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從國家自主性觀點論美國牛肉進口案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Autonomy to Review the Case of
U.S. Beef Importation to Taiwan

研究生：徐渼涵
Mei-Han Hsu
指導教授：曾怡仁 博士
Dr.Yi-Ren Dzeng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July 2014

i

摘

要

在全球化下國際貿易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漸增，加上民主化
後國內各種利益團體興起，此對國家經濟政策走向產生影響，政府在
規劃總體經濟目標時須做到全面性的考量。開放美牛進口政策，不但
要顧及國內社會大眾的需求及反應，尚受到美國政府施壓、國際標準
的規範及國家本身經貿政策的達成。在這政策制定爭議過程中，顯示
出國家本身偏好開放美牛進口，並藉由展現國家相對自主性來主導美
牛開放政策。本文透過我國擴大開放美牛及制定瘦肉精殘留標準所引
起的風波，深入了解美牛進口事件之前因後果，並探討影響美牛進口
事件有關的國際組織、協定及國內社會因素。而美牛開放進口牽涉食
品衛生安全、國民健康及環境的保護、展現開放自由貿易之決心及國
家整體經濟發展的推動等有關，已非單純的食品安全規範問題，而為
一涉及國際貿易發展及與美國間友好關係維繫之政治經濟問題，所以
國家居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制定政策時，面對國內社會所集結的反
對力量，國家具有相對自主性的，但在不同的狀況下會被立法部門、
其他強勢國家、國際組織及規範所削弱或增強。

關鍵詞：全球化、狂牛病、美國牛肉、萊克多巴胺、國家中心論、國家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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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increased of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o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bined with democratization
after the rise of 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have an impact on the country's
economic policies, government must consider comprehensive when
planning on macro-economic objectives. Open US beef import policie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not only the domestic and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but also the pressure from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ut
on,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the nation’s achievement of economic policy
itself. In the courses of this policy dispute showing Taiwan government
preferred open cattle imports and through 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nation showing the dominant American cattle open policy.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further opening up of the US beef and Ractopamine residue
criteria developed by the storm stirred up,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US beef imports, and study the effect of
the US beef import event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greements and domestic social factors. American beef importation
involving food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show
determination to free trade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is not
iii

purely normative issues of food safety and to involve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ments 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maintaining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so the gover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ies, facing the community as a
build-up of opposition, with 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government, but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will be the legislature, other powerful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norms are weakened or strengthened.

Keywords ：Globalization,Mad Cow Disease,U.S beef,Ractopamine,Neo-statism,
State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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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進入 21 世紀後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交通運輸及資訊傳播更加迅速、方便，
在全球市場的開放與自由貿易政策的實施下，各國紛紛解除貿易管制、降低關稅
壁壘，傳統被國家保護的農業市場逐漸開放。2012 年我國糧食供應進口比率（供
應進口比率=進口量/國內供應量×100）玉米 100.5％、小麥 104.3％、牛肉 94.8％、
羊肉 90.8％，國人食用的穀物及肉品除了稻米及豬肉外大多仰賴進口。1此外，國
際間的頻繁交流也促成國人的飲食文化改變，許多小麥加工品如漢堡、披薩、蛋
糕、麵包已成為民眾生活中普遍的食物，軟嫩的美國牛肉更是老饕們的最愛。

表 1-1 2008-2012 年榖類及肉類供應進口比例
年別
產品別
米

民國 97 年
（2008）

民國 98 年
（2009）

民國 99 年
（2010）

民國 100 年
（2011）

民國 101 年
（2012）

8.9

8.0

14.3

10.0

11.3

小麥

104.0

106.5

102.2

105.3

104.3

玉米

95.2

101.7

111.6

96.0

100.5

高粱

97.2

99.0

99.3

99.9

99.9

豬肉

6.8

9.7

8.7

8.3

6.1

牛肉

93.9

94.4

95.1

95.5

94.8

羊肉

91.3

88.4

91.2

91.2

90.8

家禽肉

13.1

13.0

16.7

15.7

18.8

註：1.供應進口比率=進口量/國內供應量×100；進口量並無扣除出口再進口者。
2.單位：百分比（%）
3.資料來源：農委會農業統計資料，糧食供需年報（101 年）
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book/Book.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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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委會，101 年，<<糧食供需年報>>，出版日期 2013 年 9 月 30 日
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book/Book.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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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年別

2008-2012 年榖類及肉類進口量

產品別

民國 97 年
（2008）

民國 98 年
（2009）

民國 99 年
（2010）

民國 100 年
（2011）

民國 101 年
（2012）

米

121,971

103,279

181,458

131,675

156,799

小麥

1,061,696

1,303,064

1,210,414

1,433,235

1,431,670

玉米

4,343,578

4,625,003

5,120,241

4,211,587

4,391,162

高粱

88,630

68,946

69,794

97,646

98,495

豬肉

64,850

95,588

82,727

80,366

59,687

牛肉

84,888

92,864

109,609

109,424

98,856

羊肉

33,372

22,973

27,651

24,621

22,205

家禽肉

91,194

91,981

128,470

125,792

145,198

註：1.單位：公噸
2.資料來源：農委會農業統計資料，糧食供需年報（101 年）
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book/Book.aspx

食用牛肉在各國飲食中越來越普遍，使得牛肉的需求量大增，國外的畜牧業
者為了提高肉品的生產效率，不斷開發新型態的養殖方式或供給非天然的飼料來
提高瘦肉比率，結果造成狂牛病的大流行。近年來美國牛肉進口議題引起熱烈的
討論，美國曾經為狂牛症的疫區，且美國牛在飼養過程中添加了可能有害人體健
康的瘦肉精，國人對食用美國牛肉產生健康上的疑慮。
國人反對美國牛肉進口乃基於瘦肉精對人體健康可能產生不良影響的考量，
但多數人對於食用殘留瘦肉精的肉品對人體健康有何種危害一知半解，殘留的瘦
肉精可以被人體正常代謝嗎？是否增加代謝系統的負擔？有殘留累積於人體的問
題嗎？除此之外，美國牛肉真的已經全無慮了嗎？
我國政府因美國爆發了狂牛症，曾於 2005 年 6 月禁止美國牛肉進口，但旋即
於 2006 年 1 月開放 30 個月以下的美國小牛進口，對於萊克多巴胺被添加於牛飼
料中，從 2006 年的公告禁用，到 2012 年 7 月允許使用並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的美
牛進入台灣市場。開放美牛進口的議題經歷了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執政時期，經歷
2

過輿論與社會團體的反對及抗議，最後仍於 2012 年 7 月通過開放含有瘦肉精的美
國牛肉進口台灣。這是一種政府罔顧民意的作法嗎？還是一種國家決策的自主性
表現呢？國際組織及國際制度對國家政策自主性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此為本篇文
章的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台灣經濟命脈以出口為導向，在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世界各國紛
紛開放本地市場與它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面對國際經濟全球化以及全球
區域整合，台灣必需做全球化的佈局，才能提升產業經濟發展。尤其韓國已與美
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2010 年與中國、東協的自由貿易協定生效，我國
與韓國皆是以出口美國、中國兩國為主的國家，韓國與中國、美國簽署FTA後，我
國將遭受邊緣化的衝擊，屆時我國各產業之出口貿易將受到嚴重影響。
美國是我國第三大貿易夥伴，而重新啟動「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IFA）
的關鍵在於開放有瘦肉精殘留的美國牛肉進入我國市場，2我國政府面對開放美牛
進口壓力與國人對開放美牛進口的反對聲浪，政府陷入了台美關係、國民健康、
經貿發展的政策泥沼中。面對一個複雜、多面向的政策決定，政府必須綜合各種
資訊評估政策實施後產生的影響，而非只是做單面向的分析，國家角色的重要性
因此被凸顯出來。
在政治經濟學的國家理論中，改變了早先以社會為中心的理論研究方向，而
以國家為中心來探討政府的作為。1980 年代興起將國家重新帶入研究的浪潮，學
者們相信自主的國家是可以相對獨立於強大的社會團體之外運作，且具有自己的
政策動機與目標，以此引領社會與經濟上的變遷。在本研究中，國家的政策偏好
是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社會團體的需求是反對殘留瘦肉精的美牛進口，當兩者間
產生衝突，國家居中扮演主導政策協調、制定及執行的重要角色。
2

吳惠萍，<TIFA 談判與美國牛肉進口政策>，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檢索日期:2013 年 9 月 17 日

http://www.npf.org.tw/post/3/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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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進口含有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的美國牛肉（容許殘留量 10ppm），台
灣政府面臨社會群眾抗議，最大的原因在於國人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憂慮，從維護
國人食品健康安全的角度，國內既然禁止添加瘦肉精於飼料當中，就沒有理由再
同意含瘦肉精的美國牛肉進口販賣，社會群眾認為在民主社會的體制下應該尊重
民意決定。此時群眾反對開放美牛進口的期望與國家開放進口美牛的偏好兩者相
互違背，國家究竟在開放美牛進口爭議事件中扮演何種角色？同意開放美牛進口
是否為國家自主性的展現？又以何種方式展現自主性？諸些問題是本文所要加以
討論的內容。具體而言，本文研究目的在探討：（一）了解美牛進口的整個過程，
及國內社會對政府美牛政策的反應。（二）以新國家主義為理論基礎，了解國家
具有自身的偏好及自主性在美國牛肉開放進口爭議中所呈現之樣態。（三）在全
球化的背景下，各國的經濟發展策略往往受到其他國家及國際組織的影響，以美
牛進口案檢視此是否弱化或強化了國家自主性？

第二節 文獻回顧

近年來食品衛生安全事件頻傳，民眾面對食品安全問題更是感到人心惶惶，
其中美國牛肉進口案更是國人相當關心的議題，從 2003 年美國爆發狂牛症疫情到
後來的瘦肉精風暴，皆引起國內社會廣大的討論。美牛開放進口案涉及國家的經
濟發展策略、與美國友好關係的維繫、對國際制度的遵守及國民健康的保護等議
題，並非單純是一國之內食品衛生安全問題。經審視與美國牛肉相關的學術研究，
發現國內許多研究從各個角度來對美國牛肉進口案加以討論，例如：鍾倩文探討
有關民眾對進口牛肉安全的認知與期望；3許宏吉從行政法角度來分析狂牛病與食
品衛生安全問題；4賴昱誠從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來討論台美
3

鍾倩文，2008，＜消費者對進口牛肉安全的認知與期望＞，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
所碩士學位
4
許宏吉，2009，＜我國食用肉品安全之行政法問題研究-以狂牛病之防治為中心＞，國立中正
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學位
4

牛肉議定書；5許育銘對開放美國牛肉之問題建構與認知衝突進行分析。6本節將檢
視這些與美牛進口案相關之文獻，做一整理與回顧。
一、從民眾的認知與期望角度探討
鍾倩文的「消費者對進口牛肉安全的認知與期望」係在探討民眾對食品安全
的認識及期待。在社會型態轉變、國人所得增加、生活水準普遍提升下，消費者
對於食品安全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視。而近年來爆發多起狂牛症、口蹄疫、禽流感
等疫情，也使食品安全成為生產者、消費者、販售者及政府所共同關切的議題。
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的擔憂會改變其購買行為，並對與食品相關的生產者及販售
者產生直接影響。而影響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態度之因素，包括有化學、健康、腐
敗、法規等資訊。假設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有高度的認知，將促使食品相關業者提
供更多且完整的食品安全資訊，而降低食品所帶來之危害風險。7
在了解消費者對牛肉安全的認知方面，當消費者在考慮購買某項產品時並無
法確定產品的使用結果，因而存在著某些風險。但只有在消費者主觀地察覺到風
險的存在，才會尋求降低風險的策略，以減低購買後的不確定性與嚴重的後果。
當牛隻發生疾病，而消費者亦知悉事情的嚴重性，即會破壞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
信心。也就是說，消費者在決定是否購買的過程中若察覺到風險，會直接響消費
者購買意願。當消費者的風險知覺低時則不影響其購買意願，當風險知覺愈高時
則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愈低。所以消費者在考慮購買進口牛肉商品時，如察覺該商
品存在危害身體健康的風險，將降低消費者購買意願，且對風險知覺越高，越會
去尋找進口牛肉相關資訊來減低風險。8
第二個研究目的則探討那些因素會影響消費者購買牛肉意願。除了上述風險
知覺會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外，消費者所擁有的產品知識亦會影響購買意願。而
5

賴昱誠，2012，＜從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論臺美牛肉議定書之爭議＞，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學位
6
許育銘，2010，＜開放美國牛肉進口之問題建構與認知衝突分析＞，義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研究所碩士學位
7
同註 3，頁：11
8
同前註，頁：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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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產品知識不足的消費者比較容易受到他人影響，跟從眾人的意見。當消費者在
產品資訊不足或缺乏產品知識下，風險便會提高因而影響到消費者購買意願。所
以消費者是否具備進口牛肉相關知識及是否容易受到他人的影響，都與風險知覺
及消費意願的高低有關。9
鍾倩文使用計量方式進行問卷資料的分析與假設檢定，結果顯示出受訪者之
年齡對狂牛病的知識有顯著影響，且年長者及中間年齡層之受訪者，較年輕受訪
者更關心食品安全及健康議題。而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與風險知覺有顯著的關
係。消費者對政府及專家學者的信任會影響購買意願，即當政府及專家學者認為
進口牛肉是安全無慮的，而消費者亦信任他們的政策及專業時，其購買意願也就
愈高。消費者覺得其他人吃牛肉的比例愈高，他們的購買意願也會愈高。另外，
狂牛病的知識對購買意願並未產生顯著影響，此乃因消費者普遍對於狂牛病知識
不足所致。從問卷中消費者「對政府的建議與期望」之項目，得知消費者期待政
府對進口牛肉進行管制，例如：對進口牛肉做食品履歷認證、建立安全牛肉認證
標章；宣導有關牛肉的選購資訊；強制規定在進口牛肉的外包裝上標示產地及警
示標語，以提醒消費者慎選進口牛肉；擴大對進口牛肉的檢驗，以杜絕不肖業者
進口不合規定的美國牛肉；加強宣導進口牛肉的相關資訊及訊息，而使有吃牛肉
的購買者能互相學習，做出正確的消費行為。10
此篇研究主要在了解消費者對進口牛肉食用安全上的認知對購買意願之影
響，及對政府管制政策上之期待，但在消費者的知覺風險程度以及如何防範進口
牛肉風險方面顯有不足。此外，以問卷訪問消費者對狂牛病的瞭解程度後，並未
對受測者進一步解釋說明進口牛肉的狂牛病問題，所以未能增加民眾對狂牛病的
認識，此為其研究之缺失。
二、從行政法的角度分析
許宏吉的「我國食用肉品安全之行政法問題研究—以狂牛病之防治為中心」
9

同前註，頁：27
同前註，頁：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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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因為狂牛病的防治涉及科學檢驗、人民基本權利的保護與國家義務間之關
係、國際貿易等問題，在人民權利保護、國家環境保護與預防原則下，國家必須
採取適當的管制措施。這些管制標準訂定時應遵守行政法上基本原則，如科學證
據原則、行政行為恣意禁止原則、預防原則下的行政裁量界線。在採取管制手段
前，須先取得相關的資訊，並對進口或本土生產的牛肉進行檢測，以了解是否符
合政府所制定的安全標準，以此替牛肉的食用安全把關，這其中涉及行政法上資
訊取得的諸多議題。現今食品安全問題不能再僅依靠政府的監督，更要強調資訊
公開，使民眾明白所面對之風險與危險，以及在受到侵害時如何採取救濟之資訊。
在被管制者方面，可透過資訊的提供明瞭所受檢測的內容，例如民眾可透過「政
府資訊公開法」或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申請閱覽卷宗來請求國家提供相關資訊。11
在狂牛病管制方面，狂牛病是透過臨床所發生之症狀並配合組織病理來加以
診斷，由於我國無法對進口牛隻進行腦組織檢測，而僅能對進口的屠肉進行檢驗，
這樣的檢驗方式驗出狂牛病源的機率幾乎為零，所以狂牛病在現行檢驗方式下具
有高度的危險及風險。因此政府必須建立起兼具科學性及安全性的檢驗標準，而
這些標準之制定尚需遵守科學證據原則及預防原則，並建立風險評估制度。12
一如國家的其他政策，食品安全與環境政策均須受到法治國原則的拘束，但
有些事項具有科技性、技術性並牽涉大量資訊的掌握，立法者無法於法律中詳為
規定，而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以詳細規範，因而法律中充斥著不確定法律
概念與行政裁量。但美牛進口引起社會很大的反對聲浪，民眾對美國牛肉存在狂
牛病的風險疑慮未除，立法機關修改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1 條第 3 項時作了詳細的
規定，他將所要禁止進口的項目：非疫區而近十年內有發生牛海綿狀腦病或新型
庫賈氏症病例之國家或地區牛隻之頭骨、腦、眼睛、脊髓、絞肉、內臟及其他相
關產製品以法律加以詳列，使在適用不確定法律概念及考量行使裁量權時，已無
其他可斟酌事項，亦即不存在可供裁量的餘地。13
11

同註 4，頁：1-2
同前註，頁：25
13
同前註，頁：36-3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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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隻牛不論是否為特定風險部位，均可能藏有狂牛病源，所以食品衛生管理
法第 11 條第 3 項對疫區的牛隻全面禁止進口，係屬防止狂牛病原進入台灣的適當
手段。如果要採取逐一檢驗，費時費力，事實上並不可行，而檢疫單位的檢疫能
力亦有所不及，全面禁止乃必要手段，因此採取全面禁止疫區的牛肉進口是符合
比例原則的。對於非疫區但十年內發生過狂牛病的國家（如美國），其感染率及
發生率等風險值低於百萬分之一，雖然風險性極低，但也無法確定其百分之百安
全，在確保民眾健康安全與環境保護的目的下，禁止美國牛肉進口仍符合比例原
則。14
政府對於高風險的食品與產品負有把關的責任，在公開相關資訊前應進行資
料蒐集，亦即做行政調查或檢查監督，而在做行政檢查時也必須遵守行政程序法
的一般原理原則。但在行政調查中可能剝奪或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其發動
及運作都應符合憲政秩序及正當法律程序，以求得正當性、妥當性及合理性。另
外，透過公益原則及比例原則使得行政機關在調查範圍內不得任意蒐集資料而侵
害社會與人民的權利。15
本篇文章作者許宏吉強調政府資訊公開及民眾對資訊取得的重要性。雖然人
民可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要求政府公開美國牛肉及狂牛病有關的資訊，但行政
機關卻可能使用「行政便宜原則」與「公益原則」而不加以公開，關鍵資料仍掌
握在國家機關手中。是否運用上述行政法原則與國家自主性有關，但本文論述缺
乏國家管制美國牛肉進口的過程，在探討與行政法有關的問題後亦未提供實質的
政策建議。此點激發筆者在美國牛肉進口爭議中，以國家為中心來探討國家自主
性問題的思考。
三、從國際協定探討「台美牛肉議定書」
賴昱誠的「從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論臺美牛肉議定書之
爭議」係由WTO架構出發，以「食品安全檢驗暨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
14
15

同前註，頁：47-50
同前註，頁：110-111
8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以下簡稱
SPS協定）之規範來探討「台美牛肉議定書」。在貿易自由化、人民及貨品自由流
通下，各種疾病、牲畜傳染病更容易透過國際間的移動或交易快速地散播開來。
因此，在食品、動植物檢疫與國家貿易自由開放之間取得平衡，一直是出口國與
進口國發展國際貿易過程下的角力關鍵。SPS協定的訂定係為保護人類、動物或植
物的生命或健康，而肯定會員採取各種檢驗與防檢疫措施，其規範內容為WTO所
認可的正當保護手段，作為防止疾病及病蟲害經由食品或動植物的輸入而傳播。16
近年來我國食品安全與貿易議題最引發爭議的為美國牛肉進口問題，其內容
牽涉到國際貿易組織WTO、SPS協定、國際畜疫會陸生動物衛生法典所訂定之國
際標準，以及簽署「台美牛肉議定書」在我國國內法之地位為何等問題。WTO設
定了促進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但為保護人類、動植物生命健康安全，GATT1994
第 20 條b款設置了例外規定。亦即WTO之會員原則上應遵守自由貿易基本原則，
會員國對國際貿易的管制行為，如係為維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之必
要措施，可例外地限制國際貿易上之基本原則。此項例外規定體現在SPS協定上。
審查SPS協定時主要經由兩路徑：一、如果存在國際標準，依據條文 3.1 條之規定，
會員國必須依照現有國際標準訂定其SPS措施。在台美牛肉議定書爭議中，具有狂
牛病風險之牛肉及其製品的國際標準則須依國際畜疫會陸生動物衛生法典來設
定。二、若不採取國際標準或無國際標準的情況下，會員國有正當理由且具有科
學證據支持，則可設定更嚴格的檢疫標準。我國與美國同列為狂牛病「風險已控
制國家」，因此國際標準係依據陸生動物衛生法典第 11.5 章規定，屠宰時已超過
30 月齡的牛隻，及特定風險部位不得貿易，包括：腦、眼、脊神經、頭骨、脊柱
或受該部位感染之產品均不得貿易，也就是說 30 月齡以下牛隻及除上述風險部位
以外皆為可貿易的部位。所以台美牛肉議定書所簽署開放的美牛部位是符合陸生
動物衛生法典之規定的。若我國欲採取較陸生動物衛生法典更嚴格的標準，則必
須在SPS協定第 5.1 至 5.8 條之風險評估下，提出充分的科學證據，才符合SPS協定
16

同註 5，頁：1
9

及GATT1994 之規定。17
另外「台美牛肉議定書」究竟係屬條約或行政協定亦引發了國內廣泛的討論。
我國國內法中關於國際書面協定可分為兩類：憲法上的條約及非憲法上的條約（協
定）。憲法上的條約須送立法院審議；協定則無須經立法院審議，而應依其性質
由主管機關訂定法規程序或一般行政程序予以處理，並於簽署後 30 日內報行政院
核備。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 329 號對憲法所稱的條約作出解釋，其必須為國際
法主體間所簽訂的書面協定，且內容必須關於國家重要事項或人民權利義務而具
法律上效力（實質要件），這條約須經由立法院審議完成得才批准（程序要件）；
若無批准條款，除經立法院程序或法律授權，或其內容同於國內法律者外，仍須
經立法院審議。而除了上述憲法上條約以外的國際書面協定，不論其名稱與方式
為何皆稱之為協定。爭議之「台美牛肉議定書」雖涉及人民的權利義務，但是否
具法律上效力卻是有待商榷的；該議定書簽署後並未送立法院審議，在權力分立
制衡的憲政倫理中，實不應以法律案視之。故「台美牛肉議定書」不符合憲法上
條約的實質要件與程序要件，國內通說與外交部、經濟部亦皆認定其非憲法上條
約，而屬於行政協定的性質。行政協定的法位階在憲法、條約、法律之下，在法
規命令、行政規則之上，故修改食品衛生管理法對進口牛肉加以管制，限縮「台
美牛肉議定書」牛隻之進口品項，是合於國內法之法位階規範的，但此舉卻違背
及阻礙了國際義務的履行。18
我國立法機關修改食品衛生管理法來因應「臺美牛肉議定書」，等同採取較
國際標準更為嚴格的防檢疫措施，但目前我國仍無法提出有力的科學證據，也未
提出適當的風險評估資料，所以並不符合SPS協定及GATT1994 之規定，有違反
WTO會員國義務之虞。對於此爭議是否可能透過WTO爭端解決機制加以解決，賴
昱誠認為，在訴訟成本及預期結果等因素考量下，透過WTO機制解決爭端不一定
對美國有利，因此美方會透過其它對台施壓的方式來解決此爭議，如TIFA協商之
17

同前註，頁：26-36

18

同前註，頁：10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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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談等，尋求WTO爭端解決途徑來解決爭議之可能性並不高。19最後建議政府應
加強國內檢驗標準科學化，以制定具有科學基礎的檢驗標準，使我國有能力訂出
符合國人對食品安全要求之適當保護水準，而能將國內之防檢疫措施正當化，且
符合WTO所應循之義務。20
賴昱誠深入討論「臺美牛肉議定書」在我國的法律位階，將其定位為我國與
他國間所簽訂的行政協定，其完整論述SPS協定與「臺美牛肉議定書」的關係。但
對於我國政府簽訂「臺美牛肉議定書」引發國內哪些爭議，及民間利益團體發起
了哪些抗議活動等問題都未加以探討，缺少了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討論美
牛進口，這有待對美牛議題感興趣的學者們繼續予以研究探討。
四、從問題建構與認知衝突的角度
許育銘的「開放美國牛肉進口之問題建構與認知衝突分析」一文指出，開放
美國牛肉進口政策屬於公共議題，因為政府與人民的考量及所持立場的不同，可
能產生認知上的衝突。以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為例，政府認為擴大進口美牛並不會
造成國民健康上之危害，反而是有利於我國與美國關係之加溫。但社會輿論及媒
體報導對發生過狂牛病的美牛存有食品安全及對健康上之疑慮，對於政府的擴大
開放進口美牛政策無法認同，其原因即來自於認知的衝突。21
要解決公共政策的衝突，需使用到集體決策的方法，其中以互動管理
（interactive management，IM）及社會判斷（social judgment theory，SJT）這兩種
方法最適合用於多元社會之集體決策。為了明確地界定開放美國牛肉所產生的問
題，以及了解不同群體當事人對於此問題的認知。其研究首先採取互動管理會議
進行問題建構，找出開放美國牛肉進口可能產生之各問題間的因果關係，以釐清
問題所在。接著由互動管理成果所產生之構面做為社會判斷理論之線索，以得知
當事人認知衝突之根源，並進行結果討論。22
19

同前註，頁：163
同前註，頁：165
21
轉引自許育銘，2010，＜開放美國牛肉進口之問題建構與認知衝突分析＞，義守大學企業管
理學系研究所碩士學位，頁：1
22
同前註，頁：21-2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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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育銘為了找出開放美國牛肉進口可能產生的問題，及了解各問題之關聯
性，使用互動管理中的名義群體技術法（NGT）23及詮釋結構模式（ISM）24之程
序進行操作，來達到參與者共同交流、刺激想法的目標。在研究的第一階段對於
開放美國牛肉將可能牽涉到那些問題，由參與會議者在意見單上寫下個人所認為
的問題，最後經由參與者投票表決出最重要的八個領域二十個問題。其中包含：25
（一）感染風險領域（共二個問題）：1、進口牛肉可能受特定風險物質汙染。2、
一旦發生感染，消費者無法求償與舉證。（二）政府施政能力領域（共十個問題）：
1、政府與民眾溝通不周延。2、進口美國牛肉使政府公信力受影響。3、政府各部
會的指令與協調不夠完善。4、政府就此議題談判不夠透明化。5、政府決策反覆。
6、民眾對政府的施政失去信心。7、資訊傳遞迅速，政府缺乏即時應變能力。8、
國際貿易事件演變為政治鬥爭。9、使消費者全面不敢吃各國進口的肉品。10、政
府未有效引用民意作為談判籌碼。（三）國際關係領域（共三個問題）：1、會使
台灣國際信譽遭受質疑。2、談判程序不夠完善。3、反對美牛進口違反了OIE與
WTO的規範。（四）政策領域：執政者的責任感不夠。（五）政治領域：問題普
遍被政治化。（六）民眾參與領域：未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七）檢驗能力領
域：狂牛病欠缺檢驗的儀器。（八）行政與立法領域：行政院與立法院未互相尊
重與溝通。
由互動管理會議產生之澄題結構圖中之十二項重要問題共分布於四個領域
中；即感染風險領域、施政能力領域、國際關係領域、政治領域。從這四個領域
中選定重要相對應的線索以做為社會判斷理論問卷內容。包括有：「進口肉品受
特定風險物質汙染的可能性」、「政府與民眾溝通不足的程度」、「國際信譽遭
受質疑的程度」、「問題被政治化的程度」。透過總體線索權重平均值分析，「進

23

名義群體技術法為一種群體提出問題的作業程序，會議中的出席者在意見產生後立即進行作
業，在會議互動過程中由引介人將討論的議題及流程以簡報方式向所有參與者說明，在討論
完畢後進行區分問題領域之方法。
24
詮釋結構模式為一種人與電腦的互動系統，由人負責決策，電腦負責運算，而完成具有邏輯
性的操作結果。
25
同註 21，頁：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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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肉品受特定風險物質汙染的可能性」所得到的平均值最高。所以總體來說，各
群體當事人對此線索最為重視，特別是ㄧ般民眾、醫學專家、非營利組織三個群
體。因此，政府必須以更嚴謹的方式對進口牛肉做把關，以保障民眾飲食健康。
在「政府與民眾溝通不足的程度」與開放美牛進口反對程度之函數圖形中，
無論以總體或各群體的角度，多數抱持著正相關，顯示出政府如果無法與民眾充
分溝通時，大部分民眾將越反對開放美國牛肉進口。所以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必
須與民眾充分溝通及說明，並站在民眾角度思考，以避免政策問題被媒體過度操
弄。「國際信譽遭受質疑的程度」之總體平均權重最低，相較之下是各群體當事
人較不重視的線索，而在其與開放美牛進口反對程度之函數圖形中，無論以總體
或各群體的角度，皆抱持著正相關的看法最多，顯示出政府對於國際關係的處理
越無法達到民意期待時，大部分民眾將越反對開放美國牛肉進口。因此政府在制
定政策時，必須妥善處理國際關係，在確保國際地位與信譽的平等條件下，再考
慮與美國進行牛肉談判。「問題被政治化的程度」與開放美牛進口反對程度之函
數圖形中，無論以總體或各群體的角度，亦抱持著正相關居多，顯示出政府對於
政策問題被政治化之處理越無法達到民意期待時，大部分民眾將越反對開放美國
牛肉進口。因此政府在處理被政治化的問題時，應回歸專業，秉持專業角度向民
眾說明政策制定之理由。26
許育銘的研究係透過研討會觸發問題、寫下意見、展示意見、澄清與整併意
見等互動管理操作過程，形成了互動學習情境，而對議題產生增進的作用，這樣
的過程進一步地驗證了互動管理會議之效果。從其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各界所在
意之問題是進口肉品是否受到特定風險物質之汙染，以及此次台美談判過程不夠
透明化而導致爭議。據此，許育銘對於美國牛肉開放進口議題提出建議，例如：
（一）加強肉品進口商的篩檢。（二）加強政府與民眾之政策溝通。（三）政策
制定應考量各界觀點，以降低對政策之不滿與誤解。27
26
27

同前註，頁：131-135
同前註，頁：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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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開放美國牛肉進口之問題及認知在這篇研究中被建構及分類出來，使讀
者及執政者了解進口美牛產生問題與疑義所在，並明瞭此研究之參與者對美牛政
策的認識程度。在一開始建構問題時之互動會議中，邀請參與該研究的對象有餐
飲業者代表、肉品通路商、公務部門人員、非營利組織、醫學專家、學者、新聞
媒體、律師等共 15-20 人進行，其參與者來自社會各界相關或專業之人員，而因職
業的不同對進口美牛問題之觀察角度及認知亦會不同，但會議未邀請社會一般民
眾，如家庭主婦及其他職業之人員參與，因此所建構出的重要問題能否代表社會
民眾的意見不無疑義。另外，SJT問卷採用互動管理會議之結論所產生的重要問題
為問卷線索，其得分較高的十二項重要問題大多分布八個領域中的其中四個領
域，僅從四個領域中各選出分數最高的問題子集合為問卷線索，因忽略其他四個
領域的問題，故受訪民眾無法透過問卷了解美牛進口尚存在那些問題，而未能發
揮教育社會大眾的作用。

從以上文獻來看，與美國牛肉進口案相關學術論文中，許宏吉對狂牛病防治
做行政法上的討論，強化了我國政府管制具狂牛病風險之美牛的國內法律依據。
賴昱誠從WTO、OIE、SPS等國際組織與規範來探討台美牛肉議定書的合法性，其
對台美牛肉議定書的內容及相關的國際規範進行詳細的討論，使讀者更加容易理
解該議定書的性質及與SPS協定之關聯性。以上兩篇研究論文分別站在國內行政法
的角度及國際貿易規範的觀點來研究與美牛相關的議題，但皆未探討政府在其間
所扮演之功能性角色。鍾倩文以問卷統計分析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消費者購買進
口牛肉之意願，並了解其對進口牛肉安全的認識及對政府的期待，其問卷發放地
點為一般民眾往來頻繁的公共場所，雖未能涵蓋社會各階層，但也顯示出一般社
會大眾對美牛議題有認知不足的情形。許育銘以互動管理模式建構出美牛進口之
問題，再使用社會判斷理論來分析上述問題，使讀者能多方面了解進口牛肉可能
有那些問題，而民眾對這些問題的認知又是如何。而以上兩篇研究論文主要都是
站在消費者或人民的角度來作探討，目的在了解國人對美牛進口產生哪些疑義及
14

其對政府的期待。回顧國內學者對於美國牛肉進口有關之文章及所發表的論文，
大多在說明美國牛肉安全性問題，及與美牛政策相關的法律與民眾認知等問題，
卻忽略了在美牛進口過程中國家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而少有從國家主導美牛進
口政策的角度來探討美牛問題，因此本文將從國家自主性的觀點來探討美牛進口
案。
政府在國家中扮演主導政策制定及執行的角色，對於美牛擴大開放進口，政
府不但要重視國人食品衛生安全的問題，還要兼顧與他國之間國際貿易的問題。
此外，國家還有本身要追求及維護的利益與偏好，所以國家自主性適度的發揮更
顯得重要。本文嘗試以國家中心觀點，觀察處於國內社會與國際環境中之國家其
自主性之展現，透過對國家理論的探討，來檢視政府制定美牛進口政策的過程，
以消彌國人對於政府及美牛政策的不滿及疑義，並做為將來觀察、分析、預測相
關現象的依據。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嚴格的說，世界上決不會有離開經濟動機的純粹政治活動。每種的政治事
件都包含著重要的經濟因素和意義」，28許多的經濟事件也都包含著政治因素及意
義，例如本文中的美國牛肉進口案即是，該進口事件牽涉層面廣泛，不但是食品
安全的問題，也是國家整體政治經濟的問題，決不可將它單純視為國人健康問題
或單一的政治問題或單一的經濟問題。
本論文將採用文獻分析方法來探討美國牛肉進口案，透過蒐集、閱讀有關美
牛進口案的相關文獻或報導，例如學術論文、新聞報導及書籍等；藉由公開的網
路資源，例如農委會網站上之統計資料，刊載於自由電子（www.libertytimes.com.tw）

28

張金鑑譯序，比雅德（C.A.Beard）著，張金鑑譯，1996，＜政治的經濟基礎＞，台北：台灣
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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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電子報（www.chinatimes.com）、聯合電子報（paper.udn.com）、國家政策
研究基金會網站（www.npf.org.tw）等對美牛政策所做的評析及報導；以及相關的
期刊，如農委會發行的「農政與農情」、「家畜衛試所研報」，其他刊物如「經
貿法訊」、「商業週刊」、「台灣衛誌」、「高醫醫訊月刊」等，從中了解美國
牛肉進口事件的始末及與之相關的食品安全議題，並由我國在面臨美國牛肉進口
問題時所制定的政策，來解釋國家機器在這樣的國際貿易經濟事件中所發揮的政
治功能。
而學者們在各大期刊所發表之有關國家自主性的文章，例如「教學與研究」、
「重慶社會科學」、「理論與現代—探索與交流」、「理論月刊」、「中州學刊」、
「空大行政學報」、「政治學報」、「國際觀察」、「中國行政評論」與「兩岸
與國際事務季刊」等，其對現代社會面臨的問題及全球化後的衝擊所作之分析，
為筆者在國家自主性的探討上提供許多有用的資料。
美牛進口案遭受到國內許多民間團體與利益團體反對抗議，甚至通過了第一
階段的公民投票聯署，最後政府仍決意開放美牛進口，此時國家扮演著政策走向
關鍵性的角色，國家自主性成為美牛進口爭議中之討論重點。基此，本文以國家
中心論（state-centered theory）的研究途徑，將國家作為分析對象，討論在美牛進
口爭議中，國家處於國內社會與國際間所面臨的難題及所採取的行動，探討其是
否為國家自主性之展現。（詳見第二章）

第四節 研究範圍及限制

國家在美牛進口政策中扮演主導性地位，因此本文以國家及美牛政策過程為
研究範圍，但對於 2009 年擴大美牛進口時台美所簽訂之「美牛輸台議定書」究竟
定位為條約或行政協定，以及是否合於SPS協定等問題，因已有學者做出深入的研
究分析，本文便不再加以探討。另外，我國至今尚無因吃了美國牛肉而發生狂牛
16

病及瘦肉精中毒的病例，國人對美國牛肉狂牛病風險之認知、國際標準所訂之瘦
肉精最大殘留是否對人體產生危害，或是肉品中瘦肉精含量多少將有礙人體健康
等問題，與本研究僅為間接相關，為避免研究內容失焦則不加以討論。政府對狂
牛病及瘦肉精的管制措施涉及食品檢驗與環境政策的擬定，具有專業性、技術性
及科技性，由於篇幅及能力有限本文亦不予著墨。開放美國牛肉進口所引起之爭
議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來研究，而本文偏重於對美牛進口事件的描述及其在國內
社會所引發的抗議活動，並集中於「國家」及「國家自主性」理論的探討，透過
對美國牛肉進口個案來分析「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國家」間的政治經濟關係，
以及全球化、國際組織及制度對國家自主性之影響。
至於開放美牛進口的過程中執政者是否受到美方所施加的壓力？是否為了推
動TIFA復談及加入TPP而同意美牛進口？從馬總統對外所發表的言論中，對於是
否受到美方壓力有說法不一致的矛盾，29礙於無法對馬總統進行深度訪談，故無法
了解執政者內心對美國牛肉進口案最真實的想法。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
2012 年訪台時向馬總統提出要求台灣恢復進口美牛，並聲稱美牛進口問題關係著
「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rade ＆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TIFA）
談判及台灣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
TPP），30此一影響台灣進口美牛決策之重要因素，因資料收集上難以取得當時薄
瑞光與馬總統談話的詳細記錄，亦無法訪談薄瑞光本人來證實美牛進口與TIFA及
TPP的關聯性，這些皆是美牛相關議題資料取得上之限制。

29

華夏經緯網，2012.6.7，〈馬英九：為經貿而開放美牛，我不是這種人﹥
http：//big5.huaxia.com/jjtw/dnzq/2012/06/2880105.html，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2 日

30

自由時報，2012.2.2，＜會薄瑞光/美牛進口/馬立場鬆動＞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557579，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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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文章節安排共分為五章，在第一章「緒論」中首先闡明本研究的動機及為
何要進行本研究之目的，透過文獻回顧與現有學術研究對話，以了解國內學者對
美牛進口議題之研究取向，接著說明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與途徑，最後擬定研究
範圍及說明本研究所遭受之限制。
第二章為對「國家理論」的探討，透過以國家為中心的理論進行分析，建立
理論架構以強化本研究的論證。本章共分三節來論述：第一節為「當代新國家主
義觀」，1980 年在「把國家帶回來」（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聲浪中，學者
重新重視國家的角色，以國家為主體的研究途徑再次興起。因此，本文針對新國
家主義的背景及研究內容作介紹，並以新國家主義的主要理論即國家中心論為主
軸來引出國家自主性的議題。第二節「國家自主性的基本內容」，國家自主性為
國家之基本屬性，所以本節從國家自主性之起源談起，探討不同時間、不同派別
之學者對國家自主性的認知，及國家自主性的構成要素、影響因子為何。第三節
為「全球化與國際制度對國家自主性的影響」，國家自主性除了與國內社會發展
有關外，近年來更受到全球化、國際組織及制度的影響。本節首先釐清國家主權
與國家自主性的區別，接著再討論全球化對國家自主性的影響，最後探討國際制
度對國家自主性的削弱或增強現象。
第三章為「美國牛肉進口爭議及影響」，透過多方蒐集相關文獻及資料俾利
於從各個層面來看美國牛肉進口所產生的爭議及國家的政策方向。本章共分為四
小節，第一節為「狂牛病、瘦肉精與美國牛肉」，為了加強讀者對狂牛病及瘦肉
精的認識，本節一開始先介紹狂牛病的歷史緣起及對人體產生之危害，接著討論
瘦肉精添加於動物飼料中對人體的影響，並表列各國所制定肉品中瘦肉精最大容
許殘留標準。美國近十年內曾發生過狂牛病，且為允許使用瘦肉精於動物飼料中
的國家之一，對此本節末了提出國人對於美國進口的牛肉所存在的問題及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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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為「美牛進口政策的制定」，因為影響政府美牛政策之因素是多元的，本
節針對影響美牛政策的因素加以探討，並描述政府擴大開放美牛與瘦肉精爭議暴
發時之事件過程，以及政府當時所提出之因應對策。第三節為「美國牛肉進口的
反對聲浪」，由於社會民眾擔憂進口美國牛肉對食品衛生安全及身體健康將造成
不確定的風險，故起而反對美牛進口開放政策，社會上許多利益團體紛紛發聲來
阻擋美牛政策，甚至組織「反美牛聯盟」來抗議該政策之執行，本節將詳細介紹
有那些群眾或民間團體以那些方式來發起抗議行動。第四節為「國際組織及制度
對美牛進口案之影響」，在影響美牛政策的因素中，國際組織及制度扮演重要的
角色，因此本節進一步討論美牛進口案中相關之國際組織及制度，例如：WTO下
的SPS協定、食品標準委員會（Codex）、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等對自由貿
易、瘦肉精及狂牛病所作之規範，及對我國美牛進口事件所產生的影響。
第四章為「美牛政策的國家自主性分析」，將美牛政策置於以國家為中心的
理論中探討國家所扮演的角色。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從國家與社會的角度
看國家自主性」，國家與社會關係密不可分，但我國在美牛開放進口政策上，國
家偏好與社會訴求不一致，行政機關與民意機關意見發生衝突時，國家如何表現
其自主性於本節中詳加討論。第二節為「從國與國雙邊關係看國家自主性」，由
於美牛開放進口政策涉及我國與美國間經貿友好關係，更象徵我國對世界自由貿
易之決心。因此，本節從美國經濟發展演變及美牛在對外貿易的重要性談起，再
論及美國政府在美國牛肉出口問題上所遭受之國內壓力，而其中美牛進口案與我
國自由貿易之關聯性為何？美國對我國國家自主性又產生怎樣之影響？這些將在
本節中一一探討。第三節為「從國際視野看國家自主性」，在全球化下，國家與
國際間互動頻仍，國家的經濟發展除了受到國內社會各個利益團體的影響，還受
到國際組織及制度的約束，甚至他國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都可能造成我國對外貿
易競爭力下降的結果。美牛進口案我國必須考量WTO、OIE、SPS協定、Codex標
準之規定，這些國際組織及制度都影響了我國的國家自主性展現，其受到增強及
削弱的情形則於本節中加以討論。第五章為「結論及建議」，對前面各章節所探
19

討的內容作總結整理，並提出建議以做為國家未來政策擬定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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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家理論

國家理論之所以受到重視，乃因在一定的區域範圍內國家具有統治權及合法
的控制力，且與其它影響政策制定的團體或組織（如社會多元團體、菁英等）相
比，國家更掌握了政策制定及執行的決定性。因此，即使行為中心研究曾風靡一
時，但最終回歸至國家來做討論。
國家理論經過行為主義的洗禮後，於八Ｏ年代發展出新國家主義，其以國家
為中心探討國家的角色及與社會間的關係。本章第一節首先介紹新國家主義的發
展背景及國家中心論之研究內容，尤其是政治理論從社會中心研究轉為國家中心
的原因、過程，以及兩者間差異之處，並提出國家中心論相關研究學者之觀點。
第二節詳細介紹國家自主性理論，從學者們對國家自主性與社會關係之研究中理
解自主性的概念，並探討其主要構成要素及影響因素。由於世界一體化的趨勢，
國家自主性的探討不再侷限於國家與社會之間，全球化與國際制度皆可能削弱或
增強國家自主性，特別是攸關全球的環境議題及與自由貿易有關之國際標準制定
方面，國家都受到了國際組織及國際制度的限制。有關全球化與國際制度對國家
自主性影響之討論則於本章第三節中予以詳細敘明。

第一節 當代新國家主義觀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行為主義興起，政治學的研究焦點轉向個別政治行為及
團體集體行動的研究，國家不再是政治學的研究焦點，甚至遭到忽略。直到 1980
年代之後，西方學界部分學者提出「把國家帶回來」（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的主張（Nordlinger 1981,Krasner 1984,Evans,Rueschemeyer&Skocpol 1985），主要
是把傳統對於國家制度面及法律面的政治研究，以及把系統功能論中的國家與政
府的功能聯結起來做研究。因為它是相對於傳統馬克思主義與多元主義之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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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論，故被稱為國家中心理論。這種以國家為主體的研究途徑，企圖建構出一
個典範，這些研究者被稱為「新國家主義者」（Neo-Statists），而其研究途徑則被
稱為「新國家主義」（Neo-Statism）。1
一、新國家主義研究的背景
1950 年代行為主義盛行，國家被認為應該扮演「守夜人」角色即可，不要過
度干涉人們的生活，政府的功能應予以縮減。在這樣的思潮下，國家的角色、地
位大為降低，取而代之的是重視個人的政治行為、團體的利益與集體行動的研究。
因為在當時科學主義的迷思下，行為主義的研究途徑（behavioral approach）成了
社會科學的主流，政治學被要求為一門可預測的科學，政治學者轉而關心公共政
策的形成過程與實行效果，主要希望解決工業化後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此舉取代
了傳統政治學中由「法律」及「制度」層面來研究國家的純理論途徑。這種只重
視政治研究的科學性與準確性，把國家的組織表現、統治角色、統治基礎與統治
正當性等基礎忽略，而把研究焦點放在微觀的政治行為上，卻缺少宏觀的視野。
另外，由於受到美國學術界的影響，多元主義的觀點成為形成國家概念的重要依
據。在多元主義的傳統下將政治當作利益的角逐與匯集場所，國家單純反映選民
的需求、制定政策而已。相對地，在馬克斯主義（Marxists）及新馬克斯主義
（Neo-Marxists）傳統下的國家概念，從階級衝突及經濟決定論基礎出發，認為國
家是支配階級的統治工具及資本體系的維護者。而多元主義者認為國家僅是在反
應社會多元利益團的需求，其政策產出需符合社會訴求且無自身的偏好，所以對
社會只有被動做回應而已。故馬克斯主義、新馬克斯主義、多元主義三者皆以社
會中心為研究取向。2而新國家主義則以國家中心做為研究取向，將國家視為主要
分析單元，為政治生活中重要的行動者，並強調國家在政治行動上的自主性
1

高永光，1995，《論政治學中國家研究之新趨勢》，台北：永然文化，頁：41
Theda Skocpol,”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New
York ： Cambridge Press,198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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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y）以及政策執行的職能性（capacity），用較為宏觀的角度來了解國家
政治的運作及發展情況。
1980 年之後，由於科學行為主義的缺陷慢慢浮現，只重視科學性與準確性，
忽略國家的組織表現、統治角色、統治基礎與統治正當性的政治研究方式是有問
題的。而且，行為主義的政治系統研究並不能取代國家，政治系統的邊界並不等
同於國家的邊界，政治學的研究於是開始轉向。
20 世紀末政府角色持續擴大，在跨國資本主義盛行下的西方國家產生了福利
國家危機及經濟與財政上之問題時，國家企圖以政治體來化解這些危機，但卻無
法有效解決這些經濟體系所產生的問題，因此社會群眾對政府產生質疑，國家面
臨合法性危機（信任危機及權威危機），國家的功能再度被政治學界喚起，政治
學者因此意識到必須以國家為中心（state-centered）才能解釋新時代的國家與社會
間的互動，才能找出問題根本解決之道。
二、國家中心論之研究內容
新國家主義者以國家中心論（state-centered theory）為研究焦點，他們以不同
於傳統的觀點來分析利益團體對公共政策制訂的影響力，批評行為論者忽視國家
結構和制度的特性，主張國家機關在政策制訂過程中具有主動的地位，有本身的
立場、企圖心和資源，可以視為一個有決策自主性（autonomy）之積極行動者
（actor），國家機關有不同於民間社會的利益，及採取自主性的能力（capacity）
與潛力（potentiality）。因此，國家中心論者將國家視為獨立的行動者（actor）及
獨立變數，而非只是依變數。該途徑對於國家的主張可分為四點：（一）國家機
關有自身意志與利益、有自我決定力量、有自身運作邏輯與生命。（二）可以將
國家視為因果關係的自變項。（三）國家與社會之間互不相屬（mutuallyexclusive）
且界線清晰可辨。（四）主張可以將國家與社會分開研究。
國家中心論者認為，國家具有自身的政策偏好及某種程度的自主性，在推動
公共政策時不單單只是按照資本階級的利益行動，國家機關是具有理性與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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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如，新國家主義論者諾丁傑（Nordlinger，1981）曾指出，國家及其行動者
有自己的利益與及偏好，當國家偏好與社會偏好相衝突時，國家可能會依據自己
的偏好而行動，該項持續性的行動也會影響社會及私人團體對國家的限制和要
求，故而國家自主性其實就是社會行動者當中最重要的一環。3諾丁傑（Nordlinger）
進一步提出國家在處理偏好的不同時會有三種情況︰4
（一）當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偏好不一致時，國家將依自己的價值、偏好行動。
（二）國家偏好與社會偏好相異時，國家機關會將社會偏好加以轉換，使得社會
偏好與國家偏好一致。
（三）國家偏好與社會偏好未必不同時，則國家機關會依自己偏好行動。
而史卡西波（Theda Skocpol）也認為，國家是一個具有自身邏輯和利益的結構，
其所產出的政策不見得符合社會集團、階級、社會利益，某些時候他會依照自己
的偏好、行為方式來貫徹自己的意志。5也就是說這種邏輯和偏好可能並不等同於、
或混同於社會中統治階級的利益，也不等同於政治組織中所有成員的利益。
史卡西波將國家視為實際控制或企圖控制領土與人民的組織，它不僅是一個
決策組織，並且把它看成與社會階級有關的真實歷史主體和自主的行動者，從國
家行動中研究國家政策如何有利於社會整體利益。她將國家概念化為一個行為者
或一個能塑造社會產出的一項制度（一個機構），在這層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理
解為何有些國家能夠超越社會而具有自主性。作為一個行動者，國家會制定符合
自身利益的政策與目標，而這些目標的達成將有賴於國家能力及國家自主性的展
現。因此國家中心論的研究係以國家能力及國家自主性為研究重點。
史卡區波（Theda Skocpol）認為，強大的國家能力是國家自主性的基礎。6國
家能力由許多方面所組成，包括完整獨立的主權和穩固的行政，即軍事控制、忠
誠的國家官員和充足的財政資源，除了發展這些整體性的能力外，還要有發展具
3

陳啟清，2006，＜從國家中心論的觀點論國家能力的研究＞《國家與社會》，創刊號，頁 31-80
轉引自劉怡君，1999，＜政策網絡與國家機關自主性：比較英國、美國與台灣之健康保險政
策網絡＞《空大行政學報》，的 9 期，p.288
5
ThedSkocpol,1979,”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7
4

24

體政策領域的能力。而高永光則認為，在研究國家能力的大小時，需依循特定的
歷史時期或政策、事件來做評估，而且還要考慮國家其他特殊因素。7也就是說要
從對某個時期、某個別事件或政策形成的過程來探討，才能夠真正知道一個國家
的自主性及能力的強弱。8例如：史卡區波對美國的新政進行研究，發現在美國福
利 國 家 的 興 起 過 程 ， 勞 工 階 級 及 資 本 階 級 都 不 具 重 要 的 決 定 性 能 力 （ class
capacity），他們在政策形成過程中並未展現主導力量，其福利政策的形成一開始
就是由政府官員所逐步策劃。因此，她認為美國福利政策的形成，國家扮演著主
導的角色。9
她主要是將國家置於歷史中，以歷史的角度來看待特定組織結構，而推出國
家自主性觀念。在某些政策制定上國家並非僅被動的反應社會訴求而已，亦會主
動規劃本身的政策方針（不管是有利或不利於國民），所以必須將國家當成一個
有自身偏好且具有自主性的主體來研究。而諾丁傑及史卡區波對國家能力及國家
自主性所提出的基本概念為：10
（一）國家自主性：國家通常被視為宣稱控制人民及領土的組織，它不只單純地
反應反映社會團體、社會階級或社會的要求或利益等，此即通常所稱的國
家自主性（Nordlinger,1981：1；Skocpol,1985：9）。
（二）國家能力：在執行官方目標時，尤其是在面對特殊的社會經濟情況下，或
遭受到強而有力的社會團體在實質上或本質上反對時，國家與環境之間的
調和程度（Skocpol,1985：9）。
法律賦予國家重新分配社會資源的權力及強制力，擁有這樣的權力增強了國
家獨立於社會的可能性，強制力使國家在任何地方都至少是潛在的獨立於社會階
級的直接控制。史卡區波認為只有採取這種國家觀，將處於國內階級關係和國際

6

Theda Skocpol原著，劉北成譯，1998《國家與社會革命》台北：桂冠
高永光，1995，＜論政治學中國家研究之新趨勢＞，台北：永然文化，頁：95

7
8

同前註，頁：126
王振寰，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10
陳啟清，2006，＜從國家中心論的觀點論國家能力的研究＞《國家與社會》，頁：4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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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體系中的國家視為一種自主性的主體，才能理解爭議事件之發生與演變的過
程。11而國家自主性的根源是國家自身特殊利益，即保障自己的統治秩序。國家從
社會中汲取資源增強自身的實力，但國家權力的增強卻不一定在維護支配階級的
利益，有時甚至是為維護國家自身利益而威脅到支配階級的利益。國家自身利益
與支配階級的利益之間的衝突主要展現在國家兩種基本任務上。第一，國家要維
護支配階級的現存秩序，這是維護秩序穩定最簡易的方式，第二，在國際競爭中
爭取優勢。國際競爭的壓力可能會使國家採取與支配階級基本利益相互衝突甚至
相違背的政策。國家處於國內政治秩序與國際競爭的交接點上，在此基礎上才有
辦法理解國家為何會採取自主性的行動。

第二節

國家自主性的基本內容

一、馬克思主義對國家自主性的探討
除了新國家主義者對國家自主性提出討論外，其實早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
論中就可見到有關國家具有自主性的思想，其中以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
等人為代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念是建立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基礎上的，馬克
思和恩格斯雖然都認為國家只是資本家用來剝削其他階級的工具，但在特殊的歷
史與現實之下，國家會展現超越社會的力量而未表現其工具性。例如他們在對波
拿巴國家的研究中發現，當統治階級無法透過議會對行政權加以控制時，國家自
主性的能量便會逐漸累積。而當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及各派別產生政治鬥爭
的情況下，亦為波拿巴國家創造了國家自主性的有利條件。恩格斯將國家形容為”
表面上凌駕社會的力量”，在各階級間產生對立與衝突之際，為平衡不同階級和派
別的利益，國家會以公共利益代表的姿態脫離私人利益而獨立成為一種虛幻共同
11

同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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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這虛幻共同體（國家）做為統治階級的工具，必須具有相對自主性才能解決
問題，尤其是在社會發生尖銳衝突時，國家須有凌駕於社會各階級之上的自主性
才能化解衝突。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注意到了國家的自主性現象，但僅將
其視為特殊歷史現象而不具普遍性。12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國家自主理論後來被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密利本德
（Miliband）所繼承，但他覺得工具性國家理論對政治狀況解釋力不足，於是深入
探究馬克思對自主性國家的論述，而發展出新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相對自主性理
論。新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國家的相對自主性，這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國家的
相對超越性；國家作為一種凌駕於社會的力量，也是表面上凌駕於各種衝突階級
之上的力量，它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當它作為一個整體社會代表而行動
時，必須擁有高度的自主性和獨立性，才能對不同的利益階級進行協調。第二是
國家的公共性。國家的政治統治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只有執行了這些職
能，國家的統治才能持續下去，如果國家的階級性不能履行該種社會公共職能，
國家將會失去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新馬克思主義者不再將國家自主性當成特殊
歷史條件下的現象，而將其視為國家的固有特徵。為了維繫現存的社會秩序，國
家須具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密利本德認為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國家，當國家做
為一個“階級的國家”而行動時，它必須擁有高度的自主和獨立，否則無法對利
益相互衝突的不同階級進行調解。13而他也注意到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家在政治
權力上佔有主導地位，其對社會控制的範圍甚至深入各個階級，這樣的國家因此
具高度的自主性。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各個資本家之間存在著矛盾與利益衝突，當資本家內部
發生失和情況時，國家透國相對自主的角色來排解這些社會利益衝突，以鞏固資
本主義體制。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從結構主義角度考察了資本主義國家相
對自主性的根源，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濟環節的特點決定了國家相對自主
12
13

張勇、楊光斌，2010＜國家自主性理論的發展脈絡＞《教學與研究》第 5 期，p.46-52
鄭慶基，2006＜市民社會視野下國家自主性透析＞《重慶社會科學》第 9 期，頁：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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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實際佔有關係與所有關係是同源的，生產資料是
歸非勞動者（資本家）所有，而產品也歸非勞動者所有，這樣的生產方式能夠保
證非勞動者對產品的佔有，而無須超經濟因素的干預，這樣的經濟環節是有異於
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由於經濟環節無須超經濟因素的干預就能保證自身的運轉，
經濟與政治實現了相對的分離，政治環節脫離了直接的經濟內涵而獲得相對獨立
性，因而產生自身的運轉邏輯。14
二、鑲嵌自主性
國家雖然有自主性但也必須要有一定的限度，他一方面不應該使自己強大到
成為一種任意干預市場和社會的專制自主性，另一方面也不能讓自己弱小到無法
整合社會利益。在現代民間意識抬頭、社會多元發展的情況下，出現許多社會利
益集團，它們以各種方式對國家公共決策過程進行影響來實現維護自己的利益與
需求。國家在推動政策時需要考慮這些社會利益團體或階級的需求，尤其是不能
忽視弱勢社會利益團體的需求，否則將導致利益的分配不均衡及公共政策偏離了
公共利益的軌道，因為如果沒有社會的支持，國家也不容易主導政策的發展與結
果，執行政策時也不會順利，最後腐蝕了國家自主性。由於國家與社會關係密切，
國家自主性理論發展出鑲嵌自主的概念。
埃文斯（Peter Evans）觀察東亞國家經濟發展的情形，發現某些國家會運用其
權力主導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亦有社會利益團體會對國家所推出的政策予以配合
或反抗。也就是國家雖主動干預國內的經濟活動並管理社會的經濟衝突，但國內
利益團體或個人會透過抗議、遊行或對國會施壓來限制國家的干預。在經濟發展
的過程中，國家與社會適當的連結是很重要的，單靠國家自主性解釋國家的經濟
發展是不夠的。埃文斯認為，透過國家對社會鑲嵌性，國家便能與社會群體間產
生緊密且活潑的連結，而使彼此成為一個凝聚的個體。如此一來在國家進行經濟

14

張勇、楊光斌，2010，＜國家自主性理論的發展脈絡＞，《教學與研究》第 5 期，p.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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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之際，就不會遭遇太多阻礙。15一個發展中國家要實現工業化，經濟發展發揮
著重要的作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並不是經由干預社會活動來獲得自主性，而
是將官僚體制鑲嵌於社會關係中，經由互相的連接，官僚自主性與社會鑲嵌性就
能夠結合，國家才能獲得發展。所以鑲嵌自主性最常見於發展型國家，這是追求
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16
鑲嵌（embedded）一詞最早是由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並且
被將它應用在經濟與社會的研究之上。格蘭諾維特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是被
鑲嵌於社會關係中，這說明了經濟活動被動地受到社會的約束，但他並未說明經
濟活動對社會將產生甚麼影響。後來埃文斯（Peter Evans）拓展「鑲嵌」概念，並
運用於政治經濟學領域，以「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來敘述國家與
社會（市場）間的互動關係。17國家在制定發展政策時不免受到社會利益團體及本
身結構的影響，使得國家追求經濟成長的過程難以與社會分割，而在社會環境不
斷變化下，將國家自主性置於社會環境中，如此方能切合經濟發展需要，此即為
國家「鑲嵌自主性」的展現。
三、影響國家自主性的因素
國家自主性的程度主要取決於兩方面。第一，國家獨立於社會上各種利益團
體的程度。當國家越是獨立於社會上各種特殊利益團體，其相對自主性就越強。
密利本德認為，國家自主性的程度與國家行政權和國家對國會等機構所享有的自
由有關。意即國家在形式上獨立於各階級之外的相對自主的可能性與程度，此與
行政權的大小有關，當行政權力所受的限制越小，國家相對自主性就越大，相反
地，當行政權力所受的限制越大，國家相對自主性就越小。18第二，國家能力亦影
響國家自主性的程度。所謂國家能力係指國家作為一個政治實體控制和組織社會
資源、整合社會力量和推動社會發展的能力。要衡量國家自主性程度，這兩個因
16

Linda Weiss&John Hobson ,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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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必須結合起來考慮，任何一方面的弱化，都有可能導致國家自主性程度的降低。
在不擺脫社會上特殊利益團體的影響情況下，國家能力的片面增長結果會導致國
家自主性的削弱，因為國家將偏離公共利益而依附於特殊利益。相對地，如果
國家缺乏能力，那國家亦很難獨立於各種社會團體。19
從韋伯的官僚組織理論亦可來探討影響國家自主性的因素，其認為國家自主
性受「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影響。「內部」因素是指國家的官僚組織內部
是否能自主性地形成政策，而不受外力干擾。就國家內部的官僚組織系統來看，
有兩個影響國家自主性的內部因素，第一是官僚組織的「廉能性」，第二是官僚
組織形成偏好的「一致性」。當國家的官僚組織具有道德廉潔與專業政策能力時，
國家才有辦法抵抗社會壓力，自主的形成政策並執行。另外，官僚組織必須於內
部形成一致的政策偏好，才不至於產生內部衝突而抵銷力量。「外部」因素乃指
國家具有能力來對抗國家官僚組織外部的壓力，並自行決策加以執行。外部的壓
力依其來源又可分為「國內社會經濟壓力」與「國外政治經濟壓力」。當國家與
社會偏好差異程度低的時候，社會關心度低，國家受到的社會壓力較小，反之則
較大。就國際環境的層面觀之，國家自主性的分析需考慮到國際政經結構因素，
將國家放置在一個國際政經環境之內，國家自主性的分析中才能有一個完整的分
析架構。20
四、國家自主性的構成要素
國家自主性的組成要素包括理念要素和結構要素兩個部份，理念要素是指國
家對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維護，結構要素指的是國家的汲取能力、控制能力、合法
能力、創新能力。在現代國家的政治發展中，應將理念要素即對公共利益的追求
和維護置於最高的地位。現有理論尚無法對於公共利益做出統一的界定，一般而
19

陳舟望，1998，＜政治現代化與國家自主性＞《理論與現代化--探索與交流》第 1 期，頁：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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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志昇，2005＜越南的經濟轉型與政治發展—國家論觀點＞，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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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公共利益主要在體現公平與正義，是一種超越現實政治世界的信念或理念。21
而國家之所以要追求和維護公共利益，是因為國家是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化身而
產生，由於它所代表的是”社會公共利益”，因而取得相對於社會”特殊利益”
的自主性。為維護公共利益而展現國家自主性的情況，在以下兩個時期表現尤其
明顯︰一是社會危機時期。例如外敵入侵、社會動盪、物資缺乏時期，國家與社
會強勢集團的矛盾會更加突出。為了化解這些社會危機，國家會要求社會強勢集
團或市民社會作出某種讓步，而服膺於公共利益。二是社會發展時期。社會發展
是國家得以長期存在不可或缺的條件，但社會強勢集團是社會既有結構的捍衛
者，社會發展可能改變他們既得的利益。此時國家就須發揮自主性，強迫社會強
勢集團作出讓步。即使是在平常時期，國家自主性亦有展現的機會，即在社會上
各種力量處於平衡的狀態下，國家會成為超越於各種力量的調節者。22
要使國家自主性的理念要素貫徹和實施，則涉及結構要素的擁有。有關國家
自主性的結構要素內容分述如下︰23
（一）汲取能力：
國家的汲取能力表現在人和物兩方面，即對財政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汲取能
力。財政資源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礎，任何一個國家要維持政治體系的正常運
作，需要有充足的財政資源，並對其作適當的分配。人力資源的汲取係指對公
務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及進行有效的管理。特別是在全球人力資源流動快速
的背景下，這個能力的大小關係到國家自主性是否能夠真正加以實現，以及國
家體系是否可以持續發展。
（二）控制能力︰
國家的控制能力包括政治和經濟兩方面。國家的政治控制能力以國家的監獄、
法庭、軍隊等暴力基礎為基礎，以法律及政策為輔助手段，來實現穩定國家內
外秩序的目的。隨著政治的現代化，國家的控制能力中，直接以暴力控制的形
22
23

同註 19
同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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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越來越少見，取而代之的是以法律、規範、政策的形是展現。國家的經濟控
制能力主要展現在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上，透過對於產權的界定和資源
的配置，實現為社會提供更好、更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公共基礎設施、國防
等公共產品的目的。
（三）合法能力︰
國家的合法能力指國家形成一種有效信仰和價值體系的能力。在傳統政治
中，家透過意識形態塑造國家的合法性，引導人們形成對國家忠誠的信仰體
系。在現代政治體系中，對於行政績效日益重視，合法化尚需依靠國家的實際
表現和績效，以此實現國家的合法能力。
（四）創新能力︰
國家創新能力包括制度和技術創新能力。制度創新能力指國家面對社會內部
或外部挑戰時，進行制度改革和創造。制度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規則和約束。
技術創新能力是指國家根據人類科技的新趨勢，在技術領域進行改革和創造
的能力。
國家自主性的理念要素和結構要素具有密切關聯性，理念要素為結構要素提供價
值支撐，結構要素為理念要素奠定基礎。國家自主性在理念要素與結構要素交融
中得以實現和發展，而表現在公共政策上，最後透過國家的實際行動加以實現。
也就是國家作為社會各種利益的調和者，必須具備汲取能力、控制能力、合法能
力、創新能力才能達成其所欲維護的公共利益。但國際政經環境日漸複雜，國家
與社會對公共利益的認知可能產生分歧，而政府在資本主義思維下通常以經濟發
展為主要考量，而產生自身偏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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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全球化及國際制度對國家自主性的影響

全球化是 20 世紀後期重要的歷史演變，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世界各國都日
益深入全球化的進程當中，全球化已使得世界範圍中各國的經濟互動更為緊密；
生產、貿易、投資、金融、消費都逐漸國際化，資本、人力、資源自由地在全球
流動，打破傳統的國家界限。全球化運作邏輯與現今國家體系產生衝突，許多的
問題需超越國家的界限才能解決，為了維護國際間的秩序（不管是針對政治、經
濟還是文化層面），所制定的國際制度、國際法及國際間所成立的非政府組織、
政府間的組織等都對世界各國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在政治層面上，特別是對
國家自主性產生一些影響與改變，本節將就全球化及國際制度對國家自主性的影
響加以探究。
一、國家主權與國家自主性
在近代最早有系統地提出國家主權理論的是 16 世紀法國政治思想家不丹（jean
bodin），他認為國家與其它政治組織最大的不同在於國家擁有至高無上的主權。
而且這個主權具有永久性、絕對性、不可讓渡性，不可分割性、不受侵害性等性
質，它是國家基本屬性，也是國家的特徵。24到了 17 世紀國家主權理論在威斯特
伐利亞條約中被具體落實，這是歐洲經歷 30 年宗教戰爭後，歐洲國家或地區所簽
訂的雙邊和平條約，條文內容明確地指出國際關係中國家主權原則，即獨立的國
家對內享有最高統治權，對外享有完全獨立的自主權，因為具有這樣的雙重屬性，
國家可以有權利處理國內所有事物，也可以不受到國際上任何外來力量干涉與侵
犯。吳惕安、俞可平所編著的「當代西方國家理論評析」（第 314 頁）中提到：
一個主權國家必須具備對本國政治、經濟和領土的自主管轄權，否則就不稱其為主權國
家。主權是統一的、最根本的權力，國家中的一切權力都從屬於主權權力。

24

俞可平，2004，《全球化與國家主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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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國家主權對國家是至關重要的，它是國家一切權力的根本。就法理上
而言，國家在國際關係上具有絕對的主權，國家本身所制定的法律才會對本國國
內產生強制及規範效力，國際法並無法直接對本國產生作用。但由區域間所簽訂
的國際法雖然不具有強制力，它確立了國際關係中國家行為規範，而具有國際間
的道德約束力，違反國際法或國際條約的國家將會受到國際輿論的制約。從表面
上看來，國家主權似乎受到了侵害。事實上，主權國家在全球化下確實發生了一
些改變，但改變的不是國家主權原則，而是國家自主性。一個主權國家若受到非
主權國家或國際組織的影響，制定或變更本國的制度、規範，並不代表它失去了
主權或獨立性，西方學者所討論的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削弱，實質上只是國家自
主性的弱化或限制。25
二、全球化下對國家自主性的影響
交通的發達及網路的便捷使國與國間距離縮短了，資訊的取得及交流變得更
加容易，全球開始出現一體化的趨勢。在全球化的快速競爭下，國與國的關係產
生了新的變化；國際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與生活互相結合交織成全球網絡，
一國之內的事物受到更多國際規範的影響，國際間的經濟貿易關係成為國際關係
的基礎，國際的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又互為表裡，影響著國際關係的發展。在全
球市場經濟運作的過程中，企業的跨國合作與結盟越來越不受到國家約束，甚至
還進一步要求國家放鬆管制；在國際上，受到全球市場自由化的壓力下，國家也
被迫放棄對某些事項的干預與管制並遵循國際組織的規範，以加入全球市場。原
本由傳統國家機關獨立進行規劃控制的國家政策，在全球化下也要受到國際組織
及國際法的規範，尤其是在對國家的經濟及政治層面產生了影響，這當中還隱含
著國家自主性弱化的概念。
一般而言，國家自主性受到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跨國公司、全球資本市場、
全球通訊、國際法、非政府組織（NGOs）、政府間組織（IGOs）。首先，跨國公
25

魯克儉，2001，＜試論全球化對國家自主性的影響＞《教學與研究》，第 9 期，p.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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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移動”的特質，使他們選擇最有利於本身生產條件的國家投資，例如在衛生、
福利、安全、環保標準要求較低的國家設廠，特別是發展中的國家為了促進本國
經濟的成長，會採取財政及稅收的優惠以吸引外資。其次，國家機關傳統上用來
管理國民經濟的政策，如稅收政策、利率、信用控制、資本控制、匯率、公共支
出等，受到全球資本市場的影響，弱化了國家利用這些政策工具的自主性。再者，
90 年代網際網路的出現打破了訊息傳播障礙，民眾只需透過網路即可進行交易或
瀏覽網頁以獲得大量的資訊，國家控制跨界信息流動的自主性已大大的降低。在
對政治自主性的影響方面，冷戰結束後國際間制訂了越來越多的國際法規，它們
是對國家行為所制定的各種限制，例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會員國在
經濟領域的法律規範都要符合國際經濟法的規範、在歐盟立法制定某項強制性標
準時，其成員國就必須遵守等。而國際非政府組織（NGOs）日益增多，它在全球
化時代扮演壓力集團的角色，就如同國家中的社會團體一樣，也會使用各種方式
對國家所制定的政策施壓，因而影響一個國家的國內政策。最後是政府間的組織
（IGOs），較著名的有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WTO）和歐盟，國家一旦加入這
些組織即表示願意受到其拘束，對於違規定的國家將受到政治或經濟的制裁，這
些都造成會員國的國家自主性弱化。
此外，冷戰結束後世界呈現相對的和平，各國遂將注意力集中在經濟建設之
上，又加上全球化的趨勢，國家與國家間互動往來頻繁，世界經濟連動性更加密
切，我們可以看到商品和勞務的世界市場正取代了以國家為界的相對獨立的市
場。在這樣的國際社會中，國家間的相互依賴性增強，尤其是在經濟層面上，而
這樣的依存關係也使得國家間的共同利益增加、共存性加強，在這樣結構下對國
家行為產生了實質的拘束力。此外，從國際結構、全球化後各國間相互依存關係
來看，國與國間的相互依存具有不對稱性和脆弱性，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及
國力強弱，決定其在對外談判或交往時的迴旋餘地，也影響其國家自主性的強弱。
主權國家雖然享有獨立的國際地位及自主權，但並不意味著國家可以為所欲
為，不受到限制。朱陸民認為，為了創造有利於全人類生存發展的國際和平環境，
35

國家自主性應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也就是說，國家的自主程度應受到該國在世界
資本主義體系及競爭性國家系統中的結構地位所限制。國家自主性不可以無限上
綱，否則將會讓國際社會一直處於矛盾、衝突與紛爭當中。26例如在全球環境議題
上，國家對其主權範圍內的環境資源享有自主權，但這並不代表國家可以對自然
資源的開採及使用不負責任，尤其是這些自然資源被認定為全人類應共同維護的
“人類共同遺產”時，國家的開發及利用權力將會受到限制。27這些都削弱了民族
國家的自主性。
三、國際制度對國家自主性的影響
國際制度是國家間互動後產生的，國際間制定共同規範標準的目地在於維護
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或保護人類共同的遺產。主權國家之所以願意遵守國際制度
的規定，從而使自己的國家自主性受到限制和削弱，原因來自於加入國際組織將
有益於本國經濟的發展及政治的穩定，所以國家自願放棄部分自主性。在國家自
主性分析上，史卡西波（Skocpol）強調國家具有對內（國內社會）及對外（國際
社會）兩個面向，國家自主性的實際程度和後果要從特定的國內政治系統和特定
的歷史性國際環境的角度來分析和解釋。28所以我們在做國家自主性探討時，應考
量國內政治系統及與國際環境的互動關係。
從國際組織、規範對主權國家所產生之影響的角度來看，國家自主性確實受
到限制與削弱。事實上，各國的經濟活動及政治活動都受制於國際條約、國際干
預、國際慣例、強勢民族國家及國際間的調節機制，許多民族國家的自主性受到
不同程度的削弱。例如我國身為WTO的會員國，有關於食品或肉品進口檢驗標準
要依循世界衛生組織的「食品衛生檢驗及動植物檢疫措施委員會」（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簡稱SPS委員會）所達成協定，在貿易政策上
26

朱陸民，2003，＜國際相互依存中的國家自主性及其限度＞《雲南行政學院學報》，第 6 期，
頁 86-88
27
郭博堯，2001，＜背景分析－京都議定書的爭議與妥協＞最後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11 日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SD/090/SD-R-090-024.htm
28
田野，2008，＜國際制度與國家自主性－一項研究框架＞《國際觀察》，第 2 期，頁：26-32
36

即不可違反SPS協定的規範。29另外，為維護全球空氣品質，降低大氣中二氧化碳
等溫室氣體濃度，聯合國於 1992 年地球高峰會舉辦時，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對「人為溫室氣體」
（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排放做出全球性管制的宣示，
並於 1997 年 12 月日本京都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通
過具有約束效力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規範工業國家未來之溫室氣體
減量責任。30京都議定書簽約國對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因此受到限制。由此可知，國
家在享有國家自主權的同時，也應遵守國際法、國際慣例並履行國際道義。
在全球化進程中，國際非政府組織大量的成立，也制定許多國際制度，並於
全球治理上發揮重要作用，這似乎展現出國際政治生活的一種“無國家治理”狀
態。但事實上，這些國際非政府組織及制度對主權國家的國內制度規範只具有補
充效果，並不能完全替代國家機關的作用，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家組織在國際
政治生活中仍佔有重要的主導地位。面對國際制度對民族國家的國家自主性所產
的限制，國家為了保護本身的利益及實現本身的政策偏好，可能會對國際制度視
而不見甚至公然反抗其規定。而田野對國際制度與國家自主性間的關係提出了以
下看法︰31
作為全球化的一種表徵，多邊國際制度對國家自主性的影響也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
通過彙聚在某個特定領域的「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式」，國際制度對締約國的行
為做出了規定，從而使國家的偏好、意願與能力受到了約束和限制。由於決策權威的轉
移，一些社會行為體在國際層面上實現了原本在國內層面上無法實現的目標，取得了對
國家以及其他社會行為體的優勢地位。但另一方面，當國家與一些社會行為體在偏好、
意願上發生了衝突，而這些社會行為體可以在國內政策過程中阻止國家目標的實現時，
國家可以轉向國際制度來突破這些封鎖，從而實現自己的意願。因此，國際制度既可以

29

郭曉璠，1999，＜WTO/SPS委員會議各國關切議題概述＞《農委會統計與出版品》第 88 期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216&print=1，最後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11 日
30
同註 27
31
同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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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也可以增強國家的自主性。而後一種可能性，由於國家相對於其他社會組織（企業、
非政府組織等）獨一無二的特殊位置而大大增加了。

國家主權賦予國家及其官僚制定政策時的合法性，因此國家在國際制度選擇
上比其他社會行為體更具自主空間，當國家面臨政策目標與社會偏好不一致時，
國家將樂於參與和本身政策目標相一致的國際制度，以國際制度的約束性作為國
內政策合理性與合法性的來源，並經由遵守國際規範標準來突破國內社會的反抗
壓力，實現國家難以實現的目標。也就是說當國家的偏好與社會的訴求相衝突時，
國家可以透過國際制度來強化本身的立場。從這樣的角度觀之，國際制度增強了
國家對社會的自主性。
四、小結
全球化的過程是一個全球範圍內利益調整與利益分化的過程，但這並未改變
“國家利益”至上這個民族國家的普遍原則。32以國家中心論的觀點，不管是國際
社會的利益或是國內社會的偏好與國家自身利益產生衝突時，國家會為了確保其
統治權及考量國家本身的經濟利益，而制定符合國家本身利益偏好的制度。從以
上的探討中可知，在全球化及國際制度影響下，國家自主性確實被削弱了也被強
化了。但加入國際組織並遵守國際制度，是國家融入國際社會自主性的選擇，國
家具有接受或拒絕加入國際組織的權利，這種選擇的自主性可說是國家的主權展
現。一個國家的自主性在某些方面自願被限制或削弱，就不能說是民族國家主權
的喪失，所以民族國家並未被終結，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仍然無可替代。
為了調和國內社會各階級的的利益及平衡國際力量，國家必須擁有自主性與
獨立性。尤其在全球化下，政府政策形成的原因日益複雜，其不見得符合社會各
個階級的需求與利益，例如：國家限制溫室氣體、工業廢水的排放將增加資本家
的營運成本而不利於資本階級；台灣的美牛進口政策、核四的興建案都引起社會
很大的爭議，可能不符合被統治階級的利益與期待。因此，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
32

俞可平，2004 年，《球化與國家主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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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體國際環境趨勢都與政府政策的形成有關，故在探討社會及國際建制對國家
自主性的影響時，應從各個爭議事件中研究，並從國家與社會的角度擴展至國家
與國際互動關係的角度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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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牛肉進口爭議及影響

美國牛肉的進口之所以引起社會及各個民間團體反對，主要是來自對美國牛
肉的食用安全產生疑慮，美國曾於 2003 年、2005 年、2006 年及 2012 年爆發狂牛
病(BSE)，而被列為狂牛病的疫區，雖然 2007 年 5 月 22 日國際動物衛生組織(OIE)
將美國認定為狂牛病「風險已控制」國家 (Controlled Risk)，但美國牛肉與狂牛病
所產生的聯想仍然存在國人心中。2009 年我國欲擴大開放美國牛肉進口，駐美代
表袁健生與美國在台協會執行理事施藍旗(Ms.Barbara J.Schrage)共同簽定「美牛輸
台議定書」，內容有 20 項條文主要目的在擴大開放美國帶骨牛肉、絞肉及內臟等
進口台灣，此事件引起社會很大的反彈。
2011 年在美國進口的牛肉中又檢驗出我國公告禁止使用的瘦肉精殘留量，國
人擔憂瘦肉精在肉品中的殘留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社會輿論及民間團體再一次地
群起抗議，甚至引發國內政治、經濟風暴。本章首先對狂牛病、瘦肉精與對美國
牛肉之疑慮做介紹，接著針對政府開放進口美牛時之政策制定過程及內容作深入
的探討，再接下來對政府欲擴大開放美牛及制定進口牛肉瘦肉精殘留所引起的社
會反對聲浪加以整理，最後則討論國際組織及制度與我國進口美牛案之關聯性及
對其所造成之影響。
表 3-1

美國狂牛病發生案例

確 診 時 間

病 牛 之 年 齡

出 生 時 間

備

註

2003 年 12 月

6 歲 6 個月

1997 年 6 月

乳牛、來自加拿大

2005 年 6 月

12 歲 0 個月

1993 年

肉牛

2006 年 3 月

10 歲 0 個月

1996 年

肉牛

2012 月

10 歲 7 個月

2001 年

乳牛

註：1.2006 年 3 月 13 日確診，屬於零星散發型，我國未禁止美國牛肉進口
2.2012 年 4 月 24 日確診，屬於零星散發型
3.資料來源：轉引自行政院衛生署 2012 年＜美國出現第四例狂牛症，政府各單
位因應措施＞專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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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狂牛病、瘦肉精與美國牛肉

一、狂牛病
狂牛病(Mad Cow Disease)的學名是「牛海綿狀腦病變」(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簡稱BSE)，因為在病牛的腦組織中發現有許多空洞，類似海綿
狀的病變，故稱它為牛海綿狀腦病。它並不是由細菌及病毒所造成，而是由一種
可抵抗酵素、紫外線、高溫和高壓的普利昂（Prion）蛋白質所引起，牛隻經由食
用含有變性普利昂蛋白質的飼料後而感染。普利昂會先在迴腸的末端增生，再由
淋巴球帶著變性的普立昂，循著血行或淋巴液到達脊髓及腦部，它在腦部的數量
會漸漸累積增多，並導致腦組織產生空泡病變。病程的時間很長，至少要3年以
上，有的長達8年，感染的牛隻才會發病。
英國在1994至1997年間發現了16個類似人類庫賈氏病的病患，他們的腦組織
非常類似狂牛病的腦海綿狀病變，雖然尚未有直接證據顯示由狂牛病而來，但由
流行病學、動物實驗及生物科技檢查的研究資料，科學家們認為人類庫賈氏病的
發 生 與 食用病牛的牛雜有關， 並稱它為新變異型庫賈氏症(new variant CJD,
nvCJD)。直到1996年 才 證 實 了 食 用 狂 牛 病 的 牛 肉 或 內 臟 ， 會 導 致 一 種 人
類變性的庫賈氏病，而這種病目前是無藥可治。
英國在 1986 年爆發首例的狂牛症之後，其他國家包括：愛爾蘭、瑞士、葡萄
牙、阿根廷、比利時、德國、西班牙等也陸續有病例發生，狂牛病是會引起牛致
死性的腦部疾病，病牛會產生行為異常的現象，例如：行動遲緩、動作無法協
調、精神沉鬱、狂燥不安、流涎、牛隻舔鼻、磨牙等症狀，且對聲音、光線或觸
覺之刺激感到敏感。1經過多年研究認為可能是吃了感染了搔癢症(Scrapie)（也是
一種傳染性海綿樣腦病變，於 1930 年被發現）的羊隻所製成的肉骨粉飼料之故
1

賴秀穗，2009，＜認識狂牛症放心吃牛肉＞，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6 月 6 日
http://www.fda.gov.tw/upload/133/D05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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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BSE病原主要存在於感染牛隻的特定部位，這些部位統稱為「特定風險物質」
(SRMs)，包括：(一)所有年齡牛隻的扁桃腺及迴腸末端；（二）30 月齡以上牛隻的
腦、眼睛、脊髓、頭顱以及脊柱。所以，後來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頒布不得
在牛隻飼料中添加反芻動物肉骨粉的禁令，並要求牛隻在屠宰時須除去SRMs這些
高風險部位。2

表3-2 傳統型庫賈氏病(Creutzfeldt-Jacob Disease; CJD)與新變異型庫賈氏病(new
variant CJD；nvCJD)、狂牛病(BSE)之比較
名稱

傳統型庫賈氏病

新變異型庫賈氏病

基因突變

食用狂牛症肉品、

原因

染病動物骨粉
少數遺傳

發生率

狂牛病

輸血等傳染

0.5～1/100 萬

1/1000 億

10%垂直感染

發病後平均約 4 個月
致死

發病後約14個月死亡
死亡

潛伏期

數十年

7～10 年以上

數月～數年

好發年齡

平均 65 歲

29～45 歲

快速癡呆、行動力變

憂鬱、快速癡呆、行

不安、動作失調、有

差

動不協調

攻擊性、後肢無力

症狀
註︰資料來源轉引自疾病管制局 陳順勝
1970 年代初期，英國為了提高畜產業的生產效率，在牛飼料中添加動物性蛋
白─即所謂MBM（Meat and bone meal），MBM含有高量的蛋白質，可促進牛肉
的成長及乳牛汁的蛋白質含量。MBM係由屠宰動物剩下的內臟、骨頭殘渣脫水混
合榖類粗粉而成。為了降低成本，製造商把病死及傷亡的動物屍體也摻入製作
MBM。1979 年，當時英國政府鼓勵畜農使用MBM飼料，以提高畜牛之生產，製
2

廖舜右，張照勤，2012，＜人類安全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衛生議題之制度發展＞《台灣公共
衛生雜誌》，第 31 卷第 1 期，頁：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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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乃大量生產MBM用於餵食原本草食性的牛隻。3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的資料顯示，英國在 1987 年前已有 442 頭狂牛病
例，在 1990 增加到 14,181 頭，1992 當年就有 36,682 頭感染，英國政府感覺事態
嚴重，懷疑是否會感染人，因此在 1990 年成立「牛海綿狀腦病的顧問委員會」，
負責評估狂牛病的危害，到 1996 年共有 17 多萬頭牛感染，英政府開始全面撲殺
30 月齡以上的老年牛隻，在 1996 至 1999 共撲殺了 500 多萬頭牛（英國約有 1 千
1 百多萬頭牛），在 2000 年英國的狂牛病已減少到 1355 頭，在 2005 年還有 203
頭感染，到 2008 只剩 33 頭。經過各種有效的控制措施後；如嚴格禁止用動物製
成的肉骨粉餵飼牛隻（反芻獸）、牛隻在屠宰時除去SRMs高風險部位及嚴格檢查
倒牛、病牛及死亡牛隻是否有感染狂牛病等，狂牛病的病例已逐漸減少將近消失
的階段。
表 3-3

世界各國第一次發生狂牛病時間

發生時間（年）

發

生

國

家

1986

英國

1989

愛爾蘭

1990

瑞士、葡萄牙

1991

法國

1992

丹麥、德國

1993

加拿大

1994

義大利

1997

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1998

列支敦斯登

2000

西班牙

2001

捷克、希臘、日本、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芬蘭、奧地
利

2002

波蘭、以色列

2005

美國

註：資料來源轉引自鍾倩文＜消費者對進口牛肉安全的認知與期望＞
3

李淑慧、張國慧、蔡國榮、張仁杰、洪晢惇，2006 年＜臺灣 2005 年傳播性海綿狀腦病與狂犬
病監測報告＞載於農委會《家畜衛室所研報》，第 41 期，頁：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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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瘦肉精
瘦肉精為一種乙型受體素（β-agonist），在畜牧業中使用上俗稱瘦肉精，添
加於動物飼料中，可以促進其蛋白質的合成，增加家畜家禽的瘦肉比例、減少飼
料使用、使肉品提早上市、降低成本等。瘦肉精種類眾多，包括有萊克多巴胺
（Ractopamine，又名培林）、齊帕特羅（Zilpaterol）、沙丁胺醇（Salbutamol）、
特必林（Terbutaline）、克倫特羅（Clenbuterol）等，大約有 20 餘種，其中萊克多
巴胺在部分國家是允許添加在動物飼料中的。萊克多巴胺原先是研發用於治療氣
喘的用藥，但實驗中發現萊克多巴胺要達到能治療氣喘的藥量會產生極大的副作
用，因此不適用人類使用；但在動物試驗中卻偶然發現，少量用於豬隻時反而會
提高豬隻精質瘦肉的效果。
根據食品添加物聯合專家委員會（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指出，相對於克倫特羅（Clenbuterol），萊克多巴胺在動物體
內的排除速度快，單次以口服方式給予動物（狗/猴/豬）後，85%以上的萊克多巴
胺會在 24 小時內經由尿液或糞便排出；而人體口服後 6 小時，約可排除 72%的給
與量，其萊克多巴胺及其代謝物質主要是經由尿液排泄。在動物與人類血漿中之
半衰期分別為約 6-7 小時及 4 小時，24 小時後在人類血漿中已偵測不到。4
研究顯示，直接大量食入萊克多巴胺會產生噁心、肌肉顫抖、血壓上升、心
悸、無力感及頭暈等症狀，但由於萊克多巴胺於動物及人體內均可迅速代謝，人
類因飲食而累積萊克多巴胺，進而導致生理毒性之機會極低。聯合國糧農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成立的聯合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JECFA）所訂的牛肉合法使用
萊克多巴胺限量標準為 10ppb（ppb為十億分之ㄧ），如果以 60 公斤體重的人估計，
須每天吃到 6 公斤的牛肉或豬肉（約 36 客 6 盎司牛排）或 0.67 公斤豬腎（約 5 付
豬腎）或 1.5 公斤豬肝，才會超過每日的安全攝取量，因此正常飲食下，應不至於
4

洪于琇、吳明蒼，2012 年 5 月，＜瘦肉精事件的省思＞《高醫醫訊月刊》，第 31 卷 12 期http：
//www.kmuh.org.tw/www/kmcj/data/10105/7.htm，檢索日期：102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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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所建議之安全攝取量。5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在經過動物實驗確認萊克多巴胺在動物體
內的代謝反應和中毒劑量後，於 1999 年開始容許萊克多巴胺被添加至牛豬飼料
中。使用 10 多年來，數以億計的消費者食用飼料添加萊克多巴胺的肉品，迄今沒
有發現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然而，部分不法業者將治療用的乙型受體素（克倫
特羅）原料藥濫用於飼料添加，例如 2006 年中國上海就曾多次傳出民眾食用
殘留治療用乙型受體素（克倫特羅）的豬內臟引發中毒事件，西班牙亦曾發生食
用殘留克倫特羅的牛肝而引起食物中毒的案例。6一直以來在我國肉品中克倫特羅
屬不得檢出項目，所以本文所討論的瘦肉精乃指萊克多巴胺。
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防疫檢疫局（簡稱防檢局）在 2006 年 10 月將瘦
肉精列為禁用藥物，而禁止製造、調劑、輸入、輸出、販賣、陳列供產食動物使
用，並規定肉品中不得檢出瘦肉精的殘留。直到 2012 年 7 月國際食品標準委員會
（Codex）針對瘦肉精中的萊克多巴胺做出殘留標準決議後，我國依照Codex標準
訂定了進口用的食品衛生標準牛肉萊克多巴胺安全容許量，但解禁範圍以牛肉為
限。而Codex通過的萊克多巴胺最大殘留容許標準為︰豬與牛的肌肉及脂肪都是
10ppb（ppb：十億分之一）、豬跟牛的肝臟為 40ppb、豬跟牛的腎臟為 90ppb，火
雞沒有訂定。另外，目前世界各國對萊克多巴胺訂定最高殘留限量，在肌肉方面
日本不允許國產肉品殘留萊克多巴胺，但另外規範進口肌肉殘量不超過 10ppb，美
國牛肌肉為 30ppb、豬肌肉為 50ppb，澳洲未訂定牛隻的萊克多巴胺殘留量，但另
訂豬肉腎肝 200ppb、肌肉脂肪 50ppb，我國、韓國對於肌肉的規範同Codex皆為
10ppb。歐盟、大陸目前則仍然禁用瘦肉精於動物飼料中作為促進生長。

5

陳百薰，2012 年 5 月，<瘦肉之檢驗><<高醫醫訊月刊>>，第 31 卷第 12 期
檢索日期:102 年 11 月 16 日

http://www.kmuh.org.tw/www/kmcj/data/10105/5.htm

6

林月萍，2012 年 5 月，＜「萊克多巴胺」說清楚、講明白＞《農政與農情》，第 239 期
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16 日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445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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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各國目前對肉品中「萊克多巴胺」最大殘留容許量標準
Codex
種類 部位 (2012.07.05 通 美國
過)

豬

牛

澳洲

馬來
西亞

日本

韓國

紐西蘭 香港 台灣

腎

90

－

140

200

90

－

90

肝

40

150

120

200

40

40

40

肌肉

10

50

40

50

10

10

10

脂肪

10

－

－

50

10

10

10

腎

90

－

100

90

－

－

肝

40

90

40

40

40

－

肌肉

10

30

10

10

10

10

脂肪

10

－

－

10

10

450

200
－

－

100

30

肝
火雞

加拿大

肌肉

－

－

－

－

－

－

註：1.參考資料來源︰衛福部（2013.2.26 更新）
2.單位：ppb（十億分之一）
3.表中所示「-」，表示該國目前未訂有該類產品之標準
4.目前有 26 國（地區）允許添加於豬飼料，包含︰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玻利維
亞、巴西、巴拿馬、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瓜地馬拉、厄瓜多、薩
爾瓦多、宏都拉斯、尼加拉瓜、祕魯、委內瑞拉、巴貝多、澳洲、紐西蘭、印
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非、南韓、泰國、香港。
5.有 4 個國家允許添加於牛飼料，包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印尼。
6.有 2 個國家允許添加於火雞飼料，包括︰美國、加拿大。

三、美國牛肉進口疑慮
美國進口牛肉在食用上有兩個衛生安全上的疑慮：首先，美國曾為狂牛病疫
區。2003 年 12 月，美國農業部（USDA）證實美國出現首宗狂牛病的病例，當時
我國衛生署即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之規定，公告美國為狂牛病疫區，暫時禁止
美國牛肉之進口。2005 年 4 月，在美國要求下，我國同意美國 30 月齡以下不帶骨
牛肉進口。但美國於 2005 年 6 月又發生狂牛病，我依規定再度禁止美國牛肉進口。
2006 年 1 月我衛生署在網站上公告有條件重新開放美國 30 月齡以下不帶骨牛肉進
口。7之後美國政府為了提振牛肉產業，展開嚴格執行多層次的檢驗防護措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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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食用美國牛肉製品之安全與解除牛肉貿易障礙，至 2006 年由美國農業部調查
報告中提到，狂牛症的蹤跡已在美國本土消失。同時於 2007 年獲世界動物衛生組
織（OIE）認定其狂牛病為風險已控制國家（controlled BSE risk），即陸續向各國
交涉與申請全面解除美牛進口禁令，8重新打開世界各國之美牛市場。由於狂牛病
目前無藥物可以治療，我們僅能從避免食用具高風險的牛肉來加以預防，而美國
曾為狂牛病的疫區，我國卻在 2009 年底與美國簽署「美牛輸台議定書」欲擴大美
牛進口，其中還允許帶骨牛肉、內臟、絞肉等部位進口，此舉引起國內嘩然，更
衍生出政治風暴。
第二個疑慮，美國從 1999 年以來就允許萊克多巴胺添加於動物飼料中，並定
訂在食用牛肉的最大殘留量為 30ppb。但我國鑒於萊克多巴胺對人體可能產生危
害，於 2006 年 10 月公告禁止使用，但對進口肉品的萊克多巴胺殘留量檢驗並未
徹底落實。直到衛生署於 2010 年成立食品藥物管理局，才開始積極稽查、檢驗進
口肉品。嚴格的檢驗及管制措施引起美國之關切，美牛之進口量 2010 年為 35,478
公噸，到了 2011 年減為 29,733 公噸，減幅約 16%，美國認為是因美牛被檢出殘留
瘦肉精而被退貨所導致，故要求我國訂定瘦肉精最大殘留量，以消除美牛貿易障
礙。9 當時瘦肉精是否安全的問題在國內引發正反兩方的爭論。同意開放瘦肉精者
認為，我國所要開放的瘦肉精是萊克多巴胺，其毒性較低且代謝快，過去 10 年也
未傳出人類因食用含萊克多巴胺的牛肉而發生的中毒事件。而反對開放瘦肉精者
則認為，美國在飼料中添加萊克多巴胺造成豬隻過動、緊迫、心跳加速甚至死亡
(2002 年至 2011 年 3 月萊克多巴胺造成超過 17 萬頭豬隻死亡或生病)，其致病率及
致死率遠超過其他動物用藥。歐盟質疑生產萊克多巴胺的藥廠 Elanco Animal
Health 所做的人體試驗樣本數太少且缺乏對於婦女、孕婦或其他特殊族群的實驗
資料，又被 FDA 指控隱瞞試驗數據，可見萊克多巴胺的添加使用仍然具安全上之
7

林享能，2012，＜瘦肉精與美國牛肉引起之問題與對策＞
檢索日期：2013 年 8 月 10 日 http：//www.npf.org.tw/post/2/10445
8
林巍，2012，＜由國際規範檢視美國狂牛症事件＞
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17 日 http：//www.npf.org.tw/post/1/10700
9
同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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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另外，國人食用內臟的比例偏高，動物用藥又容易累積於內臟，開放萊克
多巴胺添加於動物飼料將使國人處於高度風險當中。
美牛狂牛症事件與瘦肉精使用爭議皆來自於美國畜牧業者為提高肉品生產效
率而使用或添加非天然的肉骨粉及瘦肉精所引起。由其他動物骨髓和內臟混合穀
類粗粉所製成肉骨飼料，餵食原本是草食性的牛隻，這已被證實會導致狂牛病。
而添加瘦肉精於動物飼料中目前尚無數據顯示對人體產生何種危害。但美國畜牧
業者以大規模養殖場「集中型動物飼養經營」(CAFO)模式是違反自然的飼養方
式，原本草食性的牛隻被餵食玉米做成的飼料，大量的攝取玉米飼料可以讓牛隻
快速增重，肉質上的油花分佈均勻、增加風味，卻使得牛本身免疫力減弱，容易
受到各種疾病的攻擊，美國牛肉的食品衛生安全仍為一大隱憂。
表 3-5 台灣進口牛肉統計表 (單位︰公噸)
排
列

國別
總計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80,152

100%

92,851

100%

92,623

100%

82,491

100%

92,663

100%

1

澳大
利亞

30,940

38.6%

31,063

33.5%

36,433

39.3%

38,652

46.9%

36,031

38.9%

2

美國

23,807

29.7%

35,487

38.2%

29,733

32.1%

18,027

21.8%

33,124

35.7%

3

紐西
蘭

19,988

24.9%

19,254

20.7%

20,170

21.8%

19,818

24.0%

17,963

19.4%

4

尼加
拉瓜

1,235

1.5%

1,986

2.1%

2,780

3.0%

2,656

3.2%

2,624

2.8%

5

巴拿
馬

949

1.2%

1,634

1.8%

1,862

2.0%

2,667

3.2%

1,935

2.1%

6

加拿
大

2,687

3.4%

2,586

2.8%

1,205

1.3%

386

0.5%

534

0.6%

7

巴拉
圭

388

0.5%

594

0.6%

218

0.2%

0

0%

0

0%

8

哥斯
大黎
加

158

0.2%

236

0.3%

211

0.2%

285

0.4%

289

0.3%

9

宏都
拉斯

0

0%

20

0%

0

0%

0

0%

163

0.2%

註︰資料來源 行政院農委會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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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牛進口政策的制定

在美國 2003 年傳出狂牛症(BSE)病例後，美牛食用安全性問題開始受到各國
重視，後來又再次於 2005 年、2006 年及 2012 年診斷出 BSE 案例，因此我國行政
院衛生署在此期間多次禁止及有條件開放美國牛肉進口來因應美國疫情。2008 年
馬英九先生走馬上任成為我國第 12 任總統，他將美國牛肉進口列為重要政策議
題，並派遣專家至美國實地查核以對美牛進行安全性評估，2009 年與美國正式簽
訂「美牛輸台議定書」，2011 年美國進口牛肉被檢驗出殘留我國公告禁止使用的
瘦肉精，不管是議定書的簽訂或瘦肉精的解禁皆引起社會各界的反彈，部分原因
來自政府不透明的政策制定過程。
美國牛肉進口牽涉食品衛生安全、國民健康等問題，引起社會大眾廣泛關
注，不管是個人或民間團體對美牛進口政策進行抗議及陳情，都是為了能影響或
改變政府所偏好的政策。然而國家機關的決策對內涉及民間社會不同層面，對外
又涉及國家與國際貿易體系間的關係，所以在決策的過程中須從全面性觀點及歷
史性的角度來觀察。美牛進口案國家存在國際關係上政治及經濟的考量，透過
2003 年至 2012 年政府對於美牛政策的態度及其政策制訂過程，可發現執政者對於
開放美牛進口存有既定的立場及偏好，本節就國家對美牛進口政策的訂定及管制
過程加以整理介紹。
一、美牛政策的制定過程︰
(一) 狂牛症與美牛政策：
因美國發生了狂牛病(SBE)病例，我國於 2003 年及 2005 年全面禁止美國牛肉
進口，直到 2006 年行政院衛生署依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及世界衛生組織(WTO)
之國際認定標準，經過風險評估後公告有條件開放美國牛肉進口。其同意開放的
條件為：1、進口牛肉限 30 月齡以下之牛隻。2、牛肉應去骨且去除特殊風險物質
(Specified risk materials，SRMs)。3、牛肉須有美國農業部檢查核准，且由我國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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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署核備之屠宰場及分切包裝場所屠宰、分裝。4、牛肉輸入時應附有美國農業
部之衛生證明文件。當時美國牛肉開放進口品項僅限於牛肉，而不包括帶骨牛
肉、內臟及絞肉等。後來美國在 2007 年被 OIE 列為狂牛病風險已控制國家，依
OIE 之規範標準，風險控制國家之牛隻只要除去特定風險物質，其牛肉及相關牛
肉製品是具有安全及可食性的。美國遂以此與我國展開擴大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的
談判，之後台美雙方於 2009 年 10 月 22 日簽訂了「美牛輸台議定書」(Protocol of
Bovine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BSE)-Related Measures for the Importation of Beef
and Beef Products for Human Consumption from the Territory of the Authorities
Represented by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並於 11 月 2 日宣布生效。10
「美牛輸台議定書」係由我國駐美代表袁健生與美國在台協會(AIT)執行理事
施藍旗所簽訂，行政院衛生署依照此協議制訂「進口牛肉檢疫及查驗管理辦法」
並修正了美國牛肉及其產品進口之規定，在「修正美國牛肉及其產品進口之規定」
中宣布新增開放美國 30 月齡以下帶骨牛肉、牛腦、脊隨、絞肉、內臟、牛尾等部
位，其只要通過美國系統評估制度(QSA program)並附上美國農業部駐廠獸醫簽發
之證明文件，都可以經檢驗通關輸入我國。而禁止進口的項目則只限定在 SRMs
的牛隻部位，例如迴腸末端、扁桃腺，骨頭邊、機械刮下的碎肉，與碎肉混合的
加工肉與其製品。衛生署以行政規定大幅度地開放美國牛肉進口，但此次開放進
口的項目中具有高度感染狂牛病的風險，這個政策造成社會很大的反彈，民間團
體、媒體新聞及輿論無不加以撻伐。嗣後政府為平息眾怒與美國達成「30 月齡以
下牛隻的頭骨、腦、眼睛、脊髓」原則上不進口的共識。11
除了開放進口的項目有較高感染狂牛病之風險外，簽訂「美牛輸台議定書」
本身就存在許多爭議。例如：談判過程未公開，議定書內容規定若美國再度發生
狂牛病之案例，台灣無法立即禁止美國牛肉進口，須等待美國進行案例調查，且
10

林良怡、董玉潔，2010，〈我國修法禁止台美牛肉議定書中特定部位牛肉進口〉
《經貿法訊》
第 98 期，頁︰1-5，http://www.tradelaw.nccu.edu.tw/epaper/no98/1.pdf

11

楊志良，2009，<美國牛肉進口專案報告>，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6 日
http://www.fda.gov.tw/upload/133/D042.pdf
51

表 3-6

美國牛肉開放記事

西元年月

發生事件

2003. 12

發生首例 BSE（該牛為由加拿大進口），暫停美國牛肉進口

2005. 3.

自 2005 年 4 月 16 日有條件開放美國牛肉進口

2005. 6

美國診斷出第二起 BSE 案例，2005 年 6 月 25 日暫停美國牛肉進口

2006. 1

有條件開放美國不帶骨牛肉進口

2006. 3

美國診斷出第三起 BSE 案例，但未禁止美牛進口

2006. 10

台灣公告禁用瘦肉精

2007. 5

OIE 認定美國為狂牛病風險已控制國家

2007. 6.

美國提出全面解禁美牛申請

2007.8

衛生署欲制訂瘦肉精的容許殘留量，但遭社會反對而作罷。

2009. 10

我國與美國簽署美牛輸台議定書

2009. 11

我國公告有條件開放美國帶骨牛肉進口

2010. 1

立法院修法禁止 BSE 國家牛隻內臟、絞肉等部位輸入

2012. 4

美國診斷出第四起 BSE 案例，依 2006 年原則，不禁止美國牛肉進口

2012 .7

Codex 制定肉品萊克多巴胺最大殘留容許量

2012. 8

台灣制定進口牛肉萊克多巴胺殘留容許量，解禁萊克多巴胺牛肉進
口。

資料來源︰轉引自轉引自行政院衛生署 2012 年＜美國出牛症，政府各單位因應
措施＞專案報告書及筆者整理

由 OIE 確定將美國做負向分類級數的調整後，我國才能禁止美國牛肉進口。另
外，議定書內容僅說明 30 個月齡以下的頭骨、眼睛、腦、脊髓雖不屬特定風險物
質，但我國政府可以限制其進口，也就是說，除了上述品項有 30 個月齡的限制
外，其餘牛製品(帶骨、不帶骨牛肉、牛絞肉與內臟)的進口則無條文規範。「美牛
輸台議定書」的簽訂等於大開美國牛肉進口之門，也置國人健康、食品衛生安全
於不確定的風險中，故引發社會民眾後續爭議。
事實上，我國立法院曾於 2006 年 1 月 11 日決議通過，衛生署如要進口美國牛
肉及相關產品，要向立法院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經濟及能源、預算及決算委員
會聯席會報告，且要立法院同意後才能進口。然而此次衛生署所簽訂的「美牛輸
52

台議定書」並未經立法院同意，衛生署就自行公布，違反立法院 2006 年所作之決
議。行政機關未經討論就派代表與美國簽訂「美牛輸台議定書」顯然不尊重立法
機關，引發立委們(如孔文吉、賴清德等)對行政院政策決定的黑箱作業感到不
滿。然而行政機關認為牛肉進口開放項目之規定係屬行政權責，且依國內通說與
外交部、經濟部亦皆認定該議定書並非憲法上條約，而屬於行政協定的性質，不
須事先經立法院同意。12
圖 3-1 牛隻特定風險部位圖示

註：圖片來源轉引自商業週刊 1147 期

「美牛輸台議定書」簽訂造成國內社會的不安與反彈，立法機關為回應社會
大眾的訴求，於 2010 年 1 月 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修訂「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改
條文內容而阻絕美國部分牛肉、牛隻內臟與牛肉產品進入我國市場，這使「美牛
輸台議定書」之進口範圍受到限制(表 3-7 美牛輸台議定書與食品衛生管理法內容
比較)。「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包括雖非
疫區而近十年內有發生牛海綿狀腦病或新型庫賈氏症病例之國家或地區牛隻之頭
骨、腦、眼睛、脊髓、絞肉、內臟及其他相關產製品，不得製造、加工、調配、
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而且修正條文也
12

許育銘，2010，<開放美國牛肉進口之問題建構與認知衝突分析>，義守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學位
53

禁止了 30 個月齡以上牛隻的牛肉及其相關製品的進口。13我國行政院衛生署遂於
2010 年 1 月 29 日修正美國牛肉進口之相關規定，將頭骨、腦、眼睛、脊髓、絞
肉、內臟等備具爭議的美國牛肉產品予以禁止進口。
表 3-7

美牛輸台議定書與食品衛生管理法之內容比較

美牛輸台議定書中規範美牛出口項目

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後規範牛肉進口項目

1、除特定風險物質、機械回復肉（MRM）、

1、禁止了所有 30 個月齡以上牛隻的牛肉

機械分割肉（MSM）、屠宰時 30 月齡

及其相關製品的進口。

以上牛隻之頭骨與脊柱取得的進階

2、雖非疫區而近十年內有發生牛海綿狀

回復肉製品（ARM）以外的牛肉與牛

腦病或新型庫賈氏症病例之國家或

肉製品皆可出口至台灣。

地區牛隻之頭骨、腦、眼睛、脊髓、

2、上述之特定風險物質包含：牛隻的小

絞肉、內臟及其他相關產製品，不得

腸迴腸末端（distalileum of the

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

small intestine）
、扁條腺、30 月齡

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

以上牛隻的腦、頭骨、眼睛、三叉神

公開陳列。

經節（trigeminal ganglia）
、脊隨、
脊柱、背根神經節（dorsal rool
ganglia）。
3、30 月齡以下牛隻的頭骨、腦、眼睛、
脊髓雖非特定風險物質，但可對其限
制進口。

註：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局

在國內抗議風波暫息之際，經濟部國貿局於 2010 年 4 月 1 日驟然公告，有關
牛舌、肉骨、橫膈膜(肝連肉)、牛鞭、睪丸、牛尾、牛腱、橫膈膜(裙肉)等 13 項
美國牛雜產品將可輸入台灣，這使得美國牛肉進口問題再度引發爭議。行政院衛
生署之所以再開放上述 13 項美國牛雜產品，主要來自美方的壓力，在經過與專家
學者的討論後，認為這些項目不屬於內臟範圍，因此才開放進口。但政府另外規
定了進口的牛舌每一批都要進行檢驗，又建議進口廠商不要進口這 13 項牛雜產
品，此舉引發了美方的不滿。14 在美國牛肉進口案中，政府機關受到來自國內社
會及美國的雙重壓力，美牛進口政策制訂時除需考慮民眾的需求，又須符合美國
及我國在全球化市場中的經濟利益，衡量相關利弊得失後，形成國家本身的偏
好，而做出美牛政策決定。
13

蔡佩芳，2010，<違反台美協議，美牛六部位立院三讀禁進口>，
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6 日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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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瘦肉精與美牛政策：
瘦肉精的種類繁多，在國際上及台灣因食用含有瘦肉精的農畜產品而發生中
毒事件者，大多為濫用毒性、高藥效強的 Clenbuterol(克倫特羅)或 salbutamol(沙丁
胺醇)等瘦肉精所致。近年來中國大陸陸續發生多起瘦肉精中毒事件，特別是
2006 年 9 月間上海爆發 300 多名民眾因食用含有瘦肉精(克倫特羅)的豬內臟、豬肉
導致中毒事件，由於國人常吃豬肉且有吃動物內臟的飲食習慣，此事件引起台灣
政府高度關注。
美國允許使用萊克多巴胺於牛豬飼料後，台灣於 2001 年開始研議萊克多巴胺
是否適合作為動物飼料添加物，其中經歷了 5 次的專家小組會議評估，及農委會
委託學者進行動物實驗，但在中國上海 2006 年發生瘦肉精中毒事件後，台灣的行
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旋即於 10 月公告禁止使用 Ractopamine（萊克多巴
胺）、Salbutamol（沙丁胺醇）、Terbu-taline、Clenbuterol (克倫特羅)等四類瘦肉
精，並由經濟部商檢局查驗進口肉品是否含有瘦肉精。2007 年陳水扁執政時期，
6 月份查獲進口美豬中含有瘦肉精殘留，7 月又查出國產豬肉中也有瘦肉精殘留，
當時受到美方壓力，衛生署欲制訂瘦肉精的容許殘留量，不但預告了殘留標準為
10ppb，也通報了 WTO，預計在國際瘦肉精殘留標準制訂後開放使用，但在民間
團體及國民黨的反對下而未實施。15
2011 年我國成立食品藥物管理局，進口農畜產品的檢查業務由商檢局移給食
品藥物管理局後，查驗出進口台灣的美國牛肉中含有禁用的萊克多巴胺，我國欲
予禁止輸入及退運。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第 4 項「國內外之肉品及其他相
關產製品，除依中央主管機關根據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評估所訂定安全容許標準
者外，不得檢出乙型受體素」，而 2011 年我國尚未訂出安全容許標準，也就是不
管是國內外的豬肉及牛肉之萊克多巴胺殘留量皆必須為零，美牛進口使瘦肉精殘
留問題再次浮上檯面。
其實瘦肉精問題一直存在，除了進口牛肉查驗並未落實外，近年台灣本土的
豬肉、鵝肉也都陸續被查驗出瘦肉精殘留，甚至來自雲林縣侖背鄉立旺畜牧場的
14
15

同註 12
林享能，2012，<瘦肉精宜否開放之問題與對策>，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6 月 6 日
http://www.npf.org.tw/post/3/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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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被檢驗出比萊克多巴胺毒性強百倍的沙丁胺醇。16 雖然如此，國內豬農團體
仍大力反對開放瘦肉精，他們擔心在瘦肉精牛肉開放後，緊接著是瘦肉精豬肉的
開放。自瘦肉精問題發生以來，政府即對萊克多巴胺使用於動物飼料中進行動物
試驗，在評估其不具基因毒性、致癌性及生殖毒性後，開始對民眾宣導其安全性
並提出政策管理方向，以回應社會大眾對萊克多巴胺的殘留疑慮。由此可見政府
在美國及國內社會的壓力下，仍傾向於依國際規範制訂萊克多巴胺殘留量標準，
以使美國牛肉能順利進口。
台灣為「世界貿易組織」
（WTO）與「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IE）兩個國際組
織的會員國，必須負會員之義務，不可隨意禁止貨品進口。依據 WTO 之「食品安
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ory Measures, SPS 協定）會員國應依據國際標準、準則與建議來訂定其
檢驗或防檢疫措施，遵循國際標準的規範。目前我國已依食品標準委員會
（Codex）所定的標準，訂定進口牛肉的萊克多巴胺最大殘留容許標準，只要美牛
符合該標準，通過檢驗均可合法進口。
二、美牛進口管制措施︰
對「美牛輸台議定書」的簽訂國內發起一波波的抗議行動，除了立法機關修
改「食品衛生管理法」因應外，相關行政部門亦提出美牛進口的管制措施。包括
農委會防檢局啟動三項防疫機制︰(一)境外落實進口牛肉及其產品之屠宰衛生檢
查、牛隻年齡管理、移除特定風險物質的查核。(二)在邊境加強查緝貨品檢疫與
食品驗證管制。(三)在境內實行疫情通報、執行飼料禁令等，以確保美牛進口安
全。行政院衛生署亦提出「三管五卡」的政策；包括︰(一)確實做好源頭管理︰嚴
格把關特定風險物質扁桃腺、迴腸末端等之輸入，另外腦、脊隨、眼睛、頭骨等
非特定風險物質亦杜絕進口。(二)邊境查驗更嚴格︰在邊境實施「核」－核對各項
文件、「標」－明確標示產品資訊、「開」－開箱嚴密檢查、「驗」－食品安全
檢驗、「查」－進口食品與檢疫資訊系統連線，透過這五個關卡落實邊境查驗動
16

sina 全球新聞，2011，<豬肉驗出新瘦肉精 比培林毒百倍>，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6 月 1 日
http://dailynews.sina.com/bg/tw/twpolitics/ausdaily/20110309/142522855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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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三)市場管理更清晰：要求肉品販售商及餐廳標示肉品來源等。除了中央提
出「三管五卡」來管制進口牛肉外，地方政府為因應牛肉的擴大進口也紛紛提出
具體作法，其相關措施羅列如下。
表 3-8 各縣市政府對美牛之管制措施
縣市政府

台北市

台北縣

桃園縣

具體管制措施
推動「拒絕使用美國牛肉內臟、絞肉與脊隨自主管理聯盟」與自主管理認證
機制
跟消保官合作，要求各賣場在牛肉肉品上做明確的肉品來源標示
要求餐廳、牛排館在菜單上註明牛肉來源。在大賣場、生鮮超市設置美國牛
肉專區，作為與其他地區牛肉之區隔

彰化縣

公布學校營養午餐拒用美國牛肉之六項措施

嘉義縣

拒絕美國牛肉進入國中小校園

高雄市

高雄縣

台東縣

禁止學校營養午餐使用美國牛絞肉、內臟、脊隨。建議超商、賣場等業者對
美國牛肉產品以專區陳列，讓消費者在了解的情況下自行決定是否購買。
禁止國中小學營養午餐採購美牛絞肉、內臟。呼籲中央停止擴大進口，並請
立法院予以否決該政策。
採取「二不一要」措施︰學生營養午餐不使用美國牛肉、不鼓勵民眾食用美
國牛肉、相關業者必須標示肉品來源。

註︰資料來源轉引自樊娟娟，<美國牛肉進口之議題週期與管理>，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公
共政策碩士論文

此外在瘦肉精殘留問題發生後，國內諸多民間團體發起許多抗議行動，為了
消彌國人對瘦肉精的疑慮，行政院訂定「安全容許、牛豬分離、強制標示、排除
內臟」四項政策原則。(一)參考國際標準訂定瘦肉精的安全容許量，但僅限於解禁
萊克多巴胺。(二)為顧及國人飲食習慣及本國豬肉產業的發展，僅允許進口牛肉
含有瘦肉精殘留，進口豬肉仍不得檢出。(三)將「強制標示」的規定入法，以強制
相關業者(大賣場、超市、便利商店、飯店、餐廳、牛排館等)標示肉品來源，做
出消費市場的區隔。(四)依「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近十年發生牛海綿狀腦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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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新型庫賈氏症病例國家牛隻的頭骨、腦、眼睛、脊髓、絞肉、內臟等均不得進
口。此外，我國雖然允許進口牛肉殘留瘦肉精，但國產的牛、豬肉均傾向不開放
使用，也就是說，國產肉品殘留標準仍將維持「不得檢出」，違者將依違反「動
物用藥管理法」裁罰。至於進口牛肉的瘦肉精殘留容許量，則根據國際食品標準
委員會(Codex)所制訂之標準，訂定我國進口牛肉的萊克多巴胺（進口豬肉仍不得
檢出）殘留量。17
「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改後阻擋了美國牛隻的頭骨、腦、眼睛、脊髓、絞
肉、內臟及其他相關產品進口我國，而這樣的內容與「美牛輸台議定書」所做的
協議互相牴觸，因此造成美方的不滿。美方認為台灣片面違反「美牛輸台議定書」
的行為已經影響到台美關係及台灣的國際信譽，並一度揚言要把美牛進口爭議案
提交 WTO，循爭端解決機制處理。18而瘦肉精風波則在「國際食品標準委員會」
(Codex)訂出最大容許殘留標準，及行政院衛生署修改「動物用藥殘留標準」容許
進口牛肉萊克多巴胺最大殘留量 10ppb 後，國內抗議活動才得以平息，美牛的瘦
肉精殘留問題也獲得解決。
美牛進口議題涉及國家利益的考量、民眾健康風險的管理，影響及於各種畜
產養殖業（牛、雞、豬）層面等範疇，除了來自社會上人民及利益團體的壓力，
不可否認的亦有來自美國的政治及經濟壓力。然而殘留瘦肉精的美國牛肉開放已
成定局，接著在國內政府應確實落實「三管五卡」與「四大原則」來確保國人食
品的安全，在美國方面則進行兩國對話、溝通，鞏固台美關係，重啟臺灣與美國
「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TIFA）。

17

林享能，2012，<瘦肉精宜否開放之問題與對策>，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6 月 6 日

18

蘋果日報，2010，「USTR 副代表馬蘭提斯（Demetrios Marantis）對台灣立法院修法禁止進

http://www.npf.org.tw/post/3/10306
口部分美國牛肉的做法表示
『極端失望』
，並強調『我們會考慮所有做法，包括向 WTO 提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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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牛肉進口的反對聲浪

我國牛肉的自給率不高，大多仰賴進口，所以台灣反對美牛並非為了保護國
內牛肉產業利益，主要是基於民眾對食品安全的顧慮。雖然我國政府一再宣導食
用美牛的安全性，但多數民眾對於美牛開放政策仍然感到擔憂，遂透過社會上各
個利益團或政治人物號召抗議遊行活動或發起公投來反對政府的美牛政策。例
如︰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董氏基金會、民間監督健保聯盟等民間團。在民主化的社會中利益團體與非營利
組織扮演重要的角色，政府在做任何決策時都會受到一些利益團體或非政府組織
的壓力與監督，他們以有組織、有系統的方式參與國家政策並與政府溝通協調，
進而對政府決策產生影響。
此外，在網路資訊發達的現代個人力量已變得不容小覷，參加利益團體與非
營利組織不再是唯一發表政策意見的途徑，透過網路無遠弗屆的連結，更容易集
結社會大眾之力量。早在我國發生進口美牛爭議前，韓國在 2008 年亦曾因美國牛
肉輸入韓國引起大規模抗議行動，當時南韓民眾透過網路串連，針對美國牛肉進
口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網際網路的發達讓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變得更容易了，
南韓的反美牛行動透過網路資訊的傳播讓原本散居各個角落的民眾，包括：大學
生、中學生、上班族、家庭主婦等為抗議美牛進口而紛紛走上街頭，遊行中的現
場實況亦透過網路傳送到電腦前的每個人民。19
因美國陸續發生狂牛病的病例，對於進口美國牛肉這一攸關國民健康的議
題，不論在哪個國家都引起強烈的反對聲浪。我國在 2009 年為了擴大開放美牛進
口品項而與美國簽訂「美牛輸台議定書」，食用美牛之衛生安全問題成為社會大
眾關注的焦點。近年來美國牛肉進口引發國內許多爭議，特別是在簽訂「美牛輸
19

呂苡榕，2009，<南韓紀錄片蒞台播映，呈現 40 萬網民反美牛實錄>，

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6 日

http://e-info.org.tw/node/4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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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議定書」(2009 年)及進口的美國牛肉被檢驗出殘留瘦肉精(2011 年)之後，所以相
關的抗議行動主要集中於 2009 年及 2012 年，期間各個社會團體、政黨、政治人
物及一般大眾發動多起反美牛的遊行活動，分述如下︰
一、抗議擴大美牛進口
(一)透過網路串連
在與美國簽訂「美牛輸台議定書」後，我國行政院衛生署隨即於 2009 年 11
月 2 日發布「修正美國牛肉及其產品進口之規定」，公告開放原本禁止進口的美
國帶骨牛肉、牛內臟、牛絞肉等具高風險的部位，此舉引發社會各界的反聲
浪。網友在「臉書」(Facebook)成立「抗議美國牛肉入台政策」小組，討論美國
牛肉進口與狂牛病問題，加強網友們對於進口美牛風險的認知。噗浪網(Plurk)
的網友則透過網路串連，自發性地發起「全民拒美牛、週日上街頭」抗議行動，
11 月 8 日網友們在各縣市火車站聚集並戴上「拒絕美國毒牛」的口罩來表達對政
府政策的憤怒。當時嘉義市長候選人涂醒哲亦呼應網友的號召，加入嘉義火車
站前的抗議行動，其競選總部則在車站前設置攤位受理民眾反美牛公投連署書
的簽署。20
此外，台大博士生朱政麒在總統府前吃牛糞漢堡表達其對政府美牛政策不
滿，他認為美國牛肉比台灣牛糞還毒，呼籲民眾拒吃美國牛肉，並將其吃牛糞
的影片以「我吃牛糞，我抗議！」為題上傳網路，引起網友熱烈的討論。21 這些
抗議活動在網際網路的連結引起網民們高度的關注，他們希望藉此能達到遍地
開花的效果，進而促使馬政府重啟與美國的牛肉進口談判。
(二)社會團體發動公投
當民眾對某個公共議題展現高度注意時，他們即可能加入同樣關心該議題
的利益團體或非營利組織，期待能透過組織團結的力量對政府制定的政策產生
20

郭政隆，2009，<全民拒美牛，涂醒哲聲援響應>，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6 日
http://wenews.nownews.com/news/11/news_11042.htm
21
NOWnews，2009，<台大博士生抗議美國牛肉進口，總統府前吃台灣牛糞漢堡>，
檢索日期：2014.5.28 http://www.nownews.com/n/2009/10/29/83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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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在美牛進口爭議中「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董氏基金會」、「民間監督健保聯盟」五個民
間團體共同主導美牛公投的連署，反對衛生署的美牛進口政策。其主要訴求在
否決 2009 年 11 月開放美國 30 月齡以下帶骨牛肉、絞肉、牛內臟、牛脊髓之政
策，並重啟「美牛輸台議定書」談判。
公民投票法規定由人民或民間團體所提起之全國性公民投票提案需經過兩
階段的程序，「台美重啟談判」公民投票第一階段連署在全民響應的情況下，超
過 8 萬 6,000 人簽署該公投提案，2009 年 12 月完成通過了第一階段連署。為了
回應民意，立法院於 2010 年 1 月三讀通過「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1 條條文修正
案，明文禁止美國牛絞肉、內臟和脊髓進口，暫時平息了美牛進口紛爭。因
此，2010 年 8 月第二階段連署在民眾認為爭議事件已經落幕以及公投高連署門
檻的限制下功敗垂成。22
(三)政治人物之抗議行動
對於擴大開放美牛進口，許多政治人物亦發起行動表達對美牛政策的抗
議。台南縣長蘇煥智 2009 年 11 月 9 日會同立委蔡同榮、李俊毅、民進黨台北市
黨部主委黃慶林、醫界聯盟吳樹民董事長、台灣教授協會陳儀深會長、台灣勞
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等相關民間社團代表於立法院召開記者會。蘇煥智認為雖
然修法禁止了美國牛絞肉、牛內臟、脊隨進口，但卻忽略了帶骨牛肉的骨頭因
與高風險的牛頭蓋骨、脊髓、骨髓相互連接亦可能危及民眾健康，政府應該也
將其列入禁止進口之項目，以杜絕帶骨牛肉可能造成的傷害民眾健康的疑慮。
他強烈要求中央政府「重啟對美牛肉進口談判」並立法嚴禁疫區的帶骨牛肉進口
台灣，保障消費者的健康與本土畜牧業者的權益。23
蘇煥智等共串連了南部七縣市，包括︰台南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
22

呂美鸞，2010，<反美牛公投連署敗北省思>，主婦聯盟 2010 年 10 月，241 期會訊

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12 日
23

http://www.huf.org.tw/essay/content/627

NOWnews 李文生，2009，<南縣／1114 反毒牛反出賣大遊行，蘇縣長要求重啟談判>，

檢索日期：2014 年 5 月 28 日，http://www.nownews.com/n/2009/11/09/8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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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高雄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台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與全國各社團代
表，包括︰台灣教授協會、醫界聯盟、台灣之友會、台灣勞工陣線、民間監督
健保聯盟、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台灣國辦公室、民進黨台南縣黨部、民進黨台
南市黨部、民進黨台北市黨部、民進黨台南縣議會黨團、民進黨台南市議會黨
團、立法委員蔡同榮、立法委員葉宜津、立法委員黃偉哲、立法委員李俊毅、
台灣女人連線、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綠色陣線協會，於 11 月 14 日下午帶領
人民前往總統府進行「反毒牛、反出賣、反欺騙」的遊行抗議，呼籲政府不可出
賣國民健康、打擊本土農業及重啟「美牛輸台議定書」談判。
此外，台北市長郝龍斌也發表了開放美國牛內臟、牛絞肉、脊髓進口的反
對立場，他認為中央應重新評估美牛進口品項，並在地方上推動商家組成「拒絕
使用美國牛內臟、絞肉與脊髓自主管理聯盟」，以保障消費者權益。24
二、反對瘦肉精美牛進口
(一)民間團體的訴求
2011 年我國檢驗出美國進口的牛肉中殘留瘦肉精(萊克多巴胺)，此為 2006 年
已公告禁止添加於飼料中的藥品，依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若邊境檢驗出含
有瘦肉精的肉品一律退運或銷毀，但此舉卻造成美國對台輸入牛肉之貿易障
礙。萊克多巴胺在美國是允許使用的，因此美國希望台灣依科學標準訂定安全
容許殘留量，解決瘦肉精檢疫之爭議。25 肉品瘦肉精的殘留問題引起國內利益團
體及非政府組織的關注。2012 年 3 月 5 日行政院突然於夜間發佈有條件開放瘦肉
精，瘦肉精美牛再次成為爭議焦點。「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7 日持「反對
開放瘦肉精、堅持零殘留、零檢出」白布條至台中市新市政大樓前抗議，反對政
府有條件開放瘦肉精，希望立法院制定零檢出或不含瘦肉精的肉品管制標準。26
24

莊琇閔、洪敬浤，2009，<拒美牛內臟，郝龍斌槓中央>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6 日
http://news.cts.com.tw/udn/international/200910/200910270335839.html
25
林巍，2012，<美牛問題面面觀-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檢索日期︰2012 年 11 月 21 日
http://www.npf.org.tw/post/1/11086
26
黃進恭，2012，<主婦聯盟：堅持瘦肉精零殘留>，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6 日
http://history.n.yam.com/cna/healthy/201203/201203079480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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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食物安全聯盟認為民眾對食物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健康、安全、無汙染的
食物是國家應予保障的基本人權，並提出三大訴求︰1、不得有條件開放瘦肉
精。2、有關食物安全政的策應透明公開。3、政策制定應有公民參與之機制。
其號召民眾於 4 月 1 日身穿黑衫在自由廣場靜坐，以沉默的方式表達對食物安全
問題的恐懼及不滿。27
(二)組織聯盟發動抗爭
為抵抗行政院有條件解禁瘦肉精政策，社會上許多民間團體集結起來共同
發起抗議遊行。「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看守台灣協會」、「關懷生命
協會」等社團組成「反美牛聯盟」，3 月 7 日上午至行政院抗議，向其提出「完
全禁止瘦肉精」、「陳冲負政治責任下台」、「立法院 3 月 20 日以前三讀通過
禁用瘦肉精」等 3 項訴求。28接著在 3 月 8 日上午於立法院門口召開記者會，以
「完全禁止瘦肉精，絕對不允許有條件開放」、「3 月 20 日以前立法院需三讀通
過禁用瘦肉精法案」兩大訴求，要求立院各黨團代表連署支持其訴求。民進黨黨
團代表潘孟安、親民黨黨團代表吳崑玉、以及台聯黨團代表林世嘉，皆到場承
諾推動修法，並簽署同意書。29
(三)豬農群起抗議
美國、加拿大養豬業者普遍在飼料中添加瘦肉精，讓豬隻能在短時間內增
加瘦肉量，因此所需付出的成本較為低廉，未來豬肉如隨著瘦肉精牛肉的腳步
解禁，其價格優勢將重創國內養豬業者，豬農們對此無不感到擔憂。因而中華
民國養豬協明確地表示反對政府解禁美國瘦肉精牛肉，並於 3 月 8 日發起「堅決
反對瘦肉精解禁」遊行活動，立法院聚賢樓外集結了來自各縣市的豬農表達其抗
議。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親民黨立法院黨團、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總
27

食物安全聯盟，2012，<黑暗愚人節，食物安全聯盟上凱道要求零瘦肉精>，
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5 月 28 日，http://www.huf.org.tw/essay/content/899
28
謝 佳 珍 ， 2012， <反 美 牛 聯 盟 赴 行 政 院 抗 議 >， 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6 日
http://www.cna.com.tw/topic/popular/2764-2/201203070026-1.aspx
29
反美牛聯盟，2012，<禁瘦肉精美牛，民進黨、親民黨、台聯三黨團已承諾反美牛聯盟呼籲
國民黨團共同守護人民健康>，最 後 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6 日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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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都至現場聲援遊行活動。30接著豬農們遊行至農委會門口丟擲雞蛋及豬糞
抗議瘦肉精解禁，激烈的抗爭手段引起警方高度戒備，其所造成之風波在農委
會副主委王政騰與養豬協會代表協商後才得以落幕。而其協商結論為︰1、立法
院修正食品衛生管理法前，維持瘦肉精零檢出，及加強對國內及進口肉品的查
緝。2、擴編農業經費預算，以因應未來畜牧產業的衝擊。3、在立法院修正食
品衛生管理法前，農委會不再召開諮詢小組會議。31
(四)地方首長的行動
對於中央政府欲有條件解禁瘦肉精，南部六個民進黨執政的地方縣市首
長，包含宜蘭縣林聰賢縣長、雲林縣蘇治芬縣長、嘉義縣張冠花縣長、台南市
賴清德市長、屏東縣曹啟鴻縣長、高雄市陳菊市長一致對該政策表示譴責及抗
議，並於高雄市蓮潭會館召開首長聯合會議，對瘦肉精美牛議題進行討論及意
見交換。會議後提出「出三項行動、四點要求」，即執行「就地檢驗」、落實「自
主管理」、推動「安心消費」三項行動，及要求立法院堅持瘦肉精「零檢出」立
場、要求中央政府對進口肉品加強查驗、呼籲其他縣市政府能夠一起加入拒絕
瘦肉精的行列、啟動輔導機制以降低農畜業之損害。32
由以上資料整理顯示社會大眾不再是沉默的一群，為了防止國家制訂有礙國
民害健康之虞的政策，一般民眾會透過網路集結眾人力量，或自發性地參加民間
社團，甚至民間團體組成合作聯盟共同表達對政策的抗議，進而影響政府決策。
但是美國牛肉進口案是個複雜的政策問題，尚需依賴市民社會、國家及商業領域
之間建立相互支持、高度合作的關係，國家才能得到良好的民主發展和經濟增
長。
30

溫貴香、蘇龍麒，2012，<養豬協會抗議，朝野立委聲援>， 最 後 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6 日
http://tw.news.yahoo.com/%E9%A4%8A%E8%B1%AC%E5%8D%94%E6%9C%83%E6%8A%97%
E8%AD%B0-%E6%9C%9D%E9%87%8E%E7%AB%8B%E5%A7%94%E8%81%B2%E6%8F%B4
-043311690.html
31
鐘聖雄，2012，<反瘦肉精，豬農蛋洗農委會>， 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5 月 28 日
http://pnn.pts.org.tw/main/2012/03/08/39530/
32
民進黨新聞稿，2012，<縣市首長因應瘦肉精美牛聯合會議聲明稿>
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5 月 28 日，http://www.dpp.org.tw/news_content.php?sn=6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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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際組織及制度對美牛進口案之影響

在國際貿易自由化的趨勢下，為確保自由貿易，建立多邊協商的國際貿易規
範，減低會員國之間關稅貿易及非關稅貿易障礙，提供一個穩定及可預期之國際
貿易環境，進而達到增進投資、創造就業機會、拓展商機、促進世界經濟發展、
提昇生活水準的目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簡稱GATT）在烏拉圭回合談判時
達成協議，於 1995 年成立了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是目前最重要之國際經貿組織，該組織截至 2013 年 3 月 2 日止，共計有
159 個會員國。33它在國際貿易上發揮了以下功能：（一）監督、管理及執行WTO
各項協定。（二）提供會員進行協商的場所，並尋求擴大貿易契機，定期檢討各
會員體之貿易政策，使貿易政策更加透明化。（三）提供會員間解決貿易上爭議
的場合，可以有效、快速解決各國間貿易紛爭。（四）具國際上之法人地位，可
與其他國際組織合作，決定全球之經貿政策。34我國係於 2002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
為WTO的會員國，在享受會員給予的優惠待遇的同時，也必須開放本國市場。因
此，我國對農畜產品的進口，亦應該在WTO體制下開放市場，並遵守其所制定的
貿易規範。
一、食品衛生檢驗及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簡稱SPS）
我國在成為WTO會員國之後，享有與世界其他會員國相同的權利與義務，除
了應依據雙邊或多邊談判的承諾對關稅加以調降、並調整有關的非關稅措施、削
減對本國農業之保護外，35尚需遵守食品衛生檢驗及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簡稱
33

世界貿易組織統計資料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

34

參考資料：中華經濟研究院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www/index.jsp？locale=tw

35

「非關稅措施」係 1970 年代新保護主義興起後之產物，多數為一成員國之政府以行政命令、貿
易法令及實務加以規定貿易相關措施，由於會直接牽涉到國際貿易活動，特別是在限制進口和
擴張出口上，因此易被視為是貿易障礙，而得其名。然事實上並非所有非關稅貿易措施都必然
構成障礙，因此自東京回合以後，凡是不屬於關稅型態的貿易障礙或措施，一律改稱非關稅措
施(N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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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協定）及相關規範。在動植物的防疫、檢疫法規方面，則應採行世界動物衛生
組織（OIE）及國際植物保護公約（IPPC）等國際標準及SPS協定相關規範訂定。
SPS協定為WTO所涵括的多項貿易協定之一，其設立的宗旨係為保護會員國
境內國民、動物、植物之生命健康安全，惟因WTO各會員國之經濟發展程度與所
設定之保護生命健康標準不同，一些國家採取較為嚴格之食品衛生檢驗及動植物
檢疫措施（SPS措施），造成嚴重的貿易限制。因此，SPS協定第 3.1 條規範了WTO
各會員國應根據國際標準、準則與建議來訂定其檢驗或防檢疫措施，制定與採行
合理之SPS措施標準，以避免會員國以維護該國國民及境內動植物健康為理由，
採行過於嚴格之措施，而妨礙會員間正常的農產品貿易流通。
WTO組織架構下設置三個理事會；貨品貿易理事會、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
權理事會及服務貿易理事會。置於貨品貿易理事會下的食品衛生檢驗及動植物檢
疫措施委員會，負責有關食品安全、衛生之檢驗及動植物檢疫工作等相關事項。
其組織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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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世界貿易組織（WTO）架構圖

註：資料轉引自侯宜君（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

在美牛爭議事件中，進口的美國牛肉中是否容許殘留萊克多巴胺，食用殘留
萊克多巴胺的牛肉對人體健康是否產生危害，是否可以制定最低容許標準，與之
具有密切關聯的即為SPS協定。SPS協定係為了排除各國在進行國際貿易時藉維護
國民與動植物健康之理由所產生的貿易障礙，但由於SPS協定條文簡要，無法涵蓋
所有細部規範，於是委託三個國際組織研訂相關的國際標準、準則與建議，以作
為會員國採行SPS措施時之參考。這三個組織為：（一）食品標準委員會（Co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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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mentarius Commission，簡稱Codex），負責訂定食品添加物、動物用藥品與農
藥殘留物、污染物等之標準。
（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簡稱OIE），負責與動物健康與人畜共通傳染病之有關項目。（三）國際
植物保護公約（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簡稱 IPPC），負責與植
物健康有關之項目。36
二、食品標準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簡稱Codex）
Codex係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與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所共同成立的，
在 1963 年成立後就被公認是國際間最重要的食品安全標準的制定機構，其所制定
的標準、準則成為各國政府進口食品時的檢測依據。Codex成立的宗旨主要是為
促進與維護全世界消費者的健康和經濟利益，並達到公平的國際食品貿易之目
的。它的主要功能包括：（一）協調與制定國際組織、政府和非政府機構共同認
可的一致性食品標準。（二）制定在國際貿易上通用之食品衛生標準，以促進平
貿易。（三）協調各國際組織、政府與非政府組織所制定的國際標準。（四）定
期修正、公布食品標準。
為避免各國對食品檢測標準不一致下所產生的貿易障礙，對於肉品的安全檢
驗，WTO鼓勵會員國根據食品標準委員會（Codex）所制訂的食品標準、準則及建
議來制訂本國的肉品標準，以免產生國際貿易上的非關稅貿易障礙。在進口美牛
爭議中，萊克多巴胺於美國是可以使用的動物用藥，且允許肉品中一定量的殘
留，但在 2012 年 7 月之前我國是禁止使用萊克多巴胺在動物飼料添加上，而販售
的肉品中亦不得檢出。在此情況下，我國對肉品的規定與美國的規定產生衝突，
造成美國肉品輸入我國時的貿易障礙。對於這個引發我國高度關注，牽涉政治、
經濟與國民健康的錯綜複雜之貿易難題，最後有賴食品標準委員會（Codex）在
2012 年制定肉品萊克多巴胺容許殘留量的國際標準後方得以解決。
36

呂斯文，2003，＜世界貿易組織架構下之國際植物檢疫規範＞《農政與農情》，第 129 期
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19 日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4381&star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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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PS協定之附件A中明文規定，有關食品安全檢測方面，建議遵循食品標準
委員會（Codex）所建立的標準。雖然我國並非Codex會員國，但在SPS協定下對食
品添加物、動物用藥品與農藥殘留物等仍須遵守Codex所制定的標準，以維護國
際貿易秩序。
三、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簡稱OIE）
OIE是 1924 年 1 月由比利時、阿根廷、法國、巴西等 28 個國家共同簽署「關
於在巴黎建立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的國際協定」而成立的政府組織，截至目前為止
OIE成員國及地區已經達到 178 個。37OIE的成立主要在促進國際間之合作，一起
控制預防及消滅禽畜等之傳染病、監督並即時通報動物疫情、促進獸醫間之學術
交流研究。它發揮了以下功能：（一）監督並通報各國動物疾病疫情、程度及後
續處理情形之資訊。（二）制定國際貿易中關於動物衛生、檢疫、防疫的標準及
準則。（3）促進動物疾病在病理學及預防學研究方面的國際合作。
WTO與OIE於 1998 年簽訂協議，關於動物及其產品在貿易上涉及動物健康與
衛生之各項規範及標準委託OIE制定。由於 2007 年美國被OIE評定為「狂牛病風險
已控制」
（Controlled BSE risk）國家，38加上美國對我國施以經濟及政治上的壓力，
我國遂於 2009 年與美國在台協會簽訂「美牛輸台議定書」，擴大美牛的開放進口
條件。由此可知，OIE在美牛進口爭議中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我國不但為OIE成員國之一，在SPS協定之附件A中亦明文，有關動物健康與
人畜共同傳染病須遵循國際畜疫會（OIE之前身）主導下所研訂的標準、準則與建
議。在自由貿易的世界體系下，這些國際組織及其相關協定都對國家的自主性產
生影響，但對於CODEX及OIE所做的規範以及所訂的標準，我國並非一定要照單
全收，SPS協定中提到：

37

資料來源：OIE網站 http：//www.oie.int/about-us/our-members/member-countries/
檢索日期：2013.12.20

38

OIE目前對狂牛病風險狀態分為 3 個等級：風險可忽略國家（Negligible BSE risk）、風險已控制
國家（Controlled BSE risk）、風險未定國家（Undetermined BS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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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具有科學上的正當理由，或會員確定其依據第五條第一項至第八項而實施之檢驗和防
檢疫保護水準係屬允當，則該會員可在檢驗或防檢疫措施上，引用或維持比相關國際標
準、準則或建議較高的保護水準。（第 3 條 3 項）如相關的科學證據不充分時，會員可
依現有有關資訊，包括相關國際組織及其他會員的檢驗或防檢疫措施資訊，暫時採行某
些檢驗或防檢疫措施。惟在此情況下，會員應設法取得更多必要之資訊以進行客觀的風
險評估，並應在合理期限內檢討該檢驗或防檢疫措施。（第 5 條 7 項）

可見我國若能提出對於Codex所訂定之萊克多巴胺最大殘留限量（MRLs）仍會危
害人體健康之科學上的正當理由，則我國在對牛肉進口檢驗上便可採取高於國際
標準的嚴格檢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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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牛政策的國家自主性分析

我國在開放美國牛肉的過程中，雖然遭到民間社會及地方政府之多方反對，
但最後仍放寬美國牛肉進口條件，且開放殘留瘦肉精的美牛進口，在美牛開放政
策上國家明顯展現出自己的偏好。國家為了維持本身的正當性使其能持續地運
作，在政策制定時必須做綜合性的考量，在不損及國民權益下，國家將以維護其
本身的政治與經濟利益為目標，發揮國家自主性來制定政策。本章將從國家與社
會、國家與國家、國家與國際等不同角度來分析在美牛政策中之國家自主性。

第一節 從國家與社會的角度看國家自主性

我國與美國簽訂「美牛輸台議定書」欲擴大開放美牛進口的政策，及後來的
制定美牛瘦肉精殘留標準問題，都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電子媒體、平面媒
體、利益團體、地方政府官員紛紛為捍衛民眾的健康發聲，即使在社會一片反對
與抗議的聲浪中，國家仍欲依自身的偏好來開放美國牛肉進口，此為國家中心理
論所論及的國家自主性之展現。但另一方面，國家亦不能不顧及社會民眾的訴
求，雖然國家與社會產生政策偏好上的衝突，但政府透過對進口美國牛肉的管制
措施來消彌人民對進口美牛安全上的疑慮，修改食品衛生管理法限制較具爭議性
的牛肉部位進口（頭骨、腦、眼睛、脊髓、絞肉、內臟），來維護我國在民主體
制下的國家正當性。
回到新國家主義的觀點來看，它承認國家機關在政治過程中的角色與功能會
受到社會的制約，但也強調國家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往往會有自身的立場，也常
常會對抗或壓制社會團體的要求，1以達成自己本身的利益、偏好，國家是具有自
主性的。Peter B.Evans在 1987 年提出「國家結構與國家政策：台灣經驗對新興工
1

劉佩怡、段盛華，2004，＜國家權力結構的發展＞《玄奘資訊傳播學報》第 1 期，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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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化國家的意涵」一文，其主要將分析焦點置於國家機關上，他認為台灣是一個
市場取向的國家，並透過台灣發展的歷史經驗，而做出台灣擁有「當今世界上最
強大，也最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國家機關」的結論。2
我們回顧各國經濟發展的演進歷程，通常可以發現由國家主導經濟與社會政
策，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國家干預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必要
性已獲許多人的認同，尤其是在新興東亞工業化國家更為顯著，我國早期在威權
體制下就是透過政府計畫性經濟發展的規劃而帶動國家經濟起飛的。國內許多經
濟學家大都同意造就台灣經濟奇蹟的原因在於政府適當且循序漸進的經濟發展政
策、社會民眾的勤儉努力與節儉的美德、教育普及與擁有優良的人力素質、企業
家具有接受挑戰且勇於創業的精神、早期美國的經濟援助，而其中主要的原因是
政府當時採取「計劃性自由經濟體制」的政策。3也就是在市場機能的基礎下，由
國家主導國內產業發展方向、進出口政策和經建計劃，依實際狀況對市場或經濟
施以適度的干預，所以在此階段國家展現高度的自主性。
但隨著國家民主化的演進，政治體制由威權轉向自由民主後，國家不再擁有
高度的自主性，其無法以強勢手段制定符合自身偏好的國家政策，而須考量社會
民眾的需求。在資訊發達、教育水準普遍提高的現代社會中，人民主權的概念已
慢慢深化國民心中，國家在各種重要決策制定上經常是受到社會牽制的，而非一
個完全不受影響的行動者，因此國家之於社會僅具有相對自主性。我國擴大開放
進口美牛引起社會民眾對於食用美牛是否安全產生疑慮，國家機關對民眾的訴求
不能置之不理。政府在簽訂「美牛輸台議定書」後造成國家與社會間極大的抗議
及反對聲浪，主要來自於國家與社會各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國家認為依照OIE的
標準，只要除去牛隻特定風險物質、並屏除機械回復肉（MRM）、機械分割肉
（MSM）、屠宰時 30 月齡以上牛隻之頭骨與脊柱取得的進階回復肉製品（ARM）
之外的美國牛肉及牛肉製品對人體都是安全的，所以政府要擴大開放美國牛肉。
2

同前註，頁：3
張世傑，1994，＜國家、市場與社會：一個宏觀的行政革新理念之啟示＞《中國行政評論》，第
3 卷第 3 期，頁︰161-2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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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則認為美國狂牛病仍有零星個案發生，擴大開放進口美牛內臟、絞肉等
部位可能危及國人健康安全，因此極力反對「美牛輸台議定書」所協議的內容，
國家與社會因偏好不同衝突於焉產生。
一、國家的政策偏好
我國身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必須履行WTO會員國的義務，加上必須加緊與各國
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腳步，在這個全球貿易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國政府面臨須先
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美國才可能與我國恢復TIFA談判的情況，於是台美雙方簽訂
擴大開放進口美牛議定書。事實上，不管是在陳水扁先生或馬英九先生擔任總統
期間，我國對於美國牛肉一直是抱持著開放的態度，雖然在 2003 年美國發生第一
起狂牛病病例後，我國曾短暫的禁止美國牛肉進口，但在 2005 年謝長廷先生擔任
行政院長時又有條件的重新開放美牛進口。後來進口美國牛肉在 2011 年被驗出含
有萊克多巴胺，我國為了順利、繼續地開放美牛進口而制定了牛肉萊克多巴胺最
大容許量。從我國在美牛政策的禁止與開放過程中，已然顯示國家政策的意向及
偏好。雖然社會上各個利益團體集結起來進行反對的街頭抗議，對政府進口美國
牛肉形成了莫大的壓力，但並未改變國家對美牛開放政策的偏好，此乃國家的偏
好凌駕了社會各個利益團體的訴求所肇致。因此，筆者認為此時國家發揮超越社
會的自主性力量，來執行其自身的偏好，主導美國牛肉的進口。
二、社會的訴求
我國民法 18 條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
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而人格權的內涵主要表現在對生命、身體、健康、自
由名譽及隱私等方面之保護。因此，個人的生命、身體、健康的要求亦為我國法
律所明文保障的權利。在美牛進口案中所爭議的美國牛肉早期因具有狂牛病的風
險，可能對人體健康產生危害，及後來又發現美牛殘留瘦肉精，亦可能影響健
康。所以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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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董氏基金會、民間監督健保聯盟等五個社會團體以保障身體健康之訴求，抗
議政府與美國簽訂「美牛輸台議定書」擴大開放進口美國牛肉的政策。這五個社
會團體共同主導發起了公民投票4，其內容為「要求否決衛生署於 2009 年 11 月開
放美國 30 月齡以下帶骨牛肉、絞肉、牛內臟、牛脊隨之政策，重啟「美牛輸台議
定書」談判之公民投票。受到人民與社會的高度關注的美牛進口案，在 2009 年 12
月順利完成第一階段（連署人數約 8 萬 6,000 人）的提案連署，但在 2010 年 8 月
因無法跨越第二階段 86 萬份之高門檻連署人數而宣告失敗。5這些人民及利益團
體都真實地表達、反映了社會的想法與需求。在進口的美牛被檢驗出中殘留瘦肉
精後，台灣陣線聯盟提出反對美牛瘦肉精的五大理由，主婦聯盟則主張不可將進
口含有瘦肉精的美牛，犧牲了國民健康作為重啟與美國TIFA談判的條件。養豬協
會、公民監督聯盟、食物安全聯盟等社會團體亦都認為，瘦肉精使用在動物飼養
上所產生的殘留將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民間團體再次集結起來反對政府進口殘
留瘦肉精的美國牛肉。
社會上諸多反對美牛進口的聲音源自於民眾要求國家替國民健康做好把關的
動作，這些訴求是屬於上述社會團體及多數民眾的偏好。社會的訴求與國家偏好
的政策目標產生衝突，國家為了貫行其經濟政策並達成自身的發展偏好，在
Codex訂出瘦肉精在肉品中最大殘留量的國際標準後，我國政府也依此訂出了我
國進口肉品的瘦肉精殘留標準，美國牛肉因而能順利地繼續進口我國。國家依
Codex國際標準規範訂出了符合國際標準的瘦肉精殘留標準值，一方面降低國人
對美國牛肉瘦肉精殘留可能危害健康的疑慮，一方面又成就了國家自身在美牛政
策上的偏好，國家對社會的自主性也因此被強化了。
國家雖然具有自主性，但仍不可輕忽人民、社會多元團體的訴求，國家自主
4

公民投票人民公投提案的程序分為提案及連署兩階段，全國性公民投票需經提案時最近一次總
統、副總統選舉之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的提案人提案（約相當 8 萬 6000 人），經審查後再進
入第二階段連署。第二階段連署門檻為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之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的連
署（約 86 萬人），才能啟動公民投票。

5

黃國昌，2011，＜公投民主在台灣的實踐困境與展望－一個立基於憲法價值的考察視野＞《台灣
法學》，第 182 期，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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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力量是不能被無限擴張的，否則將對社會產生過度的控制及對民眾個人自由
權利的全面扼殺。國家自主性是屬於相對的自主性。政府在制定美牛進口政策時
必須清楚民眾的實際訴求、對政策的制定是否予以支持、重視民眾所疑慮的問
題，當政策遭受民眾及社會團體群起反對，即代表國家受到公民社會某種程度的
限制，國家除了透過發揮相對自主性達到自身的政策目標，亦應仔細調節國家與
社會團體之間的衝突關係，例如：提出對進口牛肉完備的管制措施、國內牛肉產
銷履歷的建置等配套措施來化解社會對國家政策之疑慮，如此才能達到一個符合
國家偏好的發展目標且和諧的社會。6
三、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衝突
代表社會的訴求除了社會團體之外，民意代表亦反映社會的意志及偏好，制
定國家重大政策之法律規範。行政機關為國家執行及落實這些政策的組織機構，
依憲法規定，行政機關應受到立法機關的監督來施政，不得專斷。行政機關若不
接受立法機關之監督，即表示忽視全國民意，有朝向專制政權的傾向。美國自
2003 年起陸續發生狂牛病的案例，國內社會對美牛食用安全一直心存疑慮，因此
立法委員為監督行政部門的美牛政策以維護國人健康，積極參與美牛進口政策之
院會質詢及法律修正。
早在 2006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年度「中央總預算案暨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修正案」
時，於院會記名表決通過一項主決議，要求行政院衛生署必須向立法院報告且經
同意後，方能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當時該項主決議連同總預算案經由總統的簽署
及公布，成為該法定預算案之一部分，依預算法 52 條與大法官釋字 419 號解釋，
它已產生了法定的效力，可以拘束行政機關之作為。然而這項主決議是否具備法
律效力及能否拘束行政機關，引起正反兩方的爭論。2006 年衛生署突然逕自重新
開放美牛進口、2009 年與美國簽訂「美牛輸台議定書」並公告有條件開放美國帶
骨牛肉進口，行政機關都未向立法院報告並取得同意，立法委員林鴻池、賴清德
6

宋時全，2005，＜國家自主性與社會和諧發展＞《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4 期，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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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義交等都認為其違反了該項主決議。7而行政機關則認為，預算法第 52 條第 1
項規定：「法定預算附加條件或期限者，從其所定。但該條件或期限為法律所不
許者，不在此限」。在主決議中，「衛生署須向立法院報告同意後，始能開放美
國牛肉進口」等內容並非係於將來成就與否客觀上不確定之事實，因此不屬於預
算法第 52 條第 1 項所定的附加條件或期限。而針對美國牛肉主決議內容也超過預
算法 52 條第 1 項所定決議之範圍，屬「法定外決議」，並非釋字 419 號解釋理由
書所稱之立法院職權事務，所以對行政機關原則上不生法律拘束力，其僅具有建
議的性質。
美牛開放進口爭議來自國家與社會偏好的衝突，產生行政機關與多數民意代
表意見不同，其中行政機關欲擴大開放美國牛肉進口，而立法委員則多持反對立
場。在 2009 年立法院第 7 屆第 4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委
員會議中，立法委員認為行政院開放美牛進口應受到立法院的監督，對於美牛進
口應以國民健康為優先考量，行政機關逕行與美國簽訂「美牛輸台議定書」內容
同意開放帶骨牛肉、內臟、絞肉，將讓會老百姓處於狂牛病的風險，因此多表反
對意見。8
在我國，立法委員是由公民直接票選所選出，為代表社會大眾意見的代議
士，通常反應社會所偏好的政策，在社會多數民眾反對進口美國牛肉的情況下，
民意代表就成為擴大開放進口美牛的守門員，來捍衛社會大眾的健康。但行政院
衛生署行政機關認定是否開放美牛進口之決策係屬「一般行政處分」，屬於行政
機關的裁量權，在評估美國牛肉安全性後，執行國家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的政策，
促進國家經濟目標的達成。在此情況下，行政機關開放美牛政策，顯示出國家自
身偏好及利益，立法機關的反對開放美國牛肉，代表的是社會本身的訴求及偏
好，二者間的衝突於是產生。在衝突發生時，我國在半總統制的政治體系下，如
果行政權與立法權由同一政黨所掌握且占有國會多數時，握有大權的總統會透過
7

2006，＜立法院美國牛肉進口決策調閱報告＞《立法院公報》，第 96 卷，第 1 期，頁：322
立法院第 7 屆第 4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2009，《立法院
公報》，第 98 卷，第 6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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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席次優勢來制定其偏好的政策，最後演變成強行政、弱立法的權力結構，此
時行政權力凌駕立法權力之上，而在政策決定的過程中具有支配性的主導地位。
執政的政黨透過黨紀約束其黨內立法委員，以利於政策執行，另外由於在野黨佔
據席次較少，變得難以左右執政黨的政策方向。美牛進口爭議期間，在馬英九先
生執政時期，不但兼任黨主席且為占有立法院席次的多數黨，所以在政策制定上
具有主導的地位，總統對政策的偏好將大大影響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而總統對
外代表國家，在國民黨掌握行政院及立法院多數席次下，國家的自主性有被升高
的趨勢。在陳水扁先生執政時期不具有立法院多數席次的優勢，但他在政策偏好
上仍是欲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的，甚至曾要開放瘦肉精使用於動物飼料中，後因當
時的國民黨反對而作罷，所以在行政及立法院多數來自不同政黨時，國家自主性
有被壓抑的傾向。
四、政治體制對國家自主性之影響
為理解政府在美牛進口爭議時所採取的行動，尚須從我國的政治體制加以分
析；一般學者普遍認為，台灣的政治體制已從威權走向民主，公民社會聚集產生
之意見與力量經常左右著政府的政策決定，但實際上國家在做許多重大決策時並
非以民意為依歸，而以國家整體發展作為最終政策輸出的考量。因此與其說我國
為政治民主化的國家，倒不如將它視為政治多元化的展現。另外，經濟的現代化
亦非等同於社會現代化。事實上，早先台灣所創造的經濟奇蹟是倚靠一個強而有
力的威權體制，以此控制國會及民意，使行政權得以發揮對大效用來帶領國家的
經濟建設，並學習美國、日本的發展模式，逐漸累積國家資本，創造本身存在的
有利條件。9從這些政經發展的歷史回顧，發現我國的政治體制存在著威權主義的
意識形態，一直以來對政府政策之決定產生重要的影響。
隨著經濟的現代化及受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影響，我國的威權體制已漸漸朝向
民主化進行改革。但政府為了同時顧及經濟發展、福利普及化、大眾參與、確保
9

郭洪紀，1996 年，《新國家主義》，台北：揚智文化，頁：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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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實體的存在、有效政府的權威基礎、及對付外部干預，在此過程實際上是以
新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介入了市民社會，政府因而建構出對國家經濟建設、社會
文化發展的強勢主導權。郭洪紀亦指出，爭取民主並非是將國家逐出社會和經濟
的領域，亦非只留下「守夜人」的角色；現代化是推動國家、社會和個人全面民
主化的過程，並且保留國家干預的功能。10政府要干預或主導社會的政經發展，國
家自主性的發揮更顯得重要。
五、小結
近年來民間自發性的社會運動頻仍，這些社會運動常常造成民間社會與國家
對立的衝突，且在某種程度上妨礙了國家經濟發展的推動，例如：反核四運動、
反服貿協議的學運等，這些社會運動所訴求的不再只是「分配正義」的問題，而
已擴大至政府公共政策之決策範圍，11民眾經由網路集結或社會團體的號召表現出
高度的政治參與熱忱。未來國家許多經濟發展政策都將面臨社會嚴峻的審視，如
果國家無自主性將處處受制於社會，國家發展計畫將變得窒礙難行。
開放美牛進口被視為我國參與世界自由貿易決心的表現，所以在美國牛肉進
口事件中政府採取開放的態度，國家的偏好昭然若揭。雖然國家本身偏好擴大開
放美牛進口，但在民間社會團體強烈反對下，民意代表透過修改國內法律阻擋了
美國牛隻之內臟、絞肉進口，但卻也開放了美國帶骨牛肉的進口。這些社會團體、
民意代表、執政的官僚甚至政治體制本身都影響了國家自主。而由國家欲強勢主
導開放美牛的政策意向中，我們了解國家在政策上的偏好與目標，其在統治範圍
內發揮國家相對自主性做出政策決定，此亦為國家中心理論之實踐。

10

同前註，頁：150

11

張世杰，1994，＜國家、市場與社會：一個宏觀的行政革新理念之啟示＞《中國行政評論》，

第 3 卷第 3 期，頁：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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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國與國雙邊關係看國家自主性

「美牛輸台議定書」及「瘦肉精風波」所引發的爭議皆因政府欲開放進口美
牛所引起，在美牛進口案中美國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因此本節將對於美國與我
國的經貿關係加以探討。近年來世界經濟朝著更自由、開放來發展，各國為了使
其本身優勢產品順利進入他國市場，莫不互相協議降低或取消貿易保護措施。美
國居於世界上強勢國家之地位，他在經濟上從強盛的經濟大國走向出口貿易逆差
的擴大，致使美國透過各種貿易手段（例如貿易談判、FTA的簽訂等）促使美國優
勢農產品順利銷往他國。而另一方面也受到美國國內各州議員的壓力，在這樣的
情況下美牛議題亦成了美國極欲盡速解決的問題。
美國認為，我國對於進口牛肉之規定以及禁用瘦肉精都是對美牛形成非關稅
貿易障礙，不但阻礙了美牛進入我國的市場，還違反WTO下的自由貿易原則。而
美國向來對於牛肉出口問題相當重視，2012 年美國在台協會（AIT）發言人萬德
福（ChristopherKavanagh）更直言牛肉議題是台美貿易日程中主要的絆腳石，是阻
礙台美重啟TIFA復談的唯一因素，12可見我國欲積極與美國做貿易談判並改善彼此
經貿關係首要須先解決美牛問題。
而在本節中所謂國與國雙邊關係乃指我國與美國間之關係，從美牛進口案剖
析美國對我國國家自主性所產生之影響。本節將從美國本身所遭遇的經濟、貿易
問題及其受到之國內壓力談起，再探討美國與我國貿易上之利益關係，而這樣的
利益關係使美國對我國的經貿政策及國家自主性產生怎樣的影響，此為本節所要
討論的重點。

12

台灣新生報，2012，<AIT美牛案阻礙TIFA 馬：努力解決>，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6 日
https://tw.news.yahoo.com/ait-%E7%BE%8E%E7%89%9B%E6%A1%88%E9%98%BB%E7%A4%99tifa%E9%A6%AC-%E5%8A%AA%E5%8A%9B%E8%A7%A3%E6%B1%BA-1603323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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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響美國牛肉外銷政策之因素
(一)美牛輸台原因
19 世紀的 90 年代，在美國工業快速發展下，工業產值超越英國、德國等歐洲
國家，成為國際間具有優勢地位的經濟大國。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執政時期，他認
為美國在經濟上雖然能自給自足，但還可從國際貿易中獲得更大的利益，於是美
國開始力圖建立一個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為了建立一個開放、多邊的世界貿易體
系，美國與其他 22 個國家於 1947 年的日內瓦國際貿易大會上共同簽訂了「關稅
和貿易總協定」，13此協定成為了世界貿易的新規則，也就是WTO的前身。此為
美國透過國際組織推動貿易自由化的開端。
美國從 1976 年對外貿易開始出現赤字，在美元價格被高估的情況下，對外貿
易逆差持續擴大，加上其國內巨大財政赤字亦未見改善，美國政府的財政遭受到
很大的壓力及挑戰，為平衡逆差並幫助其國內產品外銷全世界，於是利用WTO對
各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開放市場、降低關稅。由於美國為世界重要的經濟體且
擁有廣大的消費市場，貿易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韓國、日本等莫不重視美國市
場。而我國為美國第 12 大雙邊貿易夥伴、第 16 大出口市場、第 12 大進口來源及
第 2 大個人消費美國農產品出口市場，14可見台灣對美國農產品的消費佔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
在美國爆發狂牛病之前（2003 年），其牛肉出口比例佔總產量百分之十，主
要輸往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台灣、香港、墨西哥及越南等國，在這七大主要
牛肉輸出市場中創造了 33 億美元的產值。15但在 2003 年底美國境內發生第一起狂
牛病病例後，世界各國紛紛對美牛進口進行管制。美國牛肉出口量從 2003 年的
13

「關稅和貿易總協定」中幾乎涵蓋所有工業及農業產品，協定主要目在國際貿易時削減關稅、
降低貿易壁壘、消除貿易中的歧視、達到國家間互惠互利。
14
陳培煌，2014，〈台美TIFA 下月 4 日華府召開〉，檢索日期：2014 年 6 月 8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politics/20140329/369171/%E2%80%
8B%E5%8F%B0%E7%BE%8ETIFA%E3%80%80%E4%B8%8B%E6%9C%884%E6%97%A5%E8%8F%AF%E5%BA%9C%E5
%8F%AC%E9%96%8B
15
賴昱誠，2012，＜從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論臺美牛肉議定書之爭議＞，國
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學位，頁：121
80

25.18 億磅降至 2004 年的 4.6 億磅，大幅地下降 81.7﹪，其出口產值亦從 2003 年
的 31.86 億美元降至 2004 年的 6.31 億美元。狂牛病重創了美牛出口貿易，造成其
國內牛肉農畜業者巨大的利益損失，美國政府除了對狂牛病提出相關因應措施，
亦開始積極拓展美牛市場。2007 年OIE將美國列為狂牛病風險已控制國家後，美國
遂積極與其主要牛肉輸出國進行貿易談判，以提升牛肉出口百分比；而其牛肉出
口量百分比從 2004 年的 1.9﹪逐漸提升，到了 2011 年已達到 10.6﹪（如表 4-1）。
表 4-1 美國牛肉產量、產值及出口量統計表
牛肉工業
年度

牛肉消

牛肉產值

牛肉產量

(十億)

(十億磅)

零售值

費量

(十億)

(十億磅)

2002

60

27.9

27.1

2003

63

27.0

2004

70

2005

牛肉出口

牛肉出口

出口量

產值

產量

百分比

(十億)

(十億磅)

（%）

27.09

2.629

2.447

9.0

32.1

26.24

3.186

2.518

9.6

27.8

34.8

24.55

0.631

0.460

1.9

71

27.8

36.6

24.68

1.031

0.697

2.8

2006

71

28.1

35.6

26.15

1.617

1.132

4.4

2007

74

28.1

36.0

26.42

2.187

1.434

5.4

2008

76

27.3

35.6

26.56

3.014

1.996

7.1

2009

73

26.8

32.0

26.07

2.909

1.936

7.4

2010

74

26.4

37.0

26.41

3.839

2.300

8.7

2011

79

25.6

45.2

26.29

5.042

2.788

10.6

註︰轉引自賴昱誠＜從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論臺美牛肉議定書之爭議＞

美國在貿易談判時通常採取「相互對待」模式，即其他國家在貿易上如何對
待美國，美國也將同樣地對待他。對於美國牛肉輸台的問題我國除了自由貿易的
考量外，亦擔心美國進行貿易報復，影響我國對美的總體出口值。此外，美國為
了使其牛肉出口量提升，以政治力介入OIE對BSE疫區劃分方式、SPS對國際標準
的制定，這些手段的使用可能影響貿易對手國之美牛政策，例如Codex瘦肉精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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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標準訂定後，美國即以國際標準值強調美牛的安全性，再透過貿易談判來降
低美國牛肉製品出口障礙。16事實上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皆不相同，有著不同
的政治、教育、社會、文化環境，對於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牛肉存在不同程度的
安全疑慮。美國為了本身的貿易利益，影響他國對肉品的管制措施及政策的制定，
這樣的做法極易造成貿易對手國國內政治紛爭及社會秩序的不穩定。
(二)美國境內之社會主導勢力
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不但受到國際情勢的變化所影響，也取決於其國內政治
及經濟發展因素。在冷戰結束後，美國持續加強其國際競爭力，開拓海外的市場、
保護美國商品國內市場、重視環境保護等問題，這些不僅是外交政策問題，亦是
國內政策問題。美國對外所施行的政策，通常會受到國內因素的影響。例如州政
府、政治人物、利益團體、非政府組織等的需求與利益，都會影響聯邦政府對外
的政治及貿易政策。
美國《時代雜誌》中曾經提到，美國的民主體制讓社會陷入三重的政治陷阱。
第一重陷阱是政治人物不斷利用意識形態製造虛假議題來切割選民，引發社會嚴
重的對立；第二重陷阱是政治人物一昧討好個別選民群體，不敢讓美國民眾面對
國內基礎設施老舊、競爭力下滑、財政吃緊等問題；第三重陷阱是美國的政治體
制容易讓一些特殊利益團體滲入其中，而影響決策過程，並且扶植其在兩黨內的
利益代理人，造成這些特殊利益團體所最關注的議題凌駕於國家利益及社會福祉
之上。17可見美國的政治人物及特殊利益團體對其國內的政治及經濟的發展確實發
揮了很大的影響力。
在這樣一個民主體制下，國家與社會關係是密不可分，從鑲嵌自主性的觀點
來看美國這樣的大國，他與社會所建立的關係是互惠、合作的，對於利益團體的
需求當然不會予以漠視。美國為世界農畜產品主要出口國家，能否繼續大量出口
美國的農畜產品，對從事農畜產業的各州農民具有重大的影響。因此，美國牛肉
16

同前註，頁：122-124

17

朱雲漢，2009，＜美國地獄十年的癥結＞，《商業週刊》，第 1151 期，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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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政策會受到其國內利益團體（或社會團體）的壓力，尤其來自美國農業州中
牛肉養殖戶所組成之工會組織，這些組織及人民則會對國會議員提出開拓國外美
牛市場，來維持其生計的提議。
狂牛病問題重挫了美國牛肉出口量，使聯邦政府受到國會議員多方壓力，德
州的聯邦眾議院議員柏吾（Ted Poe）對美牛議題相當重視，長久以來一直向美國
農業部及貿易代表處施壓，要求打開美國牛肉的外國市場。愛華達州參議員葛拉
斯里（Charles Grassley）認為，許多國家自行訂定的進口美國牛肉的標準，缺乏
科學根據，已經嚴重限制美國牛肉出口，違反自由貿易之精神。加州眾議員羅艾
斯（Ed Royce）提出台灣不應被美牛爭議問題牽制，而使得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
定（TIFA）受到延宕。18蒙大拿州參議員包克斯（Max Baucus）為參議會中具有極
大權力的人物，其地位僅次於共和黨和民主黨領袖，為刺激蒙州經濟，他帶領美
國畜牧業者和商界人士向美國及世界許多國家施壓，要求各國開放美國牛肉進
口。19
(三)美台之間的關係
我國為推動與美國間貿易之相關議程，在 1994 年 9 月與美國簽訂「台美貿易
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此為台灣與美國在貿易上最高層級的定期協商機制，
但因美牛進口爭議，導致TIFA停擺多年。事實上，我國欲透過TIFA的談判來與美
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進而加入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
以加強跨區域間的經濟貿易合作。也就是說，美牛進口案影響我國是否能與美國
重啟TIFA談判及簽定FTA、TPP的重要原因。美國在臺協會（AIT）處長司徒文
（William A. Stanton）曾說過，美牛問題未解決，很難重啟台美TIFA談判。20美國
18

廖漢原，＜美牛出口受阻，國會議員有壓力＞，檢索日期：2013.12.25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3/1/n3527313.htm
19
蕭富元，2012，＜美牛攻台幕後總司令信件曝光＞《天下雜誌》，第 493 期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31394
20
雷光涵、洪哲政，2012，〈司徒文挑明講：美牛無解 TIFA難
談〉http://worldjournal.com/view/aTaiwannews/17804870/article-%E5%8F%B8%E5%BE%92%E6
%96%87%E6%8C%91%E6%98%8E%E8%AC%9B%EF%BC%9A%E7%BE%8E%E7%89%9B%E
7%84%A1%E8%A7%A3-TIFA%E9%9B%A3%E8%AB%87，檢索日期：2014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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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代表（USTR）柯克（RON KIRK）亦曾向我國經濟部長施顏祥表示，對台美
經貿關係相當重視，希望能有效解決美牛爭議，並重啟TIFA的協商。21我國外交部
長楊進添亦明白表示，與美方之TIFA協商因 2007 年美牛進口爭議而停擺。22從美
國的表態及我國政府官員的發言可知，要突破我國與美國間的貿易談判僵局，就
應先解決美牛進口案。23
根據統計我國對美國的貿易依賴大於美國對我國的依賴，若因禁止美國牛肉
進口造成台美經貿關係惡化，可能影響我國電子業、機械、鋼鐵及紡織業的對美
國出口，所以我國政府認為應該與美國保持良好的貿易伙伴關係，俾利後續台美
TIFA（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及FTA（Free Trade Agreement）
之簽訂及加入TPP（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二、美國對我國國家自主性之影響
美國牛肉一直是其國內重要的農畜產品，在外貿上具有龐大的經濟利益，為
了能使美國牛肉外銷世界各國，美國運用各種手段及方式對貿易對手國施壓，促
其擴大開放進口美國牛肉之條件，以增進美國肉品產業之利益。我國為美國牛肉
的主要市場之一，由AIT相關的談話可知，美國十分重視我國的牛肉市場，並不時
以恢復TIFA談判作為籌碼，對我國的牛肉進口政策產生莫大壓力。這樣的舉動顯
示出，美國欲藉著貿易談判的壓力來干預我國的進口牛肉解禁案，也就是干涉了
我國在經濟政策上的自主性。從表面上看來，美國介入我國的美牛政策，似乎使
得我國國家自主性降低了。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國開放美牛進口的政策，乃為
表現其加入世界貿易體系的決心。與各國間簽訂FTA，遵守WTO架構下的相關協
定，都是我國自主性的選擇。因為美國縱使以台灣違反WTO架構下的貿易原則來
對我國政府施壓，但我國也可以援引SPS協定第 3 條第 3 項採取較高的檢驗標準來
21

林巍，2012，＜突破美牛問題以加速TIFA談判＞，國家政策基金會，檢索日期：2013.12.27
http：//www.npf.org.tw/post/3/10885
22
NOWnews綜合報導，2012，＜健康還是利益？楊進添坦言美牛是台美貿易的一部份＞，檢索日
期：2014.3.5，http：//tw.news.yahoo.com/健康還是利益問題-楊進添坦言美牛是台美貿易的-部份
-130558744.html
23
台美於美牛問題解決後，TIFA於 2013 年 3 月 10 日重啟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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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拒絕，24這可展現國家在美牛政策上風險管理的自主性。在經貿政策上與世界
各國簽訂FTA，保持國際貿易上的競爭力，是我國在經濟發展上的總體策略。而國
家自主性仰賴國家穩定的政治經濟情勢而得以存在，因此不可能脫離經濟生產及
政治運作。
自由市場帶領世界政治與經濟進入了共存共榮的新時代，但在貿易自由化過
程中所創造出新的貿易整合環境及利益網路，仍必須建築在傳統國家的政治與經
濟利益之上，國家在經濟發展策略、整體目標及方向上仍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美國牛肉進口爭議中，國家要調和美國壓力與化解國內社會衝突，這需要國家
自主性適度的展現。而這自主性表現在我國對「食品衛生管理法」的修正條文上，
雖然與「美牛輸台議定書」的部分內容相牴觸，立法機關仍於法規中明文禁止了
牛絞肉、內臟、脊隨的進口，行政機關則做出相關的檢驗管制措施來保障國人食
用牛肉的健康安全。
三、小結
今日世界上許多國家正積極地與其貿易對手國簽訂貿易協議，並加入區域經
濟合作組織以建立多邊經貿夥伴關係。不論我國或美國在這市場開放、自由貿易
的世界局勢中，皆懷有各自的國家政經發展策略。我國係屬海島型經濟，貿易以
口為導向，政府認為若不加速與貿易對手國進行自由貿易談判，將造成我國出口
競爭力降低，可能壓抑經濟成長及造成產業外移。因此重啟與美國TIFA談判、加
入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經濟伙伴協議（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區
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為國
家目前重要的政策目標。25
24

SPS協定第三條第三項中規定，若具有科學上的正當理由，或會員確定其依據第五條第一項至第
八項而實施之檢驗和防檢疫保護水準係屬允當，則該會員可在檢驗或防檢疫措施上，引用或維
持比相關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較高的保護水準。惟無論上述規定為何，凡檢驗或防檢疫措施
之保護水準與依據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所制定者有所不同時，該措施仍不應與本協定中之其

25

他條款規定不一致。
李沃牆，2014，＜台灣加入TPP與RCEP的機會與挑戰＞，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7 日
http：//www.npf.org.tw/post/1/13404
85

美牛開放進口問題為我國與美國是否恢復TIFA談判的主要關鍵，國家要除了
要顧及本身的經濟發展策略，尚須確保國民食用美牛的衛生安全。政府為了達到
與美國恢復TIFA談判目的，依Codex國際標準制定了國內進口肉品瘦肉精最大殘留
標準量，可視為替美牛進口爭議做解套，使美牛能繼續順利地進口至我國。表面
上我國確實承受了美國的美牛進口壓力，但這個壓力卻來自我國對TIFA、TPP簽
訂之迫切需要，我國在制定美牛進口政策時仍以國家本身的經濟發展目標為考
量，雖然受到恢復TIFA談判之壓力，並不能因此說國家喪失了自主性。

第三節

從國際視野看國家自主性

我國為發展取向的國家，其具有兩大特點：第一，國家會使用本身的權力及
財政來增進物質生產。第二，政府會宣稱其代表全體國民的共同利益，致力於國
家發展，並以這些主張來權威化它的統治合法性。26但全體國民共同利益有時只是
國家自身的發展偏好而已，並非真正代表全民的利益。美牛開放進口政策即為明
顯的例子。政府以開放美牛展現貿易自由化的決心，促使各國有信心與我國進行
自由貿易的談判，建造商品、金融投資及服務自由流通的共同市場，進而達到國
家經濟發展目標。由上一節的討論中了解美牛進口案背後有來自美國的壓力，此
外還面對國際貿易競爭上的壓力，這些背景因素皆影響了國家自主性，因此本節
先針對我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與貿易競爭做簡要的說明，再探討其對國家自主性
所產生之影響。
一、國際環境與貿易競爭
(一)國際經濟發展局勢
我國身為國際社會中一分子，加入了WTO就應當遵守與國際間簽訂的各種協
定並履行國際條約，因此在國際貿易上國家不會只關注於國內社會的偏好，它還
26

彭懷恩，1999，<<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頁：158
86

會考量本身總體的經濟發展目標。在已形成的國際自由貿易體系下，我國不可能
自絕於世界市場之外，國際貿易爭奪戰已經展開。WTO成立至今（2014 年）已屆
滿 19 年，在杜哈回合談判一直未能有所進展下，區域間經濟整合及自由貿易協定
（FTA）於是興起。國與國之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將進口商品的關稅調整至幾乎
為零，在這樣的國際局勢下，我國若不積極與他國建立自由貿易協定（FTA），則
將會失去對外談判的先機，市場將會被我國主要競爭對手國所搶奪，27這對以出口
貿易為經濟命脈的台灣將造成莫大的傷害。
央行總裁彭淮南於 2013 年 12 月 23 日提出兩大經濟振興方案，其一是隨著大
陸經濟的轉型（由投資及出口型態轉為服務業為主），我國應研擬貿易相關對策。
第二我國與各國簽訂FTA的進度相對落後，我國與南韓在主要出口市場佔有率差距
持續加大，尤其 2012 年美國與南韓的FTA生效後，台韓出口市占率明顯擴大（如
圖 4-1）。為了在貿易上急起直追，政府認為應加緊與各國簽訂FTA，以免失去貿
易先機。28 彭淮南先生亦認為南韓在簽署FTA上領先台灣很多，如果台灣被邊緣
化，經濟上將失去動能，在廠商外移下會影響國人的就業機會。29所以國家在面對
經濟發展議題時，偏好於與他國進行自由貿易談判，並積極加入區域經濟組織，
創造有利於本國的出口貿易環境。所以現今許多國家都積極地與他國簽署FTA及加
入區域型經濟組織，來強化本身之貿易競爭力。

註：資料來源中央銀行（圖轉引自聯合報 2013 年 12 月 24 日）

圖 4-1

南韓簽FTA後，台韓主要出口市占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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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經濟的整合
除了國際上各國之間加緊腳步簽訂FTA，在 2010 年 1 月 1 日東協中國自由貿
易區（ACFTA）（簡稱東協加一）開啟了東亞地區自由貿易協定，第二波東協加
三（中國、南韓、日本）於 2012 年上路，未來東協加六（中國、南韓、日本、紐
西蘭、澳洲、印度）預計於 2020 年上路。在這個擁有 30 億人口的地區，即將建
立一個「亞太經濟共同體」，經由這些自由貿易協定，達到國家與國家貿易零關
稅的目標。這樣的超大區域經濟體，將對其他未加入的國家或未與之簽訂FTA的國
家築起一道零關稅的貿易壁壘，身處亞洲地區的台灣未加入東協，在此新貿易體
系下我國將處於絕對的劣勢，而我國的產品也會喪失競爭力。30
表 4-2

東協各個貿易區成立進程與目標

自由貿易區

GDP

貿易額

預 定 終 極 目 標

東協加一

1.9

1.1

2010 年大部分貨品零稅
2010 年東協與南韓大部分貨品零稅

東協加三

6.5

2.1

2012 年東協與三國大部分貨品零稅
2018 年東協與三國 91%貨品零稅

東協加六

10

5

2020 年推動亞盟成形與歐盟分庭抗禮

註：1.資料來源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
2.轉引自商業週刊(2009 年 1141 期)

(三)南韓的競爭壓力
我國與南韓皆為外貿導向之國家，且兩國主要商品性質接近，又同樣以美國、
大陸為主要出口市場，在南韓與美國簽訂FTA及東協加三啟動後，我國對美國及中
27

鄭芬芳，2011，〈韓、歐盟FTA上路，台灣準備好了嗎﹖〉，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6 月 6 日
http://www.ieatpe.org.tw/magazine/ebook242/b4.pdf
28
陳美君，2013，〈拚經濟，彭淮南開六藥方〉，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6 月 8 日
http://news.cts.com.tw/udn/money/201312/201312241355623.html
29
中央社，2014，＜彭淮南：反服貿累貨貿，衝擊面板＞，檢索日期：2014.3.30
http：//www.cna.com.tw/gpho/201403270009.aspx
30
邱碧玲，2009，＜擊破新東亞零關稅壁壘＞，《商業週刊》，第 1141 期，頁︰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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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的出口受很大的影響，在美國及中國大陸的進口市場佔有率差距有逐漸加
大的趨勢（如表 4-3、4-4）。根據WTO資料估計，我國與南韓貿易實力差距已經
變得愈來愈大，南韓的對外貿易量預計於 2025 年達到國的三倍以上，我國對外經
貿談判的進程已明顯落後一大截。特別是南韓目前已經簽署了八項經濟協議，範
圍涵蓋四十五個國家，2012 年南韓貿易量已達到台灣 1.87 倍，而台灣卻僅簽署六
項協議，涵蓋七個國家。融入區域經濟整合與各國間簽訂FTA以提升台灣國際經貿
的競爭力，以避免我國在國際貿易上被邊緣化，是目前台灣重要的課題。31
國際間的貿易競爭已然白熱化，台灣面臨國際經貿環境的改變及主要貿易對
手國南韓的競爭壓力，因此當今執政者大力拓展台灣出口市場，將國家經濟發展
視為其重要政策目標，故對WTO的規範以及台美TIFA、FTA等之簽訂相當重視。
在美牛進口上符合WTO的貿易規範能彰顯出台灣市場開放之決心，強化其他國家
與我國簽訂FTA的信心。由此可知政府開放美牛進口有國際貿易上的考量，即為加
入世界貿易體系並逐步建構台灣成為更為自由開放的市場。
表 4-3
時

間

台

我國和主要競爭對手國在美國進口市場占有率（%）
灣

南

韓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

尼

大

陸

日

本

2004

2.36

3.14

1.05

1.92

0.74

13.38

8.83

2005

2.08

2.62

0.90

2.01

0.72

14.55

8.25

2006

2.06

2.47

0.96

1.97

0.72

15.52

7.99

2007

1.96

2.43

0.94

1.67

0.73

16.43

7.43

2008

1.73

2.29

0.76

1.46

0.75

16.06

6.62

2009

1.82

2.51

1.01

1.49

0.83

19.00

6.14

2010

1.87

2.55

0.91

1.35

0.86

19.07

6.30

2011

1.88

2.57

0.87

1.17

0.87

18.09

5.84

2012

1.71

2.59

0.89

1.14

0.79

18.70

6.43

註：轉引自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統計資料（2013 年 11 月）

31

李允傑，2013，＜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必要性、急迫性與重要性＞
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25 日，http：//www.cnfi.org.tw/wto/all-news.php？id=20670&t_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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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我國和主要競爭對手國在大陸進口市場占有率（%）
時

間

台

灣

南

韓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

尼

日

本

美

國

2004

11.55

11.08

2.50

3.24

1.29

16.80

7.96

2005

11.31

11.64

2.50

3.05

1.28

15.22

7.38

2006

11.01

11.34

2.23

2.98

1.21

14.63

7.48

2007

10.56

10.88

1.83

3.01

1.29

14.00

7.31

2008

9.13

9.91

1.77

2.84

1.27

13.31

7.20

2009

8.54

10.17

1.76

3.21

1.35

13.02

7.71

2010

8.30

9.90

1.76

3.61

1.49

12.65

7.27

2011

7.17

9.28

1.59

3.56

1.80

11.16

6.78

2012

7.27

9.17

1.56

3.21

1.76

9.78

7.03

註：轉引自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統計資料（2013 年 11 月）

二、國際貿易對與國家自主性的影響
一個國家經貿開放、參與國際組織、與世界各國互動往來程度，會造成該國
的自主性發生改變。全球化及國際制度亦對國家自主性產生衝擊，但在不同民族
國家及不同之社會發展階段是具有差異性的。例如我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與他
國的貿易往來便須遵守該組織所制定之規範，而北韓與各國間鮮少經貿互動，亦
未開放其本國市場，因此不受到國際相關組織及制度的約束。從表面上觀之，我
國的國家自主性被弱化了，而北韓因為國家政治經濟封閉而擁有很強的國家自主
性。實則不盡然如此，開放國際經貿往來對國家自主性產生之影響，應從國家、
社會與國際視野的不同角度深入剖析，以了解國家自主性所產生之改變，才可解
釋國家制定政策時之理論依據。
以開放美牛進口政策而言，日本及南韓與我國同樣都面臨了是否開放及開放
程度等問題；南韓總統李明博 2008 年因全面開放美牛政策，引起國內人民對食品
安全的恐慌及大規模抗議行動，322003 年日本因美國爆發狂牛病，全面禁止美國牛
32

林彤，2012，＜從韓國經驗檢討美牛政策＞，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檢索日期：103 年 2 月 7 日，http：//www.npf.org.tw/post/1/1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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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進口，而引發美日的貿易大戰。33日本、韓國及我國都是高度貿易自由化的國家，
進行國際間貿易時必當遵守國際規範，以各種非關稅壁壘的方式來禁止美國牛肉
進口將影響其與美國貿易之雙邊談判，而不利於國家貿易政策推展。貿易自由化
嚴然已成為世界貿易趨勢，為了在貿易上能與韓國、日本等國家競爭，我國必須
加速推動國家與國家、國家與區域組織間的多邊談判，才不會喪失貿易先機及遭
致被邊緣化的窘境。國家的政治與經濟關係密切，穩定成長的經濟發展才能使人
民能夠安居樂業，國家的政權才能穩固、政治正當性方得以確保，可見經濟發展
為國家生存的命脈，因此須將其作為國家制定政策之重點。
我國經濟以出口為導向，美國則我國主要外銷市場之一，擴大開放美國牛肉
進口是重啟台美雙方TIFA之條件，雖然如此，我國乃主權獨立的國家，可以自行
決定是否接受美國的條件交換，而對外展現出國家自主性。但是開放美牛進口已
非單純農畜產品開放進口的問題，其中牽涉我國未來在國際貿易上的生存空間及
與美國友好關係的維繫，在世界經濟逐漸一體化的趨勢下，我國不得不加以重視
這個爭議問題，因為它不僅攸關國人身體之健康，執政者認為它還影響了國家經
濟之未來發展。
在全球化浪潮下，一國的經濟與他國經濟利益相互連結，彼此互賴程度亦日
益增強，而降低了一個國家對本國經濟的控制力，此外，國際一體化發展使得民
族國家必須接受的國際規則越來越多，所受的限制也就越來越大。34正因對一國經
濟發展影響深遠，1999 年中國大陸為加入WTO而連續降低關稅做出一系列的重大
改革之際，一些學者對於國際制度對中國大陸本身所產生的機會與限制，及對國
家自主性所產生之衝擊做出廣泛討論；喬軼美、尹凡認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應
將眼光放置於如何與國際機制進行協調與互動，一昧排斥國際經貿組織及自由的
市場機制是種歷史倒退的行徑，且在這個世界市場的經濟體制下，政府具備政策
33

陳成良、鄭曉蘭，＜美牛爭議，日韓都曾掀風暴＞，自由電子報，檢索日期：2013 年 2 月 7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an/1/today-fo3.htm

34

夏紅莉，2006，＜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銷蝕與對策取向＞《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第 8 卷第 1
期，頁︰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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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使國家自主性不受國際機制所限制。35夏紅莉提出，在全球化下每一國的經濟
發展須置於全球視野之下，國家的經濟目標要透過國際間的安排方能達成，致使
國家對本國的經濟活動控制力及管理權遭到削弱。另外，國家的政治自主性亦因
跨國公司及國際組織制定之遊戲規則的介入，而須讓渡或喪失部分的政治權力。36
由此可見經濟的自由開放對共產主義國家的決策權威亦產生轉移的作用。
所以我們要認知到國家自主性並非一成不變的，它同時受到國內政治、經濟
結構與國際體系的雙重影響，托馬斯.里斯.卡彭（Thomas.Risse-Kappen）認為在國
內，國家自主性是國內結構的函數，取決於國家與社會關係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
在國際上，國家自主性則取決於國家所處之權力分配位置和它對國際組織及機構
的內嵌性。37所謂國內結構是指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模式，當國家與社會的偏好及目
標一致時，國家具有強自主性。但當國家與社會的偏好與目標不一致時，國家自
主性的展現則有賴國際標準、規則或條約來強化。
三、小結
早期國家主義學者對於國家自主性的研究聚焦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但隨
著全球化的演進，商品、勞務、資本、及人員跨國界的流動改變了各國原本的經
貿模式，在國家與國家間關係日益密切下，互賴理論亦隨之興起，身為國際社會
的一員，我國在制定政策時需考量與他國的互惠關係及國際共同認定的規則。
我國開放美牛進口，除了為維持與美國間正常的經貿往來外，對於日後推動
TIFA及加入TPP亦有諸多影響，即便政府遭受到社會團體極大的反對壓力，最後
以修改國內相關法令來規範美國牛肉開放的部位及範圍，並依循瘦肉精在肉品中
最大殘留量的國際標準來制定國內標準。從美國對我國政策的影響及以國際標準
代替了國內標準的角度上，這代表著國家的決策自主權從國內的層次移轉至國際
的層次，這樣的移轉亦削弱了國家自主性，在這個意義上，國際制度對我國產生
35

喬軼美、尹凡，1999，＜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從國際機制的角度＞，《國際觀察》，第 3 期，
頁：38-41
36
同註 31
37
田野，2008，＜國際制度與國家自主性—一項研究框架＞《國際觀察》，第 2 期，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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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反應出全球化對國家自主性的約束或侵蝕。
身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我國已經搭上了全球市場自由開放的列車，當面臨國
內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發生衝突時，國家必須放棄部分的自主性並與國際制
度磋商協調，作為國內治理的依據。例如︰我國遵照國際標準修改美國進口牛肉
瘦肉精最大殘留量，表面上受到國際制度的牽制，削弱了國家自主性，但對於貿
易政策偏好自由開放的我國政府而言，國際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我國進口
美牛的瘦肉精風波得以平息，達成了讓美牛能繼續開放進入我國市場的經濟策略。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當國際制度的內容規定是符合國家偏好時，國家便會將
之引入國內的治理中，也可降低社會大眾的疑義，就此而言，國際制度增強了國
家自主性，對國家本身之政策推展取得國內及國際上的有利基礎。總的來說，美
國牛肉進口事件由於所切入的觀察角度不同，於是產生了對國家自主性不同的解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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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及建議

1970 年末期至 1980 年間學者主張「把國家帶回來」(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他們反對行為主義者將國家抽離政治研究中心，重新檢視國家自主性的議
題。在國內範圍內，國家擁有自己的制度及法律程序，是相對於社會的獨立體
系，表面上超越社會，而國家的自主性則表現於國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之上。在國
家心及馬克思主義之國家理論中都曾提及國家自主性，它是了解一個國家機器運
作時的重要概念。而我們從觀察各個國家在不同型態的政治制度下，展現出不同
程度的國家自主性；極權政體的國家對社會有絕對自主性；從威權走向民主政體
的國家，其國家自主性則擺盪在絕對自主及相對自主之間。另外，埃文斯(Peter
Evans)則認為在多元的現代社會，國家必須鑲嵌於社會關係中，政策有了社會的
支持方能順利推力，達成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因此主張國家的自主性是鑲嵌於
社會的。
在國際層面上，國家自主性是指不受他國或其他國際組織的約束及控制，當
國家在追求對內及對外政策目標時可以獨自發揮作用的實際能力，是國家主權平
等且獨立於國際社會的具體展現。冷戰結束後改變了以意識型態和軍事對抗為主
導的國際關體系，世界局勢由對抗走向和緩，這樣的改變為全球經濟合作創造了
良好環境，經濟發展漸漸成為各國所關注與優先考量的問題，各國政府皆竭盡可
能地全力發展經濟，經濟因素日益成為現代國際關係的主要內容。在國家生存獲
得保障後，經濟利益經常是國家對外政策所追求的最主要利益，它不僅是國民的
利益亦為國家本身的利益。而在各國競相發展經濟下又凸顯出一個國家的「經濟
安全」問題；國家經濟安全係指國家經濟利益的取得和擴展得到有效的保護，使
國家經濟得以持續發展不受威脅。1 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家的經濟安全深受國際
因素影響。在美牛進口陷入僵局之際，AIT 發言人萬德福曾表示，美國牛肉問題
1

王麗娟，2008，《全球化與國際政治》，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頁：99-1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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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美經貿談判的重要因素，若一直懸而未決將造成 TIFA 復談遙遙無期。2政府
之所以表現出開放美牛進口的政策偏好，乃因執政者認為若不加緊與其他國家間
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將導致國家對外貿易競爭力下降而危及國家經濟安全。3
當今世界經濟趨勢傾向於開放市場與自由貿易，民族國家的經濟發展被納入
國際體系的運作軌道中，加深了各國在國際間之相互合作及依賴，使得原本屬於
一個國家範圍內之牛肉進口貿易問題，變得不再只是單一政策問題。在全球化的
背景下，每一個問題的出現都和其他問題相關，一個問題的解決方式也都會對其
他問題產生影響，而國際資本流動、全球市場開放、地球環境保護等都超越了國
家地域限制，很難不受到本國之外所發生事件的衝擊，這些都直接地挑戰了傳統
民族國家的自主性。因此，我們對國家自主性的探討不能再只侷限於國家與社會
之間。在全球化的政治經濟體系下，民族國家的自主性受到很大的衝擊，各國間
由於經濟貿易往來日漸密切，若一個國家對其他國的經濟依賴程度越高，則在經
貿政策上越可能受制於他國，而導致國家經濟自主性有弱化的趨勢，所以現今我
們對國家自主性的探討應擴大至國家與國際社會之間。
美國牛肉進口事件與我國未來經濟發展政策有關，其所影響的主要為經濟層
面，對政治層面的影響較為次之，所以本文以國家自主性來討論美國牛肉進口事
件時主要是在國家的經濟自主性上。本文主要從兩個面向來探討︰第一是社會與
國家的關係，第二是國家所處的國際體系。隨著民主化的演變，台灣社會大眾開
始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並關注政府所制定的各項重大政策。而美牛進口問題引起
台灣民眾廣泛的注意，並衝擊了大眾對政府的信任感，國家與社會間呈現緊張的
關係。另一方面在貿易競爭的國際環境下，台灣為加入國際自由貿易體系，自願
受到相關國際建制的規範，這些因素都將影響國家的經濟自主性。傳統的民族國

2

東森新聞，2011，TIFA 延宕 美：美牛問題台無誠信，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6 月 6 日

3

中央通訊社，2012，美牛將闖關 TIFA 復談曙光現，最後檢索日期：2014 年 6 月 6 日

http://history.n.yam.com/ebcnews/politics/201104/2011041365254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BE%8E%E7%89%9B%E5%B0%87%E9%97%96%E9%97%9C-tif
a%E5%BE%A9%E8%AB%87%E6%9B%99%E5%85%89%E7%8F%BE-0311246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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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經濟主權所展現的方式，主要是一國政府具備對內及對外經濟活動的自主決策
權。而這種自主決策權又體現在兩個方面：在本國之內，這種權利表現為對內經
濟活動的管制權和制定對外、對外經濟政策的自主權；在對外關係上，表現為自
主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權利。4 擴大美牛進口我國及後來進口瘦肉精美牛爭議，一
方面牽涉國家對牛肉進口的管制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加入國際貿易組織、積極參
與國際間經貿活動，皆為國家對內及對外經濟自主性的表現。在美牛爭議中有來
自社會的反對進口、當今執政者的開放進口以及美國對我國的間接施壓，面對此
政策難題國家如何展現其經濟自主性更顯得重要了。
在現代化民主國家中，國家(政治體系)、經濟(市場體系)、社會(現代化民主
社會體系)三者之間具有微妙的互動關係。當國內社會團體的力量逐漸強大，所發
起之抗議行動不再侷限於勞工權益的爭取，民眾開始關心及參與政府的經濟、健
康及環保等政策。我國在民主化過程中各種社會力量逐漸興起，發揮了對政府決
策之重要影響力，當政府在制定與國民生活息息相關之經濟、食品安全及環保政
策時，都遭受到社會大眾嚴格的檢視，黑箱作業的決策方式更成為國人所詬病。
在美牛擴大進口爭議中，行政機關認為牛肉開放進口的項目係屬其權責所在，在
執政者與行政部門有了共識後即派代表與美方簽訂「美牛輸台議定書」，引起立
法機關及國內社會的反彈。國家的美牛政策受到多方阻撓，使原本欲擴大開放的
項目在立法院修改「食品衛生管理法」後被限縮了。在此時國家對社會表現出弱
自主性，其爭議結果未達到國家所偏好的擴大進口目標。而瘦肉精在肉品中殘留
量的問題，在 Codex 訂出安全容許標準後，我國亦依此訂定進口牛肉瘦肉精最大
容許殘留標準，由於 Codex 所訂之標準具備國際公信力，且在政府偏好開放進口
瘦肉精美牛下，國內民間團體也僅能勉為接受政府的牛肉進口政策。我國因國際
組織訂出瘦肉精容許標準，使其能突破國內社會大眾的反對而制訂國內殘留標
準，這樣的過程可說是增強了國家對社會的自主性。
雖然國家自主性在全球化之後逐漸在國際組織、跨國企業等的影響下被削弱
4

舒展，2010，＜經濟全球化與國家經濟的自主發展＞，《紅旗文稿》
，第 11 期，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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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不可否認的，國家對人類生活及社會發展仍扮演重要角色。國家實質的存
在並確實發揮其職能，國際組織才可以被組織起來以維護國際秩序。而國家對跨
國企業加以管制，才可避免其對國家經濟造成太大的影響。在全球化之下，不管
是交通、資訊、勞力、文化及資本都以很快的速度流動著，而國家必須像守衛般
保護著一國的政治、經濟安全並確保國家整體之發展，國家的重要性仍是不容輕
視的。因此，本文以國家為中心來看國家與社會及國家與國際間的交叉互動關
係，並藉由美國牛肉進口事件增進我們對國家自主性不同面向的理解。
全球化的世代裡，經濟的自由開放已成為各國貿易趨勢，許多國家正加緊腳
步簽訂 FTA，馬政府也積極爭取與他國締結 FTA 並將參與區域經濟整合視為長期
努力的目標。5 因為當今執政者認為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有助於對外貿易的成長，因
此偏好開放本國市場以爭取與他國間的關稅互惠。而在國家與國家經濟合作、貿
易往來的過程中可能牽涉到自主權讓渡的問題，特別是馬政府將出口貿易成長作
為國家發展目標，希望和擁有廣大市場的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議，而 TIFA 就是
台、美邁向貿易自由化過程中的協商平台，美國向來為我國重要的貿易夥伴，故
政府對 TIFA 恢復談判相當重視。 從美牛進口爭議之內容及過程觀察，美國以「開
放美牛進口」做為台、美 TIFA 復談的條件，來促使其牛肉能順利輸入我國。為了
與美國恢復 TIFA 談判，馬政府在政策上偏好擴大開放美牛及進口瘦肉精美牛。我
國之國家自主性因受美國壓力而被削弱。雖然如此，但尚不能說我國在美牛進口
事件中完全無自主性。政府與美國簽訂「美牛輸台議定書」，其牛肉進口政策與
國人之偏好相違背，在民意反撲下經由朝野協商修法阻絕了議定書的部分內容。
所以當面臨他國對我國政治、經濟方面施加壓力，執政者仍可透過社會力量的發
揮使國家自主性不致完全喪失。另一方面，政府並非不能拒絕與美國簽訂「美牛
輸台議定書」，只是其政策偏好為開放美牛進口、恢復 TIFA 談判，所以議定書的
5

謝莉慧，2012，<馬英九：儘速解決美牛案 重啟 TIFA 談判>，最後檢索日期：103 年 6 月 3 日
https://tw.news.yahoo.com/%E9%A6%AC%E8%8B%B1%E4%B9%9D-%E5%84%98%E9%80%9F%
E8%A7%A3%E6%B1%BA%E7%BE%8E%E7%89%9B%E6%A1%88-%E9%87%8D%E5%95%9Ftif
a%E8%AB%87%E5%88%A4-034150630.htm
98

簽訂仍屬國家自主性的表現。
從我國一些歷史事件觀之，國內許多具有高度汙染性的開發案，例如：拜耳
台中港設廠案、濱南開發案、台塑六輕在宜蘭設廠案皆在民間社會團體及地方勢
力的反對下而停止，此時國家發展經濟的目標與社會利益產生了衝突，國家的自
主性遭到壓抑。雖然社會上各個利益團體意識抬頭，壓抑、制約了國家政策的制
定，但我們也可以看到政府一直以來扮演主導國家經濟發展的角色，例如：台南
科學園區開發案、台中科學園區開發案、台塑六輕在麥寮設廠案都是在國家開發
、引導及支持下而完成的。6 政府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會自發性地制定其偏好的經濟
發展策略，此為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自主表現，雖其自主性可能因社會團體的反
對而被削弱，但不可否認的，政府要引領國家整體經濟走向必須先具備國家自主
性。
經由前面的討論，筆者認為國家自主性在我國仍占有重要角色，而且必須適
度的發揮相對自主性才能帶領國家邁向進步與發展。國家如果只是單純的反應社
會、階級或團體的利益或要求，而完全不具自主性的話，國家便成了資本家的工
具或多元團體的代理人而已，無法規劃本身的發展策略。但國家亦不能不顧及社
會上的民意，尤其美牛進口案與民眾日常生活關係密切，若未獲得國人的信賴或
達成共識前就強行開放進口，恐怕引發更大的民意反撲及政治風暴。所以本文認
為我國仍具有相對自主性，雖然在公民意識抬頭及全球化後國家自主性被削弱
了，但政府的各項政策的制定，在早期權威式執政之影響下，行政機對於重大決
策仍以國家中心來思考。在資本主義盛行下，雖然政府所制定的經濟政策大多有
利於資本家，但民主化後行政機關開始傾聽社會團體所表達的意見，並做出政策
適度的調整，也主動地提出有利於國人的社會福利政策及保障勞動者的政策，可
見國家不單純僅是統治階級的工具。
本文所探討的美牛開放進口案在國內引發多起抗議行動，由於其牽涉國家經
6

蔡隆郁，2005，<台灣民主化後國家機關自主性分析—以濱南工業區開發案為例>，中山大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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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展的前景與未來，已非一個單純的政策問題，因此國家在做政策決定時需做
多層面的考量。總而言之，社會團體阻止美牛開放進口，係在保護國民身體健康
的利益。但國家亦有本身所要維護的經濟利益，馬政府認為開放美牛進口將有助
於穩定、持續地發展其經貿策略，保護國家經濟安全，使其政權得以穩固、安
定。美牛開放進口案讓我們瞭解到經濟自由化後國家所面臨的經濟發展難題。我
國在擴大開放市場、朝向自由經濟邁進的過程，擴大開放美牛進口只是爭議的起
點，未來我國將面臨開放進口其他農畜產品，例如瘦肉精美豬、動物內臟開放進
口等問題，以及區域及全球經濟自由化的挑戰，政府應在兼顧民眾需求及自身的
政策偏好下審慎思索相關之經貿對策。
而國家自主性的展現是政府衡量各方利益後所形成的偏好，其被弱化或增強
的情況在不同的個案中亦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在美牛進口爭議中，發現國內社會
團體、美國及國際建制都影響了國家自主性，故本文從國家對國內社會、國家對
美國及國家對國際的角度分別加以討論。整體而言，我國的國家自主性確實有被
削弱的傾向，但並未完全喪失，而政府亦可透過國內社會及國際建制來支持其本
身的政策偏好。然而，國家政策偏好的形成還受到資本主義無形的影響，在衡量
國內社會、資本家、美國及國際建制等各方利益後形成其開放美牛進口的偏好。
有關偏好的形成過程因涉及全球資本主義且與各方勢力的消長有關，其牽涉之內
容廣泛，建議日後對此感興趣的學者繼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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