlobalGAP 標準大致上符合 TBT 協定關於透明化原則

的規定；標竿學習認證機制則為互相承認原則之翻版，而符合 TBT 協定第 6.1

條之規定。 

GlobalGAP 標準雖有違反 TBT 協定之虞，以 WTO 爭端解決機制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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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GAP 標準對開發中國家小型新鮮蔬果生產者所帶來之負面貿易影響，仍

然未必是最好的方式。因為除了爭訟時間冗長之外，WTO 爭端解決機制僅受理

原被告皆為 WTO 會員國的案件，雖然 TBT 協定第 4 條將制定私營標準私部門

機關透過國家與 WTO 爭端解決機制作連結，然而敗訴後仍是由國家政府負擔

相關責任，該私部門無須承擔，因而難以保證私部門於日後確實遵循 TBT 協

定，又 TBT 協定中，許多可能涉及私營標準的條文關鍵用語於協定中僅有初

步、淺顯的定義，例如「技術性法規」、「標準」、「非政府機構」等等，在

適用條文時相當容易因用語定義與囊括範圍的問題而引發爭議，此時勢必得靠

小組對相關用語為解釋，如此可能會帶來更大的政策性問題，因為這些解釋影

響所及可能包括全體 WTO 會員國及 WTO 場域以外之私部門，而不只是涉及原

告國與被告國。基於上述原因，由 WTO 爭端解決機制處理諸如 GlobalGAP 標

準等私營標準的問題，似乎不是很適當的作法。 

事實上，除了直接尋求 WTO 爭端解決機制外，WTO 架構下、甚至 WTO

場域之外，仍可能存有處理 GlobalGAP 標準貿易議題的方法。透過 TBT 協定第

15 條的檢討機制，藉由修法先處理 TBT 協定下用語模糊的問題，加強 TBT 協

定對 GlobalGAP 標準的規範力，也許可以避免爭端解決小組解釋偏頗所帶來的

政策性問題，然此作法最終仍須經由爭端解決處理問題，爭訟過程冗長及裁決

實際效果的問題可能仍會使修法後所改善的協定規範力大打折扣；與其透過不

盡完善之爭訟機制，不如從開發中國家深受 GloblGAP 標準影響之廠商的角度

入手，提供其所需要的技術與財政上援助，提升其符合 GlobalGAP 標準的能

力，以解決 GlobalGAP 標準所帶來的貿易上負面效果，此作法可能可以藉著國

家間的雙邊或多邊談判，於負責處理 WTO 開發中國家貿易能力建構與技術支

援議題的 CTD 下、建構專責 GlobalGAP 標準相關援助的工作小組來達成；然

不論是 WTO 架構下的修法或援助，皆難直接對私部門產生效果，與標準之制

定相關、國家及私部門皆得直接參與其中、其存在又受到全球肯認之國際組

織，也許能夠較為適當地解決 GlobalGAP 標準於貿易上所造成的問題，例如

ISO，因此，WTO 或許並非處理 GlobalGAP 標準議題的最佳場域。 

由於現存之私營標準種類繁多，其於運作模式與標準詳細內容皆與

GlobalGAP 標準有所不同，因此本論文關於 GlobalGAP 標準法律分析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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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其於 WTO 各協定下之可適用性以及其於各協定下之適法性，恐怕無法完

全適用於其他私營標準。然而，基於私營標準皆為私部門機關所擬定、操作之

共通性，本論文有關 GlobalGAP 標準議題於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處理所可能

碰到的困難，應為其他私營標準之共同問題，至於本論文後續所提出之解決方

式，是否亦得完全適用於 GlobalGAP 標準以外之其他私營標準，則仍有待進一

步的觀察。然而，無論如何，儘速尋求最適當的討論場域實有相當之必要，以

免私營標準持續被業界甚至國家視為進行貿易保護主義之最佳機制，破壞行之

有年之國際自由貿易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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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縮寫、全文與翻譯名詞對照表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東南亞國協 

BRC British Retail Consortium 英國零售商協會 

CIES The Food Business Forum 食品商業論壇 

COMTRADE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聯合國商品貿易資料

庫 

CPCC Control Points and Compliance Criteria 管制點與符合性標準

EUREP Euro-Retailer Produce Working Group 歐洲零售農產品經銷

集團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聯合國糧農組織 

GAP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良好農業慣例 

GFSI Global Food Safety Initiative 全球食品安全倡議 

GlobalGAP  
Standard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Standard 

全球良好農業慣例 
標準 

HACCP The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System 

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

系統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國際標準組織 

NTWG National Technical Working Group 國家技術工作小組 

OECD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SSA sub-Saharan Africa 次撒哈拉非洲地區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聯合國貿易暨發展會

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