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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午餐三大類危害之辨識與討論（2小時） 

大綱 

一、食品業應實施自主管理 

二、食品中的三大類危害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四、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禁止事項之
分類 

五、食品衛生標準之種類 

六、衛生局抽驗時應注意事項 

七、GHP 十大標準書之管理原則 

八、蛋品公司收購變質腐敗雞蛋再製事件 

九、員工自保最後途徑檢舉 

 

 



一、食品業應實施自主管理 

第七條   食品業者應實施自主管理，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確保食品衛生安全 

 食品業者應將其產品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自行或送交其他檢驗機關（構
）、法人或團體檢驗。 

 上市、上櫃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設置實驗
室，從事前項自主檢驗。 

 第一項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之食品業者類別與規模，與第二項應辦理檢
驗之食品業者類別與規模、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 

 食品業者於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應即主動停止製造、加工、販
賣及辦理回收，並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二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8次) 

第一級品管  由業者自行建立 

第二級品管  為第三方驗證機構驗證 

第三級品管  則由政府進行稽查抽驗 



二、食品中的三大類危害 

物 

理性 
 

• 異物、魚刺、玻璃、塑膠袋、沙
石、蟲體、木屑、金屬-大頭針、
鐵釘、洗潔用物、螺絲。 

• 碎屑-塑膠膜、破裂容器、剝落油
漆、灰塵風扇出氣口 

•人員-髮毛、飾品、手套、橡皮筋 

化 

學性 
 

•食品添加物：不得使用、過量 

• 化學物質污染、非食品用的化

工物質 

•藥物殘留 ( 農藥、動物用藥 ) 

•環境汙染、殺蟲劑、多氯聯苯 

•土地汙染：重金屬 

•消毒劑、化學藥劑、機具用油 

• 分解或劣變-組織胺、總極性

化合物過量 

生 

物性 
 

• 微生物汙染：食中病原菌及其代謝
產物、 

•腐敗菌、衛生指標菌 

•活昆蟲、寄生蟲、動物疾病 

•天然毒素：有毒魚貝類、植物毒素 

三大 
類危害 

發
生
頻
率
及
嚴
重
性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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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變質或腐敗。 

二、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 

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 

四、染有病原性生物，或經流行病學調查認定屬造成食品中毒之病因 

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六、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七、攙偽或假冒。 

八、逾有效日期。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鍰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一、變質或腐敗。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一、變質或腐敗。有關病、死豬肉法令適用疑義。 

 病、死豬肉本質上即屬變質物品，不得供為食品原料使用，毋需再行
檢驗其是否含有病原菌，故如以該等物品作為食品原料，係屬食品衛
生管理法第11條第1款(即現行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變質」或
腐敗者。 

 食品檢出昆蟲、蛆等異物，如係因食品腐敗變質致使生蛆者，乃違反 

(即現行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但如異物係因衛生不良而自外界污
染而來，乃不符「一般食品類衛生標準」之規定，應以違反食品衛生
管理法第10條(即現行法第17條)規定論處。 

 (一)食品不論為原料或其製成品，均有食安法之適用，原料有使用非法
油脂之情事者，依法即不得再有精煉、脫酸等加工之行為，更不因後
續違法之加工行為，而改變其違法性。故業者一旦發現有經違法加工
之食品原料，亦應即停止生產製造，以免進一步擴大食品安全之危害。 

 (二)再者，倘食品業者發現所用原料有食安法第15條第1項之虞者，業
者亦應本於自主管理義務，立即主動停止製造、加工、販賣及辦理回
收，並須主動通報所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此觀食安法第7條
第5項規定即知。 



二、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故未成熟或發芽的馬鈴薯含有高量之有毒生物鹼，的確會
引發中毒。 

未成熟番茄中之生物鹼(α-tomatine) 

食用過多含solanine (茄鹼) 的植物可能會產生急性中毒，
常見的症狀包括頭痛、噁心、嘔吐、腹痛、腹瀉等；罕
見症狀包括血壓偏低、心跳偏慢、呼吸變快、肌肉絞痛、
流涎以及溶血等。發生中毒的時間多在食用後2至24小時，
腹瀉的情形可能會持續3至6天。 



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有關麵筋泡產品檢出DEHP後之異常處理改善結果疑義。 

 一、查案內業者已實際依企業指引之管理精神，釐清產品
塑化劑之可能污染來源(手套、包裝袋、產品未冷卻即進行
包裝等製程)，並進行改善(更換棉質手套、確認包裝袋之驗
收符合標準，以及要求廠務管理包裝人員，確認產品充分
冷卻後才可包裝等製程之改善等)，經改善後再行送驗，其
DEHP之檢驗結果已降低為未檢出至0.20 ppm，顯示相關
異常處理措施之執行已達使產品之塑化劑含量降低之成效。  

 二、由於麵筋泡屬油炸食品，高溫及高油脂環境係容易導
致塑化劑溶出之刺激因子，爰應持續輔導業者避免使油炸
後之食品直接接觸塑膠材質，或直接於製程中增加高溫油
炸後之冷卻處理步驟，以減少人為疏失，達到降低食品中
塑化劑之品管目標。 

 



四、染有病原性生物，或經流行病學調查認定屬造成食品中毒之病因
。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學校自辦餐廳發生食物中毒，其處分對象及適用法條疑義。 

現行第15條規範對象包括所有行為人，並不限於食品業者，故自
辦團體膳食者，亦應遵守規範。 

有關中餐烹調職系術科測試成品贈與社福機構食用之適法性。 

第15條之規範對象，包括所有行為人，並不限於食品業者，故案
內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擬將中餐烹調職系術科測
試之成品，贈與社福機構食用，如所提供成品涉有食品衛生管理
法第11條(即現行法第15條)各款情形，致使食用者發生食品中毒情
形，其供應之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應依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相關規
定處辦。 



四、染有病原性生物，或經流行病學調查認定屬造成食品中毒之
病因。 

一、食品業者應實施自主管理事項 

有關「液蛋」檢出沙門氏桿菌之疑義。102年10月23日FDA 

有鑒於液蛋產品於國內之用途多元，考量實務上衛生機關並
無法確認其後端用途及製程(是否再經加熱)之情形下，為保
障相關產品使用安全性，並參酌國際管理規範，爰依食品衛
生管理法第15條規定，市售液蛋產品均不應檢出沙門氏桿
菌。 



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中華民國108年6月18日衛授食字第1081300983 號令修正 

附表五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表中農作物類農產品之分類表 

類別             農作物類農產品 

1. 米類         水稻、旱稻等。  

2. 麥類         大麥、小麥(含黑小麥)、燕麥、黑麥等。  

3. 雜糧類     玉米、高粱、薏仁、小米、藜等。  

4. 乾豆類     大豆(黃豆、黑豆)、落花生、綠豆、紅豆、花豆(乾)、樹豆 (乾)、
豇豆(乾)、小扁豆、紅花籽、油菜籽、葵花籽、棉籽、蠶 豆(乾)、
蓮子、芝麻、亞麻籽、茶籽(含茶葉籽及油茶籽) 、豌豆 (乾)等。  

5. 包葉菜類 十字花科包葉菜【甘藍(含球莖甘藍、抱子甘藍)、花椰菜、結球 

白菜、青花菜、包心芥菜、大心芥菜】、結球萵苣、朝鮮薊等。  

6. 小葉菜類 十字花科小葉菜(小白菜、油菜、青江菜、芥藍、甘藍菜苗、葉 用
蘿蔔、芥菜、薺菜、羽衣甘藍、芥藍菜芽、青花菜芽、蘿蔔 菜芽)、
不結球萵苣、半結球萵苣、茼蒿、紅鳳菜、白鳳菜、山茼蒿、芳
香萬壽菊、闊包菊、蒜、青蔥、韭菜、韭黃、韭菜 花、芹菜、蕹
菜、菠菜、菾菜、葉用甘藷、羅勒、龍鬚菜、紫蘇、葉用豌豆、
莧菜、枸杞葉、珠蔥、蕗蕎、洋牛蒡葉、香椿、山蘇、水蓮、過
溝菜蕨、落葵、麻薏、山芹菜等。  



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中華民國108年6月18日衛授食字第1081300983 號令修正 

附表五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表中農作物類農產品之分類表 

類別             農作物類農產品 

7. 根莖菜類  蘿蔔、胡蘿蔔、薑、洋蔥(含威爾士洋蔥、樹洋蔥、銀皮洋蔥 等)、
馬鈴薯、竹筍、蘆筍、茭白筍、芋頭、甘藷、山藥、樹 薯、甜菜
根、紅蔥頭、蕎頭、百合鱗莖、牛蒡、豆薯、蓮藕、 碧玉筍、蒜
頭、黑皮波羅門參、闊葉大豆根、狗尾草根、菱角、 人參(鮮)、
蕪菁、根芹菜、山葵等。 

8. 蕈菜類     香菇、洋菇、草菇、金菇、木耳、白木耳等。  

9. 果菜類     番茄、茄子、甜椒、辣椒、金針、枸杞、秋葵、洛神葵、香瓜茄、
酸漿、樹番茄、野茄等。  

10. 瓜菜類   胡瓜(含小黃瓜)、苦瓜、絲瓜、冬瓜、南瓜、扁蒲、隼人瓜、越 

瓜、夏南瓜等。  

11. 豆菜類    菜豆(粉豆、醜豆、四季豆、敏豆、海軍豆)、豌豆、毛豆、扁 豆、
豇豆(含長豇豆)(鮮)、萊豆、蠶豆(鮮)、翼豆、花豆(鮮)、鷹嘴豆、
樹豆(鮮)、刀豆等。  

12. 芽菜類   大豆芽、苜蓿芽、綠豆芽、豌豆芽、落花生芽、紅豆芽等。  

13. 瓜果類   西瓜、香瓜、洋香瓜(含波斯瓜)等。  



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中華民國108年6月18日衛授食字第1081300983 號令修正 

附表五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表中農作物類農產品之分類表 

類別                  農作物類農產品 

14. 大漿果類  香蕉、木瓜、鳳梨、奇異果、番荔枝、酪梨、火龍果、百香 果、
山竹、榴槤、紅毛丹、石榴、黃金果、榴槤蜜、波羅蜜 等。 

15. 小漿果類  葡萄、草莓、楊桃、蓮霧、番石榴、木莓(包括覆盆子、黑莓 

等)、蔓越莓、藍莓、桑椹、無花果、穗醋栗、醋栗(鵝莓)、山 

桑、接骨木莓、露珠莓等。 

16. 核果類     芒果、龍眼、荔枝、楊梅、橄欖等。  

17. 梨果類     蘋果、梨、桃(含油桃)、李、梅、櫻桃、杏、棗、柿子、印度 棗、
枇杷、榅桲、山楂等。 

18. 柑桔類     柑桔、檸檬(含萊姆)、柚子、葡萄柚等。  

19. 茶類         茶葉等。  

20. 甘蔗類     甘蔗等。  

21. 堅果類     椰子、杏仁、胡桃、美洲胡桃、榛果、澳洲胡桃(夏威夷果)、開 

心果、腰果、巴西豆、栗子、松子等。  



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中華民國108年6月18日衛授食字第1081300983 號令修正 

附表五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表中農作物類農產品之分類表 

類別                            農作物類農產品 

22.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木本植物  

(1) 香辛植物(種子)：[歐洲]大茴香子、羅勒籽、葛縷籽、芹菜籽、
鼠尾草種子、芫荽籽、馬芹籽、蒔蘿籽、小茴香籽、 葫蘆巴籽、
拉維紀草種子、肉豆蔻、香芹籽等。 

(2) 香辛植物(果實)：草豆蔻、小豆蔻(莢果及種子)、白荳蔻、杜松
子、神奇果、胡椒、蓽拔、花椒、眾香子、砂仁、八角茴香、
香草豆等。  

(3) 香辛植物(根莖)：黃精、南薑、拉維紀草根、薑黃等。  

(4) 草木本植物：香蜂草、月桂葉、琉璃苣、貓薄荷、葛縷、芫荽、
咖哩葉、蒔蘿、小茴香、葫蘆巴、絞股藍、苦薄荷、排香草、
薰衣草、檸檬香茅、菩提、拉維紀草、馬鬱蘭、馬黛葉、薄荷、
奧勒岡草、巴西利、迷迭香、鼠尾草、歐洲薄荷、酸模、甜菊
葉、百里香、馬鞭草、洋蓍草、風茹草、咸豐草、蟛蜞菊、艾
草、仙草、金線蓮、食用花卉(含玫瑰、菊花、蓮花、洋甘菊、
百合花、野薑花、蘭花、金盞花、茉莉花、桂花、天竺葵、曇
花)等。 

 

 

 



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摘錄  動物產品中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中華民國108年01月28日衛授食字第1071303640號令修正 



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摘錄動物用藥殘留標準 中華民國108年04月22日衛授食字第1081300687號令修正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標準所稱殘留容許量係「指標性殘留物質(marker residue)」之含量

，包括該藥物原體及與該藥物殘留量具明顯關係之代謝產物。 
第 三 條  食品中之動物用藥殘留量應符合下列規定，本表中未列之藥品品目

，不得檢出。若表中藥品品目非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准使用之動
物用藥，僅適用進口肉品。 

第 四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六、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容許量標準2016/01/18 

                  放射性核種 

  

食品類別 

碘一三一 

(I-131) 

銫一三四   與 銫一三七之總和 

(Cs-134＋Cs-137) 

乳及乳製品 
55 貝克/公斤 

(55 Bq/kg) 

50貝克/公斤 

(50 Bq/kg) 

嬰兒食品 
55 貝克/公斤 

(55 Bq/kg) 

50貝克/公斤 

(50 Bq/kg) 

飲料及包裝水 
100貝克/公斤 

(100 Bq/kg) 

10貝克/公斤 

(10 Bq/kg) 

其他食品(1)(2) 
100貝克/公斤 

(100 Bq/kg) 

100貝克/公斤 

(100 Bq/kg) 

備註：本標準適用於可能有發生核污染或輻射污染時，包括意外或惡意之行動。  

(1)乾燥或濃縮等需復水後食用之原料(如:香菇、藻類、魚貝類及蔬菜)，應以復水後供直接食用之狀態

適用「其他食品」之限量；但海苔、小魚乾、魷魚乾、葡萄乾等乾燥狀態即為直接供食用狀態者，

仍應直接適用「其他食品」之限量。  

(2)茶葉須以飲用狀態之條件(沖泡成茶湯後)適用「飲料及包裝水」之限量。 

  



七、攙偽或假冒。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於2013年5月31日修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
之前，食品或食品添加物如有攙偽或假冒，必須致危害人體健
康，始有刑責； 
2013年間台灣發生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問題事件，例如：毒

澱粉事件、胖達人香精麵包、劣質米充優質米、高價食用
油混入低價食用油等事件，此等事件之發生多因食品業者
涉嫌長期使用未經核准之食品添加物或以劣質品混充優質
品欺騙消費者，致使民眾健康可能受損、進而影響全民對
台灣食品安全之信賴，立法者遂於同年5月食安法修正時，
將前述「致危害人體健康」之犯罪構成要件刪除，並增加
「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罪。惟有關「攙
偽」、「假冒」及「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
等行為實際上有無侵害人體健康之危險發生，通常非短時
間所能識明，於司法實務上有舉證、判斷之困難，致實務
上對於食安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發生歧異。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最高法院為統一法律見解，遂於2016年11月22日召開刑事庭會議，針對食
安法第49條第1項所定「攙偽或假冒」或「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
添加物」罪，其成立與否之判斷，做成本次決議： 

 凡有「攙偽或假冒」或「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之行為
即成立犯罪，法院無須再就行為本身之一般情況或以一般的社會生活經
驗為據，判斷該行為是否有危害國民健康之抽象危險。 

本次決議結論所持理由有二： 

 第一，食安法第49條第1項於2013年5月修正時，刪除原有「致危害人
體健康」之犯罪構成要件後，已非屬結果犯，亦即，不以出現「危害人
體健康」之結果為必要。因此，解釋上僅需有「攙偽或假冒」及「添加
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之行為存在即成立食安法第49條第1

項之罪。 

 第二，綜合立法者於2013年審查修正食安法時之說明及2014年修正食
安法之立法理由，立法者認為於食品案件中舉證相當困難，致食安法第
49條難有適用餘地，且廠商於製造食品時，為降低成本，以劣質品混
充優質品或以人工原料混充天然食材之行為，對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
費者權益影響甚鉅。基此，食安法第49條之修正既是為維護國人健康
與消費者權益，只要廠商於食品中攙偽、假冒或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之添加物，即應認定有立法者擬制之危險，法院無須再為實質判斷。 



八、逾有效日期。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貯存逾有效日期之食品，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疑義。
FDA107年07月18日 (摘錄) 

一、逾有效日期之食品，不得續供為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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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逾期食品視同廢棄物，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GHP)
附表二、四之規定略以：「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及
其相關法規之規定清除及處理」、「有危害人體及食品
安全衛生之虞之化學藥品、放射性物質、有害微生物、
腐敗物或過期回收產品等廢棄物，應設置專用貯存設
施」，逾期產品相關處理應符合前述規定，始無違反食
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之規定。 



八、逾有效日期。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有關逾期食品是否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FDA105年01月21 
一、依據「一般食品衛生標準」，食品應具原有之良好風味及

色澤，不得有腐敗、不良變色、異臭、異味、污染、發
霉或含有異物、寄生蟲。  

二、米象、椿象、蟑螂、螞蟻等均為常見食品異物之一，且為
肉眼可見，食品中含有該等昆蟲等異物，已違反食安法
第17條之規定，亦顯示食品業者有違反「食品良好衛生規
範準則」之情事。 

三、…食品有效日期之訂定係由業者依產品所使用之原料、製
程、運輸、儲存及販售環境等因素據以研訂，係屬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之必備資訊。而食品(無論逾期與否)是否會
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應依其所使用之原料、食品添加
物、製程、貯存條件等是否符合食安法相關規範，依個
案事實調查結果予以評估認定。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 參照美國FDA的GRAS概念 

• 具有食用歷史 

• 無特殊性的不良反應報告
或明顯證據顯示對人體造
成傷害 

• 農漁牧微生物礦物質等之
鮮品 

• 經傳統加工方式製成 

非傳統性的食品原料 傳統性的食品原料 

• 台灣無食用歷史(經驗)或尚未攝取
至一定程度者 

• 非傳統方式培育繁殖程序或新穎
之食品加工製程 

非傳統的 

加工或食用方式 

非傳統的 

原料 

 需對其安全性進
行評估 

 (非傳統性食品原
料申請作業指引) 

§15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可供食品使用

之原料，得限制其製造、加工、調配

之方式或條件、食用部位、使用量、

可製成之產品型態或其他事項。  



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Material.aspx?nodeID=160 

•本表非屬正面表列，故不包括一般傳統食品原料(如雞鴨魚肉蔬菜水果及五
穀雜糧等) 

•本表係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匯集經評估食用安全性之非傳統供食原料
而成，將隨時新贈 

•本表作為食品之單一或主要原料，為不得涉及中藥固有成分及其加減方 

•各種原料應符合本表中食用部位.食用限量.限用產品型態或警語等相關規定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Material.aspx?nodeID=160
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Material.aspx?nodeID=160
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Material.aspx?nodeID=160


可供食品使用之原料之限制事項 
 (一)可供食品使用原料彙整一覽表 列舉應標示警語之原料 (TFDA103.11.6) 1/2 

項次 類別 中文名稱 外文名稱 學名 部位 備註 

36  草、木本
植物類(1)  

番瀉  Senna  Cassia angustifolia Vahl  葉、莢  番瀉苷(sennosides)之每日食用限量為12 mg以下。產品應
標示番瀉苷含量及每日建議食用量，且應標示相關之警語。 

42  草、木本

植物類(1)  
管花肉蓯
蓉萃取物  

  Cistanche tubulsa

（Schrenk）Wight 
根 每日限量不得超過450mg，且必須加標「嬰幼兒、孕婦、

哺乳期婦女及服用抗凝血功能藥物者不宜食用」之警語。 

46  草、木本
植物類(1)  

綠咖啡萃
取物  

Green 

coffee bean 

extract  

Coffea canephora, Coffea 

Arabica  
種子  每日攝食限量為400mg以下，且必須加標「12歲以下孩童、

孕婦、消化不良與重大疾病患者不宜食用」之警語。 

49  草、木本
植物類(1)  

燕子掌  Dwarf Jade  Crassula argentea Thunb.  葉  每日120mg以下，不適宜嬰兒過敏體質、貧血及低血糖人
群。 

76  草、木本

植物類(1)  
絞股藍；
七葉膽；
五葉蔘  

Amachazur

u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Makino  
全草  製售含本原料之食品，應加標「本品請勿長期或大量食用」

字樣之警語。 

77  草、木本
植物類(1)  

魔鬼爪  Devil's 

Claw  

Harpagophytum 

procumbens (Burch.) DC. 

ex Meisn.  

葉  限供茶包。 警語：1.本產品副作用會刺激胃酸分泌，凡有胃
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心悸、胃酸過多、膽結石患者及孕婦
忌食。 2.請勿與抗生素、消炎藥、抗凝血劑同時食用。 3.

凡有任何身體不適或服用藥物情況下，請勿食用本產品。 

118  草、木本

植物類(1)  
蘿梨葉  Noni leaf  Morinda citrifolia L.  葉  限乾品可供為沖泡茶包原料，且每日不得超過乾品1g， 並

須加標「嬰幼兒、孕婦及慢性腎臟疾病患者不宜食用」之警
語。 

184  草、木本
植物類(1)  

寬葉椴樹  Lime 

Flower  

Tilia platyphyllos Scop.  花  須加標「懷孕或授乳婦女不宜食用」之警語。  

187  草、木本
植物類(1)  

長柄菊    Tridax procumbens L. 全草 每日攝食限量為3g以下，限於青草茶或茶包使用，且必須
加標「孕婦與幼兒不宜使用」之警語。 

198  草、木本
植物類(1)  

南非醉茄
萃取物  

Ashwagand

ha  

Withania somnifera  葉、根  水粗萃取物之乾品每日攝食限量為250mg以下，且必須加
標「嬰幼兒、孕婦、老年人及腸胃功能不佳者不宜食用」之
警語。 

204  草、木本
植物類(2)  

蘆薈  Aloe  Aloe africana, Aloe 

arborescens, Aloe ferox 

Mill., Aloe perri, Aloe 

spicata, Aloe 

vera(L.)N.L.Burm (Aloe 

barbadensis  

葉  蘆薈原料需確實經完全去皮後始得加工使用，且產品販售時
應加標「孕婦忌食」字樣之警語；若檢具產品經具公信機構
檢驗不含「蘆薈素（Aloin）」之分析證明者，則始得免標

「孕婦忌食」警語。 



可供食品使用之原料之限制事項 
(一)可供食品使用原料彙整一覽表列舉應標示警語之原料(TFDA103.11.6)   2/2 

項次 類別 中文名稱 外文名
稱 

學名 部位 備註 

239   
草、木本植

物類(2)  

 
肉桂 

(桂皮)  

Cinnamoni 

Cortex  

Cinnamomum cassia Nees ex 

Blume, Cinnamomum burmannii 

Blume, Cinnamomum loureirii 

Nees, Cinnamomum zeylanicum , 

Cinnamomum aromaticum Nees  

樹皮  不得單一原料使用。標示有每日建議食用量之茶包、錠
狀、膠囊、粉末狀、液狀等產品販售時應加標「孕婦忌

食」字樣之警語。 

240  草、木本植

物類(2)  
桂枝  Cinnamoni 

Ramulus  

Cinnamomum cassia Nees ex 

Blume, Cinnamomum burmannii 

Blume, Cinnamomum loureirii 

Nees,  

嫩枝  不得單一原料使用。標示有每日建議食用量之茶包、錠

狀、膠囊、粉末狀、液狀等產品販售時應加標「孕婦忌
食」字樣之警語。 

336  草、木本植
物類(2)  

(洋)車前
子殼  

Psyllium 

seed husk  

Plantago asiatica L., Plantago 

depressa Willd.  
種子

殼  

每日最高攝食量為10.2g，並加標「請配合足量水一起
食用，對車前子過敏者請勿食用」字樣警語。 

453  草、木本植

物類來源製

取之原料  

甘蔗蠟萃
取物  

Sugar Cane 

Wax Extract  

Saccharum officinarum L.  甘蔗

皮 

每日攝食限量為300 mg以下，且必須加標「孕婦及12

歲以下之兒童不宜食用」之警語。 

 

 

 

503  

 
 

 
菇蕈類  

 
 
 

蛹蟲草  

   

 

 

Cordyceps militaris（L. 

ex Fr.）Link 

 

 

子實體 

1.應以中文及依每日食用限量標示下列事項： (1)「不
建議嬰幼兒、兒童、孕婦與真菌過敏者使用」。 (2)

「一日請勿超過○份(或包、顆、粒等其他單位)」。 
 2.蛹蟲草子實體是以人工方式將蛹蟲草菌種接種至培養
基上進行培育，因此並無蟲體。子實體採收後直接食用
或經乾燥磨粉等步驟供加工使用。 
3.每日食用限量以乾品計為600毫克。若為經萃取者，
其萃取物每日食用限量以蟲草素及腺核苷計算，分別不

得超過3.6毫克及0.5毫克。 4.103年2月21日部授食字第
1021350894號公告，並自103年6月19日生效。 

750  草、木本植
物類(2)  

土肉桂； 
假肉桂； 

台灣土玉桂  

Odour-bark 

cinamon  

Cinamomum 

osmoploeum Kanehira  
葉  標示有每日建議食用量之茶包、錠狀、膠囊、粉末狀、

液狀等產品販售時應加標「孕婦忌食」字樣之警語。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解釋彙編查詢系統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

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有關食品業者經營非可供食品使用原料之變通方案。      
108年04月17日FDA食字第1080007484號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9款之規定，食品
或食品添加物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
健康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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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爰此，如屬非可供食品使用之原料，不得以專案方式核准
輸入、或進行產品之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
存、販賣及輸出。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Edit?SystemId=a9914db8-1f1c-4177-afcb-8476244e9fd9&clPublishStatus=1&key=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人參莖」是否可供食品使用疑義。FDA108年04月02 

「人參莖」未經確認其食用安全性前，不得供作食品原料使用。 

破布子樹葉是否可供食品原料使用疑義一案。FDA108年02月22 

「破布子樹葉」未經確認其食用安全性前，不得供作食品原料使
用。 

申請「咖啡葉」作為食品原料。107年09月27日FDA食字第
1071302885號 

依據所提申請資料及目前所能獲得之研究文獻或科學證據等安全
性資料，尚不足據以評估咖啡葉之長期食用安全性，故歉難同意
將「咖啡葉」列為食品原料管理。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有關「可可(Theobroma cacao)果實果肉果汁」之「判定是否為非傳統
性食品原料之問卷」。FDA107年10月31日食 

 依據填復問卷及檢附資料內容，案內「可可(Theobroma cacao)果實果
肉果汁」經判定為「非傳統性食品原料之申請作業指引」定義1之非傳
統性食品原料，如有需求，請依該指引之附件二「非傳統性食品原料申
請書」格式填寫申請書，並檢具90天餵食毒性試驗、基因毒性試驗、致
畸胎毒性試驗及其他足以證明安全性等資料，俾供本署進行評估。 

 有關含有金盞花萃取物（含葉黃素）軟糖之管理規定疑義。FDA107年10月23

日食字第1070034155號 

一、「金盞草」載列於本署「可供食品使用原料彙整一覽表」之「草、木本植物
類(1)」品項，可供為茶包、膳食調理包原料或經萃取後作為飲料、錠狀、膠
囊狀、粉末狀、顆粒狀等食品之原料，惟必須符合該表載列內容，例如使用
部位、食用限量、限用產品型態或警語等。另，萃取使用之溶劑應為水、酒
精或其他食品萃取准用之溶劑。  

二、產品如係以金盞草為原料，經萃取等加工步驟後，其主要成分「葉黃素」之
純度已達「食品添加物」規格者，則應以食品添加物管理，其使用範圍、限
量及規格等應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有關「蝶豆(Clitoria ternatea Linn.)」之判定是否為非傳
統性食品原料問卷。104年05月04日FDA食字第1040005613號 

一、「蝶豆(Clitoria ternatea Linn.)」之花部位可供做天然
食用色素使用，惟應以達染色目的之最小使用量為宜。  

二、另，蝶豆之葉、莢、花部位屬非傳統性食品原料，如擬
作為一般食品原料使用，需進行食用安全性評估，始可
決定是否得作為一般食品原料使用。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天然食用色素衛生標準 2013/11/25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

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 

 毒澱粉事件-未經核准之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等添加物於常用食品。 

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禁止事項之分類 

 2013年6月，彰化縣進興製粉廠謝姓堂兄弟向誼興貿易公司購買「工業級碳酸
鎂」，並將「工業級碳酸鎂」加入「佛祖」、「彌勒佛」等品牌的胡椒粉與蒸
肉粉中，再販售予不知情之下游廠商，直至2014年11月才遭彰化縣衛生局查獲，
被驗出含砷量超標。 

 食藥署雖將「碳酸鎂」列為正面表列的食品添加物，但卻沒有特別區分「工業
用」或「食品用」。雖然碳酸鎂本身無毒，但有毒的卻是其中的雜質成份。工
業用碳酸鎂的純度相對食品用碳酸鎂低，可能含有其他重金屬，本案中被驗出
的「無機砷」，即屬世界衛生組織公告的一級致癌物。而工業級碳酸鎂每公斤
價格約60元，食品級碳酸鎂價格約180-300元，落差至少3倍以上，明顯判斷業
者是為了撙節成本才使用工業用碳酸鎂。 

 食藥署雖將「碳酸鎂」列為正面表列的食品添加物，但卻沒有特別區分「工業
用」或「食品用」。雖然碳酸鎂本身無毒，但有毒的卻是其中的雜質成份。工
業用碳酸鎂的純度相對食品用碳酸鎂低，可能含有其他重金屬，本案中被驗出
的「無機砷」，即屬世界衛生組織公告的一級致癌物。 

 而工業級碳酸鎂每公斤價格約60元，食品級碳酸鎂價格約180-300元，落差至
少3倍以上，明顯判斷業者是為了撙節成本才使用工業用碳酸鎂。 



食安法有關消費者保護 

第五十六條 食品業者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第十
款或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時，應負賠償責
任。但食品業者證明損害非由於其製造、加工、調配、包裝、
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
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 

消費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準用消
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至第五十五條之規定提出消費訴訟。 

如消費者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
，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計算。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同一原因事件，致二十人以上消費者受
有損害之申訴時，應協助消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條之規
定辦理。 

受消費者保護團體委任代理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訴訟之
律師，就該訴訟得請求報酬，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九條
第二項後段規定。 

 



第十六條 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有下
列情形之一，不得製造、販賣、輸入、輸出或使用： 

一、有毒者。 
二、易生不良化學作用者。 
三、足以危害健康者。  
四、其他經風險評估有危害健康之虞者。 

四、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 
禁止事項之分類 



可
微
波 
? 

材
質
編
號 

N 1 

2 

3 

4 

Y 5 

N 6 

7 

7 

7 

7 

7 

7 

7 

PVC勿裝高油脂及高
溫 

保鮮膜、保險袋 

拋棄容器蓋 

保鮮膜、保險袋 

使用範圍廣.容器.吸管 

容器及蓋.叉.刀.匙-包利龍 

塑膠袋不透明沙沙聲 

塑膠袋柔軟無聲 

容器半透明或不透明 

保麗龍/養樂多瓶 

冷飲杯 沙拉盒 

碗盤筷子湯匙 

PES 醫療食品/奶瓶 

醫療食品/奶瓶 

玉米.甘藷萃取澱粉 

玻璃紙優點 蒸籠紙 

不可不問的塑膠類200問-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安全與標示 
如欲索取請洽02-2787-7365 食品組 林先生  



五、食品衛生標準之種類 

第十七條  販賣之食品、食品用洗潔劑及其器具、
容器或包裝，應符合衛生安全及品質之標準；其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目前位置：首頁 > 政府資訊公開 > 法規資訊 > 食品、餐飲及營養類 

食品衛生標準 
https://www.fda.gov.tw/TC/law.aspx?cid=62&scid=65&pn=1 

https://www.fda.gov.tw/TC/index.aspx
https://www.fda.gov.tw/TC/government.aspx
https://www.fda.gov.tw/TC/law.aspx
https://www.fda.gov.tw/TC/law.aspx?cid=62&scid=65
https://www.fda.gov.tw/TC/law.aspx?cid=62&scid=65&pn=1
https://www.fda.gov.tw/TC/law.aspx?cid=62&scid=65&pn=1
https://www.fda.gov.tw/TC/law.aspx?cid=62&scid=65&pn=1


食品衛生標準    
 https://www.fda.gov.tw/TC/law.aspx?cid=62&scid=65&pn=1 

序號 標題 發布日期 

1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2019-01-28 

2 動物產品中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2019-01-28 

3 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另開視窗) 2018-05-08 

6 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容許量標準(另開視窗) 2016-01-18 

7 食用豬脂衛生標準(另開視窗) 2015-07-16 

8 食品用洗潔劑衛生標準(另開視窗) 2015-04-27 

9 嬰兒食品類衛生及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另開視窗) 2014-07-15 

13 飲料類衛生標準(另開視窗) 2013-08-20 

14 天然食用色素衛生標準(另開視窗) 2013-08-20 

15 生熟食混合即食食品類衛生標準(另開視窗) 2013-08-20 

33 生食用食品類衛生標準(另開視窗) 2013-08-20 

34 一般食品衛生標準(另開視窗) 2013-08-20 

35 冷凍食品類衛生標準(另開視窗) 2013-08-20 

36 冰類衛生標準(另開視窗) 2013-08-20 

43 蔬果植物類重金屬限量標準(另開視窗) 2016-02-04 

https://www.fda.gov.tw/TC/law.aspx?cid=62&scid=65&pn=1
https://www.fda.gov.tw/TC/law.aspx?cid=62&scid=65&pn=1
https://www.fda.gov.tw/TC/law.aspx?cid=62&scid=65&pn=1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id=f636842664133091615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id=f636842664134341433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741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741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741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741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645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645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645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645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638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638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638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638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18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18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18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18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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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04&k=%u98F2%u6599%u985E%u885B%u751F%u6A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39&k=%u5929%u7136%u98DF%u7528%u8272%u7D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96&k=%u751F%u719F%u98DF%u6DF7%u5408%u537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96&k=%u751F%u719F%u98DF%u6DF7%u5408%u537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96&k=%u751F%u719F%u98DF%u6DF7%u5408%u537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96&k=%u751F%u719F%u98DF%u6DF7%u5408%u537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97&k=%u751F%u98DF%u7528%u98DF%u54C1%u985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97&k=%u751F%u98DF%u7528%u98DF%u54C1%u985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97&k=%u751F%u98DF%u7528%u98DF%u54C1%u985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97&k=%u751F%u98DF%u7528%u98DF%u54C1%u985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93&k=%u4E00%u822C%u98DF%u54C1%u885B%u751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93&k=%u4E00%u822C%u98DF%u54C1%u885B%u751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93&k=%u4E00%u822C%u98DF%u54C1%u885B%u751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93&k=%u4E00%u822C%u98DF%u54C1%u885B%u751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02&k=%u51B7%u51CD%u98DF%u54C1%u985E%u88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02&k=%u51B7%u51CD%u98DF%u54C1%u985E%u88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02&k=%u51B7%u51CD%u98DF%u54C1%u985E%u88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02&k=%u51B7%u51CD%u98DF%u54C1%u985E%u88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05&k=%u51B0%u985E%u885B%u751F%u6A19%u6E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05&k=%u51B0%u985E%u885B%u751F%u6A19%u6E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05&k=%u51B0%u985E%u885B%u751F%u6A19%u6E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05&k=%u51B0%u985E%u885B%u751F%u6A19%u6E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646&k=%u852C%u679C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646&k=%u852C%u679C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646&k=%u852C%u679C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646&k=%u852C%u679C


生食用食品類衛生標準  中華民國102年08月20日部授食字第1021350146號令公告 

取帶殼生蠔避免
與熟食同放瓷盤 

項目 
類別 

生菌數
（CFU/g） 

大腸桿菌群 

(MPN/g) 
大腸桿菌 
(MPN/g) 

揮發性鹽基態氮
(mg/100g) 

生食用魚介類 105以下 103以下 陰性 15 mg以下 

生食用水果類 － 103以下 10以下 － 

生食用蔬菜類 － 103以下 10以下 －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生食用食品係指經清洗、去皮等調理過程處理後可立即供食之食品。 

第 三 條  生食用食品之性狀應具原有之良好風味及色澤，不得有腐敗、不良變色、
異臭、異味污染、發霉或含有異物、寄生蟲。 

第 四 條  生食用食品之微生物限量如下： 



項目      類別  每公克中大腸桿菌群
(Coliform)最確數(MPN/g)  

每公克中大腸桿菌 
(E. coli)最確數(MPN/g)  

不需再調理（包括清洗、
去皮、加熱、煮熟等） 
即可供食用之一般食品  

103 以下 
(1,000)  

 陰性 
(不得檢出)  

需經調理（包括清洗、去
皮、加熱、煮熟等） 

始可供食用之一般食品 
－  －  

第一條  本標準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食品衛生，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應符合本標準。 

第三條  一般食品之性狀應具原有之良好風味及色澤，不得有腐敗、不良變
色、異臭、異味、污染、發霉或含有異物、寄生蟲。 

第四條  一般食品之微生物限量如下： 
 

一般食品衛生標準  發布日期：102年08月20日部授食字第1021350146號令修正 

• 冷藏溫度7℃以下~0℃ 

• 冷凍溫度-18℃以下 

• 烹調-75℃以上 

• 熱存60℃以上 

• 複熱75 ℃以上 



探針溫度計清潔消毒方法 



                項目 

  類別 

生菌數 

(cfu/g) 

大腸桿菌群
(MPN/g) 

大腸桿菌 

(MPN/g) 

揮發性鹽基態氮 

(mg/100g) 

冷凍鮮魚介類（但冷
凍生食用魚介類除外）  

三百萬以下   － 10以下  
25以下(但板鰓類
應在50以下)  

冷凍生食用魚介類  十萬以下 10以下  陰 性  15以下 

冷凍水果類 十萬以下  － 10以下  －  

冷凍蔬菜類 

直接供食者：十萬以下 －  10以下  －  

需加熱調理後始得供食者： 

三百萬以下 
－ 10以下  －  

其他不需加熱調理 

即可供食之冷凍食品類  
十萬以下 10以下  陰 性  －  

其他需加熱調理始得
供食之冷凍食品類  

凍結前已加熱處理者： 

十萬以下  
10以下  陰 性  － 

凍結前未加熱處理者：
三百萬以下 

 － 50以下  －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冷凍食品不得有腐敗、不良變色、異臭、異味、

污染或含有異物、寄生蟲。 
第 三 條 冷凍食品之微生物及揮發性鹽基態氮限量： 

冷凍食品類衛生標準中華民國102年08月20日部授食字第1021350146號令修正 

冷凍熟水餃 

經預炸之肉排或
經殺菁之蔬菜類 

一般食品之性狀應具原有之良
好風味及色澤，不得有腐敗、
不良變色、異臭、異味、污染、
發霉或含有異物、寄生蟲。 



六、衛生局抽驗時應注意事項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108年4月份抽驗食品 合格名單 

編
號 

抽驗
日期 

案由 檢體名稱 
 

檢驗項目 
 

抽驗廠商 檢驗
結果  名稱 地址 

40 108 
/4/1  

 
 
108年 
校園午餐
稽查專案  

4/1午餐成品
(桶餐)  

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  

潮音國小  大園區  
 
 

與 
規 
定 
相 
符  

41 108 
/4/1 

4/1午餐成品
(桶餐)  

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  

后厝國小  大園區 

42 108 
/4/8  

108.4.8午餐
桶餐成品  

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  

八德國小 八德區 

43 108 
/4/11  

午餐成品  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  

埔頂國小  新屋區 

66 108 
/4/24  

烏龍麵 過氧化氫 觀音國小  觀音區 
 

68 108 
/4/15 

FDA- 
餐盒工廠
ACCP專案 

、午餐成品  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  

榮興食品
有限公司  

楊梅區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108年5月份抽驗食品 合格名單  

編
號 

抽驗
日期 

案由 檢體名稱 
 

檢驗項目 
 

抽驗廠商 檢驗
結果  名稱 地址 

33 108 
/5/1 

 
108年校園
午餐稽查
專案  

午餐 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  

青埔國小  中壢區  
與 
規 
定 
相 
符  

34 108 
/5/1 

濕生麵條 
(白油)  

過氧化氫 青埔國小  中壢區 

41 108 
/5/6  

芳芳百頁豆
腐  

過氧化氫  上大國小  觀音區 

豬油近似油品：白油 

白油則俗稱為「化學豬油」，它是仿造豬油性質氫化而成的無臭無味白色固態油
脂，同樣具有良好的油性和安定性。 

竹北市衛生所免費提供過氧化氫檢查試劑      發布日期：99-03-15 

衛生所關心大家食的健康，免費提供「過氧化氫檢查試劑」，以檢查食品
中有無殘留過氧化氫(殺菌.漂白)，並適用於豆干、干絲、素豬肚、麵腸、
吻仔魚.....等顏色過白之產品。如對於購買之食品有此疑慮時，歡迎至衛
生所免費索取。 





七、GHP 十大標準書之管理原則-說寫作一致 

 
 
 
 
 
 
 
 
 
 
 
 
 
 
 
 
 
 
 
 
 

一、衛生管理 

1.作業場所外圍環境之管理    
2.牆壁、支柱與地面之管理  
3.樓板、天花板之管理 
4.出入口、門窗、通風口及

其它孔道之管理  
5.排水系統之管理 
6.照明設施之管理  
7.氣流之管理 
8.配管之管理    

  9.依清潔度不同之場所隔離或區隔 
10.廢棄物及病媒蟲鼠害防治之管理    
11.蓄水設備之管理員  
12.冰箱管理 
13.員工宿舍、餐廳、休息室及檢驗場所之

管理   
14.廁所之管理 
15.用水之管理及水質檢驗  
16.洗手設施之管理 

三、倉儲管理   
四、運輸管理   
五、檢驗與量測管理
六、客訴管制  

二、製程及品質管制 
5.防止交叉污染 
6.化學性及物理性危害侵入之預防 
7.成品之確認 (餐飲服務業)  
7.半成品、成品之檢驗(餐食製造業) 
8.留樣保存試驗 (餐食製造業) 

1.採購驗收（含供應廠商評鑑） 
2.廠商合約審查 
3.食品添加物管理  
4.食品製造流程規劃（前處理、製備、供膳） 

七、成品回收管制 
八、文件管制  
九、教育訓練 
十、內部稽核 



相關法規規定                        規定內容 

1. GHP第5條 
附表二 

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一、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二）新進食品從業人員應接受適當之教育訓練，使其執行能力符 

合生產、衛生及品質管理之要求；在職從業人員，應定期接 
受食品安全、衛生及品質管理之教育訓練，並作成紀錄。 

（十）食品從業人員於從業期間，應接受衛生主管機關或其認可或 
委託之相關機關(構)、學校、法人所辦理之衛生講習或訓練 。  

專業
能力 

課程類別 新進人員 在職從業人員 廚師證書 

生產有關 V 內訓/外訓 

食品安全有關 V V 

衛生及品質有關 V V 

衛生管理人員 
專門職業技術 

審查資格 每年8小時 8小時/每年 

HACCP管制小組 領有專門職業證照受訓30小時 
無專門證照受訓60小時 

每年4小時 
內部教育訓練 

衛生機關或委
託…訓練單位 

衛生講習或訓練 

人員的教育訓練 

 

 

 

 

 

 

 

 

 

 



一、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新進食品從業人員應先經醫療機構健康檢查合格後，始得
聘僱；雇主每年應主動辦理健康檢查至少一次。 

（三）食品從業人員經醫師診斷罹患或感染Ａ型肝炎、手部皮膚
病 、出疹、膿瘡、外傷、結核病、傷寒或其他可能造成食
品污 染之疾病，其罹患或感染期間，應主動告知現場負責
人，不 得從事與食品接觸之工作。  

 
主動告知健康狀況 

從業人員健康、衛生習慣及專業養成管理 

A型肝炎抗體有兩種，一種是IgG anti-HAV，此抗體若為陽性， 

表示曾感染過A型肝炎，而且目前對A型肝炎病毒已有免疫力或抵抗力，
不怕A型肝炎病毒的感染，因而終生有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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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確保自來水貯水塔內水質乾淨，訂每年6及12月，由工務派兩員清洗。
2.程序: 

2.1.清洗前一星期公告，當日下班廣播，二小時後關閉進水。 
2.2.清洗者架穩樓梯，工務組開啟水塔鎖蓋，水塔內部照相 
2.3.水塔排水剩約10公分，用長柄刷布，刷洗水塔內部及底部，刷洗後將

水排出。 
2.4.重複清洗及排放水塔內的洗滌水。 
2.4.清洗後拍照。 
2.6.注入自來水。 
2.7.記錄-水塔清洗紀錄表(G-4-01-06) 

                                                         
未清洗 清洗中  清洗後 

制定日期 106.07.01 00公司 
水塔清洗標準操作書 

文件編號 G-3-01-03 

制定單位 衛生管理組 版次 1.0 頁次 1/1 



5.作業內容  
5.1.12.廁所管理 
(1).進入廁所更換鞋子，廁所在作業時間應隨時保持關閉。 
(2).廁所保持清潔，維持功能正常，每日安排人員打掃，維持清潔，並記錄衛生管理

日誌（G-4-01-01），由衛管組負責巡檢。若有異常填寫異常處理紀錄表(G-4-01-
02)。 

(3).廁所內供應衛生紙。明顯處標示『如廁後應洗手』。 
(4).洗手水槽區供應：洗手乳、烘手機或擦手紙，張貼『食品從業人員正確洗手步驟

圖』。 
5.1.13.洗手設施管理 
詳見G-2-01之5.3.5 

 

廁所作業管理 

制定日期 106.07.01 OO大 公司 
衛生管理標準作業程序書 

文件編號 G-2-01 

制定單位 衛生管理組 版次 1.0 頁-次 5/10 

『如廁後應洗手』 



( 一 ) 冷卻處理 過程 
應在 2 小時內將食品

由 60° C 降低至 21° C， 
4 小時內將溫度再降
低至 7° C↓。  
全程冷卻時間不宜超

過 6 小時，在冷卻過
程中亦必須隨時監測
溫度。 
若在 2 小時內無法降

至 21° C，該食品應丟
棄或重新加熱後再次
冷卻。 

「乾燥、粉碎、碾製、焙炒」 



 

 

 

 

 

 

 

 

 

 

 

 

 

７０℃↑ 

７℃ 

 

二
小
時 
 

( 二 ) 復熱處理  

 須充分加熱，且在 2 小時內加熱至中心溫度達 

70˚C 以上。 ˙ 

  減少食品份量或在復熱過程中攪拌可縮短復熱
所需時間。  

  復熱後之食品應直接供膳或予以正確的熱存。 

  剩菜之復熱以一次為限，復熱過的食品未食用
完畢應立即丟棄，不可再次復熱供應。 

 熱食保存  
  熱食的安全溫度應維持 60°C 以上。  
 熱食必須在 4 小時之內售出或供應，否則便

應丟棄。   
 完善的溫度與時間控制，熱食必須貼上標籤

顯示，必須丟棄的時間。 



進冷凍庫應注意 

 

1.內部安全門鎖 

2.穿禦寒衣 



八、蛋品公司收購變質腐敗雞蛋再製 桃園衛生局全數封存  1/6 

 發布單位： 食品管理暨檢驗科新聞稿107-08-12發布日期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昨(11)日在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指揮下，配合調查局桃園

市調查處及食品藥物管理署兵分兩路至元山蛋品有限公司（平鎮廠及龍潭廠）進

行稽查，於平鎮廠查獲收購牧場疑似變質、腐敗的次級蛋品後再利用假日製成液

蛋產品，現場封存1,620.5公斤並命業者暫停作業。此外於龍潭廠查獲貯存逾期液

蛋25,200公斤，桃園衛生局已全數封存避免流入市面，另要求元山蛋品有限公司

對已流入市面的疑慮液蛋產品進行回收，以保障民眾食品安全。 

   桃園衛生局查獲元山蛋品有限公司收購牧場疑似變質、腐敗的雞蛋後，再利用

例假日將該等雞蛋加工成液蛋產品，現場共計封存68籃次級蛋品(殼蛋)816公斤、

蛋黃液333.5公斤、蛋白液391公斤以及8大桶待分裝的蛋白液及蛋黃液計80公斤，

總計數量1620.5公斤，另查核該公司相關液蛋流向以販售到桃竹苗等三縣市的餐

飲業及烘焙坊為主，桃園衛生局除令業者暫停作業外，對於該公司製造及貯存逾

期蛋品，將分別依據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及第8款規定，

同法第44條裁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的罰鍰，另全案是否涉及詐欺，已交

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進行偵辦。 

    衛生局呼籲業者，必須落實自主管理，善盡社會責任，另為防止業者心存僥倖，

刻意規避公務機關上班時間而利用例假日進行加工，爾後將進行例假日及夜間不

定期稽查，務求全年把關食安不中斷，也再次呼籲業者勿以身試法。衛生局也提

醒民眾，若發現食安問題，可撥打0800-285-000檢舉專線，共同監督食品安全。 



【桃園衛生局持續監督元山違規液蛋產品下架回收           
保障消費者食品安全】  2/6 

 

 發布單位： 食品管理暨檢驗科新聞稿107-08-13發布日期 

              桃園衛生局於11日配合檢調進行元山蛋品有限公司查核，將違規液蛋產品（有
效日期107年8月17日）販售給72家下游業者，其中桃園佔53家（含已歇業3家），截至
下午3點累計已回收液蛋白、液蛋黃、全蛋液共計1166.8公斤，此外，有關業者疑似使
用元山蛋品有限公司的液蛋所製作的半成品、成品，也同時進行主動下架待銷毀。  

衛生局表示，經查詢104到107年期間於元山蛋品有限公司共計查核25次，元山蛋

品有限公司對於查核缺失經過複查尚符合規定；另此一區間共計抽驗13件，其中2件驗

出沙門氏菌也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予以裁處。衛生局表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7

條第5項規定：「食品業者於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應即主動停止製造、加

工、販賣及辦理回收，並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故衛生局呼籲：凡使用

到元山蛋品有限公司違規液蛋的食品業者，請務必遵守食安法的規定，除完成自主通

報外，應立即下架並自主通報；違者將依同法第47條規定裁處新臺幣3萬至300萬元罰

鍰。  

有關元山蛋品有限公司利用例假日進行作業，明顯規避稽查，衛生局也依據食安

法第41條責令業者暫停作業，衛生局呼籲所有食品業者，應作好供應商管理，應落實

自主管理，善盡社會責任，勿以身試法，衛生局將持續監督元山蛋品有限公司回收進

度；並提醒民眾，若發現業者有竄改並販售違規產品，可撥打0800-285-000檢舉專線，

共同監督食品安全。 



元山違規液蛋產品已全數回收封存  
民眾勿輕信手機轉傳下游名單  3/6 

 發布單位： 食品管理暨檢驗科新聞稿107-08-16發布日期 

    有關元山蛋品有限公司使用變質腐敗的次級蛋品製成違規液蛋產品
販售給下游業者，桃園衛生局已經48小時內全面完成回收及封存，市面上
已無違規產品。近日發生手機及網路轉傳元山蛋品公司下游名單，民眾勿
輕信，衛生局並呼籲散佈不實謠言者已觸法，請立即停止散佈謠言。 

桃園衛生局為保障民眾飲食安全，元山蛋品有限公司製售液蛋產品已
全面回收並封存，共計1,353.8公斤，市面上已無違規產品，民眾可以安心
購買。而近日發生手機及網路轉傳元山蛋品公司下游名單，民眾勿輕信，
並切勿轉傳以避免觸法。散佈不實謠言者，影響公共安寧，已涉違反社會
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5款，可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3萬元以下罰鍰，另散
布文字、圖畫對於他人造成名譽毀損，依據刑法第310條，可處2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1,000元以下罰金。 

桃園衛生局表示：因為雞隻生蛋是透過泄殖腔排出，泄殖腔亦是雞隻
糞便通道，故蛋殼表面易受到汙染而帶有大腸桿菌及沙門氏菌，如蛋殼表
面不潔，則易使蛋殼表面微生物汙染到食品。故衛生局建議民眾，在家自
製液蛋應該注意蛋品及手部的清潔，及液蛋保存需於冷藏7度C以下，以保
障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 
【發布日期：2019-05-24】 

 食安法 第四十六條之一     

散播有關食品 安全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散播係指散布、傳播於眾之意， 而所謂「謠言」或「不實訊息」 ，係指
該「捏造之語」或「虛構 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而言，倘有合理
之懷疑，致誤認有此事實而為傳播或散布時，即欠缺違法之故意（參照最
高法院 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六七二七號 刑事判決）。因此，關於「散播 
謠言或不實訊息」，係以散布、傳播「捏造或虛構事實」為其構 成要件（
參照最高法院一○六年 度台上字第九六號刑事判決）， 行為人將自己或
他人捏造、扭曲、纂改或虛構全部或部分可證明為不實的訊息（包括資訊
、消息 、資料、數據、廣告、報導、民 調、事件等各種媒介形式或內容 
），故意甚至是惡意地藉由媒體 、網路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以口
語、文字或影音之形式傳播或散布於眾，引人陷入錯誤 ，甚至因而造成公
眾或損害個人 ，即具有法律問責之必要性。  

 食品安全與否乃涉及民生議題之 重要資訊，其正確性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
，若有謠言或不實訊息 之散播，除將影響交易價格及業者營業信譽外，亦
將引起民眾恐慌，進而危害公眾安全，爰增訂本條刑事處罰規定。 



桃園市衛生局 元山蛋品案件檢舉獎金發放說明  5/6 

 發布單位： 食品管理暨檢驗科  新聞稿     108-04-26發布日期 

  桃園衛生局先依衛福部訂定之「食品安全衛生檢舉案件處理及
獎勵辦法」，審酌案內受處分相對人使用變質、腐敗及逾期之原料
蛋製成液蛋產品，且蛋品係為民生食品通常之用料，並對本市烘焙
業及蛋品零售商，所生影響發放予陳情人吹哨獎金20萬元整，並已
函文通知檢舉人領取。 
  元山蛋品有限公司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事件，依「桃園市
檢舉違反食品衛生法規案件獎勵辦法」第5條規定：「檢舉人依本辦
法檢舉違反食品衛生法規之案件，經本府裁處罰鍰確定並收到罰鍰
後，依案件情節輕重，按罰鍰實收數之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發
給獎金。前項案件經本府公告為特定食品安全衛生事件，且檢舉人
為該企業現職員工者，依案件情節輕重，按罰鍰實收數之百分之二
十五至百分之六十發給獎金。」因本案經衛福部法規會，作成訴願
決定確定訴願駁回，並已進入訴訟程序中，後續將依規核發檢舉獎
金。 
   



桃園市衛生局 元山蛋品案件檢舉獎金發放說明   6/6 

 發布單位： 食品管理暨檢驗科  新聞稿     108-04-26發布日期 

    元山蛋品有限公司使用變質腐敗之次級蛋製成液蛋之違規
行為，經審酌受處分人其違規次數、資力條件(違規產品銷售額)、
工廠非法性、違規行為故意性、違規樣態、違規產品影響性等，爰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4條第1項及第44條第1項罰鍰裁罰標準 
（罰鍰額度計算方式：A基本罰鍰(12個月內第一次，6萬) × B銷售額
(業者107年8月14、15日提具「液蛋銷售額」資料，其106年8月至
107年7月之過去12個月內液蛋銷售額為5,038,489元，已達480萬元
以上，未達960萬元，故加權為等級3) × C工廠非法性(依法應向主管
機關辦理工廠登記而未辦理者，故加權為2) × D違規行為故意性(受
處分人自承該行為已持續10年以上，屬故意行為2) × E違規態樣(違
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故加權為2) ×      F違規品影響性(下游
客戶多為烘焙麵包業者，烘培業者皆直接使用於蛋糕及麵包產品後
售予消費者，回收深度達零售商層面為2) × G其他(1) =288萬元），
另有逾期蛋品各裁處36萬及24萬元，全案共計裁處348萬元整，衛生
局均依規辦理。 
  罰鍰額度計算方式 = AXBXCXDXEXFXG 



預告訂定「液蛋衛生標準草案」【發布日期：2019-05-30】  

第一條 本標準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能使用作為液蛋之殼蛋型態:  

一、蛋殼完整無裂痕。  

二、裂殼蛋:蛋殼受損而蛋殼膜完整，無外在污垢黏 附且內
容物無洩漏之蛋 品。  

第三條 破殼蛋不得作為液蛋原料蛋之使用。 不得作為液蛋
使用之原料蛋型 態規定。  

第四條 殺菌液蛋不得檢出沙門氏菌。  

第五條 未殺菌液蛋之生菌數限量為 106 CFU/g 以下。  

第六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九、員工自保最後途徑檢舉 

• 第五十條  雇主不得因勞工向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揭露
違反本法之行為、擔任訴訟程序之證人或拒絕參與違反本
法之行為而予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
、降調或減薪者，無效。 

• 雇主以外之人曾參與違反本法之規定且應負刑事責任之行
為，而向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揭露，因而破獲雇主違反本
法之行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發文日期 / 文號：104年09月07日FDA食
字第1049020617號 

主旨：有關「紅棗」產品檢出農藥殘留
疑義。 

摘要說明： 
一、進口中藥材供作食品用途，如已確

定屬可供食品使用原料，進口時應
於進口報單註明「輸入供食品用
途」，以及於同欄位再註明批號及
可供產品追溯追蹤之資訊者。  

二、食品輸入時應依海關核歸號列項下
之輸入規定辦理，如其輸入規定為
F01、F02或其他經衛生福利部依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0條第1項公
告之輸入規定，則應依「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及「食品及相關產品
輸入查驗辦法」，辦理食品輸入查
驗。未辦理食品輸入查驗，以非供
食品用途名義進口之產品，輸入後
如流於食品用途，則涉輸入申報不
實或規避查驗。 

三、案內紅棗產品係以中藥材名義進口，
如續供作食品使用，則涉及違反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