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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科技風險溝通與司法救濟，就各種新興科技風險或是食品安
全等議題中，相關司法救濟之可能（例如訴訟或訴訟外紛爭解決機
制）與其侷限（例如受限於傳統因果關係或舉證責任）等議題，討
論該等救濟與限制，如何納入風險溝通之討論，以求相關利害關係
人於風險決策做成之前，即能事先瞭解相關後續救濟可能與侷限
，以求在風險溝通中能有全面性資訊之獲取。
　　除前述研究取向已產出研究論文外，本計畫亦以前述理論為基
礎，設計出六週之教學課程模組，以為大學選修課程之設計參考。

中文關鍵詞： 科技風險、食品安全、風險治理、風險溝通、公眾參與、司法救濟
、損害賠償

英 文 摘 要 ： This project “technology risk commun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judicial remedies” focused on various risks emerging
from mew technology or food safety issues, and also on
relevant judicial remedies (such as litigation o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 and their
limitations ( such as traditional causality or burden of
proof ) and other issues. On discussing these remedies and
limitations, how to integrate these discussions into the
process of risk communication, and how to let the relevant
interested parties know the relevant judicial remedies and
their limitations before their risk decisions, become
crucial, for that comprehensive disclosed information could
be accessed by relevant interested parties.
    In addition to the aforementioned research orientation
and conference papers finished during this project, based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this
project also designed a curriculum module of six weeks for
college-level elective course.

英文關鍵詞： Technological Risk, Food Safety, Risk Governance, Risk
Communic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Judicial Remedies,
Damage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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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計畫說明與分工 
 
    科技社會帶來了風險管理與風險溝通的需求。事實上，人類生活對於因應新興科技所運

用之「風險管理概念」已為當今社會所熟悉。惟，即使民眾對於風險社會的現象已有認識，

惟近年來臺灣社會發生諸多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諸如 2011 年 5 月間發生之塑化劑事件、2012
年美國牛開放進口議題、2013 年 5 月間之毒澱粉事件、同年 10 月間發生之食用油混充棉籽油

和銅葉綠素事件甚至近期於 2014 年九月間發生的餿水油事件等等仍然為民眾帶來巨大的恐慌。

這些事件，除了引發吾人檢討我國目前管理食品安全相關法制之實效之外，更應該加以關注

的是如何更有效地納入風險溝通的制度。例如，政府所制定的食品安全標準為何？相關標準

的制定程序又為何？系爭制定標準，是否存有事前參與或事後救濟之可能？系爭參與或救濟

之程序，是否公開、透明、利用可能性以及對於政策或標準決定之實質影響程度為何？ 
以基因改造作物科技之風險管理為例，即使卡塔赫那議定書（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已對風險溝通有了明確的要求，然而各締約國在公眾參與模式上亦有不同之發展；

尤其在面對具爭議的新風險時，風險管理議題仍隱含了各國的政策及價值判斷。因此，即使

明白公眾參與在風險管理程序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各國對於如何建立一套完整及可檢驗性

之公眾參與風險管理之風險溝通程序，使人民清楚了解政策風險儼然仍然有其任意性。 
    本計劃在對前述情況有所認識下，將選定歐盟國家作為本計畫之參考指標，主要原因是

歐盟國家關於風險溝通立法較具前瞻性及先導性，該社會也已累積了許多相關的政策、立法

與司法實踐。事實上，許多學者也已基於歐盟經驗，就風險溝通與管理建立了不少論述。以

歐盟國間基因改造生命體與基因改造食品管制為例，許多論者就將討論之焦點著重於，究竟

應採取「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即主張於科學證據不充分時，即採取避免危險發

生之措施）、抑或採取科學證據原則(scientific evidence principle)（亦即主張，必須在科學證據

充分時，始採取相關管制措施）。惟，這樣的討論，仍將風險治理的範圍涵蓋於政府的管制。

蓋，無論採取預防原則抑或科學證據原則，其僅為在科學證據對風險計算上，應該採取多少

程度上之確定，始為相關管制措施；以及如何在該等評估下為決策。筆者以為，就風險之治

理首先應解決之關鍵問題為，應擴張理解風險治理的概念，並採取較為動態的程序思考，亦

即，應該在現有包含風險確認、評估、執行、監督及回顧之程序中，納入風險溝通步驟，以

彌補傳統風險管理所生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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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對於風險溝通制度之建制，本計劃初步參考法國法上「風險治理」理論中之司法控

制觀點，擬定強化司法，而非行政、立法在風險治理與溝通制度之功能。其中，法語學界即

對於”la gouvernance des risques”中，提出在國家/人民對立之外，還有「國家/人民 vs.司法者」

之風險治理概念，而如此思維，似乎可以呼應我國現有制度下，應強化司法機關在風險治理

與溝通程序角色的需求。 
    本計劃於前述背景下，除將以學術研究論文產出相關研究成果，並將配合其他子計畫之

規劃，產生六週之課程，分別討論：（一到六週為子計畫一，十三週到十八週為子計畫三） 
 

• 第七週：關於科技風險，尤其是食品安全，既有臺灣之各種司法救濟可能（訴訟與訴訟外

紛爭解決機制） 
• 第八週：各種科技風險產生之損害賠償訴訟 1：侵權行為基本概念：舉證責任與因果關係 
• 第九週：各種科技風險產生之損害賠償訴訟 2：消費者訴訟基本概念：公益訴訟 
• 第十週：各種科技風險產生之訴訟外紛爭解決：和解與仲裁 
• 第十一週：對於各種科技風險之司法救濟之侷限性 
• 第十二週：各種司法救濟可能之風險溝通 

 
二、計畫執行背景討論 
 

承上所述，本計劃著重風險治理中風險評估與風險溝通之互動，認為科學之風險評估與

政府和人民之間之風險溝通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可偏廢。另一方面，如何強化司法在風險

治理中，所扮演的風險溝通角色，也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在此前提下，本文依序從（一）

司法程序中科學證據及專家治理之角色，（二）民主社會下的公眾參與及風險溝通，和（三）

司法之風險溝通與治理功能等三個部分來討論。 
 

（一）司法程序中科學證據及專家治理之角色 
    為避免政府濫權以及減少客觀風險及民眾認知之差異，專家之評估意見即顯得重要。首

先，依社會學者之研究確定風險認知具有相對性，特別是以「文化論」之主張，最能對風險

認知有說服力及預測力。 
    惟，該風險認知之形成實為每一個人，基於不同政治、經濟、文化及心理等等，所為之

總和。故有學者提出，系爭總和之提出應必須建立於「多元之統一性」（the unity of this plurality）
基礎上。法國學者認為，此並不能僅以「預防原則」(prevention principle) 而須以「預警原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le)建立國際化生物警覺性（la biovigilance internationale）1；亦即，應透

過國際組織、國際合作、多邊協定等，甚至在 WTO 體系下，建立最低程度之國際共同風險認

知。再者，為減少主觀風險感受及客觀存在風險之差距以及確保風險有關信息提出及品質，

專家評估意見，應符合中立性使能產生實效；因此，制度上確保風險評估之專家委員獨立性、

客觀性及辯論主義即為必要。以評估方法而言，應標準化；亦即應採取科學社群共同認可之

評程序。 
   

（二）民主社會下的公眾參與與風險溝通 
    承前所述，民眾之主觀風險感受與客觀存在的風險未必相符，惟僅透過專家意見，除科

                                                 
1 DELMAS-MARTY (M.), Le relative et l’universel, 2004, p.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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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證據本身可能存有不確定性外，個別專家亦可能低估風險，因此透過「科學的民主化及公

共辯論」（public discourse）可補足專家治理民主代表性不足之問題。 
    例如，對於特定風險評估時，受僱企業之專家所評估之結果，通常較政府部門專家結果

樂觀；風險決策過程，其實為一政治過程，因此決策所根據之評估報告，亦無法僅單純參考

多數之家意見，對於少數評估報告，亦應本於多元利益考量進行思辯，以求政策制定合理及

可行。上述過程即為以「審議式民主」方式（deliberative democracy）進行開放多元之溝通。 
    進行風險溝通之重要性及源於審議式民主之參與及要求。具體步驟上，如何進行民眾之

風險溝通，或可參考學者 M. Granger Morgan 等人提出之風險溝通步驟：（1）建構對既有風險

知識之專家模型、（2）對民眾進行該陳述訪談、（3）建立初步的民眾風險反應模型、（4）草

擬風險溝通文件，就此對民眾進行溝通以及（4）風險溝通成效評估。惟，仍應與辨明者為，

風險溝通仍有界限，諸如：新興科技所生之未來不確定性風險，此風險不因溝通強度及次數

可以解決、參與溝通主體之選擇、風險決策形成之時效性。未來研究方向，亦尋求風險溝通

落實上述界限之處理，建立民眾對政策信心及確保知的權利。 
 

（三）司法之風險溝通與治理功能 
    關於風險決策作成，首要提及者即為美國學者 Cass R. Sunstein 提出之實用主義之損益分

析（cost-benefit analysis）模式；亦即實用主義者認為，認為決策之作成為一種「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受時間、資源與認知上限制，因此無從做出絕對之最適化（optimal）
決策；此時透過損益分析模式，將所有質與量的降低風險全面考量，將特定風險可能損害及

避免措施之成本量化的決策方法為最為理性之決定。 
    實用主義之損益分析模式之程序，首先決策機構應先評估所有「避免措施之優缺點」，且

需量化評估之後果。次之，量化結果僅為質化敘述之補充，因此決策機構不得以量化結果為

唯一決策考量；其中量化結果之要求，應儘量將非貨幣可計算之價值（nonmonetary value）以

貨幣單位表現，質化考量之回應，決策機構應隨時調整估算值；最後，對民眾特定風險恐懼

之回應，應儘量以採取教育或保證回應，而非一味提出新管制。 
    惟上述模型獲得最主要之批評為「量化及貨幣化之問題」，惟 Sunstein 認為前述批評或許

過於武斷，蓋此一損益分析模型除建立於許多財貨之共量性（commensurability）外，亦承認

量化分析僅為質化分析之輔助，而非一概排除質化分析結果；抽象層次上，Sunstein 承認我們

無法決定究竟應由消費者、勞工、企業或其他利益相關人承擔某特定損益分析之決策之後果，

但具體問題上，此等決定並無困難；因為在面臨特定交易（tradeoff）之禁忌，諸如生命權，

Sunstein 認為在日常生活中諸多記得運用本即涉及此類禁忌（諸如：開車送小孩上學）；因此，

此等禁忌本無倫理上價值。其認為應藉由損益分析，透過資訊公開、經濟誘因、風險降低契

約（risk reduction contracts）以及自由主義市場決定的環境論（free market environmentalism）

作為風險規範之輔助工具。 
    對此，Sunstein 進一步提出拓展其對風險管理之「恐懼法則」（laws of fear）。恐懼法則包

含三項次原則：（1）反災難原則（Anti-Catastrophe Principle）、（2）中庸之損益分析原則（moderated 
cost-benefit analysis）、（3）自由主義式的干預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 
    首先，於風險管理與決策過程中，或可認為恐懼法則中損益分析方式 2並非絕對真理，且

                                                 
2 即恐懼法則所謂「中庸的損益分析原則」。指對於各種方案之利益淨值（net benefit）計算，應提出「最大最小值」

（Maximin）作為決策輔助之工具；此種計算方式，有助於面對風險時之各種決策之思考，但非僅是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考量，而係作為矯正群眾對於發生可能性誤解或對於特定「交易」之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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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標準之價值實質探求，亦因文化因素得來不易，但應至少建立風險決策之「程序標準化」

要求。所謂「程序標準化」要求，係藉由一系列風險決策程序，確保風險可預見性以便保障

風險溝通結果之落實；此亦為本計劃後續討論風險治理中司法控制之前提。因此，決策機構

應先抽象的制定一定標準決策流程，其中「風險評估之再檢視」與「價值揭露」應屬必要。 
    對於科學風險評估結果，必須全面性考量該等科學與技術以外之政治、經濟與社會基礎，

而構成「第二輪之專家治理」（deuxieme cercle d’expertise）。此二輪專家意見之作成，必須遵

守一併法定程序，一併交由決策機構為判斷。再者，由於特定決策之作成，必定代表特定價

值之選擇，因此決策背後之價值，亦應於決策時揭露以昭公信。 
    學者 Sunstein 提出，具體風險管理步驟中，應承認司法審查之可能性，因此司法機關必須

以損益分析之評量，檢視行政機關風險管理之結果。惟，申請人認為，前述主張司法審查之

範圍，未免有過廣之嫌，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蓋，司法權欠缺民主正當性，應避免過度干

涉行政權；關於某風險之決策作成具體標準，應由民主程序決定而非司法途徑；亦即以避免

「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出發，司法控制應僅為合法性審查，而非進行適當性審

查。因此，或可認為司法控制於風險管理程序中，應僅為確保風險決策過程中的「民主參與」

與「行政機關有無違法濫權」，而非另以重新之損益分析或另建立一實質標準，「變更」之前

之風險決策。簡言之，司法控制功能非篩選出最佳決策，而僅是排除錯誤決策。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預計建立相關食安風險之司法救濟案件類型化，並討論相關救濟之侷限性。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比較法與案例分析法為主。 

肆、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一、 計畫執行參與相關國內外會議之發表 
 
本計畫執行過程中，共參與四個會議，相關發表情形如下： 

（一）2015 年 6 月 26 日參與法國巴黎「人性尊嚴與健康法」會議發表文章為「人性尊嚴與食

品安全：基礎省思」： 
Yao-Ming Hsu, La dignité humaine et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réflexions fondamentales, 
Colloque Les enjeux de la dignité humaine dans le domaine de la santé publique - Regards 
partagés entre politique, médecine, droit et éthique, Université Paris 8, Paris, 26 juin 2015 
（本文預計收錄於該會議後，由法國第八大學出版之專書論文集） 

（二）2015 年 10 月 1-2 日參與中央研究院歐美所「歐美食品安全」研討會，發表為： 
許耀明，法國食品安全政策與法制：以「法國 2013-316 號關於專家於健康與環境事務

之獨立性與關於吹哨者之保護法」為中心 
（本文預計修改後投稿 TSSCI 歐美研究季刊） 

（三）2015 年 11 月 19-20 日參與交通大學「2015 年全國科技法律會議」，與國立中興大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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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所譚偉恩助理教授共同發表為： 
許耀明、譚偉恩，食品安全與風險溝通：論民眾參與食安政策與法制建立之重要性 

          （本文預計修改後投稿交通大學科技法律評論） 
（四）2016 年 4 月 8 日參與交通大學「2016 食品安全與風險治理法制發展研討會」，發表為：

許耀明，食品安全與風險治理：以我國司法救濟之風險為例（本文預計修改後投稿） 
 

二、 計畫執行預計撰寫相關教案之初步成果 
各章節陸續撰寫中，預計全部撰寫完畢後，於 2017 年，出版為通識教育用之基礎教科書。

「附錄一」為第一章到第六章之草稿。 
 

三、 專家會議之召開 
本計畫業於 2015 年 4 月 28 日邀請兩位外部專家（台灣大學公衛系邱家斌教授與逢甲大學

財法所顏上詠教授）進行共同討論，會議相片如下： 
 

 

 



7 
 

 
 
 

四、 相關計畫內部會議紀錄 
 

科技風險溝通之全方位思考計畫 會議記錄（一） 
 
會議日期：2014 年 12 月 22 日 
會議地點：政大水岸咖啡廳 
與會人員：許耀明老師、凌明沛老師、王莉宸、劉筱琦。 
會議內容： 

1. 預計於 2015 年 2 月、5 月、9 月開內部工作會議（地點另議）。 
2. 預計於 2015 年 4 月 28 日，於台中舉辦第一次外部期中會議，並由三位老師各邀一名專

家學者。 
3. 預計於 2015 年 10 月底前，於台北舉辦第二次外部期中會議，並由三位老師各邀一名專

家學者。 
4. 預計出書之部分： 
1) 以乙本書 256 頁計算，依教學大綱所訂定之課程，每堂課約 15 頁之版面（A4 則約 10 頁），

於二月底前先將第一次課程之內容完成，以利後續討論。 
2) 書籍之設定以「通識課程」之學生為目標讀者。 
5. 與張老師確認其課程編排之最終版本。 
6. 實際開課部分，預計於九月份之學期於政大開課，故應於 3、4 月份提出課程大綱。凌老

師則得以兩次專題演講之方式進行。 
 

科技風險溝通之全方位思考計畫 會議記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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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2015 年 03 月 23 日 
會議地點：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與會人員：許耀明老師、凌明沛老師、張冠群老師、王莉宸、劉筱琦。 
會議內容： 

1. 第一次外部會議預計於 4 月 28 日上午 10:30 至 13:00 於台北元照會議室舉辦。 
2. 外部會議之講者由各老師於 4 月 10 日確認名單，相關的車馬費與出席費亦由各老師自行

報帳。 
3. 外部會議當日之餐點部分將由許耀明老師負責，視開會時間長短將決定訂購食物或至餐

廳用餐。 
4. 出版書籍之部分將以講義式之方式呈現，約莫兩百多頁;體例之部分以阿拉伯數字為標示，

凌老師是係 1~6、許老師 7~12，張老師則為 13~18。 
5. 下一次內部工作會議預定於 6 月中舉辦。 
6. 暫定於九月份於政大開設相關課程，課程上課教材以講義為主，並隨上課進度修正，於

計畫截止日前完成書籍之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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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研究預計撰寫之課程教材初稿 
 
第一章 食品安全之救濟概論 
壹、案例介紹 

台灣以美食著稱，在多樣化的飲食文化薰陶之下，卻埋藏有許多隱憂，自最早被揭露的 1979
年多氯聯苯中毒事件 3（米糠油事件），雖然於後並無相同程度之食品安全危害事件，直至 2010
年代則卻一連爆發多起駭人耳聞之食品違法添加物事件，而其中最「惡名昭彰」者，即為 2011
年 5 月塑化劑事件、2013 年 5 月的毒澱粉事件與 2014 年 9 月之黑心油事件。此外，2015 年 11
月底甫出爐之頂新食安事件無罪判決 4，也引發各界眾多討論。前述此等事件所影響之範圍廣

泛，有或社會廣大的關注，也進而在各事件的發展中，台灣人民開始注意到食品安全維護與救

濟之重要性，尤其在各大事件「雷聲大雨點小」的走勢中，各界意識到法律的保護網未必能延

伸至每個角落。以下將介紹上述三案件之背景與結果，並進而使讀者能更了解法律救濟在實務

的食品安全事件中的侷限性： 
 

一、塑化劑事件 
(一) 事件摘要 5 

起雲劑為運動飲料、非天然果汁、優酪乳等等飲用品之一種合法添加物，其作用類似界面

活性劑，可使液體易於乳化，不易油水分離，故廠商添加之目的在於增加飲品之濃稠感以提升

食用之口感，而起雲劑多由多種食品級添加物混合製成。惟於 2011 年 5 月 23 日，由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追查發現，1994 年由其負責人賴俊傑成立之昱伸香料公司向其多家下游廠商

販售之起雲劑摻有對人體有嚴重危害疑慮的塑化劑，而其下游廠商所製造之產品共逾 300 項於

海內、外販售，進而衛福部於同月 31 日頒布「塑化劑污染食品之處理原則」，並規定 5 大類食

品：「運動飲料」、「果汁飲料」、「茶飲料」、「果醬、果漿或果凍」、「膠囊錠狀粉狀之型態」若

未能提出安全證明者將禁止販售，並於後由檢方展開相關之調查。 
(二) 責任追究 
1. 刑事責任 

2011 年由台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 6，經彰化地方法院判決 7昱伸香料有限公司應執

行罰金 2400 萬元 8而其負責人則依常業詐欺罪 9科處 5 年有期徒刑，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上訴至第二審 10，由法院就負責人賴俊傑之刑度改為十五年，並全案由最高法院駁回

賴俊傑之上訴定讞 11。 
2. 民事責任 

                                                 
3 完整事件，請參閱：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8512 （造訪日期：2015 年 11 月 22 日） 
4 相關報導，參見：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1127/741689/ （造訪日期：2015 年 11 月 30
日） 
5 衛生福利部起雲劑遭塑化劑污染專區：http://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2481#.VlFpTrSOfPA （造訪日

期：2015 年 11 月 22 日） 
6 台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 100 年度偵字第 4638、4649、4871、5077 號。 
7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0 年度矚易字第 1 號。 
8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9 刑法第 340 條。 
1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1 年度矚上易字第 295 號。 
11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1 年度台上字第 6588 號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8512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1127/741689/
http://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2481#.VlFpTrSOf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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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向昱伸香料有限公司若提起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經高等法

院判決昱伸香料須賠償統一企業 1 億 3 千多萬元 12之損害。另一方面，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

者文教基金會代 568 名消費者提起之團體訴訟向昱伸及其多家下游廠商求償 78 億元，經新北

地方法院認定，塑化劑容易被人體代謝，消費者無法舉證身體受損和塑化劑因果關係，因此判

賠商品損害 120 萬元 13。 
 

二、毒澱粉事件 
(一) 事件摘要 14 

於 2013 年 5 月 13 日衛生福利部追查發現部分業者使用未經核准之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

生產相關食品，此「毒澱粉」係由一名中學退休教師王東清研發而來，用以增加產品之 Q 彈性

與耐煮性，並使產品在室溫無密封的狀態下仍得防腐，該等技術此類食品多為台灣有名之粄條、

肉圓、黑輪、粉圓、豆花、粉粿、芋圓及地瓜圓等食品，因此危害之範圍擴及國內外，衛福部

因此展開全面之稽察，並進而訂定「食品業者登錄辦法」，規定食品添加物製造、輸入、及販

售業者必須依法進行登錄以進一步掌握原料流向，而檢察官也針對相關業者進行相關的偵查。 
(二) 責任追究 
1. 刑事責任 

2014 年檢察官針對生產毒澱粉的七家廠商負責人劉明清（協奇企業行負責人）、王國祥（三

進粉業負責人）、王博偉（三進粉業經理）、楊蔡金英（宏昇粉行負責人）、徐東銘（茂利澱粉

負責人）、林惠裕（寶森粉行負責人）、陳清真（東億企業行負責人）提起公訴 15，經台南地方

法院認定，食用澱粉含有順丁烯二酸固然會造成人體健康受損，但依現有之證據資料，這種健

康受損之狀態並非無法補救，也還沒有致命、致癌、致基因缺損之嚴重風險，對人體之毒性或

危害程度還不如塑化劑，危害人體健康程度，較添加其他毒性物質之情節為輕，故違反食品衛

生管理法 16之規定判決劉明清一年十月、王國祥一年八月、王博偉一年六月、楊蔡金英一年四

月，緩刑三年，並向公庫支付六十萬元。徐東銘二年十月、林惠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三年，

並向公庫支付五十萬，陳清真一年二月 17，而由檢方提起上訴。 
2. 民事責任 

彰化縣仙知味食品公司向台南市茂利澱粉公司批購原料，但因衛生機關查獲毒澱粉，迫使

仙知味回收、銷毀其產品，故仙知味向彰化地方法院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訴訟，經合議庭決議茂

利應給付 130 萬元予仙知味公司，因其信任茂利所提具抬頭為「利洲實業有限公司」的合格報

告，始繼續銷售商品，事後才發現，被告所提供的衛生檢驗合格證明非為真，故應賠償其所生

之損害，惟仙知味所請求之商譽損失 11 萬餘元，但法官以仙知味無法舉證產品被驗出順丁烯

二酸後營業額產生的變化為由，駁回仙知味此部分之求償。 
 

                                                 
12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重訴字第 20 號。 
13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重消字第 1 號。 
14 衛生福利部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專區：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476 （造訪日期：2015 年 11 月

22 日） 
15 103 年度偵字第 458 號、103 年度偵字第 1624 號、103 年度偵字第 1625 號、103 年度偵字第 1626 號、103 年度偵

字第 1627 號、103 年度偵字第 1628 號、103 年度偵字第 1629 號、103 年度偵字第 1630 號、103 年度偵字第 1632 號、

103 年度偵字第 1634 號、103 年度偵字第 163 
6 號、103 年度偵字第 3639 號、103 年度偵字第 5121 號。 
16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17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3 年度訴字第 104 號。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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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黑心油事件 
(一) 事件摘要 18 

黑心油事件之開端係由大統長基揭開序幕，其「大統長基特級橄欖油」標榜百分之百西班

牙進口特級冷壓橄欖油製成，惟其實於其中添加低成本之葵花油與棉籽油混充，並於其中添加

不耐高溫之「銅葉綠素」，對人體健康產生潛在之威脅。其後分別於頂新國際集團旗下之正義

食品與富味鄉所生產之油品中揭發現有油品混充棉籽油而皆未標示之情形，進而由檢方介入調

查。 
(二) 責任追究 
1. 刑事責任 

針對大統長基部分，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依詐欺罪及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之規定起訴其負責人高振利，而經智慧財產法院判決其應給付 3800 多萬元之罰金，

並判處 12 年有期徒刑 19。 
而富味鄉食品之部分，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同樣依詐欺罪與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之規定起訴，經智慧財產法院判決其負責人陳文南、陳瑞禮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並

科處 2500 元之罰金 20。 
頂新製油之部分，法院判決認定本案油品之酸價、總極性化合物、重金屬、脂肪酸組成各

節均不足以認定該油品為妨害衛生之飲食物品，尚難認其不得進入市場販售，且現存證據尚無

從認定該油品確為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故全案無罪。 
2. 民事責任 

社團法人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代 3776 位消費者提出消費損害團體訴訟，並提出求償總額 3
億 3千 9百餘萬元，經彰化地方法院於今年 5月宣判大統長基需賠償 9千 1百多萬元 21之損害，

而就其他油品業者，消保會於今年預計代委託之消費者提出損害團體訴訟，向業者以每人 18
萬元之求償。 
 

貳、救濟管道 
依上述之案例分析，顯見於現今多數之食安案件中，一般民眾所能追尋之管道為侵權訴訟

之損害賠償，而此等方式應考量各案件之性質而分別依個人或團體訴訟之方式提出，並進一步

就請求權基礎可分為民法第 184 條、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及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56 條，此三

者皆有不同之要件與舉證範圍，除此等訴訟解決紛爭之機制，亦得考量訴訟外之方式，透過如

和解或仲裁等程序，亦有可能填補消費者於食品安全事件中所生之損害，故將於接下來之章節

就各救濟之要件做進一步之介紹與分析。 
 
 
 
 
 

 

                                                 
18 衛福部黑心油專區：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4093 （造訪日期：2015 年 11 月 22 日） 
19 智慧財產法院刑事判決 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13 號。 
20 智慧財產法院刑事判決 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94 號。 
2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3 年度重訴字第 64 號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4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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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侵權行為 
壹、意義 

侵權行為意在規範不法侵害他人權益所生之賠償問題，其整體立法意在尋求被害人之「權

益保護」與加害人之「行為自由」間之平衡，而我國在立法制度上，採取「區別性之權益保

護」，其意謂針對被害人受不法侵害之權益不同，而應適用不同之法規，而不同之法規之要件

亦有所不同，其係為調和被害人與加害人權利間之衝突，若對於「一切權益」的「所有損害」

皆應賠償，則可能嚴重限制加害人之行為自由，使其難以預估其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範圍，

進而阻礙個人的人格發展，甚至進一步對經濟活動以及社會發展皆非有益 22。 
依照我國所採取之「區別性之權益保護」，主要將權益分為「權利」與「一般財產上利益」，

所謂之權益，係指受法所保護之權利，在實務上有人格權 23、物權 24、智慧財產權等等，而就

一般財產上之利益其係指純粹財產上之損失或純粹經濟上損失，如侵害債權之行為等等，區

別此兩者及為一般財產上之利益所受之損害通常範圍廣大而且難以預估，為顧及加害人之行

為自由，受侵害者非屬「權利」時，必須要該加害行為係出於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方式，或

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被害人才可以就其損害請求賠償，若為「權利」者，則加害行為不論

係出於故意或過失，皆可請求賠償。 
若依食品安全之事件性質，其所受侵害之權益可能為權利亦可能為一般財產上利益，故

其係有請求損害賠償之可能，惟仍需進一步視個要件是否符合，始能決定。 
 

貳、要件 
就侵權行為之要件，可分類為客觀要件與主觀要件，客觀要件之部分包含：「加害行為」、

「受侵害之權益」、「損害」、「因果關係」，主觀要件「故意或過失」，並後續之「阻卻違法事

由」檢驗。我國侵權行為之立法架構採「區別性之權益保護」，故分為民法第 184 條第一項前

段之侵害「權利」、第 184 條第一項後段及第二項之侵害「一般財產上利益」或「權利」，此

二者之分別主要在於「主觀要件」，而其餘之要件相同，故本文先就共同之客觀要件做介紹，

再進一步分別就主觀要件做介紹。 
一、客觀要件 

(一) 行為 
所謂之行為係指受意思支配、有意識之人的活動，如：開車上街、購買餐點等等，若加

害行為並不受意思支配，或係屬當事人無意識之舉動，如夢遊行為或開車因中風肇事等等，

因當事人行為當下並無法確知該行為之意義，與該行為可能所產生之結果，故此等並不屬行

為。 
(二) 損害 
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以被害人實際受損害為必要，因侵權行為之原則為「損害填補」，故

若無損害則毋須賠償，至於實際是否受有損害，則須視其財產總額是否有減少為斷 25，故若被

害人尚未實際受有損害，如：貸款追償無效者，其總財產額並未減少，故尚不服損害要件，

若已確知有損害，惟尚不得確認其數額者，並不會構成請求之障礙，法院可依其調查所得斟

                                                 
22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頁 80，2013 年 2 月。 
23 民法第 18 條。 
24 最高法院 64 年台上字 1364 號判例、最高法院 51 年台上字 3495 號判例、81 年台上字 1818 號判決。 
25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 118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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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判斷 26。 
另，依照最高法院 58 年台上字 1296 號判例，若賠償權利人另外享有對第三人之請求權

時，其仍符合「受有損害」之要件，不能單認賠償權利人具有可向第三人請求其損害之請求

權即未有損失，因此種情況係屬請求權之競合，並不妨礙請求權之行使。 
(三) 因果關係 
1. 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與責任範圍因果關係 
就侵權行為之因果關係，依法規可知，須同時具備兩種層面之因果關係：「責任成立因果

關係」、「責任範圍因果關係」，亦即侵權行為之成立，須權利係「因」加害人的行為而受侵害，

以及損害係因權利受侵害而發生。我國民法學者孫森焱曾解釋：「侵權行為的因果關係可分為：

加害行為與損害發生之間的因果關係以及加害行為與損害賠償範圍間之因果關係。」27，若以

舉例而言，今一行為人甲駕車撞人，進而造成乙受傷並進而揪受治療產生醫療費用，而後續

因在醫院休養期間順便做了身體檢查，而發現其患有糖尿病而須予以治療，在本件中，甲駕

車之行為造成乙受傷而具有身體權之侵害，此兩者之關係為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而因甲之駕

車，使得乙產生醫療費之損害，此兩者間則為責任範圍因果關係，甲須就此部分賠償乙之損

失，惟就乙糖尿病之治療費用，為何並不屬甲之賠償範圍，則係因果關係有無認定之問題，

於以下做進一步之介紹。 
2. 相當因果關係 
就因果關係之認定，我國食物採相當因果關係，依最高法院 23 年上字第 107 號判例見解，

相當因果關係係謂：「無此加害行為，不會產生此等損害之結果，但若有此等加害行為，通常

足生此種損害結果。」再更進一步者，相當因果關係可分為「條件關係」與「相當性」，於 94
年台上字 2201 號判決闡釋，條件關係係指「若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等損害」即「若無，則不」，

而相當性係指「依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依一般社會通念判斷，若通常均有

可能產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故就上列行為人甲駕車撞乙之案例，第一階段之條件關係

判斷，乙因糖尿病所支出之醫療費，並不會因甲未曾撞傷乙即不發生此種費用，嗣後仍可能

因乙定期或不定期之身體檢查發現糖尿病而產生治療之費用，故甲之駕車撞人與乙之糖尿病

費用間並無因果關係，但就車禍醫療費部分，若甲未撞傷乙，則不需支出，而符合「條件關

係」，而依一般社會通念判斷，被車輛撞傷即會產生此等損害，故符合「相當性」，因而兩者

間具因果關係。 
 

二、主觀要件 
若係侵害權利者主觀要件可為故意或過失，但若係純粹經濟上損失者，僅限於故意，已

如前述。「故意」之定義，在民法並無明確之規定，若觀察刑法 28之規定，故意可區分為明知

並有意使其發生之「直接故意」與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間接故意」；過失

者，係指按該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或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

確信其不發生者，民法之規定原則近似刑法之規定，但因民法係在合理分配損害，故過失的

認定實務應採客觀的標準 29，即行為人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係一種類型化的過失

標準，應視行為人之所屬職業或其年齡層之智識能力予以判斷，如進行手術時，醫生所負擔

                                                 
26 最高法院 18 年台上字 276 號判決、最高法院 86 年台上字 416 號。 
27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年代），頁 233。 
28 刑法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29 最高法院 61 年台上字第 1825 號判決、最高法院 19 年上字第 2746 號判例、最高法院 79 年台上字第 167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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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注意義務不應與一般未受過醫學教育之一般人相同，故其若將紗布遺留腹內，顯然未盡善

良管理醫生的注意義務。 
三、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 

於我國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設有另一種之獨立侵權行為類型，其規範為若違反保護他

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其功能有二 30：其一由權利之侵害移向法律

之違反，即以客法律規範之違反作為構成要件之實現，其二為將其他領域的規範遷入侵權行

為法，使得整體法體系連結。因其獨立性，其客觀要件係以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並造成權利

之侵害並有所損害為斷，而其主觀要件之認定上係採「過失推定」，亦即此項過失係由法律推

定進而轉換舉證責任，由行為人舉證其並未違反注意義務，進而保護被害人之利益。 
四、阻卻違法事由 

侵害他人之權利原則上應屬違法，惟若因某種是由則可能阻卻其違法性，於法律上有六

種原因，分別為正當防衛、緊急避難、自助行為、權利行使、被害者之允諾，惟因此等事件

與食安之關連性較低，故於此章節不做更細之介紹。 
 

參、食品安全之適用 
就食品安全訴訟而言，民眾若食用相關食品而受有身體、健康上之損害皆得以本條作為

基礎，惟於行為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若採我國最高法院見解之「相當因果關係說」，民眾則

需舉證「若不是食用該食品，則必不發生身體健康之損害，而通常食用該食品，即會產生此

等身體健康受損害之結果。」於實務上舉證實有難處，而可能構成求償之障礙，如於頂新黑

油一案中，判決即表示：「公訴意旨所指本案油品之酸價、總極性化合物、重金屬、脂肪酸組

成各節均不足以認定該油品為妨害衛生之飲食物品。」由此可證，即便油品中含有一般社會

大眾認定有健康疑慮之產品，而往往實務上要證明疑慮食品即為造成身體健康危害之原因實

有其難度，因為民眾一日所攝取之食物來源多種，要特別認定其中一種即為病原，可行性相

當低。另，若民眾並非身體、健康等絕對權受侵害，僅係購買相關產品所生之損害則得依民

法第 184 調第一項後段之故意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然民眾仍需就店家、廠商之主觀故意

負舉證責任，若店家、廠商僅為過失或根本無法證明，則仍無法成立侵權行為。 
就食品安全事件之侵權行為，因我國訂有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之特別法，依該法之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若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並不得

製造或販售，若相關廠商違反此規定，亦應屬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侵權行

為，民眾因而得以該項為請求權基礎請求損害賠償，且就本項之規定依我國實務判決 31及學說

見解 32主觀要件為過失，且係採「過失推定」原則；於此，則須由廠商、店家負擔舉證責任以

證明自己為無過失，始得免責，故似較有其可行之處。 
 
 
 
 
 
 

                                                 
30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頁 363。 
31 最高法院 69 年台上字第 2927 號判決。 
32 陳聰富，論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責任，「侵權歸責原則與損害賠償」，元照出版，2004 年 9 月初版，頁 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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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消費者保護法與公益訴訟 
壹、前言 

除了前一章節之侵權行為可資作為救濟方式之一外，我國之消費者保護法，亦提供食品

安全危機之受害者另一個救濟渠道，我國之消費者保護法起源於一九九四年，於消費者保護

法第一條開宗明義闡釋該法係以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

活品質為其目的，也因此為達成此目的，其針對「消費者」的定義於該法第二條第一款中係

採取「廣義消費者概念」，意即消費者不以與企業經營者具有契約關係為限，只要以消費為目

的而為之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均屬定義範疇內之消費者 33，且於消費關係定義上

於同條第三款亦採廣義之認定：「消費關係：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

法律關係。」在如是廣大的消費定義框架下，食品安全之爭議事件自然必須將消費者保護法

之運用納入考量，甚者在許多情況，食品安全之受害者主張消費者保護法之規範請求損害賠

償，較主張一般民事訴訟更來得有益，因消費者保護法之制定考量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社

經地位不對等之情形，而在規範層面上給予企業經營者在訴訟程序上較高之責任，如舉證責

任之承擔等，而於多件食品安全事件中，法院的立場亦認為消費者保護法已具備構成要件與

法律效果，得作為請求權基礎，且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理，其優先於民法之侵權行為 34，

因此在考量食品安全之救濟管道，自不容忽略消費者保護法之主張，故本章節將針對食品安

全相關之消費者保護法條文做要件介紹，並一併介紹消費者保護法上特殊之訴訟形式——公

益訴訟做進一步之簡介。 
 

貳、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

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

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可知其要求食品製造商應確保其所提供之食品係符合當時科

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並於同條第三項規定：「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

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

減輕其賠償責任。」也因此可知在消費者保護法之架構下，食品製造業者係採取最嚴格之「無

過失責任」，此係看似是將舉證責任交由企業承擔，然而若進一步觀諸法院判決 35，則可知消

費者在此類訴訟中，仍須針對自身所受到之損害進行舉證，使得確認損害賠償範圍，也因此

在學說上，有論者 36認為消費者與廠商各有其舉證責任，並區分為由消費者舉證證明：(1)設
計、生產或製造之企業經營者;(2)商品範圍屬於消保法所稱之商品 37;(3)商品流通進入市場;(4)
其為該條第三項所稱之消費者或第三人;(5)生命、身體、健康及財產權受到侵害;(6)權益侵害

與商品欠缺安全性間具有因果關係 38，而企業經營者則須證明商品並無瑕疵，意即商品符合

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多種舉證證明範圍中，較有爭議者，應為由消費

者舉證其所受之侵害與商品瑕疵間之因果關係，有論者認為考量民法為消費者利益所訂定之

一九一條之一第一項所採取之多重推定主義 39：過失推定、商品欠缺安全性推定、損害與商

                                                 
33 許政賢，臺灣消費者保護法的創新與挑戰－－二十週年的反思，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45 期，頁 41。 
34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744 號民事判決。 
35新北地院一〇一年度重消字第一號判決。 
36 王澤鑑，侵權行為，頁 702。 
37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四條 
38 此等亦係考量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之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 
39 姚志明，消費者爭議與民法及消保法適用之問題——以商品買賣責任為例，月旦法學雜誌，第 110 期，2004 年 7 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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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瑕疵間因果關係推定，應有必要採用請求權規範競合說 40，將因果關係之推定依消費者保

護法第二條之規定作為補充解釋之規範，適用於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之規範，然而實務上仍

多認為仍應由消費者負擔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 41，如於塑化劑一案 42中，法院則言即便確認

廠商將本非食品之塑化劑加入食品中顯違反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然而此等塑化劑

之添加對人體所造成之損害，仍應由消費者證明其食用與身體健康之危害有關，最後則由經

新北地方法院認定，塑化劑容易被人體代謝，消費者無法舉證身體受損和塑化劑因果關係，

因此僅判賠商品損害 120 萬元。 
 

參、消費者保護法第 50 條——公益訴訟 
若民眾考量自身日常生活之消費，可發現較頻繁之消費活動皆為小額消費活動，也因此

一旦發生消費爭訟，消費者也時常因為損害數額較少，而不願進一步與企業經營者爭執、爭

取其權利，畢竟消費者所要面對的是繁雜且未知的法律體系，而爭訟也意味著金錢與時間的

付出，尤其於食品安全事件，其所受的損害未必顯而易見，消費者多認知當今技術之檢驗並

無法幫助其舉證損害結果之因果關係，且其消費之食品價值多不超過萬元，故在過去多數之

消費者並不會進一步採取相關行動，因此，考量小額損害之消費者數量並不在少數，消費者

保護法基於貫徹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創設了消費者保護團體訴訟制度，並訂於消費者

保護法第五十條：「消費者保護團體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得受讓二 
十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消費者得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終止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通知法院。」此等制度容許消費者保護團體為受害之消費者提

起訴訟，但在民事訴訟法上之認定性質素有爭論，有論者認屬「法定訴訟擔當說」43，此說

認為消費者係單純將訴訟實施權授與消保團體，故屬法定訴訟擔當;亦有論者認應係「任意訴

訟擔當說」，主張消費者與消保團體間存在委任契約與債權信託讓與等二契約;另有論者則主

張為「一般給付訴訟說」，認為兩者間應屬一般之債權讓與。不同之性質認定則將影響消保團

體與消費者於訴訟程序中相關權利，如撤回、和解、捨棄等，目前其特性尚未有通說之認定，

然無爭議者係此等團體訴訟之性質係屬公益訴訟，因此在程序上有相當多之特別規定，如同

條第六項則規定：「消費者保護團體就第一項訴訟，不得向消費者請求報酬。」及同法第五十

二條：「消費者保護團體以自己之名義提起第五十條訴訟，其標的價額超過新臺幣六十萬元者，

超過部分免繳裁判費。」，另外一方面，雖此公益訴訟係以團體為基礎，然而在訴訟當中仍有

消費者個人之單位存在，如於同條第二項消費者實得終止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及第四項則

指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利益應分別就個別消費者單獨計算，因此雖然為公益訴訟，但實

際上追求的仍為個別消費者之利益保護。 
 

肆、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懲罰性賠償金 
近幾年來食安事件頻傳，引起整體社會之撻伐，對許多民眾而言，多數判決之賠償金數

額對該等食品大企業而言並不構成負擔，也因此認為該等企業並不會因此注重食品安全之維

護，進而食品安全事件才會不斷地發生，針對此等意見，有論者開始討論懲罰性賠償金於食

                                                                                                                                                                                  
17。 
40 郭麗珍，我國產品責任法十年來之發展概論，月旦法學雜誌，第 110 期，2004 年 7 月，頁 37。 
41 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三二七號判決。 
42 同註三。 
43陳石獅，「消保團體為消費者提起損害賠償訴訟在訴訟實務上之運作」，載於民訴研討會（五），第 297 頁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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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事件之適用，懲罰性賠償金訂於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

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

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

之懲罰性賠償金。」本條文係於 2015 年修正通過，其立法目的在保護消費者不受企業經營者

為獲利而為惡意侵害，故引進美國法制之懲罰性賠償制度，以試圖在民法損害賠償以填補損

害為原則之法理之外，使企業提供消費者更高額之賠償並試圖以此規定嚇阻不肖企業，故因

此在食品安全之案件中，若能證明企業經營者係故意添加有害於人體健康之添加物於食品當

中，而致消費者之身體健康受有損害者，則有加倍五倍賠償額之可能，即便非故意，重大過

失所致之損害仍得請求最高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故此等救濟制度相較於一般消費者請求損

害賠償訴訟，更有助於遏止食品安全事件之再次發生，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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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 
 

壹、前言 
前述章節論述之救濟方式皆為訴訟救濟之方式，主要係考量適用之法律不同而為不同之

請求權基礎，因而在程序上也會有所不同，消費者依照自身個案之情形自得選擇有利於其之

請求權予以主張，然而，救濟之方式，實際上並不限於訴訟，事實上透過「打官司」的方式

解決食品安全事件有時實際上對消費者而言反而必須付出更多的成本，一如若進入訴訟程序，

時間即為最大之考量因素，我國之訴訟進行需花較長的時間，短則半年，長者視案件之複雜

程度則可達數年之久，另外一方面，訴訟進行所需花費之金錢亦不容小覷，相關之檢驗與律

師費用皆不在話下，也因此往往消費者聽及訴訟即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實際上，在針對此中

食品安全糾紛仍有訴訟外紛爭之解決管道，所謂訴訟外，即謂非以訴訟方式進行之紛爭解決，

此章節將針對常見之三種管道做介紹：調解、和解及仲裁，此三者雖皆屬訴訟外之機制，然

而運作方式仍有許多不同之處，並提供不同面向之優點，但共同點皆是其所消耗之時間並不

如訴訟動輒數月，且其所需之花費與成本皆較訴訟來得更為少，也因此並不失為消費者解決

紛爭之參考方式。 
 

貳、申訴與調解 
申訴與調解為消費者保護法特別制定之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訂於消費者保護法第五章

之消費爭議處理之中，申訴與調解並非分開之兩種管道，實際上依照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

係採申訴先行制度，意即消費者須先申訴，始得進入調解之程序，而申訴之方式依照消費者

保護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生消費爭議時，消費

者得向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服務中心或其分中心申訴。」故消費者之申訴

對象有三種，而上述三種接受申訴的對象依照同條第二項必須於申訴之日起十五日內妥適處

理之，然考量企業經營者可能狹其優勢地位忽略消費者之申訴，進而使消費者權益無法落實，

同條第三項亦規定若消費者之申訴未獲妥適處理時，得向直轄市、縣 (市) 政府消費者保護

官申訴，以發揮保護消費者之功能，然實際上往往消費者經申訴過後多收到來自企業經營者

推諉責任之模糊說詞，故於申訴過後，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四條：「消費者依前條申訴未

能獲得妥適處理時，得向直轄市或縣 (市) 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意即由調解委

員作為企業經營者以及消費者間之「和事佬」，代為協調食品安全爭議之爭執，而為確保調解

委員了解食品安全事件之特性，同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亦規定調解委員須以直轄市、縣（市）

政府代表、消費者保護官、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企業經營者所屬或相關職業團體代表、學

者及專家充任之，以保全消費者及企業經營者之權益。此等食品安全事件之調解成立效力乃

準用鄉鎮市調解條例之相關規定，於調解成立之日起十日內，將調解書及卷證送請或移付管

轄法院審核 44，而經該管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視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並經法院核定後

亦有執行力 45，也因此並無訴訟外紛爭解決效力不如訴訟的疑慮，此等申訴與調解機制透過

專業第三人介入之方式解決食品安全之糾紛對消費者而言，實有相當程度之保障。 
參、和解 

和解與調解兩者制度之差別則在於有無第三人之介入，於調解制度當中有調解委員之角

色，而於和解制度當中，則僅存在雙方當事人，亦即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和解即係由消費者

                                                 
44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45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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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企業經營者雙方共同協商紛爭解決之方案，然而若進一步區分，則可分為訴訟外和解以

及訴訟上和解，兩種和解適用之情形與效力有別，訴訟上和解又稱為民事訴訟法上之和解，

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之規定：「法院不問訴訟程度如何，如認有成立和解之望者，得

於言詞辯論時試行和解。」意即若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已進入訴訟程序，因為諸種因素決定

進行和解者，即得於受訴法院或受命、受託法官前雙方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同時以終

結訴訟之全部或一部為目的而訂定和解契約，其進行之方式逕依民事訴訟法之程序進行，而

最重要之效力部分則依據民事訴訟法第380條之規定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意即具有既判力，

雙方皆不得再為同一事實加以爭執，且若和解之內容有給付條款，該和解筆錄亦得為執行名

義，故此等訴訟上之和解同時具有既判力與執行力，反之，訴訟外之和解之效力並未如此，

訴訟外之和解又稱為民法上之和解，依照民法七百三十六條：「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

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的契約。」此等和解係於訴訟外之場合所約定之契約，

僅具有民法債權契約之效力，雖可在實體法上拘束雙方當事人，但違反者僅生債務不履行效

果，並無訴訟上和解之既判力及執行力，因此以保障之效力而言，並不能謂完備，也因此若

消費者選擇此種和解方式必須知悉其效力之界線。 
 

肆、仲裁 
第三種訴訟外解決紛爭機制同樣是以第三者介入之方式進行，依照仲裁法第一條第一項

之規定：「有關現在或將來之爭議，當事人得訂立仲裁協議，約定由仲裁人一人或單數之數人

成立仲裁庭仲裁之。」故若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產生食品安全糾紛即得雙方約定將紛爭事件

送入仲裁機構，由仲裁機構之專業仲裁人進行仲裁，並做成仲裁判斷解決紛爭，針對仲裁判

斷之效力依照仲裁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一旦判斷做成即具有與法院之確定判決同一

效力，意即具有既判力，當事人不得再對相同事項做爭執，而若要具有執行力，則原則上需

另外經由法院核定方得為強制執行，然而在立法上仍給予雙方當事人一定之彈性，依照同法

第二項，以金錢給付為標的者，經當事人雙方以書面約定仲裁判斷無須法院裁定即得為強制

執行者，即可逕依仲裁判斷強致執行，故多以金錢為損害賠償方式之食品安全案件，雙方於

交付仲裁之初即得約定毋需經法院核定始得強制執行，若是，與調解之效力並無異同，然而

仲裁另外可考量之優點應為其「非公開性」，仲裁程序並不對外公開，而仲裁人亦須針對案件

保密，因此雙方之隱私實受更大之保障，再者，一旦雙方約定交付仲裁，即無轉圜之地，亦

即全仰賴仲裁判斷作為此段紛爭之終點，然而調解則可能因任何一方之不同意隨時終結程序，

因此仲裁更有紛爭一次解決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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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司法救濟之侷限性 
 

壹、訴訟救濟之侷限 
依前述章節可知，食品安全糾紛之事件訴訟上救濟管道有多種，而其請求權依據亦然，

其主要包含民法之一般侵權行為、食品安全法，以及消費者保護法之規範，然而各請求權之

相關規定雖然明確，實務上消費者要得舉證確有相當的困難。 
以一般侵權行為而言，行為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之證明實際上則為最大之困難之處，依

採我國最高法院見解之相當因果關係說，民眾需舉證「若不是食用該食品，則必不發生身體

健康之損害。」然而往往此等食品傷害是最難證明的，每個人每日所攝取之食品來源多樣，

而該單一食品所含有的調味品、添加物少說即含有五種以上不同的來源，也因此民眾要能夠

在繁雜的來源中透過當今科技檢驗出其中一種食品來源即為其產生身體健康損害之原因實相

當困難。而就消費者保護法以及食品安全法之規範，皆採舉證責任倒置之立法模式，要求由

企業經營者證明其在製造食品的過程中並無過失始得免其責任，此看似相當保護消費者之立

法制度在實務運行中實有兩難處，第一係實務在審判當中，往往對於此種舉證責任倒置之要

求多會較一般舉證責任來的寬鬆，也因此企業經營者通常容易舉證免責，然而即便企業經營

者無法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也並未表示消費者得獲得適當額度之損害賠償，在實務審判中食

品安全主張之第二個難處即為消費者仍須舉證其所受之損害範圍，在塑化劑一案中，法院即

闡明企業經營者舉證其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時，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

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此等舉證責任僅關係企業經營者於不合上開規定是否應負賠償責任之

問題，至於請求賠償之消費者究竟受有何種損害以及損害範圍仍應由主張受害之消費者負舉

證責任，並進一步舉例，於交通事故傷害之事件中，若責任歸屬已經確定，仍需由被害人提

供其赴醫治療之診斷證明以及支出憑證供做損害賠償範圍之界定，並不因為責任確定，被害

人即不須證明其受傷害之程度以及其應受賠償之數額，此即訴訟法上舉證責任分配下之應然

結果，也因此在該案當中，法院認為食品添加物須經中央機關核准始得添加，也因次未經核

准之添加物若添加於食品當中則可推定不符合目前科技或專業水準之要求，故本非供食用之

塑化劑添加於食品中顯然即違反科技或專業水準之要求，並不須探究人體對塑化劑之耐受量

及對於塑化劑之攝取量應達到多少之標準始對人體產生危害，即得確認該食品製造業者違反

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之規定，然而，飲食攝取塑化劑是否真的對人體產生實害，則屬損害賠

償範圍的問題應由消費者負擔舉證責任，故最後法院以塑化劑可經人體代謝快速排出而不致

於對人體產生危害且消費者並無法充分舉證證明其所受之危害，故認消費者之主張難以採認，

因五由本案即可知消費者在此類訴訟中，要如願請求相當之賠償數額可謂有相當的侷限。 
而針對可提高賠償金額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實務上之運作亦不樂觀，在 2015 修法以前之

規定為：「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三倍以

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此

在修法之前我國法院適用之態度皆相當謹慎保守，真正判賠懲罰性賠償金之案件相當少，且

即便成立懲罰性賠償金，酌定之數額也相當低，因此與其所欲達到之充分制裁或發揮嚇阻之

功效相去甚遠，法院 46嘗闡明：「我國消保法第五十一條所謂過失，應為目的性限縮而限於重

大過失，亦即當企業經營者顯然欠缺注意，如稍加注意，即得避免損害，有明顯應究責之行

為時，法院始課以懲罰性賠償金。雖有注意義務之違反，然尚非達到重大過失之程度，自無

                                                 
46台北地方法院一０一年度消字第一六號民事判決、高等法院一０一年度消上字第八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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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法第五十一條之適用。」故此等過度限縮之立場讓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效果大打折扣，

就修法後之法院態度仍尚待釐清，然而若望法院保守之態度在短時間內有所轉換，似有其難

度。 
 

貳、訴訟外救濟 
上述章節曾提及訴訟外救濟之諸多好處，如可以避免短則數月，長則數年之層層審判，

並節省相關訴訟費用之支用以及時間之花費，並且在目前普遍民眾對法律制度不夠孰悉以及

信任的情況下，往往並不願進入法律程序，訴訟外之救濟管道似對民眾而言是較佳之選項，

然而訴訟外救濟管道不論係調解、和解或仲裁實際上要能達到民眾所預期之結果實際上不太

可能，其原因應有二，第一為民眾在訴訟上之舉證困難與侷限仍會延伸至訴訟外之救濟管道

之中，雖訴訟外救濟管道並不如法院審判程序來的嚴苛，然而民眾有多少證據即為其談判之

籌碼，也因此在食品安全等事件中，此等健康損害之事證若難以掌握，其在協商程序中仍有

其侷限性，第二則為兩造雙方之地位實過於懸殊，在許多食品安全事件中，食品製造業者多

為龐大之集團企業，其所掌握之資源與資訊相當雄厚，顯然立於劣勢地位之民眾在此等協商

過程中實有其難以發揮之困境，也因此即便對民眾而言最省時、省錢、省力之訴訟外救濟管

道實際上之效果亦相當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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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風險溝通之必要性與可能性 
 

壹、溝通必要性 
探究近幾年來之食品安全事件頻傳，其影響之範圍相當廣泛，小則如五十嵐、英國藍等

日常生活飲品，大則如最常添加於各種食物中之問題油品，由此可見民眾身為消費者實無所

遁形，因為食品為日常生活所需，且考量本國之飲食習慣，外食實為相當常見之飲食文化，

而外食食品小至路邊攤販，大至高級餐廳，其餐點內容究竟使用何種來源之調味品與添加物，

皆非一般消費者可輕易得知，也因此民眾常常可能在不自知的情況下深陷於食品安全之危機

當中，在幾次大型食品安全事件爆發後，民眾對於外食的安全更是惶恐不安，然而雖我國在

食品安全制度的建制下逐漸地在修正與改善，然而在政府機關之稽查與其他行政措施的保護

傘籠罩全台灣之前，在無法避免外食的情況下，民眾究竟該如何在這波食安大浪中保護自己

則成為了最重要的課題，就當今之社會現況判斷，民眾是否真的知悉如何於受到相關食品安

全波及後，保障自身之權利甚至是如何救濟，實有可議之空間，因為在本國之法律體系下雖

有諸多救濟管道，但其體系仍屬相當複雜，況，誠如上所述，即便民眾知悉如何運用救濟管

道，民眾是否知悉各救濟管道發揮功用之侷限性，亦有待釐清，故此等為食品安全危機所做

之事前準備、教育與溝通實有一定之必要，唯有透過風險溝通建立起全民之食品安全意識，

才能夠讓台灣在食品安全機制的建立上更能上行下效，並達到全民監督的最終目標。 
 

貳、溝通之可能性 
目前民眾所能接觸相關食品安全之資訊大多仍係以媒體與網路為主，而也因為近幾年來

之食品安全事件盛行，有越來越多的食品安全資訊在網路社群中展開，而一有新的食品安全

事件傳出，媒體亦爭相報導，然而此二管道所傳達的訊息正確性堪憂，往往容易以訛傳訛，

反而造成全民不必要的恐慌，卻也無助於食品安全防治之目的達成，也因此為達到有效溝通

者，應係建立一更為全面性、有根據性、系統性之對話機制，或透過政府機構委託藉由相關

領域之民間組織以達到教育與溝通之效果，如透過區里間之講座宣導食品安全之應對制度與

當面對有食品安全虞慮之食品時應向何單位通報，甚者，在民眾購買食品之際，應如何保全

其購買證據，而即便掌握部分證據，其在將來救濟之管道中又應面對何種風險等等，皆係相

當重要之一環，而在網路與媒體部分，有關機關更應主動積極建置相關宣傳廣告，確保此二

大管道流通者為正確無誤之資訊。事實上風險溝通之手段相當多種，亦非難以達成，故在食

品安全領域建立一有效之風險溝通機制應是有關機關在食品安全防治上最低成本且最有效之

之方式，因此此等機制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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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4 年 7 月 4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1. 本人受巴黎第八大學 Bénédicte BEVIERE-BOYER 教授與中國人民大學石佳友教授邀

請，參加第一屆中法「人性尊嚴與健康法」會議。 
2. 本人於 6/24 晚間搭機前往巴黎，班機於 6/25 上午抵達。 
3. 6/26 整日會議（於巴黎公證人協會會址舉辦），本人並發表論文（議程與本人簡報檔參

見附件） 
4. 6/27 上午搭機返國，6/28 抵達。 

二、 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受科技部計畫補助，本人以法語發表關於「人性尊嚴與食品安全」之相關論

文，獲現場好評。目前該一整日之相關文章，預計於今年底或明年初，集結出版成專書論文

集。此等相關與持續之合作，將有助於台灣相關國際學術能見度之提升。 

計畫編號 MOST 103 － 2511 － S －004 － 005 － 

計畫名稱 科技風險溝通之全方位思考：以科技風險評估、司法救濟與保險填補為

綜整 （科技風險溝通政策導向型研究計畫）--總計畫暨子計畫二：科技

風險溝通與司法救濟 

出國人員

姓名 許耀明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會議時間 
104 年 6 月 26 日

至 104 年 6 月 26
日 

會議地點 
法國巴黎 

會議名稱 
(中文) 人性尊嚴與健康法 

(法文)  La dignité humaine en droit de la santé 

發表題目 

(中文)人性尊嚴與食品安全：基礎省思 

(法文) La dignité humaine et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réflexions 

fondamen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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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摘要與簡報檔，如後附件。 

四、建議 

    台法相關法學交流，相較於與其他國家如德美日之交流，仍屬較少，建議多多補助或開啟雙邊

合作計畫。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手冊、與會者名片十數張。 

六、其他 

相關附件附於後： 

1.會場發表相片 

2.議程 

3.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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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ignité humaine, définie comme une « valeur éminente, excellente qui doit commander le respect »1, 
constitue une valeur traditionnelle et universelle. Garante du droit à la vie et à l’intégrité de la personne 
et intervenant à l’encontre de tout traitement inhumain et dégradant, elle est susceptible de se décliner 
dans de multiples domaines du droit de la santé2.

Cette notion présente l’intérêt à la fois de pouvoir être appréhendée comme un principe classique pro-
tecteur de la personne et de pouvoir évoluer en considération des nouveaux besoins sociétaux, ce qui lui 
confère une certaine modernité. Elle est aussi et surtout un concept clé appréhendé différemment par 
les civilisations en fonction des évolutions historiques, culturelles, juridiques, philosophiques et éthiques. 

Le colloque France-Chine portant sur « La dignité humaine en santé » donnera l’opportunité d’échan-
ger et de réfléchir sur l’appréhension et l’évolution de la notion de dignité. Cette réflexion collective et 
partagée sera d’autant plus pertinente et intéressante que la Chine envisage d’intégrer ce principe fon-
damental dans le Code civil en cours de préparation. Est aussi posée en France la question d’insérer ce 
principe dans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 

�� Table ronde n°1 – La dignité humaine en santé d’un point de vue international et de l’Union européenne

�� Table ronde n°2 – Le concept de dignité humaine en santé en France et en Chine

�� Table ronde n°3  -  Quelle dignité ou quelles dignité(s) humaine(s) en santé ? Approches pratiques

�� Table ronde n°4 – Vers un nouveau concept de dignité humaine?

1  Dictionnaire Académie Française : http://atilf.atilf.fr/dendien/scripts/generic/cherche.exe?15;s=16718055
2  Article 16-1 du Code civil. Article L.1110-2 du Code de la santé publique: « La personne malade a droit au respect de sa 
dignité ». 

Organisation
Bénédicte BEVIERE-BOYER,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 HDR en droit privé, Université de Paris 8 – Paris 
Lumières, Laboratoire de droit médical et de droit de la santé EA 1581. 

Comité scientifique 
Présidents d’honneur : SHI Jiayou,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u Peuple de Chine (Renmin), Pékin, Chine et 
Mr PISANI, Président honoraire de la Chambre des notaires.

Conseil scientifique: Dr CHEN Xin, Ordre des médecins, Doctorant Recherche en éthique médicale. 

Membres : Dominique BERTRAND,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Nationale de la Santé Publique, Conseiller 
médical auprès de la Directrice Générale du Centre National de Gestion; Nadia BELRHOMARI, Docteur en 
droit-HDR, Enseignant-Chercheur, Membre du Laboratoire Sources du droit, Institutions et Europe (SDIE), 
Université Paris Est Laboratoire de droit médical et de droit de la santé EA 1581, Université de Paris 8 - Pa-
ris Lumières ; Christian BYK, Représentant de la France au Comité intergouvernemental de bioéthique de 
l’UNESCO et Magistrat; Joël COLLOC Professeur informatique et médecin spécialiste en médecine légale, 
Le Havre/IDEES (Cirtai), CNRS, UMR 6266 ; Hélène GAUMONT-PRAT, Professeur de droit privé, Université 
de Paris 8 et ancien membre du Comité consultatif national d’éthique; Béatrice PARANCE, Professeur de 
droit privé, Université de Paris 8; Philippe PEDROT, Professeur de droit privé, Université de Toulon.

Partenaires - Sponsors
Université de Paris 8 – Laboratoire de droit médical et droit de la santé (EA 1581), Chambre des Notaires de 
Paris, Université de Paris 8 – Formation permanente

Soutiens
Association Médicale Mondiale, Conseil National de l’Ordre des Médecins, Les Etudes Hospitalières, L’As-
sociation des Scientifiques et des Ingénieurs Chinois en France (ASICEF)

Colloque international

Vendredi 26 juin 2015 - 9h00 à 18h00

La dignité humaine 
en droit de la santé

FRANCE-CHINE

OrganisatiOn

Bénédicte BEVIERE-BOYER,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 HDR en droit privé, Université Paris 8 
Laboratoire de droit médical et de droit de la santé EA 1581



09h00 Allocutions d’ouverture
�� Bénédicte BeVieRe-BOYeR, Maître de conférences-HDR à l’Université de Paris 8,    

Membre du laboratoire Droit médical et droit de la santé (EA1581)
�� SHi JiaYOu,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u Peuple de Chine (Renmin), Pékin, Chine
�� catHeRine caReLY, Présidente de la Chambre des notaires de Paris

09h30 TABLE RONDE N°1
 LA DIGNITÉ HUMAINE EN SANTÉ D’UN POINT DE VUE INTERNATIONAL    
 ET DE L’UNION EUROPÉENNE

�� PRéSident de Séance: dR cHen Ming, Représentant de Monsieur l’Ambassadeur extraordinaire et plénipotentiaire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n République française, Ministre Conseiller     
pour la Science et la Technologie auprès de l’Ambassade de Chine en France

09h45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bioéthique et dignité humaine
�� géRaRd teBOuL, Professeur de droit public, Université Paris Est

10h00 La dignité humaine et la vulnérabilité en santé sous l’angle de la Déclaration d’Helsinki
�� XaVieR deau,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Médicale Mondiale,      

Conseil National – Délégué Général aux Affaires européennes et internationales, Ordre National des médecins

10h15 La dignité humaine sous l’angle du droit de l’Union européenne
�� PieRRe de MOntaLiVet, Professeur de droit public, Université Paris Est Créteil 

10h30 Débats et pause

11h00 TABLE RONDE N°2         
 LE CONCEPT DE DIGNITÉ HUMAINE EN SANTÉ EN FRANCE ET EN CHINE 

�� PRéSident de Séance : cLaude gReLLieR, Conseiller à la seconde Chambre civile de la Cour de cassation,   
Professeur associé UFR Droit Université Paris 8

11h15 La dignité humaine dans la pensée traditionnelle chinoise
�� Jing Xin, Docteur en histoire du droit et des institutions, Université de Perpignan Via Domotia

11h30 La dignité humaine, un concept universel ? 
�� cHRiStian PiSani, Président honoraire de la Chambre des notaires de Paris

11h45 La dignité humaine, un concept spécifique en droit de la santé ?
�� nadia BeLRHOMaRi, Docteur en droit – HDR, Chercheur associée au laboratoire de droit médical   

et droit de la santé

12h00 La dignité humaine sous le regard du philosophe
�� StaMatiOS tZitZiS, Directeur de recherche au CNRS, membre permanent de l’Institut d’histoire du Droit   

– UMR 7184, Université Panthéon-Assas – CNRS – Archives nationales

12h15 Débats

12h30 Cocktail déjeunatoire offert par la Chambre des notaires de Paris

14H00 TABLE RONDE N°3         
 QUELLE DIGNITÉ OU QUELLE(S) DIGNITÉ(S) HUMAINES EN SANTÉ ? 

�� aPPROcHeS PRatiqueS. Li HaO, Directeur de recherche au CNRS, Laboratoire de recherche en informatique   
(UMR 8623),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des scientifiques et ingénieurs chinois en France (ASICEF)

14h15 La dignité humaine à l’origine de la vie (GPA, PMA) et aux confins de la vie    
 (Prélèvement d’organes et fin de vie)

�� PaScaL cHaSSaing, Premier Vice-Président de la Chambre des notaires de Paris 

14h30 L’approche pratique de la dignité humaine en Chine
�� Jiang Ying, Vice-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et du Droit de l’Est de Chine (Shanghaï) 

14h45 L’approche pratique médicale de la dignité humaine en France
�� HeRVé cHneiWeiSS, Président du Comité d’éthique de l’INSERM, Directeur de recherche au CNRS, UMR 8246, 

Neurobiologiste et neurologue 

15h00 La dignité humaine et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réflexions fondamentales
�� HSu YaO Ming,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politique de Taiwan (Taipei) 

15h15 Débats et pause

16H00  TABLE RONDE N°4         
 VERS UN NOUVEAU CONCEPT DE DIGNITÉ HUMAINE ?

�� PRéSident de Séance: Jean deBeauPuiS, Directeur Général, DGOS,      
Ministre des Affaires Sociales, de la santé et des droits de la femme

16h15 Les perspectives d’évolution du concept de dignité humaine en Chine     
 au regard du projet de Code civil

�� SHi JiaYOu,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u Peuple de Chine (Renmin), Pékin, Chine

16h30 La dignité humaine sous une perspective constitutionnelle en France
�� BeRtRand PauVeRt, Maître de conférences-HDR en droit public, Université de Haute Alsace, Mulhouse

16h45 La dignité humaine sous une perspective constitutionnelle en Chine
�� Wang Wei,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et du Droit de Chine

17h00 Débats

17h15 Rapport de synthèse chinois
�� ZHang Li,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et du Droit de Chine (Beijing)

17h30 Rapport de synthèse français
�� Renaud BueB,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en histoire de droit, Université de Franche-Comté

17h45  Fin de la journée

NB
L’accès des participants est subordonné à la présentation d’une pièce d’identité 

et d’une invitation contrôlées par les organisateurs, 
puis au passage par des portiques de détection.

Administrator
反白

Administrator
反白



La dignité humaine et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réflexions fondamentales

Yao-Ming HSU
Professeur agrégé, Université nationale Cheng-Chi à Taipei, 
Taiwan
ymhsu@nccu.edu.tw



Introduction



La dignité humaine à Taiwan

--Surtout sous l’influence de la Loi fondamentale 
d’Allemagne. (et de Kant !)
--L’interprétation à volonté
--L’adoption substantielle dans les lois spéciales.
--Tendances diverses dans les instances judica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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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sées traditionnelles/ 
culturelles
--Pensées chinoises: humanitarisme (based on Human)
Mais, celles-ci ne reflètent pas exactement sur le système 
juridique. 
--L’esprit de l’harmonie entre la nature et l’homme.
--Harmonie traditionnelle se base sur la hiérarchie sociale.
父子有親，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Donc, la dignité humaine, se basant sur l’autonomie de 
l’individu et l'égalité entre tous, semble difficile a traduire et a 
l’inclure dans la réalité sociale, même si la Chine et Taiwan, nous 
avons adopte le système juridique occi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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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it positif (1)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 Non (en 1945)
--Révision de la Constitution en 1991 (clauses ajoutés)
Art.10.6 de la Révision de la Constitutions: « The State shall 
protect the dignity of women, safeguard their personal 
safety, eliminate sexual discrimination, and further 
substantive gender equality. » 
--C’est la seule fois où la dignité est mentionnée dans les 
documents de valeurs constitutionnels. Ce paragraphe 
n’insiste que l’egalité entre hommes et femmes.
--En effet, en chinois, c’est la dignité de « la personnalité », 
pas directement de la dignité hum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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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it positif (2)
Droit administratif: traitement non discriminatoire de l’acte 
administrative, sanctions administratives,

tous les protections des droits de l’homme.  
Droit civil: La protection de droit de la personnalité, 
art.195.1: « If a person has wrongfully damaged to the 
body, health, reputation, liberty, credit, privacy or chastity 
of another, or to another's personality in a severe way, the 
injured person may claim a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in 
money even if such injury is not a purely pecuniary loss. If it 
was reputation that has been damaged, the injured 
person may also claim the taking of proper measures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his reputation.»
Droit pénal: rare. Mais, ex. l’interdiction de la torture. 28/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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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roits fondamentaux pour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des moyens de protéger le droit à la santé et le droit à la vie

28/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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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roits fondamentaux à 
Taiwan
1. Dans la Constitution, il y a des droits fondamentaux 
suivants: l’équalité / Interdiction de discrimination, Droit à 
la liberté et à la sûreté, Droit à un procès équitable, Liberté 
de pensée, de conscience et de religion, Liberté 
d’expression, Liberté de réunion et d’association, Droit à 
un recours effectif, droit a la résidence, droit au travail, 
droit a la propriété, droit a la vie.
2. et surtout un clause général pour  « Où la liberté et les 
droits des autres personnes qui ne sont pas préjudiciables à 
l'ordre social ou le bien-être public doit être garanti par la 
Constitution » (art.22 de la Constitution)

28/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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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its subjectives pour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Droit à la vie/ Droit de survivre
 Art.15
 Bien que cela ne garantit pas 

expressément le droit à la vie 
sur notre Constitution , mais à 
travers complémentaire 
interprétation constitutionnelle 
, serait élargit la portée de la 
protection du droit à la vie, en 
plus de la sécurité financière 
du droit à la vie.

 Droit de la santé
 Art.22 (clause général)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s’agit du bien-être des 
hommes.

 la sante est 
naturellement une partie 
du droit a la vie.

28/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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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écurité alimentaire à Taiwan
Loi sur l'administration de la santé de la sécurité et de 
l'Alimentation (1975, 2015)
1. Autorité compétente: Ministère de la Sante, des autorités 

locales.
2. Compétences: L’alimentation et les additifs, contenants 

alimentaires, emballages alimentaires, faits nutritionnels, 
étiquettes, vérifications et inspections.

3. Principes: gouvernances des risques alimentaires, les 
preuves scientifiques, le système de notification.

4. Responsabilités civiles, administratives et aussi Pénalités 
possibles.

28/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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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it civil pour la responsabilité 
délictuelles

Sujets: L'industrie alimentaire
--Intentionnellement ou par négligence, ceux qui a violé les droits de 
l’autre, portent la responsabilité pour les dommages. (art.184.1)
--similaire aux articles 1382 et 1383 du Code civil en France
« Tout fait quelconque de l'homme, qui cause à autrui un dommage, 
oblige celui par la faute duquel il est arrivé à le réparer. »
« Chacun est responsable du dommage qu'il a causé non seulement 
par son fait, mais encore par sa négligence ou par son imprudence. »
--Une violation de la protection juridique des autres, résulte un 
préjudice à une autre personne. Mais il peut prouver son 
comportement sans faute (art.184.2). ------ Loi sur l'administration de 
la santé de la sécurité et de l'Alimentation: l’inverse de fardeau de la 
preuve 

28/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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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é pour la responsabilité 
délictuelles
De jure:
--De la preuve
--De la causation
--Des dommages
De facto:
--pas rigoureusement l’inspection et la mise en 
œu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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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venant
des droits fondament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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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et droits 
fondamentaux
A Taiwan, récemment, il y a tant des affaires s’agissant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Par exemple:
Mai 2011: le plastifiant dans les jus de fruits
2012: disputes sur l’importation de bœuf américain (BSE; vache 
folle)
Mai 2013: l’amidon toxique 
Oct 2013: l’huile comestible contenant le cuivre chlorophylle
Sep 2014: l'huile comestible à base de déchets recyclé de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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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L’huile comestible/ 
Déchets de restaurant Bœuf américain / B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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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it fondamentaux pour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Droit à la vie/ de survivre
 Au plupart des affaires, il n’y a pas 

des attentes a la vie.

 Mais, le droit a la vie devrait 
inclure une vie de dignité, une vie 
sans craintes.

 Plutôt en sens de mot chinois, tel 
droit désigne le droit « pour 
survivre », le droit de « vivre et 
travailler », le droit de « bien-être »

Droit de la santé 
 A Taiwan, il y a de « Loi de 

l’assurance nationale » pour 
assurer le soin et la sante. (Art.10.5 
des révisions de la Constitution: 
L’État devrait mettre en œuvre 
l'assurance maladie universelle , 
et de promouvoir la recherch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médecine moderne et 
traditionnelle».

 Loi sur l'administration de la santé 
de la sécurité et de l'Alimentation

28/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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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7.1: se conformer aux normes techniques et professionnelles contemporaines

Business operators engaging in the design, production or manufacture of 
goods or in the provisions of services shall ensure that goods and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m meet and comply with the contemporary 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f the reasonably expected safety prior to the sold 
goods launched into the market, or at the time of rendering services.

Art.8: strictement responsable des dommages

Business operators engaging in distribution of goods and sales shall be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for damages with those business operators engaging in the 
design, production or manufacture of goods or services with respect to injury 
caused by such goods or services, provided that if they have exercised due 
care for the prevention of such injury, or even if they had exercised due care, 
injury would still have occurred, such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shall not be 
applicable.

Loi sur la protection des consommateurs 
(199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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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esponsabilité d’Etat pour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Loi sur l’indemnisation étatique (1980)
--L’art.2.2: 
« L'Etat est responsable de tout dommage découlant de 
l'intention ou la négligence d'un employé du gouvernement 
agissant dans le cadre de sa charge ou de son emploi qui 
porterait atteinte à la liberté ou le droit de toute personne. 
De même être appliqué la responsabilité lorsque le dommage 
résulte de l'omission d'un employé du gouvernement ».

28/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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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é de la responsabilité 
étatique

Comme la responsabilité délictuelle:
--Causation directe
--Preuve scientifique

Solution possible pour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renforcement de l’inspection administrative
--installer une responsabilité « sans faute » des entreprises 
alimentaires

28/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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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 whistle blower »

l’art.50 de la loi sur l'administration de la santé de la 
sécurité et de l'Alimentation

Un employeur ne peut pas congédier, de transfert ou de 
prendre toute sanction défavorable contre un employé 
qui divulgue une action qui viole la présente loi à 
l'autorité compétente ou à l'autorité judiciaire, qui 
devient témoin d'une procédure de litige ou qui refuse 
de participer à une action qui viole la présente l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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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Conclusion

 La dignité humaine
 Droits fondamentaux
 Nécessité d’installer 

nouveaux types?
 Nécessité de 

transformation en droits 
positifs

 Droits positifs
 droit de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Droit civil
 Droit administratif
 Droit pénal
 Lex speci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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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i beaucoup



 1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4 年 11 月 30日 

計

畫

編

號 

MOST 103 － 2511 － S －004 － 005 － 

計

畫

名

稱 

科技風險溝通之全方位思考：以科技風險評估、司法救濟與保險填補為綜整 

（科技風險溝通政策導向型研究計畫）--總計畫暨子計畫二：科技風險溝通與

司法救濟 

出

國

人

員

姓

名 

許耀明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會

議

時

間 

104 年 11 月 26 日至 104
年 11 月 27 日 

會議地點 

泰國曼谷 

會

議

名

(中文) 2015 第五屆亞洲國際法學會雙年會 

(英文) FIF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2 

                                 

一、 參加會議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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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與簡報檔如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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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交流，仍屬較少，建議多多補助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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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手冊、與會者名片十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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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 



EC Seal Products Case: Backgrounds 

2015/11/17 Yao-Ming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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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ulation (EC) No. 1007/200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6 September 2009 on 
trade in seal product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L Series, No. 286 (31 October 2009) 

 Regulation (EU) No. 737/2010 of 10 August 2010 laying 
down detailed rul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ulation 
(EC) No. 1007/200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rade in seal product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Series, No. 216 (17 August 2010), 
pp. 1-10 

 The « EC Seal Regime » established rules concerning the 
placing on the market of seal products. 



EC ban on Seal Products & some exce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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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and Norway challenged the WTO-consistency of an EU 
measure that bans all seal products from the EU Market 
 
Exceptions in “EC Seal Regime” 
1. where “the seal products result from hunts traditionally 
conducted by Inuit and other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nd 
contribute to their subsistence.” (The Panel called this the “IC 
hunts” exception.)  
 
2. seal products derived from hunts conducted for marine 
resource management reasons (the “MRM hunts” exception);  
 
3.Seal products imported for the personal use of travelers or 
their families (the “travelers’ exception”). 



Possibly Applicable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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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anel found that the EU Seal regime breached 
the EU’s MFN & NT obligations under GATT Article 
I & III, and also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BT 
agreemnet art.2.1. 

 Possible justifications? GATT Art.XX (a) « public 
morals » exception? Art.XX (b) « proteciton of 
animal life » exception? 

 Hereinafter discussions only focus on « public 
morals » 

 



Outline of Pres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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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morals and TBT/PPM 
 Public morals and WTO/GATT XX 
 Public morals and Lik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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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ublic Morals & TBT/PPM 



What is a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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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2.1 TBT --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in respect of technical 
regulations, products imported from the territory of 
any Member shall be accorded treatment no less 
favourable than that accorded to like products of 
national origin and to like products originating in 
any other country. 
 TBT Annex 



PPM in TBT Ann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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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ex 1: Terms and their Defini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greement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greement, however,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shall 
apply: 

 1.        Technical regulation 
 Document which lays down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or their related 

processes and production methods, including the applicable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with which compliance is mandatory. It may also include or 
deal exclusively with terminology, symbols, packaging, marking or labelling 
requirements as they apply to a product, process or production method. 

 2.        Standard 
 Document approved by a recognized body, that provides, for common and 

repeated use, rules, guidelines or characteristics for products or related 
processes and production methods, with which compliance is not 
mandatory. It may also include or deal exclusively with terminology, 
symbols, packaging, marking or labelling requirements as they apply to a 
product, process or production method. 
 



Incorporated PPM and non-incorporated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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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rporated PPM in TBT  
•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 EC Seal-AB Report para 5.12---a process orproduction 

method (that) is related to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non-incorporated PPM in TBT 
• Entrance to Domestic market (the EU Seal Regime 

establishes "rules concerning the placing on the market 
of seal products") 

• Labelling for consumer information 



Entrance to Domestic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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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example, seal products 
 Interpretation for TBT and Annex 
  1.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Negotiation history, no 
  2.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why not? Because TBT is 
more stringent than GATT 
 
--WTO jurisprudences and prevailing doctrines: NO 

 



Panel & AB in EC-Seal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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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el: (Panel Reports, para. 7.106) in the light of the 
reasoning of the Appellate Body in EC – Asbestos, the Panel 
concluded: “[W]e believe that the prohibition on seal-
containing products under the EU Seal Regime lays down a 
product characteristic in the negative form by requiring that 
all products not contain seal.  

 AB: (AB Report para.5.58) when the prohibitive aspects of the 
EU Seal Regime are 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the IC and 
MRM exceptions,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the measure is 
not concerned with banning the placing on the EU market of 
seal products as such…we do not consider that the measure 
as a whole lays down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This is not 
changed by the fact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under 
the EU Seal Regime may "apply" to products containing seal. 



Necessity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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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T 2.2 
 2.2        Members shall ensure that technical regulations are 

not prepared, adopted or applied with a view to or with the 
effect of creating unnecessary obstacle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For this purpose, technical regulations shall not be 
more trade-restrictive than necessary to fulfil a legitimate 
objective, taking account of the risks non-fulfilment would 
create.  Such legitimate objectives are, inter alia:  national 
security requirements;  the prevention of deceptive 
practices;  protection of human health or safety, animal or 
plant life or health, or the environment.  In assessing such 
risks, relevant elements of consideration are, inter 
alia:  availabl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related 
processing technology or intended end-uses of products. 



Necessity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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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ity 
• shall not be more trade-restrictive than 

necessary 

Legitimate purposes 
• national security requirements;  the 

prevention of deceptive practices;  protection 
of human health or safety, animal or plant 
life or health, or the environment.  



TBT: Lex specialis to GA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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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Applying TBT excludes GATT 

NO 
•Concurrent competence: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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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Public Morals & GATT XX 



1. Content of Public Mo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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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ing US-Gambling and China-Audiovisuals 
 Every member has the discretion to define “public 

morals” 
 Animal welfare (seals) is certainly important for public 

morals. 
 Scholar (Katie Sykes, Sealing animal welfare…, World 

Trade Review, vol.13(3), 2014, p.479) even proposes that 
protection of animal welfare is a general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based on: M. Bowman, P. Davies, 
and C. Redgwell, Lyster’s International Wildlife Law, 
2nd edn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10)  



2. Necessit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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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 though there’s some other possible less 
restrictive means, for example, labelling, the EC has 
proved that’s not enough for the protection. 

 Necessary! 



3. Chapeau of art.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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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apeau of Article XX provides that a measure 
will only be upheld if it is ‘not applied in a manner 
which would constitute a means of arbitrary or 
unjustifiabl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countries 
where the same conditions prevail, or a disguised 
restric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EC seal regimes could not be justified, for not 
allowing Canadia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o apply 
IC exception. 

 Arbitrary discrimi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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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Public Morals & Like 
Products  



Lik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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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for applying Non-Discrimination Treatment 
-MFN 
-NT 

 
-Criteria 
1.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2.End-Use 
3.Tariff classification 
4.Consumers’ preference? 

 
 



“Like products” re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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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 now, PPM is not included in GATT evaluation 
according to WTO jurisprudences . 
 “Like products” in TB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one as the one in GATT? 
 In TBT, “Like products” should be of a narrower 

interpretation, cause the prescription in TBT is more 
restrictive 

 In GATT, “Like products”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a 
broader way so elements for distinguishing products 
are allowed. (i.e. PPM!) 
 
 



Yao-Ming Hsu 2015/11/17 

23 

Conclusion 



Suggestions 

2015/11/17 Yao-Ming Hsu 

24 

 Broader conception of public morals 
 Necessity Test 
 Possible use for distinguishing like products 
 Achieving harmonization between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other societal values (animal 
welfa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uman right…etc.) 

 Further cases needed 



YAO-MING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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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論文 3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1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
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
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
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

國外之研討會論文發表部分，日前亦另於2016年5月19日，參與法國巴黎第八大
學與中國人民大學（蘇州校區）合辦之第二屆中法衛生法研討會「當代法律對
人體的解讀」(L’appréhension juridique contemporaine du corps
humain)，並發表法語論文「受環境影響之人體，台灣有哪些法律保障？」(Le
corps de l’homme transformé par l’environnement, quelles
protections juridiques à Taiwan ? )，此乃就由本計畫補助參與2015年6月
底於巴黎舉辦之第一屆學術研討會所衍生延續。



字敘述填列。）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100字為限）
無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本研究對於相關食品安全之風險與司法救濟制度，進行全面性之盤整。
從健康權之基本原則與風險治理理論出發，本研究討論相關食安事件在法律救
濟上之困境為何，以求建立適當的食安法制（例如減輕消費者之舉證責任，或
是放寬因果關係之認定）。
甚至，面對相關司法救濟之既有窘境，在未能求得修法之前，本研究也建議考
慮適度納入對於司法救濟之失敗而投保之可能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