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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Abstract 

無論從國家法律規範修訂之次數，或因進出口貿易而與它國實際發生

磨擦的頻率來看，台灣農藥的殘留容許量標準在實質影響上均不亞於動物

用藥的殘留容許量標準。然令人不解的是，在台灣的消費者鮮少關注前者；

此一不甚合理的現象背後有亟待釐清之原因。透過質性比較分析與小樣本

的個案研究，本文指出，除了消費者衛生安全這項法益的考量外，國內的

產業因素和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修正具有高度關聯性。易言之，國際貿

易中的衛生安全標準在很多時候是基於經濟性的考量，而非總是將衛生安

全作為優先目標。本文的個案研究不僅支持了此一觀點，更進一步發現，農

藥殘留容許量安全標準的制定在台灣為出口方時，管制上經常居於「劣勢」；

而在作為進口方時，雖不明顯處於「劣勢」，但也未能佔有「優勢」。總的



來說，無論處於「劣勢」還是未能佔有「優勢」，都是政府在經濟因素考

量下的政治選擇。  

 

In Taiwan, the impact caused by residue limits for pesticides is not lower 

than standards for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limits. This phenomenon has been 

confirmed from both a number of existing provisions altered and the frequency 

of trade fric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both exports and imports. 

However, why do Taiwan’s consumers usually ignore residue limits for 

pesticides instead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limits? Is there a plausible 

explanation for such an abnormal consequence? This paper, based on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small-N studies,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dustry factor at domestic level enjoys a high correlation with changes of 

residue limits. In other words, sanitary standard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re very 

often influenced by economic concerns in the first place rather than food 

sanitation for consumers.  

The case studies backed up with evidence not only support the argument 

mentioned above, but also find that the regulations of safety standard for 

pesticide residue limits in Taiwan do not often get the upper hand compared to 

importing countries. This situation does not change to an opposite direction 

nonetheless but just become to indistinct disadvantage as Taiwan is an 

importing country. By and large, whether the regulations get ‘the upper hand’ 

or become ‘disadvantaged’, the safety standards in Taiwan are made subject to 

economic concerns in terms of political decision.  

 
關鍵字：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食品衛生安全、國際貿易、產業因素、調

和化 

Keywords: Standards for Pesticides Residue Limits, Food Sanitation and 

Safety, International Trade, Industry Factors, Harm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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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2009 年以來，台灣持續對於是否開放美牛或美豬進口的問題爭論

不休，主要原因之一是考量到含有萊克多巴胺(Ractopmine)此種動物用藥

的境外肉品有可能對國人產生飲食上的健康風險。1然約莫同一時期，衛福

部食藥署亦多次對我國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進行修訂，其中所規範

的品項包含境內生產和境外輸入之蔬果。令人不解的是，《農藥殘留容許

量標準》雖頻繁被政府修訂（迄本文截稿時已共修正 49 次，最後一次的

時間為 2018 年 9 月 12 日），但在台灣國內似乎鮮少出現針對農藥殘留容

許量標準而引起之爭議，更遑論大規模的街頭示威抗議活動。2此種存在於

動物用藥與農藥安全標準之差異現象引發本文好奇，何以涉及外國肉品能

否含有萊克多巴胺殘留之《動物用藥殘留標準》會引發台灣國內劇烈的爭

議，且不少民眾會加以關注，但《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卻較無此現象？

此外，涉及食用蔬果安全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是否也有可能會引

發如美牛或美豬那樣的政治衝突和民間反彈？本文將藉由質性比較分析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與小樣本的個案研究 (small-N case 

studies)來回答這些問題。 

研究結果發現，涉及能否進口有萊克多巴胺殘留之美豬的《動物用藥

殘留標準》其變動易引發國人關切的因素有二：(1)消費者的健康因素和食

1 莊奕琦，〈美牛的政治經濟學〉，《蘋果日報》，2012 年 2 月 10 日；〈開放美豬聲聲催，台

灣準備好了？〉，《聯合報》，2016 年 5 月 30 日；〈美貿易障礙報告：續點名我限美豬牛〉

，《自由時報》，2018 年 4 月 1 的。 
2 不過，在 2017 年 3 月 15 日，衛福部因修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將農藥氟派瑞（

Fluopyram）新增用於茶葉，並訂定 6.0 ppm 的殘留容許量標準，導致社會引輿論及莫大

爭議，迫使食藥署於同年 3 月 24 日宣布暫緩實施「氟派瑞」用於茶葉之新制。隨後於同

年 6 月 29 日，發布修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第 3 條附表 1，刪除茶葉中氟派瑞的殘

留容許量。由於這起事件涉及的是茶葉，故不在本文討論範圍。當時政府的官方聲明內

容可參考：衛服部食藥署，〈刪除農藥氟派瑞在茶類之殘留容許量〉，《衛服部食藥署》，

https://www.mohw.gov.tw/cp-3250-3668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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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習慣；(2)國內是否存在會因為進口特定肉品而受到衝擊的廣大業者。至

於《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變更是否相對較無爭議或不被台灣民眾關

心，須視情況而定。若分別從台灣在芒果和鳳梨的出口，以及蘋果和奇異

果的進口進行個案觀察和分析，就會發現政府基於維護國內產業利益之考

量，在國際貿易進/出口的管制上採取了守勢（或者說居於「劣勢」）；毋寧，在

出口時以協助本國果農順利外銷為主要目標，而不是去挑戰進口國較為嚴

苛之安全標準；而在進口時，因為台灣本土沒有廣大的同質性業者，故政

府沒有來自國內層次的政治壓力，政策上就以不得罪出口國為前提，盡可

能在我國與它國的安全標準中達到調和化(harmonization)。由此觀之，與農

藥相關的食品安全標準之所以未如動物用藥的安全標準引發爭議或受到

台灣民眾的關注，更多時候是因為牽扯到產業利益這個變數，而不是與消

費者的健康法益是否受損有關。一言以蔽之，理論上應與消費者健康法益

密切相關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其實在國際貿易的實踐上與經貿利

益的交錯更為緊密。 

除上述前言部分的說明，本文第貳部分先進行動物用藥和農藥之比

較，藉由呈現兩者的特性和異同，嘗試找出動物用藥及其安全標準原則上

較易受到人們關切或重視之因素；第參部分則聚焦於台灣對《農藥殘留容

許量標準》的規範情況，歸納出影響台灣在制定和變動《農藥殘留容許量

標準》之可能因素，以及透過個案分析探討台灣過去與主要貿易夥伴國關

於農藥殘留容許量之互動情形；第肆部分綜整研究發現，就台灣果品的進

/出口貿易提出具有實益之結論。 

 

貳、動物用藥與農藥之比較 
 

相較於《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訂定或變動，《動物用藥殘留標準》



 
 
 

全球政治評論 第六十六期  2019 年 4 月  121 
 
 

的設立或修正所以較易引發民眾關切的可能因素有三。3首先，安全考量；

動物用藥一般是以注射或餵食等方式讓禽畜服用，相較於農藥的使用方

式，動物用藥較難透過直接清洗的方式除去或消減其在肉品中的殘留含

量，故而較農藥易直接影響食用者之健康安全。其次，從商品的可替代性

來看，目前可食用肉品之替代性和選擇性明顯低於蔬果，但台灣民眾普遍

的飲食習慣是對肉品的消費量遠高於蔬果，4因此自然較為關切《動物用藥

殘留標準》對自身健康的影響。第三，國內產業因素；即是否會因為政府

制定某一種殘留標準而導致原先無法進入國內市場之外國肉品變成可以

進口，致使廣大的本土同類肉品業者受到衝擊。 

上述因素中，除第一個「安全考量」外，「國人的飲食習慣」與「國

內產業因素」皆與一國本身的政經利益難以切割。進一步說，雖然消費者

健康法益的考量是基於科學和風險兩個主要因素，5不僅專業性高且事涉食

品衛生，但如有其它干擾因素併存時，6極可能與政經議題有所相交。 

 

一、安全考量 

動物用藥的主要施用方法有注射、口服（直接餵食或添加於飼料

中）、塗抹、浸浴等，7而農藥的主要使用方式則為噴灑。8除此之外，動物

3 此處的「國人」係指可能會因為飲食而或多或少攝取到一定量度動物用藥或農藥的消費

者。 
4 許伊婷，〈國民好肉慾，健康好憂鬱〉，《現代保險雜誌》，2018 年 2 月 5 日，

https://www.rmim.com.tw/news-detail-18454。 
5 洪德欽，〈食品安全的法理與論證〉，《歐美研究》，第 46 卷 4 期（2016 年），頁 443-456；
許耀明、譚偉恩，〈風險溝通在食安管理中之必要性：以狂牛症事件為例〉，《交大法學評

論》，第 1 期（2017 年），頁 1-33。 
6 譚偉恩、蔡育岱，〈食品政治：「誰」左右了國際食品安全的標準？〉，《政治科學論叢》，

第 42 期（2009 年），頁 1-3。 
7 T. J. Centner, J. C. Alvey and A. M. Stelzleni, “Beta Agonists in Livestock Feed: Status, Health 

Concer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Vol. 92, No. 9 (2014), pp. 
4234-4240. 

8 一般常見的施用方式有：種子處理法、浸漬、薰蒸法、噴霧法、灌注法、注射法、粒劑

施用法、毒餌法、煙霧法、薰煙法、土壤處理法等，其中噴灑為最普遍且廣為農民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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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與農藥在使用後所殘留之情況也有所不同，而為使兩者之殘留量符合

我國的法律規定，政府制定了《動物用藥殘留標準》和《農藥殘留容許量

標準》；在前者其法源依據是《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第 32 條：「動物用藥

品之使用對象、用途、用法、用量、停藥期及使用上應注意事項等，應遵

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使用準則。」不過，動物用藥需要一段期間的「停

藥期」，藥劑才能於動物體內被代謝，而代謝後在體內的微量殘留量尚需

經過科學檢測，低於衛福部訂定之最大殘留容許量，才能在我國法中視為

安全，即之後被製成肉品銷售於市面時不會對消費者的健康構成傷害。9在

後者（蔬果部分），法源依據是現行《農藥管理法》第 13 條：「經核准登

記之農藥，其普通名稱、劑型、有效成分種類及其含量、農藥使用方法及

其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另，在《農藥使用及農產品農藥殘留

抽驗辦法》第 5 條中載明使用農藥者須遵守之事項，其中第五款特別指

出，「在規定間隔日數內不得採收農作物。」即是要求農藥的使用者應遵

守安全採收期之規範，避免因出貨壓力而提前採收農藥代謝尚未結束之作

物。參閱同辦法第 7 條 1 項之規定，為確保農藥在使用上的安全，主管機

關得於農作物採收前至田間取樣，並得向生產者查詢農藥使用之種類和方

法。而第 9 條 3 項具體提及當農藥殘留量超過主管機關所定之容許量時，生

產者不得採收該農作物 。 

除上述規範層面之規定，兩種藥物的特性亦有所別。動物用藥基本上

只會隨著動物本身之代謝作用排出，但農藥除植物本身的代謝作用外，還

可能因外部因素（例如：日曬分解、雨水沖刷、人為清洗等）而導致藥劑

被排出或被稀釋。換言之，若消費者擔心所購得之蔬果產品上有農藥殘

留，可自行再透過清洗或其它方式解決。10然而，若是肉品中有動物用藥

之方式。詳見：楊秀珠編著，《農藥之合理與安全施用技術》，（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

物試驗所編印，2012 年），頁 8-11。  
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食品安全專區問答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https://www.baphiq.gov.tw/view.php?catid=14366。 
10 “Minimizing Pesticide Residues in Food,” National Pesticide Information Center (N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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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殘留，並無法透過消費者自行清洗等方式消除或減少。此外，從生物學

和 藥 理 學 的 角 度 ， 在 生 物 累 積 (bioaccumulation) 和 生 物 放 大

(biomagnification)的作用下，作為食物鏈中較高階消費者的動物通常比起

作為生產者的植物，會在體內具有較高的藥物殘留濃度，這也是為何一般

人在攝取肉類時較為憂心藥物（或重金屬）含量超標之問題。11 

 

二、消費者飲食習慣 

飲食習慣也可能是引發消費者較為關切肉品中有無藥物殘留或殘留

值多少的因素之一。從我國現行《動物用藥殘留標準》第 3 條的表格中可

發現，內容中規範的動物種類為 24 種（牛、豬、雞、鴨等）；相較之下，《農

藥殘留容許量標準》第 6 條附表五中的農產品，分類高達 22 種，其中多

達半數為蔬果類，而細觀當中之細項，更可發現蔬果的品項逾上百種。由

此可見，雖然蔬果的生產與數量十分容易受到季節時令影響（肉品則較無

此問題，一年四季皆可產），但在台灣每一個季節時令仍有許多當季之蔬

果品項可供消費者選擇。此意謂著肉品在市場上的選擇替代性低於蔬

果，消費者對於肉類的需求僅能從少數的品項中去替換。而在台灣，近幾

年的消費者飲食習慣調查顯示，國人攝取肉類有超量的情況，12而蔬果則

是攝取不足。13顯然，台灣的肉品消費需求很高，而這些需求只能在有限

http://npic.orst.edu/health/foodprac.htm. 但必須注意的是，這種情況僅適用於接觸性農藥

（contact pesticide），若為系統性農藥（systemic pesticide）則效果有限。但也有指出透過

高溫烹煮等方式可避免系統性農藥之殘留。可參考：〈毒物專家掃毒大公開 吳家誠這樣

洗蔬果〉，《聯合電子報》，2013 年 2 月 5 日，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OE0011/231476/web/#a5。 
11 Liza Oates and Marc Cohen, “Human Consumption of Agricultural Toxicants from Organic 

and Conventional Food,” Journal of Organic Systems, Vol. 4, No. 1 (2009), pp. 49-51.  
12 〈台灣人去年吃下 148 萬噸肉 超量 2 倍〉，《自由時報》，2015 年 9 月 10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914067。 
13 林惠琴，〈逾 9 成國人 蔬果攝取未達陣〉，《自由時報》，2015 年 3 月 6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860513；倪浩倫，〈健康飲食－每日蔬果攝取量 僅
1 成 3 國人達標〉，《中時電子報》，2016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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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中得到滿足。 

由上述的飲食消費現象可推知，《動物用藥殘留標準》的規定及其變

動和台灣多數消賴者的飲食習慣密不可分。此外，若考量國人還有食用動

物內臟之習慣，那麼即便都是消費「肉類」產品，台灣與其它國家的肉品

消費情況也十分不同，若政府決正開放含有萊克多巴胺的外國肉品進

口，邏輯上對國人健康法益就一定有風險，而且這樣的風險一定會比飲食

習慣上消費蔬果多於肉類的國家，或是比僅食用肉品而不吃（或少吃）內

臟的國家更高。然而，饒富研究價值的一個現象是，若以美豬是否進口為

例，台灣目前仍是禁止被施用萊克多巴胺此一動物用藥的美豬進口，但消

費者若真切擔憂萊克多巴胺的殘留問題，其實可選用飼養過程中未施用萊

克多巴胺的豬肉。其次，台灣雖然不進口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但卻進

口有此種動物用藥的牛肉。這難到是因為台灣食豬肉的消費者絕不會吃牛

肉嗎？或是牛肉含有此種動物用藥的食安風險與豬肉是不同的？顯然，這

當中還有許多待釐清之問題。事實上，引發台灣關注動物用藥殘留標準的

原因並非僅是健康因素那麼單純，而是還同時存在其它變數，例如下面即

將討論的國內產業因素。 

 

三、國內產業因素 

在台灣，豬肉不僅是國人肉類攝取的主要來源，也是長期以來台灣肉

品市場的大宗。在客觀能取得的資料範圍內，【表 1】將台灣 2005 年至 2015

年的農業總產值做了一個統整，顯示農業總產值中畜產部分就佔了 30%以

上（但未逾 35%），而農產（不含水產）則約佔 45%上下。14雖然農產在佔

比中高於畜產一成，但由【表 2】中畜產之產業結構可發現，養豬業長年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422000847-260113。 
14 在統計中，農業總產值包含農、林、畜、漁業；畜產產值中包含：豬、牛、羊、雞、鴨、鵝

等，以及前述之副產品；農產產值中則包含：稻米、雜糧、特作、蔬菜、菇類、果品、花

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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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的產值幾乎就佔了整個畜產總產值的一半，十分可觀。 

 

表 1：台灣畜產總產值和農產總產值在農業總產值中之佔比（單位：千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禽產品生產量值統計〉，

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inquiry/InquireAdvance.aspx。 
 

表 2：近十年台灣養豬產值概況與比較（單位：千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禽產品生產量值統計〉，

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inquiry/InquireAdvan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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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自從 1997 年爆發口蹄疫至今，台灣遲遲未能擺脫疫區

之名單，致使本土生產的豬肉無法出口，只能高度仰賴內需市場。15因此，若

開放外國豬肉進口，特別是有施打萊克多巴胺之美國豬肉，必定高度衝擊

到本土養猪產業（台灣法律規定不得使用萊克多巴胺）。由於美國豬肉的

生產成本較台灣低，因此在「價格」上台灣豬肉較無競爭力；但在肉品「品

質」方面則不一定。舉例來說，若口感有區別性的話，在不考慮經濟因素

時，消費者理應選擇口感較佳之一方；但倘若口感無太大分野，消費者選

擇的考量就會回到價格這項經濟因素。因此，若美豬的價格競爭力優於台

豬，但兩者在品質上無分軒至時，國內養豬業者會因為開放進口而受到很

大的威脅。不過，未含有萊克多巴胺殘留量的豬肉會較受到重視健康的消

費族群青睞；因此，同樣在不考慮經濟因素的情況下，未使用此種動物用

藥的台灣本土豬肉還是有競爭力。有趣的是，礙於目前科學尚無確切證據

顯示萊克多巴胺會對人體健康產生實害，16因此消費者對於此種動物用藥

的認知與接受程度相當分歧，在這樣的情況下，就衍伸一個待思考的問

題，即普遍的台灣消費者是價格取向抑或健康取向？若為前者，那麼台灣

未使用萊克多巴胺的豬農的確有必要擔心施打此種動物用藥的美豬進

口。17反之，若為後者（健康導向），美國豬肉的不安全風險是否較台灣豬

15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已在 2017 年根據第 86
屆的會員一般性會議（第 22 號決議）將我國列為「施打疫苗之非疫區」（FMD free zone 
where vaccination is practised），而今(2018)年 7 月農委會宣布，不再對豬隻施打口蹄疫的

疫苗（一般稱此為「拔針」），若施實一年後無病例出現，即可向 OIE 提出申請成為非疫

區。詳見：OIE, “Foot and Mouth Disease (FMD),” 
http://www.oie.int/en/animal-health-in-the-world/official-disease-status/fmd/list-of-fmd-free-m
embers/;〈口蹄疫苗「拔針」，拚 1 年成非疫區〉，《聯合報》，2018 年 6 月 20 日；林慧貞

，〈回顧口締疫，1997 年 1700 億的教訓〉，《農傳媒》，2017 年 5 月 26 日， 
https://www.agriharvest.tw/theme_data.php?theme=article&sub_theme=article&id=644。 

16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UN food safety body sets 
limits on veterinary growth promoting drug,”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50953/icode/. 

17 梁文傑，〈兩黨不願面對的真相：開放美豬進口 重點不在『有沒有毒』〉，《三立新聞網

》，2016 年 1 月 5 日，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1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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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高就有待進一步確認，但台灣本土豬農理論上可以不用那麼擔心。同

時，我們也可以循同樣的邏輯推論，當台灣民眾傾向價格取向時，美豬的

進口真正衝擊到的是本土的豬肉生產者，而不是消費者。而當民眾是健康

取向時，不開放有殘留萊克多巴胺的美豬進口，會同時符合消費者的健康

利益與生產者的市場利益。18 

另值得說明的是，外國食品一旦進入國內市場就必然會對國內同類食

品業者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而肉類此種食品又比蔬果更加明顯，因為肉

品較蔬果無地域性和季節時令的問題。前已提及，肉品不易受到氣候或地

理條件的限制，一年四季皆可產出，但蔬果則不然，除非倚賴後天技術，否

則非屬特定氣候、地理條件、或季節之蔬果難以生產，或即便能夠生產，產

量也難以達到規模經濟的程度，導致單位價格高昂。19相較之下，常見的

消費性肉品如：牛、羊、豬、雞等，皆在各國畜牧業普遍生產，且多係以

工業化的大量集約方式飼養。20由【表 3】可知，在同一種肉品市場中有不

同氣候和地理條件的國家。牛、豬、雞有來自緯度較高之美國、歐盟國家

和中國，也有來自緯度較低的印度、巴西和印尼。但這樣的情況在水果市

場就不存在；蘋果、櫻桃和奇異果等溫帶水果主要產地為美、歐、日、韓、中

國等溫帶國家，而鳳梨、香蕉、芒果等熱帶水果就以泰國、印度、菲律賓

等熱帶國家為主。因此，全球水果市場的競爭激烈程度較小，溫帶國家會

將其特有的水果出口至熱帶地區，而熱帶國家則將自己獨有的水果出口至

溫帶地區，貼近經濟學上所說的，以比較利益法則進行跨國食品貿易。反

之，全球肉品市場的競爭十分激烈，產地區隔性或商品獨特性不高的情況

18 譚偉恩，〈美豬攻防，誰在乎消費者？〉，《中時電子報》，2016 年 6 月 4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603000417-260109。 
19 部分海鮮類肉品也有季節性問題，然本文主要關切為：牛、豬、雞、鴨等一類的陸上動

物。參考：Center for Urban Education about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CUESA), “Seasonality 
Charts,” http://www.cuesa.org/eat-seasonally/charts; Urban Farmer Seeds & Plants, 
“Vegetable Planting Schedules,” http://www.ufseeds.com/Vegetable-Planting-Schedules.html.   

20 G. M. Cronin, J. L. Rault, and P. C. Glatz, “Lessons Learned from Past Experience with 
Intensive Livestock Management Systems,” Rev Sci Tech, Vol. 33, No. 1(2014), 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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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進/出口國間很容易就產生肉品貿易的紛爭。21 

 

表 3：世界主要肉品暨水果之出產國家排名 

資料來源：參考 FAOSTAT, http://faostat.fao.org/site/339/default.aspx 自行彙整。 

 

四、小結 

此部分本文比較了動物用藥與農藥之特性，發現前者的殘留問題較不

易為一般消費大眾自行解決，因而使人們在認知上對此種藥物的殘留標準

較為敏感和擔憂。而在台灣，對於肉品的消費量很大，且飲食習慣上也很

頻繁食用動物的內臟，導致動物用藥的殘留與食用者的健康有著密不可分

的潛在風險。此外，因國內產業（主要是養豬業）而引發的經濟與政治問

題，導致是否開放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豬進口成為極具爭議之事件。正因

為如此，無論政黨是否發生輪替，仍持續以「牛豬分離」之原則來處理外

21 事實上，若以 WTO/SPS 協定的貿易爭端類型來看，各種肉品的貿易爭端件數的確也是

最多的。詳見：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find_dispu_cases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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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豬肉的進口，特別是禁止有使用萊克多巴胺的美豬進口。然而，貿易限

制的背後並不是以台灣消費者的健康作為第一考量，而是主要為避免國內

養豬業遭受衝擊。22 

掌握動物用藥的殘留標準較易受到民眾關切的實質原因後，本文要進

一步對農藥的殘留標準進行研究，並同時從出口與進口貿易進行雙向檢

視，釐清農藥所以較不受關切或是有可能受到關切的可能原因有哪些。 

 

參、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研究 
 

本部分首先探究訂定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依據，其次觀察近年來與

台灣有果品貿易的夥伴國是否曾因彼此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不同而引

發爭議？若有的話，是哪一方針對何種農藥的殘留容許量提出質疑？而此

種引起貿易紛爭的農產品對提出質疑的國家而言意義為何？為使討論聚

焦並顧及篇幅，文中將以台灣重要的出口水果—芒果和鳳梨—為例，以及

主要的進口水果—蘋果和奇異果—作為個案，並分別透過這兩組案例，找

出影響台灣在管理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的重要變數，以及是否在某些情況

下，台灣的民眾也有可能會關注《農藥殘容許量標準》的相關規範。23 

 

一、農藥及其殘留容許量之相關規範 

根據《農藥管理法》第 5 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農藥：指成

22 行政院農委會，〈農委會： 照顧產業發展，牛豬分離 不會開放含瘦肉精的外國豬肉進

口台灣〉，《行政院農委會》，

http://www.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news&sub_theme=agri&id=4348。 
23 2017 年 3 月 15 日農藥氟派瑞（Fluopyram）新增用於茶葉並訂定 6.0 ppm 殘留容許量標

準一事，確實亦帶來諸多爭議。由於本文是於事件發生前完成出口品項（芒果、鳳梨）

和進口品項（蘋果、奇異果）之個案分析；事件後，在幾經考慮後決定不將茶葉一案加

入本文。茶葉雖然也是台灣的出口強項，但考量到其產品屬性和目前的個案十分不同，

對於消費者的意義也不同，以及篇幅限制等問題，故茶葉一案不適宜加入目前之個案研

究中，但將考慮未來就茶葉一案進行更深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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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農藥及農藥原體；二、成品農藥：指下列各目之藥品或生物製劑：（一）

用於防除農林作物或其產物之有害生物者。（二）用於調節農林作物生長

或影響其生理作用者。（三）用於調節有益昆蟲生長者。（四）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列為保護植物之用者。」而在使用上，根據台灣 2018 年 1

月 24 日修正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第 1 項：「食品或食品添

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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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五款即規定殘留農藥

或動物用藥含量不得超過安全容許量；而與本款相關之法規為《動物用藥

殘留標準》和《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觀察上述兩個有關特定藥品的殘留標準，則從立法與修法歷程中發

現，台灣的《動物用藥殘留標準》自 2005 年 4 月 15 日公布至 2017 年 10

月 16 日修正後公布為止，共修正 23 次。而《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自 2008

年 10 月 21 日公布至 2018 年 9 月 12 日修正後公布為止，共修正 49 次。清

楚可見，《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的修法次數相當頻繁，每年必定會修正

至少 1 次，而最高紀錄是在 2010 年就修正了 9 次。另觀之目前可合法使

用之動物用藥成分，大約有 130 種，其中關於殘留於動物體內及其部位的

標準至少 1000 多項。相較之下，可合法使用之農藥成分約有 400 多種，而

能允許這些農藥殘留之農產相關標準高達 6000 多項。顯然，不論是在修

法次數，還是可合法使用之農藥成分或是其殘留容許量之標準，農藥皆遠

遠多於動物用藥。儘管如此，台灣國內針對因動物用藥而起的食安討論遠

多於農藥。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許多消費者均知悉美豬使用瘦肉精，甚

至還知道其正式藥名為萊克多巴胺。但鮮少有消費者知道餐桌上的稻米使

用過芬普尼(Fipronil)，或是這些農藥可能對自身的健康帶來什麼風險。 

 

二、左右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因素 

根據《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第 3 條：「動物產品除外之食品中農藥

殘留量，應符合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表及外源性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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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表一及附表二。該表中未列者，均不得檢出。」因此，唯有經過政府

核准使用的農藥及作物才會訂有殘留容許量，未訂定標準者表示未核准使

用，依法不得檢出。24故農藥殘留檢驗上不合格之情形有二：一是檢驗出

來的殘留值超過法定容許量；一是檢驗出未被核准使用的農藥成份殘留於

受測檢驗之農作物或植物。。 

我國關於農藥殘留容許量的訂定，依衛福部食藥署的說法，各國因地

理環境、氣候、農作物、病蟲害等因素有別，即使對於同一種農藥皆核准

其使用，但用法未必相同，因此各國的殘留容許值就算是針對同一種農藥

也不免有所差異。25此外，制訂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時，除了須根據農藥

在植物上實際的殘留情形外，還要評估消費者每天最高可以容許的農藥攝

取值(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26在這樣的情況下，民眾本身之飲食習

慣就有可能影響到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訂定。鑑此，政府在制定與評估

農藥殘留量時，都是以「最糟劇本」來考量，例如以最大的攝食量來進行

推估，或是假定一個人在有生之年每天都吃到某一種農藥之最高殘留量的

農產品。毋寧，我國訂定的農藥殘留安全標準是非常謹慎與嚴苛的，一般

民眾的飲食習慣即便再差，也不至於立即達到危害健康之情況。27 

至於進口的農產品，訂定標準時須考慮到該農作物的生長環境、可能

遭受之病蟲害等因素。此外，為符合一般台灣民眾的飲食需求，食藥署不

24 所謂的「外源性農藥殘留容許量」，係針對使用過之持久性農藥於禁用後，仍長期存在

環境中，導致農作物在受測時可能會被檢驗出殘留，此時其殘留之劑量應符合本條附表

二中的規定。 
25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預告修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加強食品殘留農

藥管理〉，《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15 年 1 月 15 日，

http://www.mohw.gov.tw/news/530848200。 
26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什麼是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2016

年 1 月 20 日，

http://www.ey.gov.tw/ofs/News_Content.aspx?n=10940662F2403E41&s=69630880DCF33B1
9。 

27 黃慶文、李宏萍，〈農產品安全管理與宣導教育：從農藥殘留檢驗談農作物安全〉，《農

政與農情》，第 239 期（2012 年），https://www.coa.gov.tw/ws.php?id=2445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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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參酌國際間之殘留標準，還同時評估國人對各類進口農作物取食總量之

累積風險，經過評估後會商行政院農委會，再經由專家委員的審核通過，始

訂定殘留容許量標準。28 

在下一個部分，本文將特別關注台灣作為出口國和進口國時，曾因農

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與它國不符而產生之爭議。其中，在作為出口國時，將

以台灣長期以來的重要出口水果：芒果和鳳梨為例，並觀察與貿易對手國

（日本）之互動；而在作為進口國時，則以台灣長期以來的重要進口水果：

蘋果和奇異果為例，回顧台灣與貿易對手國之互動，特別聚焦在曾於邊境

檢驗中因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不符合我國法規而遭退運或銷毀的案例。 

 

三、台灣與貿易對手國在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實踐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附件一中的《食品

衛生檢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SPS)，WTO 的會員有權為了保護自己境內的

人、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而採取必要之貿易限制措施，惟此等措施

之實施不得構成恣意或無理的歧視，成為變向或隱匿之國際貿易障礙。為

確保會員不要因為施行食品安全措施而頻繁發生貿爭衝突，SPS 第 3 條 1

項設有調和化(harmonization)之規定，「為盡可能廣泛調和檢驗與防檢疫措

施，會員應根據現有的國際標準、準則與建議，訂定其檢驗或防檢疫措

施。」而同條第 3 項是明定會員可不遵守國際標準的「條件」，即若能提

出科學證據，或措施係依據 SPS 第 5 條 1 項至第 8 項時，WTO 允許會員

可在食品安全的措施上採取比相關國際標準更為嚴格的保護水準。 

從以上說明可知，為確保國際食品貿易的自由化，WTO 實質上要求

28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預告修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加強食品殘留農

藥管理〉，《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16 年 4 月 1 日，

http://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id=19759&chk=3313a5ac-2740-444c-953b-6db
a9a8debd2#.V5sa-0Z97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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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會員盡可能參照國際標準，而當每個會員都依據國際標準，進/出口國

間就不會存在殘留標準的差異。惟 WTO 也同時賦予會員例外的空間，讓

會員在能夠提出充分科學證據與踐行風險評估的前提下，讓會員施行較國

際標準嚴格之食安規範（一旦如此，食品貿易的自由化程度就會下降）。鑑

此，身為 WTO 正式會員的台灣，在設立農藥殘留標準時必然要盡可能滿

足國內標準與國際標準的趨同(convergence)，若主管機關提不出科學證據

和風險評估，則較為嚴格的國內標準在正當性上就可能受到其它 WTO 會

員的質疑，甚至是將標準差異的情況提請 WTO 的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進行處理。 

觀之 2007 年至 2017 年因不符台灣邊境檢驗而遭退運或銷毀的 4000

多筆資料中可發現，大概只有幾百起是有關動物用藥殘留標準而遭退運或

銷毀的個案，而有 2000 多起是與農藥殘留標準有關的個案。29可見台灣與

它國因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不同而導致之貿易摩擦其實遠多於動物用藥

的殘留標準。因此，雖然動物用藥及其殘留容許量標準較受到台灣民眾的

關注，但農藥及其殘留容許量的標準也確實有進一步被研究之實益。 

 

（一）台灣作為水果出口國 

芒果是所有台灣水果中近十年皆有穩定出口之商品，多半以生鮮冷藏

形式輸往中國、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地。而目前未有其它國家對我國輸

出生鮮冷藏的芒果。30由於芒果是農產品中的主力出口產品之一，為避免

農藥的使用不符合進口國之安全標準，進而造成出口損失，農委會針對外

銷水果特別彙整並不斷更新主要進口國之農藥殘留標準資訊於網站。31不

29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邊境檢驗不符合食品資訊查詢〉，《行政院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UnsafeFood.aspx?nodeID=170。 
30 僅有以果汁、罐頭等其它加工後的方式出口，主要有印度、越南、菲律賓、泰國、法國

等。詳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單一農產品進出口量值查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trade/tradereport.aspx。 
31 網站實際上只關注日本和中國兩國之標準，詳見：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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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在 2006 年時，台灣曾因輸出的芒果不符日本之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而

遭日方警告，表示若再發生類似情況，將對我國芒果採取禁止輸入的措

施。 

為避免出口可能受阻之風險，台灣芒果主要產地—屏東—於 2007 年

開始採取農產品生產履歷措施，逐粒標示以落實產銷全程品質管理，讓日

本海關和消費者可知曉芒果生產流程。32農委會於同年也推動「輸日芒果

安全管理體系」，協助果農達到日本農藥殘留量的規定。而日方自 2010

年 12 月 22 日起，同意對我國的芒果解除賽扶寧(Cyfluthrin)、賽滅寧

(Cypermethrin)等農藥 100%逐批檢驗的規定，改為一般隨機抽樣檢查。33由

此可知，為確保芒果能順利出口，台灣在實踐上是迎合進口國之農藥殘留

容許量標準，倘若日本在農藥殘留標準上有調整，我國就隨之相應做出修

正。根據農委會藥毒所 2016 年 10 月 30 日修訂的「輸日芒果病蟲害防治

用農藥參考基準」來看，日本無疑是一個頻繁修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的

國家，因此身為出口國的台灣必須時時注意，34才不會因農藥殘留容許值

不符日方規定而遭退運或銷毀。 

除芒果外，鳳梨也是台灣近幾年重要的出口水果，主要銷往日本，其

餘分散銷往香港、南韓、北美地區。不過，統計數據顯示，自 2004 年鳳

用藥基準哪裡查？藥毒所告訴你！〉，《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http://www.tactri.gov.tw/wSite/ct?xItem=8133&ctNode=222&mp=11。 
32 郭芷瑄，〈屏東輸日芒果逐粒貼標籤 展現生產履歷決心〉，《大紀元》，2007 年 1 月 15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7/1/15/n1590897.htm。 
3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輸日芒果安全管理體系』獲日本肯定 99 年 12 月 22 日起解除命

令檢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http://www.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news&sub_theme=agri&id=3919。CAC 未訂

定賽扶寧(Cyfluthrin)用於芒果的殘留標準，台灣訂為 0.5 ppm，日本訂為 0.02 ppm，而

CAC 訂定賽滅寧(Cypermethrin)用於芒果的殘留標準為 0.7 ppm，台灣為 2.0 ppm （核果

類），日本訂為 0.03 ppm，較國際標準嚴格。 
34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輸日芒果病蟲害防治用農藥參考基準〉，《行政院

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http://www.tactri.gov.tw/wSite/ct?xItem=6810&ctNode=882&m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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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開始大量銷往中國，並逐年上升，且自 2010 年開始以中國為主力市場，其

次才是日本。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 5 月 4 日，台灣鳳梨遭中國檢出歐滅

松(Omethoate)的殘留值 0.14 ppm，超過中方規定的 0.02 ppm，因此被退運

且開始對台灣鳳梨加強進口檢驗。35負責制訂國際標準的食品安全法典委

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目前並未有歐滅松用於鳳梨之

殘留容許量標準，而台灣是自 2008 年起便禁用歐滅松，因此上述被驗出

農藥超標的事件極可能是台灣農民違反國內規範，偷偷使用歐滅松此一被

禁用之農藥。不過，即便是台灣農民違反規定，也僅是不符台灣國內法

規，而非國際標準。然而，因為 CAC 並無制定歐滅松使用於鳳梨此項食

品的安全殘留量標準，而中國與台灣又同時皆是 WTO 的正式會員，依照

SPS 的規定，中國就不受到「國際標準」的約束，而可以採用自己的標準

來保護境內的人或動植物健康。此一情況也顯示出，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在實際上具有妨礙貿易自由化的效果，而在欠缺國際標準的情況下，進口

國設立的農藥標準就算妨礙了食品貿易的自由化，也不受到 WTO/SPS 的

制約。鑑此，為使台灣鳳梨能繼續順利出口，政府開始將鳳梨納入三級管

理制度。36同時，農委會也舉辦一系列講習活動輔導農民。37此外，農委會

藥毒所也根據主要貿易夥伴國之農藥殘留標準，發布「輸日鳳梨病蟲草害

防治用農藥參考基準」或「輸大陸鳳梨病蟲害防治用農藥參考基準」等相

35 歐滅松在中國譯為「氧化樂果」，相關規定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品質監督檢驗檢

疫總局，〈關於加強對進口臺灣鳳梨檢驗檢疫監管的警示通報〉，《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品

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ywxx/dzwjy/201505/t20150507_438615.htm。 
36 中華民國行政院陸委會，〈銷陸鳳梨遭檢出農藥將追查來源 納入三級管理制度〉，《中華

民國行政院陸委會》，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111485&ctNode=5630&mp=1。 
37 行政院農委會國際處，〈日本實施農藥殘留新制，政府已積極採行相關因應措施〉，《行

政院農委會國際處》，

http://www.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news&sub_theme=agri&id=2644；行政院農

委會，〈因應日本實施農藥殘留新制採行之措施〉，《行政院農委會》，

http://www.coa.gov.tw/ws.php?id=1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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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件予農民參考，以避免在出口時因農藥殘留問題遭進口國退運或銷

毀。38 

經由上述說明可知，為使水果的出口貿易更加順利，台灣實踐上必須

關注國際標準的有無，以及自己國內標準和主要貿易夥伴國的標準間是否

有差異。本文分別就芒果和鳳梨兩個重要的台灣出口果品，根據 CAC 目

前有訂定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以及文中提及之特定農藥，進行 CAC、台

灣和日本三方標準之比較，39請參見【表 4】和【表 5】。 
 

 

農藥名稱 CAC 台灣 日本 可能狀況 

賽滅淨

(Cyromazine) 
0.5 0.5 0.5 

三方標準一致 
不易生貿易爭端 

二硫代胺基甲酸

鹽類 
(Dithiocarbamates) 

2.0 2.0 2.0 

38 此次「雨傘運動」是香港 1997 年回歸後積累多年的各種結構性矛盾之總體爆發，具體

分析參見：閻小駿，《香港治與亂：2047 的政治想像》（香港：三聯書局，2015 年），頁

3-30。雨傘運動並非是港人試圖尋求「獨立」，其僅意在爭取「真普選」之民主權利，而

在中共看來，給予港人「真普選」便意味著無法確保北京對特首的挑選和立法會大多數

議員組成的最後決定權，亦即「真普選」可能會產生出一個不配合乃至對抗北京的政府

（雨傘運動本身便是香港本土意識興起的結果），何況若給予香港普遍的直選權，中國

其他地區（如新疆、西藏等）也很可能會群起效仿地要求真正的自治乃至自決，而在蘇

聯解體的前車之鑒下，中共勢必不願去冒如此風險，故其有意將此次運動抹黑為「港獨

」和所謂的境外（敵對）勢力滲透破壞。 
39 礙於篇幅，本文僅以日本作為個案中實際比較的國家。 

表 4：以芒果為例比較 CAC、台灣、日本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異同（單位：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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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派滅

(Spirotetramat) 
0.3 0.3 0.3 

賽速安

(Thiamethoxam) 
0.2 0.2 0.2 

亞托敏

(Azoxystrobin) 
0.7 核果類 

1.0 1.0 相較於 CAC，台日標準一

樣寬鬆 
不易生貿易爭端 

賽洛寧

(Cyhalothrin) 
0.2 核果類 

0.5 0.5 

貝芬替

(Carbendazim) 
5.0 2.0 2.0 

相較於 CAC，台日標準一

樣嚴格或皆未訂定（不得檢

出） 
不易生貿易爭端 

芬化利

(Fenvalerate) 
1.5 核果類 

1.0 1.0 

阿巴汀 
(Abamectin) 

0.01 未訂定 未訂定 

可尼丁

(Clothianidin) 
0.04 0.5 1.0 日本比台灣和 CAC 標準寬

鬆 
不易生貿易爭端 

益達胺

(Imidacloprid) 
0.2 核果類 

0.5 1.0 

安殺番

(Endosulfan) 
0.5 

其他 
（蔬果類） 

0.01 
0.5 

CAC 和日本標準一致， 
台灣標準較嚴格 
不易生貿易爭端 

出於貿易利益，台灣可考

慮修訂 

大滅松

(Dimethoate) 
1.0 核果類 

0.5 1.0 

佈飛松 
(Profenofos) 

0.2 未訂定 0.05 

CAC 較日本標準寬鬆， 
台灣未訂定（不得檢出） 
不易生貿易爭端 

出於貿易利益，台灣可訂

定或要求日本與 CAC 標準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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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絕

(Thiabendazole) 
5.0 核果類 

5.0 3.0 
CAC 和台灣標準一致， 
日本標準較嚴格或未訂定 
台灣輸日芒果較易有超

標問題，但台灣可提出貿易

關切 

護汰寧

(Fludioxonil) 
2.0 2.0 未訂定 

賽滅寧

(Cypermethrin) 
0.7 核果類 

2.0 0.03 

CAC 和日本標準較台灣嚴

格， 
但日本不符合 CAC 標準 
台灣輸日芒果較易有超

標問題，但台灣可提出貿易

關切 

得克利

(Tebuconazole) 
0.05 1.0 0.1 

日本比 CAC 標準寬鬆， 
但比台灣嚴 

台灣輸日芒果較易有超

標問題 

布芬淨

(Buprofezin) 
0.1 核果類 

1.0 0.9 

百克敏

(Pyraclostrobin) 
0.05 0.5 0.05 

CAC 和日本標準一致， 
台灣標準較寬鬆 

台灣輸日芒果較易有超

標問題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0.07 核果類 

0.5 0.07 

歐索林酸 
(Oxolinic acid) 

無此農藥 

1.0 0.01* 

CAC 無訂定標準， 
台灣標準較日本寬鬆 

台灣輸日芒果較易有超

標問題 

快得寧

(Oxine-copper) 
2.0 0.5 

扶吉胺 
(Fluazinam) 

0.5 0.01* 

克凡派

(Chlorfenapyr) 

未訂定 

0.5 0.3 

派滅淨

(Pymetrozine) 
核果類 

0.2 0.01* 

克收欣

(Kresoxim-methyl) 
核果類 

1.0 0.3 

賽扶寧 
(Cyfluthrin) 

0.5 0.02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CAC、台灣和日本官方所頒布之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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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x Pesticides Residues in Food Online Database,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tandards/pestres/en/;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PesticideList.aspx?nodeID=520;  
The Japan Food Chemical Research Foundation, “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s) List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in Foods,” http://www.m5.ws001.squarestart.ne.jp/foundation/search.html. 
註解：「＊」代表統一基準（uniform limit, 0.01ppm 或是偵測限值 LOD）。 

 

表 5：以鳳梨為例比較 CAC、台灣、日本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異同 

農藥名稱 CAC 台灣 日本 可能狀況 

達滅芬 
(Dimethomorph) 

0.01 0.01 0.01 
三方標準一致 

不易生貿易爭端 賽速安 
(Thiamethoxam) 

0.01 0.01 0.01 

滅大松 
(Methidathion) 

0.05 0.1 0.1 相較於 CAC，台日標準

一樣寬鬆 
不易生貿易爭端 

益收生長素 
(Ethephon) 

1.5 大漿果類 
2.0 2.0 

福瑞松 
(Phorate) 

未訂定 大漿果類 
0.05 0.05 

CAC 無訂定標準， 
台日標準一致 

不易生貿易爭端 

福賽得 
(Fosetyl aluminum) 

無此農藥 

大漿果類 
20 80 CAC 無訂定標準， 

日本標準比台灣寬鬆 
不易生貿易爭端 

達有龍 
(Diuron) 

大漿果類 
0.2 0.8 

固殺草

(Glufosinate-ammonium) 

熱帶水果 
（皮不可

食） 
0.1 

大漿果類 
0.05 0.1 

CAC 和日本標準一致， 
台灣標準較嚴格 
不易生貿易爭端 

出於貿易利益，台灣

可考慮修訂 

腈硫醌 
(Disulfoton) 

0.1 未訂定 0.1 
CAC 和日本標準一致， 

台灣未訂定或禁用 

（單位：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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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佈達 
(Heptachlor) 

0.01 禁用 0.01 
不易生貿易爭端 

出於貿易利益，台灣

可考慮修訂 

三泰芬 
(Triadimefon) 

5.0 大漿果類 
0.5 3.0 

CAC 較日本標準寬鬆， 
台灣標準較嚴格 
不易生貿易爭端 

出於貿易利益，台灣

可修訂或要求日本與

CAC 標準一致 

三泰隆 
(Triadimenol) 

5.0 5.0 3.0 

CAC 和台灣標準一致， 
日本標準較嚴格 

台灣輸日鳳梨較易

有超標問題，但台灣可

提出貿易關切 

普克利 
(Propiconazole) 

0.02 大漿果類 
2.0 0.1 

日本比 CAC 標準寬鬆， 
但比台灣嚴 

台灣輸日芒果較

易有超標問題 

大利松 
(Diazinon) 

0.1  大漿果類 
1.0 0.1 

CAC 和日本標準一致， 
台灣標準較寬鬆 

台灣輸日鳳梨較易

有超標問題 

普伏松 
(Ethoprophos) 

未訂定 

大漿果類 
0.02 

0.01* 

CAC 無訂定標準， 
台灣標準較日本寬鬆 
台灣輸日鳳梨較易

有超標問題 

賜派滅 
(Spirotetramat) 

0.1 

伏寄普 
(Fluazifop-butyl) 

無此農藥 

大漿果類 
0.2 0.05 

草脫淨 
(Atrazine) 

大漿果類 
0.25 0.02 

加保扶 
(Carbofura) 未訂定 大漿果類 

0.5 
0.3 

三落松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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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zophos) 

撲滅松 
(Fenitrothion) 

0.05 
陶斯松 

(Chlorpyrifos) 
克草 

(Bromacil) 
無此農藥 

0.07 

艾維激素

(Aminoethoxyvinylglycine 
hydrochloride) 

0.08 

0.01* 達特南 
(Dinotefuran) 

未訂定 
1.0 

芬殺松 
(Fenthion) 

大漿果類 
1.0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CAC、台灣和日本官方所頒布之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自行彙整。 
Codex Pesticides Residues in Food Online Database,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tandards/pestres/en/;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PesticideList.aspx?nodeID=520;  
The Japan Food Chemical Research Foundation, “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s) List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in Foods,”  
http://www.m5.ws001.squarestart.ne.jp/foundation/search.html 
註解：「＊」代表統一基準（uniform limit, 0.01ppm 或是偵測限值 LOD）。 

 

根據【表 4】和【表 5】的彙整與比較，可以歸類出三個主要類型：

1.不容易因農藥殘留標準問題而發生貿易爭端之情況；2.容易因農藥殘留

標準問題而發生貿易爭端，但台灣可以置喙之情況；3.容易因農藥殘留標

準問題而發生貿易爭端，但台灣難以置喙之情況。以下逐一詳細說明之： 

 

1. 不容易因農藥殘留問題而發生貿易爭端之情況 

（1）CAC、台灣、日本三方標準一致 

殘留標準的規定在此情況為 CAC、台灣和日本對於芒果能使用之農藥

及其殘留容許量標準有一致的規範，此種農藥目前有：賽滅淨、二硫代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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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甲酸鹽類、賜派滅、賽速安；而用於鳳梨的有：達滅芬、賽速安。在此

情形下，由於日本和台灣所訂定之標準與國際標準一致，只要台灣果農有

遵循本國農藥之使用規範並注意規定之劑量與安全採收期，就不會因為農

藥殘留問題而遭到日本退運或銷毀。 

 

（2）台日情況相同，但與 CAC 不同 

此情況較為複雜，可細分成三種亞型：CAC 標準較寬，而台灣與日本

標準較嚴；CAC 標準較嚴，而台灣與日本標準較寬；CAC 未定有國際標

準，而台灣與日本的標準相同。 

以芒果為例，相較於 CAC 的標準，台日標準一樣「寬鬆」的有：亞

托敏和賽洛寧；一樣「嚴格」的有：貝芬替和芬化利；兩國皆未訂定的有：

阿巴汀。以鳳梨為例，相較於 CAC，台日標準一樣「寬鬆」的有：滅大松

和益收生長素；而在 CAC 未訂有標準但台日標準一致的有：福瑞松。在

這些情況中，儘管台日兩國與 CAC 之標準不同，或甚至有時根本不存在

這樣的國際標準，但因為實際貿易的雙方標準一致，故台灣農民出口的水

果不會因為農藥殘留問題而遭到進口方日本的退運或銷毀。惟須注意的

是，倘若相較於 CAC 標準，台日標準一樣是較寬的情況下，若日方未來

與 CAC 標準調和，就可能對台灣的水果出口構成限制，此種可能性以【表

4】和【表 5】顯示的結果來看，易發生在用於芒果的農藥為亞托敏和賽洛

寧），以及用於鳳梨的農藥為滅大松和益收生長素。是我國果農和政府宜

留心的地方。 

 

（3）相較於 CAC 或台灣，日本標準較寬鬆 

此情況為：CAC 或台灣任一方的標準比日本嚴格。以芒果為例：可尼

丁和益達胺便是如此。但在鳳梨的部分，有一些農藥 CAC 目前未定有標

準，而日本的標準較台灣寬鬆，例如福賽得和達有龍。此種情況在出口貿

易上是較有利於台灣的，所以不容易發生貿易爭端。詳言之，若果農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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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法律對於上述農藥之使用方法並注意安全採收期，就不會因為農藥殘

留問題而遭到日本退運或銷毀，因為我國的標準比日方嚴格。但須注意一

種潛在的風險，即若我國所訂的殘留容許量比 CAC 寬鬆，但較日本嚴格

時，若日本在未來將自身標準與 CAC 調和一致，就有可能對台灣的水果

出口產生不利。 

 

（4）CAC 和日本的標準一致，而台灣的標準較嚴 

此情況意謂著台灣的殘留標準是三者中最為嚴格的；竟然是最嚴

的，舉重以明輕，故必然符合國際標準，在貿易上也就毋需擔心被進口方

拒絕。以芒果為例：安殺番和大滅松就屬於此情況。而在鳳梨方面，固殺

草的殘留標準較 CAC 和日本嚴；而腈硫醌是未列入，依照我國法律就是

不得檢出；飛佈達則為禁用。在這些情況下，我國的標準都是相對最嚴

的，因此水果出口不會因為農藥殘留問題而遭到日本退運或銷毀。不過，也

因為標準相對嚴格，不免妨礙台灣果農使用這些農藥，政府多少會受到來

自民間的反彈。因此，政策上或許可以考慮定期進行此類農藥的風險評

估，在確認使用上不致危害人類健康與影響出口時，適度放寬使用此類農

藥之殘留標準。 

 

（5）CAC 標準較日本寬，而台灣標準最嚴 

此情況與前述(4)類似，不同處在於 CAC 的標準是三者中最鬆的。因

此，我國可以不用擔心日本去調和 CAC 的標準，同時台灣果農也不用擔

心會因為農藥殘留的問題而遭到日本退運或銷毀。符合此情形的農藥在芒

果是佈飛，而鳳梨是三泰芬。不過，和前述(4)類似，台灣果農使用農藥的

空間被限縮，所以可以考慮將本國標準調和與日本或是 CAC 的標準趨

同。如果選擇與 CAC 調和但卻因此而被日本退運或銷毀，「理論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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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可依 SPS 的相關規定對日方提出貿易關切、諮商、甚至不排除要求 WTO

設立爭端解決小組(Panel)進行裁定。 

 

2. 容易因農藥殘留問題而生爭端，但台灣可置喙 

（1）CAC 和台灣標準一致，日本標準較嚴 

雖然台灣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比日本寬鬆，故不符日方規定而可能

遭到日本海關退運或銷毀，但因我國所訂之標準與 CAC 的國際標準一

致，因此在 SPS 的規定上有高度正當性，「理論上」可要求日本依據(based 

on)國際標準，否則應針對自己較為嚴格的殘留標準提出充分的科學證據和

進行風險評估，並且不能對貿易構成不必要之限制。惟「實際上」，我國

還不曾對日方提出此類的貿易訴訟，未來是否有可能則難以知悉。鑑此，本

文僅能列出會涉及此種情況的農藥；在芒果為腐絕和護汰寧；而鳳梨則是

三泰隆。 

 

（2）CAC 和日本標準較台灣嚴格，但日本的標準高於 CAC 

此情況下日本的安全標準最嚴，而台灣最鬆。具體事例是賽滅寧在

CAC 的殘留標準為 0.7 ppm，而日本卻訂為 0.03 ppm，顯然較國際標準嚴

荷許多。理論上，我國可援引 SPS 的規定對日方標準提出質疑（即便台灣

的標準為 2.0 ppm），但實踐上我國在 2012 年 2 月 1 日，更名並修正的「芒

果、木瓜、荔枝出口日本同意文件核發注意事項」中言明，台灣芒果農『嚴

禁使用』賽滅寧此一高風險的農藥。40何以在有國際標準的情況下，台灣

40 行政院公報，〈芒果木瓜荔枝出口日本同意文件核發注意事項修正規定〉，《農糧字第

1011048140 號》，2012 年 2 月 1 日，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18018/ch07/type2/gov62/num34/
Eg.htm。修正前可參考：行政院公報，〈芒果、木瓜、荔枝出口日本同意文件核發注意事

項〉，《農糧字第 0951058157 號》，2006 年 6 月 20 日，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12115/ch07/type2/gov62/num27/
E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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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迎合日方的殘留標準，而不是對之提出質疑或循 WTO 的管道進行貿

易關切，畢竟事實上日本較嚴苛的標準已造成非關稅貿易障礙，且對我國

水果的出口產生實際影響。本文認為，政府考量到若向日方進行質疑或提

出關切，將非常可能對我芒果的出口貿易造成不利，但最終結果又難以確

定是否有利於我方，故在保守謹慎的權衡下，迫於無奈地選擇迎合日本的

標準，以利我國農產品順利出口。 

 

3. 易因農藥殘留問題而生爭端，但台灣難以置喙 

（1）日本的標準較 CAC 寬，但比台灣嚴格 

日本的標準在三者間居中，即低於 CAC 但高於台灣。此時，日方的

標準雖然嚴於我國，但因為相較於國際標準，實為較寬鬆之殘留值要求，台

灣既沒有必要也同時在國際貿易法上欠缺正當性對之進行質疑。因此，台

灣最好的因應之道是留意並配合日本的農藥殘留值規定，並於實際生產時

注意安全採收期和避免農藥使用過量。 

 

（2）日本標準與 CAC 一致，比台灣嚴格 

日方標準雖較我國嚴格，但因其符合 CAC 的國際標準，因此若台灣

無法符合，出口的芒果或鳳梨將因農藥殘留超標而被日本退運或銷毀，且

無質疑之法律上正當性。此種情況在我國作為出口國時當盡力避免，果農

在芒果的生產上應留意百克敏和待克利的使用，而在鳳梨的生產上應注意

大利松的使用。 

 

（3）CAC 未訂有標準，日本標準較台灣嚴格 

實踐上符合此情況的農藥極多，以芒果而言有：歐索林酸、快得寧、扶

吉胺、克凡派、派滅淨、克收欣、賽扶寧；而鳳梨則有：普伏松、賜派滅、伏

寄普、草脫淨、加保扶、三落松、撲滅松、陶斯松、克草、艾維激素、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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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南、芬殺松。在欠缺 CAC 標準的情況下，跨國的食品貿易對出口方相

當不利，因為進口方此時不再受到 SPS 的拘束，導致進/出口雙方雖然對農

藥的殘留標準有爭議，但沒有國際性的規範得以參照與調和，雙方完全可

以各執己見。此時，除非台灣政府有其它手段或籌碼能與日本進行交涉，不

然台灣只能乖乖地迎合日方之標準。 
 

4. 小結 

根據表 4 和表 5 所提供之資訊，並佐以如上十種不同情況的質性比較

分析後，本文發現：(1)與日本不易發生爭端的情況，也就是台灣果品可以

順利出口的關鍵在於殘留標準與 CAC 相同，不然就是台灣訂定的標準比

CAC 更為嚴格。倘若不是如此，即便在台灣與日本殘留標準一致的情況

下，未來也可能因為日方將自身標準調和為與國際標準一致，導致我國有

不能順利出口之風險。所以，如果真的要順利出口果品，最保險的策略就

是自訂較 CAC 更為嚴格的殘留標準，如此就算日本的標準是和 CAC 一

致，台灣的果品也還是能順利出口。只不過這種策略的代價就是台灣的果

農在使用農藥的選項上或自由度上會受到很大的限制，生產成本有可能因

此增加，進而影響在市場上的競爭力。(2)在易與日本發生爭端的情況，台

灣實踐上居於「劣勢」，即在可以置喙時並沒有積極向日方爭取我應有之

待遇，反而是迎合日本的標準。而在不可置喙的部分，主要是因為我們自

己的標準低於國際標準，故而沒有法律上的正當性。不過，在 CAC 未定

有標準的情況下，台灣實踐上是選擇迎合日方的標準，以利於果品的順利

出口。 

由上述研究發現可知，決定出口國與進口國是否容易發生貿易爭端的

關鍵變數在於出口國的殘留標準是不是與 CAC 訂定之國際標準一致或是

更為嚴格。只要這個條件滿足，尤其是當出口國的標準較 CAC 更嚴格時，進

口國很難拒絕出口國的商品入境。應予留意的是，台灣果品在出口貿易的

實踐上，對於日本標準嚴於 CAC 標準的情形，並沒有提出質疑或嘗試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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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日方標準的存在正當性，明顯呈現地位上的劣勢，這究竟是為什麼？本

文接下來將台灣的身分轉換為進口國，個案研析則以蘋果和奇異果為

例，觀察身分的轉變是否就可以讓台灣在貿易上的劣勢獲得扭轉。 
 

（二）台灣作為水果進口國 

蘋果和奇異果是台灣長期以來進口果品的大宗，且進口總量呈現逐年

上升之趨勢。蘋果之主要進口國為：美國、智利、紐西蘭、日本、南非（自

2012 年超越韓國）。而奇異果則為：紐西蘭、日本、義大利、法國、智利、中

國等。本文參考過去曾在邊境檢驗時遭到台灣退運或銷毀之蘋果和奇異果

事例，並比較其中出口國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與台灣和 CAC 之差異，彙

整為表 6 和表 7 如下： 

 

 

農藥名稱 CAC 台灣 美國 日本 
韓

國 

遭我退

運之出

口國 
安殺番 

(Endosulfan) 未訂 未訂定(2008.10.21) 
0.5(2009.03.29) 1.0 1.0 未

訂 美國 

四氯異苯腈

(Chlorothalonil) 未訂 

未訂定(2010.12.16) 
0.01*（其他, 
2010.12.30） 
1.0（蘋果, 2012.06.20） 

未訂 2.0 2.0 韓國 

祿芬隆 
(Lufenuron) 

無此農

藥之標

準 

未訂定(2010.12.16) 
0.01*（其他, 
2010.12.30） 
0.5（蘋果, 2012.06.20） 

未訂 0.7 0.3 韓國 

亞托敏 
(Azoxystrobin) 未訂 

0.01*（其他, 2010.12.30） 
0.01（其他, 
2011.06.22） 
1.0（蘋果, 2011.09.20） 

未訂定 2.0 0.5 韓國 

芬普蟎

(Fenpyroximate) 

梨果類

0.3 
(2011) 

未訂定(2008.10.21) 
0.01*(2010.12.30) 
0.4(2011.09.20) 

0.3 0.5 0.5 美國 

表 6：以蘋果為例比較 CAC、台灣和出口國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異同（單位：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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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克利 
(Tebuconazole) 

1.0 
(2012) 

未訂定(2010.12.16) 
0.01*（其他, 
2010.12.30） 
1.0（蘋果,2011.03.14） 

0.05 1.0 0.5 韓國 

賽速安

(Thiamethoxam) 

梨果類

0.3 
(2011) 

未訂定(2009.08.17) 
0.2(2010.06.07) 0.2 0.3 0.3 日本 

三氟敏

(Trifloxystrobin) 

梨果類

0.7 
(2006) 

未訂定(2008.10.21) 
0.7(2009.10.07) 

0.5 3.0 未

訂 
日本 

依芬寧 
(Etofenprox) 

0.6 
(2012) 

無此農藥之標準

(2014.08.07) 
0.6（蘋果, 2015.06.24） 

未訂定 2.0 1.0 韓國 

比多農 
(Bitertanol) 

梨果類 
2.0 

0.5（梨果

類, 2008.10.21） 未訂定 0.6 0.6 韓國 

得福隆 
(Teflubenzuron) 

梨果類 
1.0 

(1999) 

未訂定(2010.12.16) 
0.01*（其他, 
2010.12.30） 
0.5（蘋果, 2012.06.20） 

1.0 1.0 1.0 韓國 

撲滅松 
(Fenitrothion) 

0.5 
(2008) 

未訂定(2010.12.16) 
0.01*（其他, 
2010.12.30） 
0.2（蘋果,2012.06.20） 

未訂定 0.2 0.5 韓國 

二福隆 
(Diflubenzuron) 

5.0 
(2004) 

未訂定(2010.12.16) 
0.01*（其他, 
2010.12.30） 
1.0（蘋果, 2012.06.20） 

未訂定 1.0 1.0 韓國 

福爾培 
(Folpet) 10(2006) 禁用 5.0 5.0 5.0 韓國 

普硫松 
(Prothiofos) 

無此農

藥之標

準 
未訂定(2012.01.20) 

無此農

藥之標

準 
0.3 0.05 日本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CAC、台灣、美國、日本和韓國之法規自行彙整。 
Codex Pesticides Residues in Food Online Database,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tandards/pestres/en/;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PesticideList.aspx?nodeID=520;  
USDA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 Database,” 
http://www.fas.usda.gov/maximum-residue-limits-mrl-database; 
The Japan Food Chemical Research Foundation, “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s) List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in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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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5.ws001.squarestart.ne.jp/foundation/search.html;  
Ministry of Food and Drug Safety (MFDS), “Pesticides and Veterinary Drugs Information,” 
http://www.foodnara.go.kr/residue/vd/info/list.do?menuKey=2&subMenuKey=82 
註解：「＊」代表統一基準（uniform limit, 0.01ppm 或是偵測限值 LOD）。 
 
 

 

農藥名稱 CAC 台灣 中國 日本 
義大

利 

遭我退

運之出

口國 
克收欣 

(Kresoxim 
-methyl) 

未訂定 
未訂定(2010.10.22) 
0.01（其他, 
2010.12.30） 

未訂定 1.0 0.01* 日本 

亞滅培 
(Acetamiprid) 未訂定 

未訂定(2010.10.22) 
0.01（其他, 
2010.12.30） 
0.01（其他, 
2012.09.21） 

漿果和其

他小型水

果 
2.0 

0.2 0.01* 日本 

貝芬替 
(Carbendazim) 未訂定 1.0（大漿果

類, 2012.09.21） 0.5 3.0 0.1* 日本 

滅大松 
(Methidathion) 未訂定 0.1（大漿果

類, 2013.01.11） 未訂定 0.2 0.02* 日本 

護汰寧 
(Fludioxonil) 

15.0 
(2006) 

未訂定(2011.11.23) 
15.0（奇異果, 
2013.03.14） 

未訂定 20.0 15.0 義大利 

Fenhexamid 15.0 
(2006) 

未訂定(2015.12.22) 15.0 未訂

定 
15.0 義大利 

白克列 
(Boscalid) 

5.0 
(2010) 

0.01（其他, 2015.12.22
） 未訂定 未訂

定 5.0 義大利 

依普同 
(Iprodione) 5.0 2.0（大漿果類, 

2013.09.26） 未訂定 5.0 5.0 日本 

貝芬替 
(Carbendazim) 未訂定 1.0（大漿果類） 0.5 3.0 0.1* 中國 

賽洛寧 
(Cyhalothrin) 

未訂定 0.01*（其他, 
2011.06.22） 

漿果及其

他小粒水

果 
0.2 

0.5 0.02* 中國 

芬化利 
(Fenvalerate) 未訂定 

0.03*（其他, 
2014.08.07） 

漿果和其

他小型水
5.0 0.02* 中國 

表 7：以奇異果為例比較CAC、台灣和出口國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異同（單位：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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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0.2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未訂定 

0.05*（其他, 
2014.08.07） 
0.05*（其他, 
2015.02.12） 

未訂定 未訂

定 0.1 中國 

撲滅寧 
(Procymidone) 

無此農

藥之標

準 

0.05*（其他, 
2015.02.12） 

未訂定 3.0 0.01* 中國 

依滅列 
(Imazalil) 

未訂定 未訂定(2016.10.26) 未訂定 2.0 0.05* 中國 

益達胺 
(Imidacloprid) 未訂定 未訂定（其他, 

2016.10.26） 未訂定 0.2 0.05* 中國 

達特南 
(Dinotefuran) 未訂定 未訂定(2015.12.22) 無此農藥

之標準 0.5 未訂

定 日本 

扶吉胺 
(Fluazinam) 

無此農 
藥之標

準 
未訂定(2016.03.18) 未訂定 0.5 0.05 日本 

褔化利 
(Fluvalinate) 

無此農

藥之標

準 
未訂定(2016.07.04) 未訂定 0.2 0.01* 日本 

克普芬 
(Chlorpropham) 未訂定 未訂定(2015.12.22) 未訂定 1.0 0.01* 義大利 

依芬寧 
(Etofenprox) 未訂定 未訂定(2016.10.26) 未訂定 未訂

定 1.0 義大利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CAC、台灣、中國、日本和義大利之法規自行彙整。 
Codex Pesticides Residues in Food Online Database,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tandards/pestres/en/;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PesticideList.aspx?nodeID=52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關於發佈《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農藥最大殘

留限量》（GB2763-2014）的公告（2014 年第 4 號）〉，2014 年 4 月 9 日，

http://www.nhfpc.gov.cn/sps/s7891/201404/0a7853a8d91c49e7ae4451657e7d7fb5.shtml;  
The Japan Food Chemical Research Foundation, “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s) List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in Foods,” 
http://www.m5.ws001.squarestart.ne.jp/foundation/search.html;  
European Commission, “EU Pesticides database,” 
http://ec.europa.eu/food/plant/pesticides/eu-pesticides-database/public/?event=homepage&language=EN 
註解：「＊」代表統一基準（uniform limit, 0.01ppm或是偵測限值 L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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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無法直接根據上開表 6 與表 7 兩份表格中的資訊得知台灣是否配

合出口國的要求調整自身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但從事件發生之時間先

後順序來看，許多出口國果品遭到台灣退運或銷毀的時間點皆是在我國標

準被修訂「前」。也就是說，從台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修訂時間

來看，似乎有為了便於出口國銷售其果品至我國而進行事「後」調整的現

象。 

 

1. CAC 未訂定標準，而台灣修訂後標準寬於修訂前 

在蘋果的部分，美國輸台的蘋果曾於 2009 年 3 月間有 5 批因被檢出

安殺番而遭我國退運或銷毀。根據我國 2008 年 10 月 21 日發布的《殘留

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安殺番係不得檢出之農藥。然而，在上述美國蘋

果被退運後，2010 年 3 月 29 日，我國修訂了上開《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

標準》，將其中原本不得檢出之安殺番，改為殘留容許量為 0.5 ppm。41 

另一個例子則與韓國輸台的蘋果有關；根據我國 2010 年 12 月 16 日

發布的《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四氯異苯腈係不得檢出的農藥，不

過同月 30 日修訂的版本中，加入了「其他類」，並將標準訂為 0.01 ppm

（也就是說，除了表列出來的作物外，其餘都是以「其他類」來規範）。有

趣的是，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 月間，韓國銷往我國的蘋果因為四氯異

苯腈的殘留容許量不符合我方之安全標準，遭到退運或銷毀高達 9 次。但

隔（2012）年 6 月 20 日政府就修訂《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將四

氯異苯腈用於蘋果的殘留容許量訂為 1.0 ppm（標準放寬）；同樣的情況

其實也發生在祿芬隆，2009 年和 2011 年韓國出口至台灣的蘋果因祿芬隆

不符我國殘留容許量標準而遭退運或銷毀，但 2012 年 6 月 20 日政府修訂

41 〈『安殺番』農藥標準放寬 專家擔心『毒』蘋果銷台〉，《今日新聞》，2009 年 7 月 6 日

，http://www.nownews.com/n/2009/07/06/91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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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中，將祿芬隆用於蘋果的殘留容許量放寬

為 0.5 ppm。42 

在奇異果的部分，2010 年 10 月底，日本奇異果有一批被檢出克收欣

0.36 ppm 和亞滅培 0.08 ppm，另一批則檢出克收欣 0.15 ppm，但根據 2010

年 10 月 22 日的《殘留農藥安全容許量標準》，這兩款農藥皆為不得檢出，因

此遭我國退運。然而，同年 12 月 30 日我國發布的《殘留農藥安全容許量

標準》中，卻訂出上述兩款農藥 0.01 ppm 的殘留容許量標準。 

在上述蘋果與奇異果的例子中，清楚可見不論是安殺番、四氯異苯

腈、祿芬隆、克收欣，或是亞滅培等農藥，在事件發生時 CAC 皆未訂出

國際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其實不負有任何SPS所規定之調和化義務。然

而，實際上台灣皆在事件發生後的同年或隔年就修訂了自己的標準，而且

是放寬。此一現象顯然並非是我國為了要與國際標準調和化，因為實際上

根本沒有國際標準；因此台灣政府的修法是為了滿足先前果品被退運或銷

毀之出口貿易國家之利益。 

 

2. CAC 訂有標準，而台灣的標準修正後比之寬鬆 

舉例來說，2009 年 2 月和 5 月，美國輸往台灣的蘋果因被檢出芬普蟎

遭到退運或銷毀，當時 CAC 還沒有訂定關於芬普蟎的標準，一直到 2011

年才訂出 0.3ppm。美國立即將其國內芬普蟎用於蘋果的殘留容許量修正與

CAC 一致，基於此一情勢，台灣遂於 2011 年 9 月 20 日修訂《殘留農藥安

全容許量標準》，將芬普蟎用於蘋果的殘留容許量標準訂為 0.4ppm，比國

際標準略寬，這著實令人費解。因為身為 WTO 的會員，理應依 SPS 的規

定將自身標準與國際標準進行調和，以達趨同。本文認為，若不是為了使

美國之蘋果更為順利地進入我國市場，恐怕難有其它原因能給予更為合理

42 事實上，這樣的例子還有亞托敏且也是發生在韓國的蘋果。2011 年 1 月來自韓國的蘋果

因為亞托敏殘留量不符標準，而遭我國退運或銷毀 1 次，但同年 9 月 20 日修訂的《殘

留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中，政府就把這個農藥的殘留容許量標準放寬為 1.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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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解釋。當然，台灣自己生產的蘋果數量無法滿足國人的消費需求，因此

透過進口來填補內需是合理的，但進口果品的衛生安全應該要以國際標準

作為底限，而不是比國際標準更為寬鬆。 

 

3. CAC 訂有標準，台灣事後修訂與之一致，但寬於自己原本的標準 

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 月，韓國銷往台灣的蘋果曾因得克利之殘留

容許量不符合標準而遭我國退運或銷毀高達 6 次，根據當時的《殘留農藥

安全容許量標準》，得克利係不得檢出的農藥；然而退運事件發生後，在

2011 年 3 月 14 日的修訂版本中，台灣便將得克利列入可用於蘋果之農

藥，同時將殘留容許量訂為 1.00 ppm。雖然此一修訂後的標準與 CAC 的

國際標準一致，但吾人應特別留心一點，即 CAC 是到 2012 年才訂出

1.00ppm。因此台灣是「事前」就已有自己的標準，但卻將自己原本不得

檢出的較嚴標準放寬，顯然是政策上有意要利於出口國，但此種做法對台

灣國內食用蘋果的消費者來說是提早接受風險，儘管 2012 年的國際標準

和台灣「事前」修訂的標準相同，均為 1.00ppm。 

 

4. CAC 訂有標準，而台灣修訂後比之嚴格 

此情形發生於 2009 年 9 月，當時日本出口至我國的蘋果曾因被檢出

賽速安而遭到退運或銷毀，根據當時的《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賽

速安是不得檢出。不過，2010 年 6 月 7 日，政府在修訂後的《殘留農藥安

全容許量標準》中，將賽速安可用之作物加入蘋果，殘留容許量訂為 0.2 

ppm。雖然這個殘留量標準比「後來」（2011 年）CAC 的標準要來得嚴格，但

過程中很明顯發現我國是在還沒有國際標準的情形下就先修正自己標準

並將其放寬，而其目的極可能是為了使日本出口到我國的蘋果能順利進入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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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C 先訂有標準，而台灣後來調和與之一致 

本情況與前述 3 易相混淆，兩者的區別在於 CAC 訂定國際標準的時

間點是否早於台灣。在前述 3 的情況中，台灣是先訂定與修正標準，CAC

才制定其國際標準。相較之下，這裡的情況是 CAC 已設有國際標準，台

灣事後將自己的標準調和與之一致。實例如，在蘋果部分，2009 年 1 月至

2 月間，日本銷往台灣的蘋果三度被檢出含有農藥三氟敏而遭退運或銷

毀。根據 2008 年 10 月 21 日我國公布之《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三

氟敏是不得檢出的農藥，但在上述日本蘋果被退運後，我國在 2009 年 10

月 7 日就對《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進行了修正，將三氟敏用於蘋果

的殘留容許量訂為 0.7 ppm，而這個標準與早年(2006)CAC 所訂之標準一

致。 

另一個例子則是依芬寧，在 2014 年 10 月至 11 月，韓國出口至我國

的蘋果曾 2 次被驗出依芬寧而遭到退運或銷毀。因為根據我國在 2014 年 8

月 7 日公布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這個農藥係不得被檢出的。然而，政

府在 2015 年 6 月 24 日修訂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中，將依芬寧用於

蘋果的殘留容許量訂為 0.6 ppm，這極可能與韓國蘋果先前被退運有關，所

以政府才將原本我國較嚴格的標準調和成與CAC一致，即0.6ppm。不過，這

個殘留值標準是 CAC 在 2012 年時就訂定的標準。 

不只蘋果的進口有此情況，在奇異果部分亦復如此。舉例來說，義大

利的奇異果曾於 2012 年 1 月在通關時被驗出護汰寧而遭我國退運或銷

毀。因為根據 2011 年 11 月 23 日發布的《殘留農藥安全容許量標準》，護

汰寧乃不得檢出之農藥。不過，2013 年 3 月 14 日修訂後的《殘留農藥安

全容許量標準》便將護汰寧用於奇異果的殘留容許量標準訂為 15.0 ppm，也

就是和 CAC 在 2006 年訂定之標準一致。 

總的來說，雖然上述情況最終使外國銷往台灣的水果能更加順利地進

入台灣市場，且台灣自身的標準是在事後調和為與國際標準一致，但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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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標準的時間點都是發生在有外國果品被我國退運或銷毀之後，故而很

難讓人不去懷疑我國標準的事後修改是因為受到出口國的壓力。 

 

6. CAC 訂有標準，而台灣較之為嚴但與利害當事國一致 

以蘋果的進口貿易為例，2009 年至 2012 年間，韓國銷往台灣的蘋果

曾 4 次因得福隆不符標準，1 次因撲滅松不符標準；4 次因二福隆不符標

準而遭到退運或銷毀。惟在 2012 年 6 月 20 日，我國政府就在新修訂的《殘

留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中，加入了上述三種農藥用於蘋果的殘留容許量

標準。以 CAC 的角度來看（三種農藥的標準依序為 1.0 ppm、 0.5 ppm、5.0 

ppm），我國三種農藥的殘留值安全標準均較為嚴格，分別為 0.5 ppm、0.2 

ppm、1.0 ppm。其中，二福隆的標準在修訂後是與貿易利害當事國（韓國）

調和為一致。 

 

7. CAC 訂有標準，出口國與之一致，但台灣將之退運或銷毀 

此種情況是本文研究中最特殊的，有必要詳細討論，惟先簡述其情

況。在蘋果進口的部分，韓國蘋果於 2013 年 12 月因被檢出我國禁用之福

爾培而遭退運或銷毀。但 CAC 對於此農藥的殘留標準值是訂為 10 ppm，而

韓國的規定為 5 ppm，較 CAC 嚴格。在此情況下，根據我國的規定，雖然

應將韓國蘋果退運或銷毀，但在國際貿易法上並站不住腳。 

至於奇異果進口的部分，義大利於 2016 年 3 月初被我國檢出

Fenhexamid 0.97 ppm（此農藥目前無中文譯名）、白克列 0.04 ppm。根據

2015 年 12 月 22 日發布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Fenhexamid 為不得檢

出，白克列的容許值為 0.01 ppm，故我國將這批奇異國退運或銷毀。然而，以

國際標準的角度來看，實有訂定 Fenhexamid 和白克列用於奇異果之殘留容

許量標準，分別是 15.0 ppm 和 5.0 ppm，所以義大利銷往台灣的奇異果在

標準上係與之一致，故我國的退運或銷毀措施有可議之處。有趣的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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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一直未增訂 Fenhexamid 用於奇異果之殘留容許量標準，也未將白克列用

於奇異果之殘留容許量標準調和與 CAC 一致。相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日

本，2013 年 10 月該國出口至我國的奇異果因被檢出依普同 2.3 ppm，與我

國當時的《殘留農藥安全容許量標準》所訂之 2.0ppm 不符而遭退運或銷

毀。然根據 CAC 之標準(5.0 ppm)，日本的殘留量是沒問題的，但台灣至

今一直尚未修正有關此農藥的使用標準。 
 

8. CAC 未訂定標準，台灣依自訂標準且不曾修正 

日本出口至我國的蘋果曾於 2012 年 2 月因被檢出普硫松而遭退運或

銷毀，由於 CAC 未訂定普硫松這一款農藥之殘留標準，因此並無國際標

準可依循，而台灣到目前也未再增訂或修改相關標準。 

在奇異果部分，日本於 2014 年 10 月因被檢出達特南 0.02 ppm 而遭我

國退運或銷毀，因為根據當時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達特南為不得

檢出。2016 年 2 月，日本銷往我國的奇異果又被檢出達特南 0.05 ppm 而

遭退運或銷毀；兩個月後，則因被檢出扶吉胺 0.2 ppm 而遭退運或銷毀，因

為根據同年 3 月 18 日發布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扶吉胺係不得被

檢出之農藥。2016 年 10 月，日本奇異果又再次被檢出達特南 0.04 ppm、扶

吉胺 0.02 ppm、褔化利 0.02 ppm 而遭我國退運或銷毀，因為根據 2016 年

7 月 14 日發布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此三種農藥為不得檢出。值得思

考的是，上述這些被退運或銷毀的奇異果事件，並沒有為我國帶來任何源

自日方的壓力，因此標準也就沒有修改，背後的原因可能與欠缺國際標準

有關，但也可能尚有它因待為釐清。 

最後是來自義大利的奇異果案例，於 2016 年 3 月月因被檢出克普芬

0.02 ppm 而被台灣退運或銷毀，因為根據 2015 年 12 月 22 日發布的《農

藥殘留容許量標準》，這款農藥是不得檢出。然而，CAC 一直沒有訂定克

普芬用於奇異果之殘留容許量標準，而我國也沒有受到來自義大利的任何

壓力，故國內標準沒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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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第 8 種情況中所提及之農藥，在蘋果部分如：普硫松；在

奇異果部分如：達特南、扶吉胺、褔化利、克普芬，皆為目前 CAC 所未

訂定殘留容許值的農藥，而台灣方面的標準不是依法不得檢出，就是標準

嚴到無法讓外國水果進口，但無論何者，最後既未受到出口方的壓力，國

內的標準亦未對之進行調整，此點和第 1 種類型的情況迥不相同。詳言

之，比對第 1 與第 8 種情況，可以發現不同的出口國、不同的水果、不同

的農藥，或許是可能左右台灣在作為進口國時是否必須修正標準的變數。 

 

（三）小結 

當台灣身分轉換為進口國時，個案的質性比較分析變得較為複雜和困

難，摘要重要發現如下：(1)統整八種情況，有四種（案例 1 到案例 4）是

台灣居於劣勢，即本可不用對自己的標準進行修正，但卻修正的情況，其

中還包含修正後將標準變得較CAC略寬，以便於出口國的情形（案例 3）。(2)

八種情況中有二種是台灣自己理虧，即標準較 CAC 嚴格，在無法提出充

分科學證據與風險評估下，應予修正。但有待進一步釐清的是，為何案例

6 中台灣雖然修訂了自己的標準，但只有部分與國際標準一致，其餘仍比

CAC 嚴格。(3)案例 7 最具有深入研究之必要，因為在退運或銷毀事件之

前已經有 CAC 的標準，同時出口國的標準也和 CAC 一致，但台灣卻可以

在事件後繼續維持自己的標準，而不必修正。這究竟是什麼原因，誠值探

究。(4)案例 1 與案例 8 皆屬於國際標準欠缺之情況，因此台灣並無法律上

將自己標準與 CAC 調和之義務，而是可以維持自己訂定的標準。但為何

案例 1 台灣卻在退運或銷毀事件後選擇修正放寬自己的標準，而案例 8 卻

沒有？第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出口國不同」；案例 1 蘋果的出口國為美國，而

案例 8 則是日本。兩者相較之下，台灣因為與美國實力落差懸殊，故無法

堅持自己的標準。然而，此一解釋在質性比較分析中欠缺說服力，因為案

例 1 蘋果的出口國還有韓國，其國力與日本不相伯仲，但台灣還是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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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自己的標準修正了。第二個可能的解釋是「水果不同」；由於本文個

案選樣的水果種類太少（僅蘋果與奇異果），因此無法對這項解釋提供充

分的支持。然而，日本在案例 1 與案例 8 皆有因為奇異果的農藥殘留標準

而被台灣退運或銷毀，但在案例 1 台灣就修正了自己的標準，而案例 8 卻

沒有，可見第二個解釋的說服力並不高。第三個可能的解釋是「農藥不同」；

在案例 1 的蘋果部分，涉及標準衝突的農藥是安殺番、四氯異苯腈、祿芬

隆，而奇異果部分是克收欣、亞滅培。然而，在案例 8 並沒有重覆出現的

農藥，即在蘋果部分是普硫松，而奇異果部分是達特南、扶吉胺、褔化利、克

普芬。顯然，涉及標準衝突的農藥有別時，身為進口國台灣的因應也產生

了變化。儘管在目前個案數有限的情況下，第三種解釋未必能通則化到所

有情況，但相較於第一和第二種解釋，具有效優的解釋能力。 

 

肆、結論 

 

對於供人食用之蔬果，究竟能否使用某種農藥或是使用後可容許多少

劑量殘留其上，本是與消費者健康法益密切相關的科學問題。因此，理論

上《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的制定及修正應該都不能逸脫保護消費者食品

安全的宗旨，無論是本土的農產品還是境外輸入的農產品皆然。由於過量

殘留的農藥與動物用藥同樣都可能危害消費者健康，卻在台灣引起程度不

一的反應，特別是後者的使用及其安全標準之設定相較於前者經常導致國

內政治一定程度的不穩定和衝突。此現象看似無奇，實有值得吾人深切反

省與探究之實益。 

首先，農藥在本質上較動物用藥易去除或消減（系統性農藥則除

外）。同時在消費上，使用農藥的蔬果在商品替代性或選擇彈性上較肉品

高，所以安全風險可以因為消費者的行為及選擇而得到弱化。但不能否認

與忽略的是，以台灣近十年的農業結構來看（請見本文【表 1】），農業

總產值中畜產總產值佔了三成，而農產部分則有四成，同時與農產品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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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殘留容許值標準的修訂頻率也遠高於動物用藥的殘留容許值標

準，因此農藥殘留標準不該完全不在台灣民眾的關注中，這顯然是個不甚

合理的現象。為了釐清此現象背後之原因，本文從進口與出口兩個面向對

台灣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進行了分析，獲得以下發現： 

當台灣為果品「出口國」時，如果想要確保出口貿易不受阻礙，最保

險的策略就是自訂較 CAC 更為嚴格的農藥殘留標準，或是在欠缺國際標

準時訂出比進口國較嚴格的安全殘留標準。不過，此種策略的代價就是台

灣的果農在使用農藥的選項上或自由度上會受到很大的限制，生產成本與

栽種過程中的困難度均有可能因此增加，進而影響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

力。鑑此，若不採取上述策略，就要做好與進口國產生貿易爭端的準備，以

目前實踐情況來看，台灣與進口國發生爭端時，較常居於「劣勢」，即在

可以置喙時並沒有積極向進口國爭取我應有之待遇，反而是迎合進口國的

安全標準。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 CAC 未定有國際標準的情況下，台

灣實踐上目前是偏向迎合進口國的標準，以利於我國果品的順利出口，而

不是嘗試先與進口國談判或交涉，盡可能爭取有利我國出口的條件。 

當台灣為果品「進口國」時，情況又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 CAC

沒有訂定標準的時候，此時台灣並無國際貿易法上將自己標準與 CAC 調

和之義務，而是可以維持自己訂定之標準。但個案質性比較分析的結果顯

示，台灣有時會修訂自己的標準，使之較原本的標準寬鬆以利於出口國，但

有時不會。左右台灣修訂與否的原因很可能與涉及貿易衝突的農藥有

關，但為什麼會如此，還需要日後進一步的研究。第二類是 CAC 有訂定

標準的時候，此類又可再細分為兩種情況，一是 CAC 在退運或銷毀事件

後才訂出國際標準，一是 CAC 在事件前就已有訂定國際標準。在第一種

情況，台灣明顯居於「劣勢」，因為提早對自己的標準進行修正，且是標

準放寬的情況，其中還包含修正後將標準變得比 CAC 更寬，以便於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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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情形。而在第二種情況，台灣不再居於「劣勢」，但也沒有佔於「優

勢」；除了案例 7，台灣事後修訂的標準都較自己原先的標準寬鬆。 

案例 7 是台灣作為進口國中情況最特殊者，因為雖然退運或銷毀事件

前已有 CAC 的標準，但台灣仍採行自己較為嚴格的標準，且日後沒有修

正，為什麼？細究個案中的蘋果出口國是韓國，涉及爭端的農藥是福爾

培。由於韓國並非沒有對我國提出過貿易關切，因此主要原因可能還是在

於農藥的差別。此一推論可在同為案例 7 中的義大利奇異果（農藥是

Fenhexamid 與白克列）和日本奇異果（農藥是依普同）獲得支持，但能否

通則化到其它水果還有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 

總的來說，在目前無法加入 CAC 和影響該組織相關農藥殘留容許標

準的情況下，台灣為了果品出口貿易利益之維繫，只能在安全標準上配合

進口國的要求。相較之下，作為進口國時，立場可以比較強硬，但仍不免

在某些情況下，即使沒有義務進行標準的修正，仍選擇放寬自身的《農藥

殘留容許量標準》。不過，導致此現象的原因可能與出口國是否為強國無

關，也可能與水果的種類無涉，而是與所使用的農藥相關。此一情況會對

我國消費者健康的保護構成一定的風險，但長期以來並未引起國人廣泛關

注，其深層原因值得進一步探究。惟本文認為，和台灣並非生產蘋果與奇

異國的主要國家有關。詳言之，若此兩種水果的果農在國內的農業群體中

無法成為一個勢力龐大的利益當事方（也就是類似像豬農那樣的政治力量

時），農藥殘留標準的問題要引起國人廣泛關注的可能性就低，同時政府

也沒有壓力要在政策上做出偏向保護本土果農之決定。儘管如此，本文仍

期待能透過此次研究引發更多人關注與台灣農業發展、消費者食品安

全，以及國際進/出口貿易相關之盲點，並提供政府有關單位改善目前居於

劣勢的管制和規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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