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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國家衛生研究院（簡稱國衛院）已跨足二十年。這二十

年，國衛院持守創院理想，懷抱提昇國人健康福祉的信念，雖步履維

艱，卻堅定地為國人解決諸多醫衛問題，與民眾的健康福利一起成長。

二十年，台灣的大環境蛻易丕變，國衛院未來如何秉持其厚實學術研究

之能量，協調整合相關領域的智慧思考，引領台灣進入新世紀的角競，

更是二十年輪今日的國衛院需邁開步伐的挑戰。

2013年，衛生福利部由原本的衛生署結合社會福利升格成立為部，

面對日趨複雜的環境、健康、食安等各項新興問題，亟需結合學術界其

實證為基礎的建言，來幫助政府以前瞻性的政策，解決當下的問題，甚

而更進一步提供未來施政的思索。此時，國衛院做為以任務為導向的醫

藥衛生研究機構，於創院之際即期許成為國家的醫衛智庫，正是發揮其

角色功能的時刻。

也就在這樣的情勢中，於二十年前即已成立之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簡稱國衛院論壇），以更廣闊的思維，涵納社會大眾最急迫之議題，

重新啟動。處於大環境替易之際，醫衛議題不斷浮現；例如影響國人健

康至鉅的食安問題，以及氣候急遽異常下擴延的登革熱感染疾病；這一

些都是論壇重啟之後的研議選項。其他如台灣於全民健保實施之後，醫

事人員的培育所出現的偏頗現象，以及日益駁雜的執業環境；甚若如攸

關全民康健的「健康體位」生活等等；均是論壇重啟一年之後，所提交

出的成績單。

代理院長 

邁開堅實步伐，國衛院論壇前瞻未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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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傳統重工業等高汙染產業漸漸外移之後，台灣也面臨了高

科技汙染如光、電及磁波等之危害新生命題，亟需及早正視，國衛院論

壇也需捷足先登地為國人把關以及思索，將來民眾會面對的最重要的議

題，甚至利用最新的科技工具，進行問題的檢核，並提出建議方略。例

如：利用大數據分析以及雲端運算，其精準醫療與基因資料庫的客製化

醫療產業等新的健康課題等。座落在竹南科學園區的國衛院，擁有與新

竹科學園區資訊科技互動的最大優勢，如其資訊、光電、奈米、晶片

等，將來如此頂尖的研究資源與國衛院媒合，將更增進國衛院的學術效

能，成為衛生福利部最有利的智庫。

欣慰於國衛院論壇重啟後一年半的時間，已有相當成果，完成八

本政策建言書與兩件指引：受政策採行計有「罕見疾病法布瑞氏症之研

議」、「上泌尿道路上皮癌盛行之對策之研議」、「全面建構健康體位

生活與文化指導原則」以及「老人照護：服務體系之協調與整合建議」

等；於2016年出版「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登革熱防治政

策」、「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員培育與執業環境的改善」及「全面建構健

康體位生活與文化指導原則」四書。未來，祈願國衛院論壇結合專家學

者之研議共識，建構政策分析的證據基礎，凝聚更多有關衛生福利之政

策建言，促進衛生與福利等跨領域之溝通，進而活絡國際智庫之交流合

作，以求產出肆應時代需要的政策建議，供政府施政參考。

105年元宵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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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訂，攸關國計民生，尤其是公共議題，與民眾福址息息

相關，更需戒慎，故而先進國家每每仰仗具學養背景之學者組成研議型

之智庫，針對議題充分辯證、討論，待形成共識，再進一步凝聚民意所

趨，逐一媒合，以求去蕪存菁，爾後方陳達於公部門，訴諸立法機構制

訂政策。是知，專業性智庫乃改善政策系統與其環境，為推動、制訂政

策不可或缺的中介機制。

國衛院論壇之設立，乃參考美國IOM（Institute of Medicine）知名

之國際智庫，並以如上運作模式，邀集各領域專家就議題發表討論，再

聚焦形成共識。論壇做為國家級醫藥衛生之智庫，理當扮演溝通之橋

樑，以實證為基礎，提供辯證爾後適合國情的具體政策建言。唯前瞻性

之政策建言必須引領民眾的認知與支持，因而，論壇之運作非僅於專家

學者的「案頭」研議，而是跨出學界大門，主動透過各種方式，將具實

證基礎的共識，訴諸社會大眾。無論所傳輸之媒介為研討會、傳媒會

議、新聞稿披露、網路資訊傳播等，期藉此引起民眾關注，同時以正確

之觀念教育民眾，以為政府政策之施行善盡教育佈達的功能。

準於此，過去二十年國衛院論壇已出版六十本多項醫藥衛生議題報

告書，更於2013年衛生福利部成立後，重啟國家級衛生福利論壇，除醫

衛之外，進一步擴大加入福利議題，且舉行數場國際暨國內研討會，希

望藉論壇為聲喉達拋磚引玉的效果，甚而引起更廣泛的跨界討論，幫助

衛生福利體系經由制度法令的改善，達成衛生福利資源的有效運用，真

正發揮智庫之效能。論壇重啟之後，於2014至2015年間共陸續啟動十個

議題，包含四個已受政策採行之研議。除此之外，尚有「登革熱防治政

總召集人 

序   

國家級衛生福利智庫
――國衛院「論壇」建構全民健康福祉

序



5

策」、「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醫療體系如何因應少子化的社

會轉變」、「以實證探討不運動之障礙，完成新一代健康運動指引」、

「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員的培育與執業環境的改善」、「產前篩檢與遺傳

診斷科技之研議與評析」等，當前國內具急迫性、重大性或前瞻性議題。

IOM於2013年出版的政策白皮書，提出「Learning Health System, 
LHS」――持續學習，不斷改進的醫療體系建言，其目的為使科學研究

的實證資料，回饋到民眾有感的照護改善。國衛院論壇於2015年起，

以學習工作坊之方式將研究成果導入LHS轉譯醫學的觀念，希望激勵更

多、更廣泛的人員來領導推動相關衛生福利體系之改善，未來更企盼促

動政策提供獎勵，聚焦衛生福利體系無論是病患、廣泛醫護人員以及民

眾福利的互動連結，輔以可量化的大數據資料，來改善醫療照護文化及

社會福利制度，期許建立讓民眾更好照護、更有效支出之衛生福利體系

願景。

政策之施行莫不期待民眾有感，是知政策之導引，必須獲致民眾

的支持與關注。國衛院論壇以厚實的衛生福利智庫經驗，相關的專家網

絡，結合國衛院及各大學的研究團隊，前瞻未來需求及國際視野，積

極、主動挖掘醫衛體系暨民眾福利之重要議題。藉助論壇其智庫型態之

運作，幫助衛生福利體系經由制度法令的改善，企盼提供友善環境的誘

因，來增進產業界為衛生福利資源之投入，以獲致民眾之關注，進而改

變民眾健康幸福的觀念。如此，不唯民眾有感，論壇此衛生福利智庫所

展現之價值，更於提升全民健康權益，為民眾之社會福址創造標竿，實

質地為我國衛生福利體系與民眾健康幸福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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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全球有數千萬種有機或無機物質，近十萬種化合物被用作商業

製品，許多造成環境負荷並進入生態鏈，也透過各種途徑進入人體，尤

其經過食品，包括故意或無意，造成體內負荷甚至危及各種健康效應，

近期由於分子毒理學之進步及超微量分析之儀器與技術發展，發現食品

隱藏很多安全問題。

台灣數十年來食品安全事件層出不窮，影響國人健康及社會不安，

甚至影響國際形象。在法規制度面已有許多改進處置，各學術機構也紛

紛成立食品安全或檢驗中心，既然化合物眾多，都有可能被混進食物鏈

或食品，對於食品安全防不勝防，必須對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及加以預

防。過去也有許多建議，對於體系及運作較為完整，但對於如何以風險

評估及早發現問題, 預防策略較少著墨。但不可能對每一項試驗，必須

具有策略，提出科學證據，對於高風險食品物質或添加物並透過政策法

規採取各種預防措施。 

國家衛生研究院成立論壇諮議委員會，再邀請國內學者專家成立食

品安全風險評估委員會，並由該委員會討論訂定內容，聘請專家執筆，

經過數次討論形成共識。針對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提出本政策建

言書，範圍如後述：

召集人／共同召集人

序   

減免食品風險，保障消費者健康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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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潛在性未知物質之調查與規範：先從台灣尚未規範，而外國已列

為規範之檢驗項目着手。

2. 分析檢討已有規範之食品或添加物之國際差異：各國檢驗方法、

標準可能不同，重新評估設定。

3. 評估對健康效應爭議之食品或添加物風險：例如基因改造食品、

易過敏食物、老弱特殊族群敏感食品，及多項添加物之交互作

用等。

4. 風險減免與溝通平台建立：由於資訊發達，立場各異，加上科學

的不確定性，對於食品安全看法不一，須有超然的各種專家意

見，並有消費者或民眾的參與，如何組成運作，具有公信力，不

受干擾，皆須訂定政策。

5. 食品安全與食品詐欺：分析國內外食品安全事件及詐欺事件的歷

史演 進及法律處理等，引以為鑑。

透過本建言書形成政策及各種措施方案，希冀未來能降低食品安全

爭議事件之發生及加強政府緊急應變之處置能力，保障消費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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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

召集人

余幸司副院長‧葛應欽教授

研議成員 （依姓名筆劃序）

江宏哲‧吳明昌‧李志恒‧林信堂‧林嬪嬪‧徐源泰‧陳保中

陳樹功‧康照洲‧黃登福‧潘子明‧謝顯堂‧顏國欽

執筆人

第一部分：潛在性未知物質之調查與規範／康照洲教授

第二部分：分析檢討已有規範之食品或添加物之國際差異

                    ／林嬪嬪研究員

共同執筆人：周韋均博士‧張月櫻秘書長‧蕭心怡助理教授

            王仲志法規專員

第三部分：評估爭議性食品――基因改造食品／潘子明教授

共同執筆人：朱文深副主任‧李國欽前所長‧余祁暐副研究員

                        廖俊旺教授

第四部分：風險減免與溝通平台建立／吳明昌院長

共同執筆人：呂怡芬科長‧余旭勝助理教授‧林頎生教授

                        陳又嘉教授‧黃卓治教授

第五部分：食品安全與食品詐欺／李志恒教授

共同執筆人：王韻茹副教授‧林昱梅教授‧蔡蕙芳教授‧

                  馮齡儀博士班學生

總彙整

余幸司副院長‧葛應欽教授

總校正

全體委員

10         



「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議題」研議專家名單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專    長   E-mail

  1  余幸司 國家衛生研究院 副院長／ 皮膚科、環境職業醫學
        (召集人)  特聘研究員 dermyu@nhri.org.tw                

  2  葛應欽 中國醫藥大學醫 講座教授 流行病學
       (共同召集人) 學院臨床醫學研  ycko@mail.cmu.edu.tw
   究所

  3  王仲志 社團法人台灣國 法規專員 食品安全法規
 際生命科學會  georgewang0211@gmail.com

  4  王韻茹 國立中正大學法 副教授 憲法、行政法
 律學系暨研究所  lawyjw@ccu.edu.tw
 
  5  江宏哲 國家衛生研究院 主任秘書／  環境職業醫學
  研究員 hcchiang@nhri.org.tw

  6  朱文深 食品工業發展研 副主任 微生物科技
 究所生物資源保  bcrcweb@firdi.org.tw
 存及研究中心                             

  7  吳明昌 國立屏東科技大 院長／教授 食品加工、食品化學
 學農學院        mcwu@mail.npust.edu.tw

  8  李國欽 農業藥物毒物試 前所長 農業化學、毒物學
 驗所        

  9  李志恒 高雄醫學大學藥 教授 毒理學、環境醫學
 學院            jhlitox@kmu.edu.tw

10  周韋均 國家衛生研究院 博士後研究 食品安全風險評估
 國家環境醫學研 員  chouwc@nhri.org.tw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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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呂怡芬 屏東縣政府衛生 科長 食品衛生
 局食品衛生科  pthlifen@ksmail.gov.tw
                                    
12  余祁暐    生物科技產業研 副研究員 經濟學
 究中心        17664@tier.org.tw

13  余旭勝 屏東科技大學食 助理教授 藥物及毒物分析、食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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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各類食物中殘餘的農藥、重金屬、添加物、致病微生物等

可能引起健康危害的議題，普遍受到各國重視與廣泛討論，加上國際貿

易的活絡，各類農產品、加工食品及不斷被開發出來的新穎性食品，流

通量越來越大，消費者的選擇性雖然增加，但面對各類食品的安全性疑

慮亦隨之增加。

世界貿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成立係為

了促進國際貿易發展，但其亦重視食品安全，因此在其食品衛生檢驗

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SPS）中明確指出：與食品有關的健康安全必須

建立在科學性的風險評估基礎之上。我國自2002年起成為WTO正式會

員，對國內生產與國外進口食品的管理，都必須符合SPS協定的精神，

及國民待遇原則（National Treatment）。因此，任何食品衛生標準及法

規的訂定，及食品安全事件的處置，都必須依據風險分析原理去執行。

運用風險分析來管理食品安全，係國際組織及先進國家主張的重要

原則。風險分析為一結構性的決策程序，在此結構中包含三個部分：風

險評估、風險管理及風險溝通。三者之間彼此密切互動，其中風險評估

必須根據科學原理進行，風險管理則基於政策考量可以納入其他相關因

素，而風險溝通則是在整個風險分析過程中，隨時與相關者互動、交換

意見。另根據國際食品標準委員會（the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dex）的文件，風險評估又可再細分為危害辨識、危害特徵描述、暴

露評估及風險特徵描述等四個步驟。

前言



15｜第二部分｜分析檢討已有規範之食品或添加物之國際差異

我國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為食品安全的主管機關，長久

以來並無專門的風險評估單位，以致維護食品安全及保障消費者權益，

建立符合滿足國民享有的健康安全食品以及知的權利、科學證據原則、

事先預防原則、資訊透明原則的風險評估體系及諮議體系的發展較為緩

慢。但在經歷塑化劑、順丁烯二酸酐澱粉及混充油事件之後，立法院

於2013年5月及2014年2月二度修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條，明定應

分別建置「食品風險評估諮議會」及「食品衛生安全與營養諮議會」、

「食品檢驗方法諮議會」、「食品廣告標示諮議會」、「基因改造食品

諮議會」等諮議體系。

為因應社會快速變遷、食品貿易自由化及層出的食安事件對食品

安全管理的衝擊，我國除透過政府組織再造調整管理架構，參考美國的

管理制度設置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近年更進行大幅修

法，調整並完善各項管理措施的法源依據，以因應國際趨勢及食品自由

貿易潮流，並能逐步與國際接軌。歷經修法後，「風險評估」的原則與

應用，已較為具體化。

在強化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的技術與能力之前，必須先建立各類危

害物質的分布及背景值等完整基礎資料，俾做為訂定管理政策或管制限

值的科學依據。從民國2010年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成立開始，

已持續辦理食品風險評估相關研究計畫，該等資料整理如表1：食藥署

2010-2014年食品風險評估相關研究計畫。至於針對國內各類食品中的

危害因子及各界關注議題，食藥署亦已執行多項監測及評估工作。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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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食品藥物管理署2010-2014年食品風險評估相關研究計畫

評估物質 計  畫  名  稱

農藥

2014年總膳食調查及風險評估――農藥

進口產品殘留農藥安全風險評估

2013年農藥殘留總膳食調查及風險評估與總膳食調查

（Total Diet Study, TDS）基礎食品樣本庫之建立

2012年農藥殘留總膳食調查及風險評估

市售食品用草本植物等殘留農藥安全風險評估

進口產品殘留農藥安全風險評估

食用草本植物等殘留農藥安全風險評估

食品殘留農藥安全風險評估

食品中殘留農藥及動物用藥安全風險評估計畫

食品殘留動物用藥安全風險評估

塑化劑 塑化劑等環境荷爾蒙對罹患癌症風險影響之調查研究

輸入食品

及肉品

輸入食品風險調查暨肉品風險評估計畫

輸入食品健康風險評估

輸入肉品健康風險評估

牛肉產品中含神經物質之風險評估與監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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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食品藥物管理署2010-2014年食品風險評估相關研究計畫（續）

評估物質 計  畫  名  稱

碘 市售鹽品碘含量監測暨健康風險評估

多溴二苯

醚類

食品中危害物質之監測及風險評估

食品中多溴二苯醚類之監測及風險評估

食品中多溴二苯醚類（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之監測及風險評估

鋁 國人由膳食攝入鋁之暴露風險調查

食品

添加物

國人攝食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安全風險評估模式之應用

國人攝食食品添加物健康風險評估模式之建立

有機錫 水產品中有機錫之監測研究及風險評估

多環芳香

烴化合物

致癌物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在食品中之含量調查及暴露風險

評估

致癌物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PAHs）在食品中之含量

調查及暴露風險評估

全氟碳

化合物

食品及食品器具容器包裝之全氟碳化合物污染風險評估

及國人血中濃度背景調查

食品器具包裝不沾鍋塗層使用加工助劑全氟辛酸之溶出

情形調查及健康風險評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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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風險評估除了在科學的基礎上辨別個別產品的安全風險之

外，同時更是司法機關裁量刑罰時的重要參考，因此科學與法律必須相

互結合，食品安全管理才能穩健進展。

美國與日本的食品安全法律中具有風險評估意義的條文，值得我國

比較研究。美國的食品係與藥品、化粧品、醫療器材、菸草製品等以同

一部法律來管理，即聯邦食品、藥品與化妝品法（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FDCA），其法律規範的核心工作是禁止任何攙偽

（Adulteration）或假冒（Misbranding）的行為，而且明定攙偽或假冒的

認定條件：

一、關於攙偽（或稱攙雜攙假）食品（Adulterated Food）的認定

要件：

（一）含有有毒有害而可能危害健康之物質。

（二）含有有毒有害（食品添加物、色素、農藥、動物用藥除外）

或不符使用規範之外加物質。

（三）含有不潔、腐敗、分解之物質。

（四）於不衛生有可能污染之環境中製備、包裝、儲存。

（五）來自斃死或生病之動物。

（六）容器含有有毒有害而可能危害健康之物質。

（七）未依法實施輻射照射。

（八）重要組成份被減少、去除。

（九）含有之物質被部分或全部取代。

（十）隱藏受損或劣變。

（十一）添加某些物質而使產品降低品質或增加體積重量、感覺物

超所值。

（十二）膳食補充品或其成份不符規定、生產作業或標示違規。

（十三）運輸作業不衛生。

（十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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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假冒（或稱錯誤標示）食品（Misbranded Food）的認定

要件：

（一）標示錯誤或誤導。

（二）以其他名稱銷售。

（三）仿製食品而未標明。

（四）使用引人錯誤之容器。

（五）包裝食品而無廠商名稱地址、正確重量容量。

（六）應標示事項未顯著呈現。

（七）未依訂有定義或本質標準之規定標示。

（八）未依訂有規格標準或內容物充填標準之規定標示。

（九）未依特殊營養需求之規定標示。

（十）未依人工香料、人工色素、人工防腐劑之規定標示。

（十一）未依色素包裝標示之規定標示。

（十二）未依營養標示、營養宣稱之規定標示。

（十三）未依膳食補充品標示之規定標示。

（十四）未依健康宣稱之規定標示。

（十五）未依過敏原標示之規定標示。

（十六）其他。

至於日本食品管理的法律則是單獨制定，其名稱為「食品衛生

法」，其立法宗旨第一條明定：本法目的係以公共衛生觀點，採取必要

之監管及其他措施，防止由飲食原因引起衛生上之危害，以確保食品安

全，維護國民健康。另有關類似美國食品法中攙偽行為的禁止則訂於第

六條：下述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不得銷售（包括售予不特定多個人之所有

情況。）或以銷售為目的而進行採收、製造、輸入、加工、使用、調

理、貯藏、或陳列。

一、腐敗、變質或未成熟者。但確認對一般人健康沒有損害、適合

飲食者除外。

｜第一部分｜潛在性未知毒物之調查與規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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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含有或附著有毒、有害物質或有此類嫌疑者。但厚生勞動大臣

認定對人體健康沒有損害者除外。

三、受病原微生物污染或有此嫌疑而有損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四、由於污染、混入或添加異物及其他原因而有損害人體健康之

虞者。

經查我國的食品管理法律最初制定時，其立法說明即敘述參考日本

的食品衛生法，因此亦為單獨立法，而且名稱與日本類似，稱為「食品

衛生管理法」，至於針對禁止不衛生食品的產銷，其最初條文有部份與

日本食品衛生法相似，往後雖經多次修法仍可看到類似的結構與內容。

目前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的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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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整理若干國內外食品案件的判刑情形，提供有興趣研究食品安

全風險與刑罰關聯性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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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重大食品事件判刑比較

時間地點 案  件  名  稱 判  刑  重  點

臺灣2011 起雲劑添加塑化劑 公司負責人判刑15年，併科罰金

15萬元，另公司罰金2400萬元

臺灣2013 產品使用過期原料 公司主管及作業人員4人分別判處

2至6月徒刑，均獲緩刑，另需分

別支付國庫15萬元至60萬元不等

臺灣2013 化製澱粉使用順丁烯

二酸酐

公司負責人判刑2年10個月，另公

司罰金250萬元

臺灣2013 油品混充添加銅葉綠

素

公司負責人判刑12年，另公司罰

金3800萬元

臺灣2013 黑麻油攙加黃麻油 公司負責人判刑1年10月，得易科

罰金，緩刑4年，應支付國庫2500
萬元。另公司無罪

臺灣2014 回收油飼料油轉賣食

用

公司董事長及副總經理各判刑20
年，另公司罰金5000萬元 

臺灣2014 乳化劑添加二甲基黃 實業社負責人父子分別判刑7年及

9年，併科罰金各1500萬元

美國1982 蘋果汁攙偽不純 公司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各判刑1年

又1天，另罰金10萬美元

美國1996 咖啡豆混充偽標 公司負責人判刑1年6月，另罰補償

金47萬5千美元、罰補稅金44萬美元

美國1996 蘋果汁摻雜病原菌 公司罰金150萬美元

美國2007 花生醬摻雜病原菌 公司罰金800萬美元

美國2009 花生醬摻雜病原菌

（9人死亡）

公司負責人判刑28年，經理判刑

20年，品保判刑5年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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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2008 問題進口米轉賣食用 進口商判刑2年，併科罰金400萬

日元，公司罰金800萬日元。經

銷商判刑2年，併科罰金150萬日

元，緩刑5年，另公司罰金150萬

日元

歐盟2013 牛肉攙偽馬肉 荷蘭批發商判刑2年6月，英國屠

宰商罰金8000英鎊



潛在性未知物質之
調查與規範

康照洲教授

第 一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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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食品中非預期物質之管理

1.1 前言

一般食品之衛生標準，大多是針對已知之添加物、農業用藥、汙染

等所訂定，而衛生當局在做市場管控時，也是針對已訂有衛生標準之物

質，進行檢測，然而三聚氰胺、塑化劑、順丁烯二酸等事件發生後，讓

我們了解到，商人可能因不同的原因，在食品添加物或原料中，一些未

曾在食品加工過程中所使用的化學物質，也因為所使用的化學物質從來

沒有被使用過於食品製造，衛生單位在作稽查檢驗時，也不會將這些物

質列入一般檢驗項目中，因此造成塑化劑、順丁烯二酸等物質，被濫用

了將近3、40年以上，而從未被發覺。

綜觀食品中非預期物質的來源，大致可以分為三種狀況，第一種

該物質本來就存在食品裡，但因為沒被檢驗過或因檢驗靈敏度增加後才

被測出來，而這些檢測結果，一旦經過扭曲的報導，就會引起民眾恐

慌，這種狀況應該可以透過科學的驗證以及良好的溝通，予以解決，然

而經常因為誇大及錯誤的訊息，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第二種狀況是因為

食品在生產或製備過程中，所殘留之農業用藥、溶劑、添加物等，或自

包材、容器等游離至食品中，或是因酸鹼值、加熱等過程中所衍生的物

質。這一類物質，在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或美國等國家，被歸類為間接添加物（indirect additive）1、2，並加以

1 依照CODEX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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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之規範，然由於我國添加物之規範中只有正面表列的直接添加物 
（direct additive），因此當這些物質被檢驗出來後，不論濃度高低，都

被認定為有毒物質，其產品也被冠上「毒」食品，為了解決這類問題，

我國之添加物定義及管理規範，有必要與國際規範協和化。

第三種狀況，可能是最難解決，也是最可能造成食安問題，也就是

業者因經濟利益，將一些未經安全評估核准的物質，加到食品裡，由於

這些物質並非常用的添加物或食品改良劑，因此不會被列入常規檢驗項

目，再者，有許多「非法」添加的物質，由於不同的原因，可能會存在

於自然食品內，並具有一定之「背景值」，因此經常因無法分辨該物質

是內生性的或是惡意添加的，而造成主管單位行政裁量之困擾，舉凡三

聚氰胺、塑化劑、順丁烯二酸都是屬於這種狀況，因此除非是在特殊狀

況，例如三聚氰胺大量摻加於嬰兒奶粉造成嚴重傷害，起雲劑中所用的

塑化劑因產品固化產生濃縮現象導致濃度高出背景值，才有可能透過末

端產品檢驗的方式偵測到。

1.2 建議方案

1. 建立黑名單，全面稽查

由於化學品取得的方便性，以及添加物的使用量相對少，因此很難

被常規的檢驗方式所偵測到，因此如何利用科技，來找出已經存在的或

預防未來的不法添加非預期物質之行為，將會是未來面對食安問題的一

大挑戰。因此建議，針對曾經被使用的非法添加物或化學品，主管機關

應該盡快收集世界各國之案例，建立資料庫（黑名單，目前已知大陸列

｜第一部分｜潛在性未知物質之調查與規範

2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補充說明：美國之食品添加物區分為direct food 

additive、indirect food additive及secondary direct food additive三種類型，當

中並無包括農藥、動物用藥或污染物質；世界衛生組織則分別針對污染物質

(contaminant)、農藥、動物用藥、加工助劑及食品添加物等有不同管理規定。

台灣除有正面表列之食品添加物規定外，也另外訂有各種污染物質、農藥、動

物用藥及加工助劑等之標準，與國際規範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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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23類，台灣衛福部也列出32項），為優先加強勾稽的物質，衛生當局

應當擬定特別計畫，有計畫性的將上述重點項目，進行全面性的稽查檢

驗，遏止類似事件一再重複發生。

2. 整合檢驗方法，廣泛調查

為了瞭解是否仍有些未知之物質被非法濫用，而尚未被發現，主管

機關應該成立特別小組，研析並建立一套整合式的檢驗流程，依化學物

質或生物性物質之特性，以及不同基質，整合不同之檢驗儀器及方法，

並進行多樣性之調查，並積極建立不同產品之不純物背景值資料庫。

3. 掌握流向，源頭防堵

最後，為了避免不法之化學品流入食品鏈中，應該盡快建立所有化

學品之產銷資料庫及追蹤追溯系統（化學雲），防止化學物質之濫用，

並早期預知及預防未經核准之化學物質進入食物製造鏈 3。

3 為防堵非法或未知物質流入食品供應鏈體系，食藥署已建立「三級品管」、

「分廠分照」、「食品安全聯合稽查與取締小組」及「食品雲」等相關政策與

措施，透過業者自主管理、食品業者驗證及政府稽查，強化食品安全；亦導入

資訊化管理食品安全之機制，運用資通訊技術，整合跨領域及跨部會之食品管

理資訊系統，形成綿密的食品雲資訊網路，建構具有蒐集、預警、決策等功能

之高效率管理系統，並運用大數據分析進行風險預警，防範未然，阻絕不法。



分析檢討已有規範之
食品或添加物之國際差異

林嬪嬪研究員

        共同執筆人：周韋均博士‧張月櫻秘書長

                          蕭心怡助理教授‧王仲志法規專員

第 二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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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論

 背景

依據我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三條第三款，食品添加物之定義

係指食品之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儲藏等過程中，為食品著

色、調味、防腐、漂白、乳化、增加香味、安定品質、促進發酵、增

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化或其他必要目的（intended use），加入

（intentionally added）、接觸於食品之單方或複方物質。因為食品添加

物對食品的感官特性、微生物控制、物理、化學或物理化學特性是有幫

助的，所以食品添加物也常被視為食品工業現代化指標之一。

然而部分食品業者為了經濟利益，應用添加化學物質攙偽作假

時有所聞，這種欺騙行為挑戰著全球的食品業（Food Fraud Database; 
[EUFIC], 2013）。臺灣多年來，不僅有類似的攙偽作假案件，濫用食

品添加物的違規事件也層出不窮，如最近公告的年節食品食品添加物抽

驗，有將近3%為超標使用（食藥署，2015）。這種只顧商業利益，漠

視法律、鑽營法律漏洞、或利用法律的不完備（regulatory gaps）等的

作為不僅忽視消費者的健康，也影響到商譽，甚至國家的榮譽。被牽累

的公司行號收益因而受損、甚至倒閉，更有難以計數金錢上和非金錢上

的社會成本支出（中央社，2013）。消費者對食品添加物因而產生虞

慮，甚至有許多迷思。國際食品添加物法典委員會（Codex Committee 
of Food Additive, CCFA）主席陳君石教授在「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認識

與對策」中（2007）指出，消費者和政府對食品安全問題存在一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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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解，造成了消費者的疑惑。這些誤解包括：一是消費者要求「零」風

險；二是過於重視化學性污染，而忽視食源性疾病；三是籠統地把假冒

偽劣與食品安全劃等號；四是把致癌物污染的食品等同於致癌食品；五

是把不合格食品等同於有毒食品。

陳君石教授提到「食品是有標準的，不符合標準的食品都是不合格

的食品，但絕不等同於有毒食品。籠統地把不合格的食品稱為有毒食品

又是誇大了食品安全的風險程度。」並認為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當前國

際上公認的辦法是建立風險分析和評估的框架體系。所以如何重振消費

者的信心，解決食品添加物的問題，也是需要建立風險分析和評估的框

架體系。明晰及透明的進行風險評估，加上及時進行交流溝通，既可以

消除各種各樣的誤解，又便於政府部門針對存在主要的食品安全問題採

取管制措施。

所以，解決臺灣食品添加物的議題要回歸基本的任務：需要建立風

險分析和評估的框架體系，積極有效的建立和使用前後一致連貫性的管

制措施和充足的監測的整體做法。這些需求包括：

‧政府管理單位――完備法規的制定，包括上市前的審核和上市後

的管理

‧食品添加物產業――供應鏈的管理和守法的推銷

‧食品產業――供應鏈的管理和守法的使用

‧政府管理單位――上市後的檢查、稽查與監測（違法行為的發掘

和流行病學、暴露數據等的收集） 
‧食品標示――消費者知的權利

‧政府管理單位――上市後的再評估（Re-evaluation）

CAC在其食品添加物的一般使用標準（Codex Stan 192-1995）前言

第三條就提到食品添加物使用的基本原則（General Principles for the Use 
of Food Additives）包括 (1)食品添加物的安全性，(2)食品添加物使用的

合理性，(3)食品添加物的製造和使用要合乎優良規範和 (4)要合乎食品

添加物的規格，包括物質特性和純度等。除此些基本原則要符合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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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遵守嚴謹的審核步驟（step process），經過評估通過後，方能列入許

可使用的清單中。

本報告將以研究國際間支持制定食品添加物法規所需的風險評估及

其管理法規標準為研究目標，並與臺灣現行狀況作一比較和討論，並作

出適合國情，並與國際接軌的未來研修建議。

1.2 目標

本報告將以國際間食品添加物法規標準（含標示）之蒐集、彙整與

專家會議討論為主要研究方法。預期可藉由探討研究Codex和歐盟、美

國、日本、中國等有關食品添加物（包含標示）的法規標準、指引或作

業準則，並與國內現行規定作比較，可以瞭解我國在食品添加物相關法

規制定上深度和和寬度可以改進的事項。

1.3 實施策略／方法

(1)  調查研究並彙整Codex和歐盟、美國、日本、中國等有關食品添

加物的法規標準、指引或作業準則（food law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standards, guidance, code of practices），並與臺灣現況進行比較與討論。

(2)  研究報告將包括食品添加物的法規制定原則（含使用原則、限

量制定的原則）、使用標準（含食品添加物的範圍／類別／種類、適用

產品範圍、使用限量等）、規格標準及標示標準等，並評估負面表列的

需要性，以及重要引用資訊（如法規條文或文獻）的完整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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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國際間食品添加物申請管理辦法

2.1 Codex

2.1.1 食品添加物的申請辦法

(1)  法源依據：無（Codex不是一個國家因此在食品添加物的申請管

理辦法沒有法源依據。）

(2)  指引：Codex食品添加物的管理是在食品添加物通用標準中

（General Standard for Food Additives）說明，關於要在食品添加物通用

標準新增或修訂添加物的使用規定，必須遵守下面三個程序：

‧法典標準和相關文本制定之標準程序 1

‧食品添加物通用標準中食品添加物規定的新增與審查程序 2

‧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WHO聯合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執行方法 3

法典標準和相關文本制定之標準程序說明了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要進行法典標準的制定的程

序，這程序有八個步驟，並在開始進入到這程序前會先將進行嚴格審核

（Critical Review），在這過程委員會（Committee）或成員會送出編寫

的計畫文件，由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來決定是否要受理

其要求，如果通過嚴格審核，就會進入到步驟一。

步驟一是在執行委員會決定制定法典標準後進行，在這步驟CAC將

決定由哪個附屬機構或其他機構來主導這項任務，例如：如果是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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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制定，則會分配給CCFA。在步驟二秘書處（Secretariat）會督促

被分配到任務的委員會完成擬議標準草案（proposed draft standard）的

編撰事宜，同時也會要求其它單位提供相關信息，例如FAO和WHO進

行的風險評估工作資料。在步驟三秘書處會將擬議標準草案送交委員會

成員國和相關國際組織來徵求意見。在步驟四秘書處會將收回的步驟三

的意見回饋，並送交附屬機構或其他有關機構，這些機構會依反饋的意

見來進行擬議標準草案修改。在步驟五修改好的擬議標準草案會提交給

執行委員會來執行嚴格審查，之後送給委員會來採納為標準草案（draft 
standard）。步驟六、七和步驟三、四是相似的，唯一不同的是前者是

擬議標準草案的過程；後者是標準草案過程。第八步驟與第五步驟相

似，由執行委員會來執行標準草案的嚴格審查，由委員會來採納為法典

標準。

法典標準和相關文本制定之標準程序是所有標準制定過程的通則，

如果是針對食品添加物標準的新增與審查過程則在食品添加物通用標準

中食品添加物規定的新增與審查程序中說明，這程序的最終目的將新的

添加物或添加物的修訂放到食品添加物通用標準，在程序中可分為三大

部分，初步工作、修訂／新增與審核部分。

在初步工作部分，CAC會接到修訂或新增的要求，這要求可以來自

法典各個委員會、法典會員或CAC，提出要求的單位需要遞交相關數據

與資料，CAC在審核過這些文件後會決定要接受或拒絕這要求。

在修訂／新增部分，CCFA會要求提出單位提供下列資料：

‧食品添加物規格

‧食品添加物委員會（Joint FAO / 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安全評估後的結果報告

‧添加物預計使用的食品類別或次類別

‧添加物技術上的需求／理由說明

‧食品添加物在特定食品類別的最大使用量

‧說明訂出最大使用量的理由



33｜第二部分｜分析檢討已有規範之食品或添加物之國際差異

‧避免消費者受到添加物使用誤導的說明

‧在審核的部分CCFA在下列兩種情況會進行文件的審核

‧定期審核

‧收到要求：當風險評估有所修訂技術性需求與理由改變

FAO / WHO聯合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執行方法說明JECFA收到風

險評估要求後所要進行的程序，JECFA的聯合秘書（Joint Secretary）在

這些程序中的溝通協調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會議前10-12個月聯合

秘書會通知風險評估要求者提供相關文件與數據，風險評估要求者需要

在會議前6-7個月前將完成資料遞交，提出風險評估要求者，包括：

‧CAC（via CCFA）

‧FAO & WHO成員國

‧贊助者（via 非政府組織的FAO / WHO）

‧JECFA秘書處

‧JECFA本身

在會議前6-7個月，聯合秘書在收集完資料後，會將下列資訊送給

起稿專家（Drafting Experts）：

‧贊助商遞交的數據和文件

‧文件草案準備準則與程序準則

‧其它信息和指示

起稿專家是負責物質評估專家，由FAO / WHO顧問和委員組成，其

任務包括：

‧進行文獻收集

‧審核贊助商遞交的數據和文件

‧完成文件草案（Draft Documents）：在會議的1-1.5個月前將文件

草案交給聯合秘書

聯合秘書在會議前1-1.5個月收到文件草案會送給審查會員（Peer 
Reviewer），審查會員物質審查專家，是由JECFA會員組成，其任務為

審核文件草案，並在會議前提出了重要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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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秘書會在會議前將草案或修訂過的工作文件送給所有將要與會

者，這些與會者在會議中要決定是否通過工作文件。

(1) 提出申請者：

依據食品添加物通用標準中食品添加物規定的新增與審查程序，法

典各個委員會、法典會員或CAC都可以提出申請要求。

(2) 需要提供的文件與資料：

依據食品添加物通用標準中食品添加物規定的新增與審查程序，提

出申請者需要提供下列文件：

‧食品添加物規格

‧JECFA安全評估後的結果報告

‧添加物預計使用的食品類別或次類別

‧添加物技術上的需求／理由說明

‧食品添加物在特定食品類別的最大使用量

‧說明訂出最大使用量的理由

‧避免消費者受到添加物使用誤導的說明

(3) 受理單位名稱：CAC

2.1.2 食品添加物申請步驟

在食品添加物申請的步驟，跨了三個單位CAC、CCFA和JECFA
（見表2.1），我們可以大致將這過程大致上分為九個步驟（見圖

2.1）。

步驟一：提出申請者需要向JECFA提出風險評估的要求。

步驟二：JECFA會受到並接受這要求。

步驟三：JECFA會要求申請者遞交資料。

步驟四：JECFA的聯合秘書會協調文件起稿與審核

步驟五：JECFA開會決定通過文件草案。

步驟六：提出申請者向CAC提出修訂或新增添加物的要求。

步驟七：CAC受理與收到遞交數據與資料，由執行委員會來決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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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或拒絕這申請。

步驟八：由CCFA來準備擬議標準草案，並依會員國的意見修訂擬

議標準草案，在一會員國的意見修訂標準草案。

步驟九：CAC開會通過採納標準草案成為法典標準。

表2.1   食品添加物的申請步驟

步驟一 提出風險評估要求

步驟二 JECFA接受風險評估要求

步驟三 要求者遞交資料

步驟四 ‧文件起稿

‧文件審核

步驟五 JECFA會議

步驟六 提出要求

步驟七 CAC受理

‧收到遞交數據與資料

‧接受或拒絕決定

步驟八 審核（CCFA）

‧準備擬議標準草案

‧修訂擬議標準草案

‧修訂標準草案

步驟九 CAＣ開會決定



36         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

圖
2
.1

  
食

品
添

加
物

的
申

請
方

法



37｜第二部分｜分析檢討已有規範之食品或添加物之國際差異

2.2 美國

2.2.1 食品添加物申請辦法

(1)  法源依據：

食品添加物申請辦法的辦法的規定是依據FDCA（1958年）其中有

一條稱為食品添加物的一般安全條款（409 (c) (3) (A)），依據此條款

訂定了新食品添加物上市前安全評估的過程及GRAS的審核，從此在美

國上市的食品添加物可選擇一般的食品添加物的上市前許可的過程或

GRAS的過程 3。

(2)  指引：

在美國如果物質要合法地添加到食品中有三個途徑，這是根據

FDCA第201（s）提到的添加物的定義 4，在定義也明白指出豁免與排

除，所謂豁免是指GRAS，該物質被合格的專家普遍認定在預期使用的

條件下已充分證明是安全的，所謂排除是該物質的使用排除在食品添加

物的定義外這三類物質在取得合法的使用，是依據不同的途徑：

a. 一般的食品添加物是走：上市前許可（pre-market approval）
b. GRAS：有兩個途徑，在1958年之前的物質須提出食品常見使

用經驗；1958年及之後須走：科學的程序

c. 排除物質：在得到批準，需要達到一些要求

(3)  其申請辦法比較如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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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美國食品中添加物申請辦法比較

(4) 提出申請者：

提出添加物申請者稱為申請者（Petitioner），一般為食品業者。

(5) 需要提供的文件與資料：

申請者需要提供的文件如下 5：

   ‧化學品的鑑別

   ‧在食品中的分析方法

   ‧功能性

   ‧安全數據

   ‧提出使用目的與用量

(6) 受理單位名稱：

申請者將準備好的文件與資料送給食品藥物管理署（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的食品安全和應用營養中心（Center for Food 
Safty and Applied Nutrition, CFSAN）來做申請。

2.2.2 食品添加物申請步驟

美國添加物的申請可以選擇上市前許可過程或GRAS程序。上市

前許可過程包括提出請願申請、CFSAN受理請願、案件審核、做出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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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機構最後的審查完成 6。

步驟一：在第一步驟要遞交相關資料給CFSAN。

步驟二：接著會由CFSAN的食品添加物安全辦公室（Office of Food 
Additive Safety, OFAS）的機構來評估申請的資料是否充足，並決定是否

需要借助CFSAN以外機構來審核案件，如果確認要受理案件，會有一

位消費者安全官員（Consumer Safety Officer, CSO）被分配到這個請願

來協調申請者在FDA的請願審核過程與安排申請者與機構見面。

步驟三：在案件審核步驟CSO會將請願分配給專家來進行評估，評

估的工作包括了 7：
‧化學審查

‧毒理學審查

‧根據Redbook
‧毒理、病理與數學專家

‧必要時毒理學者可以建議由CFSAN特定的委員會來評估致癌性

試驗

‧癌症評估委員會

‧定量型風險評估委員會

‧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的預估值

‧環境審查

‧其他政府專家評價：ex.國家毒理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oxicological Research, NCTR）

‧政府外專家評價

步驟四：當通過評估，這案件會達成一個暫時之安全性結論，如

果必要的話會接收諮詢委員會建議，在做完最終的安全評估已確認後，

會將行政記錄（Administrative record）彙編並進行聯邦記事（Federal         
Register）最終法規起草。

步驟五：此為添加物申請的最後步驟，最終法規公佈在聯邦紀事來

公告，如果沒有收到任何意見，該條例出現在聯邦法規法典（Co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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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Regulations）。GRAS的程序包括了五個步驟：

圖2.2   美國食品添加物上市前許可過程

 公司要取得GRAS的程序包括了五個步驟 9：

步驟一：首先由公司自己判別是否符合GRAS的定義，在1958年前

使用的物質需有充足的歷史記載食物中該物質被大多消費者食用；如果

是在在1958年或之後使用則要走科學的程序。

步驟二：科學的程序是由經過科學訓練專家依據科學證據提出他們

看法，這些證據大多是已發表的研究或再加上一些未發表的研究、數據

與資訊。

步驟三：接著需要通知FDA，公司判別GRAS的內容是屬於自願審

查程序不需要通知但一般都會讓FDA知道如何來判別如何決定GRAS的

依據，除此之外物質的描述、使用條件、判別的依據、與科學證據的提

出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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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FDA會進行評估，依據已發表或未發表的科學報告來

決定是否為GRAS，FDA不會在其研究機構做實驗來幫申請者證實為

GRAS。

步驟五：最後機構審查完成，會將最終法規公佈公告在聯邦紀事，

如果沒有收到任何意見，該條例出現在聯邦法規法典（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圖2.3  美國GRAS程序

 

2.3 日本

2.3.1 食品添加物申請辦法

(1)  法源依據：

1947年食品衛生法（Food Sanitation Act），使用了食品添加物的正

向表列，食品添加物需經由衛生部長指定（Designation）為安全後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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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在食品 8。

(2)  指引：

在日本食品添加物的申請過程，由有下面兩個指引，第一個是日本

厚生勞動省所公佈，第二個是由日本食品化學研究振興財團所編撰。

‧食品添加物之指定與使用標準修改的申請文件準備過程 9。

‧食品添加劑的指定過程 10。

(3)  提出申請者：

提出添加物申請者稱為申請者（Petitioner），一般為食品業者。

(4)  需要提供的文件與資料：

食品添加物申請者要準備的文件與資料如下 11 ：

‧添加物的資料

‧有效性的報告

‧安全性的報告

‧規格準則的起草

添加物的資料，包括了名稱和用途、開發的原因或細節、由其它國

家和國際組織所做過的評估報告、理化性質。規格準則的起草會併入到

這部分。

有效性的報告包括在食品添加物方面的有效性，並與其它類似的食

品添加物的比較、在食品中的穩定性、對於食物中營養成分的影響。

安全性的報告包括了四大部分：降解研究（Disposition Tests）、毒

理學研究、人類的調查結果與每天估計攝入量。

(5)  受理單位名稱：厚生勞動省

2.3.2 食品添加物申請步驟

新添加物的申請廠商需要填寫申請表格與準備相關資料遞交給厚生

勞動省 12，厚生勞動省在收到申請文件，確認收件並進行文件的審核，

並向食品安全委員會提出風險評估的要求，食品安全委員會會針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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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遞交的毒理試驗數據做評估，例如長期毒理試驗、致癌試驗與致畸試

驗的數據，並由這些實驗數據提出ADI的草稿，並在徵求公眾意見後，

最出ADI的確認，這個ADI會再回到厚生勞動省做審核，審核的結果會

送食品衛生審議會徵求意見與WHO公告，整合多方意見後訂出部級條

例草案，這草案會送給消費者事務局做諮議，最後厚生勞動省會進行部

級條例的修改。 

圖2.4  日本食品添加物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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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歐盟

2.4.1 食品添加物申請辦法

(1)  法源依據：

‧Regulation EC 1331/2008（申請程序）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234/2011（申請程序解釋）

(2)  指引：

‧Data requirements for the evaluation of food additive applications 
（2009）

‧Guidance for submission for food additive evaluations（2012）

(3)  提出申請者：

‧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自行

提出

‧歐盟執行委員會

‧歐洲議會

‧各會員國 
(4) 需要提供的文件與資料：

‧申請表

‧一般資料：申請者名字、食品添加物化學名稱、E-編號等

‧風險評估資料：

     -  食品添加物的特性（辨識、規格、生化特性）

     -  製作流程說明 
     -  純度說明 
     -  與食品作用之穩定性說明 
     -  已公佈之風險評估報告 
     -  欲申請之正常及最使用量 
     -  暴露量評估報告 
     -  生物及毒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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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資料：

     -  現存規格之參考

     -  對不同食品類別或產品之功能及技術需求說明

     -  有效性說明

     -  對消費者的益處

     -  避免消費者受到添加物使用誤導的說明

     -  欲申請的正常及最大劑量

     -  基於食品中的正常及最大劑量之暴露量評估

     -  鑑定及定量之分析方法

(5)  受理單位名稱：歐盟執委會

2.4.2 食品添加物申請步驟

步驟一：將申請送交至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步驟二：EFSA 受理申請（30 個工作天）

步驟三：歐盟執委會 確認通過申請案件

步驟四：EFSA進行風險評估（9 個月）

           ‧化學成分及其規格 
           ‧現有之風險評估 
           ‧擬定用途及國人膳食暴露量 
           ‧鑑定毒理危害

步驟五：發布（15 個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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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歐盟食品添加物申請流程 12

申請

歐盟委員會文件

不通過

EFSA

通過

歐盟驗證

風險評估

專家小組
採納

15個工作天

發布

30個工作天

9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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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國大陸

2.5.1 食品添加劑申請辦法

(1)  法源依據：

法律背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七條：利用新的食品原料生產食品，或者生產食品添加劑新

品種、食品相關產品新品種，應當向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提交相關產品

的安全性評估材料。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六十日

內組織審查；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准予許可並公佈；對不符合食品

安全要求的，不予許可並書面說明理由。

與申請相關的法律：依據《食品添加劑新品種管理辦法》

第一條    為加強食品添加劑新品種管理，根據《食品安全法》和

               《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有關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食品添加劑新品種是指：

               （一）未列入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的食品添加劑品種；

               （二）未列入衛生部公告允許使用的食品添加劑品種；

               （三）擴大使用範圍或者用量的食品添加劑品種。

第三條    食品添加劑應當在技術上確有必要且經過風險評估證明安

                全可靠。

(2)  提出申請者：

申請人，包括從事食品生產或者從事食品添加劑新品種、食品相關

產品新品種生產活動的單位或者個人需要提供的文件與資料：

1. 根據《食品添加劑新品種申報與受理規定》第三條，需提供以

下資料。

a. 添加物申請表

b. 添加物通用名稱、功能分類、用量和使用範圍

c. 證明加工技術上確有必要和使用效果的資料或文件

d. 添加物的質量規格要求、生產使用工藝和檢驗方法及食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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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添加物的檢驗方法或者相關情況說明

e. 添加物的安全性評估資料，包括生產原料或來源、化學結構

和物理特性、生產工藝、毒理學安全性評價資料或檢驗報

告、質量規格檢驗報告

f. 添加物標籤或說明書樣稿

g. 其他國家(地區)、國際組織允許生產和使用等有助於安全性

評估的資料

2. 根據《食品添加劑新品種申報與受理規定》第七條，申請首次

進口食品添加劑新品種的，除提交第六條規定的材料外，還應

當提交以下材料：

a. 出口國（地區）相關部門或者機構出具的允許該添加劑在本

國（地區）生產或者銷售的證明材料；

b. 生產企業所在國（地區）有關機構或者組織出具的對生產企

業審查或者認證的證明材料。

(3)  受理單位名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簡稱：衛計委）

2.5.2 食品添加劑申請步驟

詳細流程：

步驟一 申請者 ‧提出申請

‧繳交申請表

‧提供申報材料

‧提供樣品

‧提供需要的文件、資料、證明

步驟二 省級衛生行政部門 確認相關文件及資料均有；若有缺

件則退回（接受申請案件之五日內

受理；不合格者五日內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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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來源：

《食品添加劑新品種申報與受理規

定》第十五條

對申報材料符合要求的食品添加劑

新品種申請，應當自接收申請材料

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予以受理；申

請材料不齊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應當當場或者在5日內一次書

面告知申請人需要補正的全部資

料；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許可的，

不予受理並說明理由

步驟三 省級衛生行政部門 受理請願

步驟四 省級衛生行政部門 上交衛計委

步驟五 衛計委 組織醫學、農業、食品、營養、加

工等方面的專家小組（60日內）

法規來源：

《食品添加劑管理辦法》第十條 
衛生部應當在受理後60日內組織

醫學、農業、食品、營養、工藝等

方面的專家對食品添加劑新品種技

術上確有必要性和安全性評估資料

進行技術審查，並作出技術評審結

論。對技術評審中需要補充有關資

料的，應當及時通知申請人，申請

人應當按照要求及時補充有關材料

步驟六 風險評估中心 進行添加物之技術上的必要性和安

全性評估的技術審查

步驟七 風險評估中心 對提供檢驗證明之檢驗機構進行期

檢驗方法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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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八 省級衛生行政部門、

省級食品衛生評審委

員會

‧初審

‧提出初審意見

步驟九 省級衛生行政部門、

省級食品衛生評審委

員會

‧終審

‧提出終審意見

步驟十 衛計委 若合格，由衛計委頒發《食品添

加劑批准證書》

步驟十一 衛計委 公布允許使用的添加劑品種與食

品安全國家標準

2.6 臺灣

現有臺灣食品添加物的增列與修改須經由填寫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

及限量暨規格標準增修訂申請表（如附錄二），須向臺灣食品藥物管理

署提出申請。

(1) 法源依據：

法律背景：依照《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十八條『食品添加物之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  針對食品添加物，廠商需填寫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申請

      需要檢附之文件包括：

‧擬申請之食品添加物及其功能，使用範圍及限量

‧規格標準（如英文別名、分子式、分子量、純度、外觀及性

狀、重金屬等不純物之規範等項目）

‧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

‧食品中食品添加物之檢驗方法

‧世界各國法規標準及准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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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使用該品無法達加工目的之科學性評估文件（應包括添加物

理化特性、加工上之用途、加多少、加在哪裡等之實驗數據）

‧安全性試驗資料

     - 毒性試驗資料

     - 28天毒性試驗

     - 90天毒性試驗

     - 1年以上慢性毒性試驗

     - 生殖毒性試驗

     - 致畸試驗

     - 致癌性試驗

     - 基因毒性試驗

     - 代謝與藥物動力學研究

     - 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之綜合性評估報告

(3) 受理單位 
      臺灣食品藥物管理署

以上文件審查方式採書面審查，申請者須提供上述資料至主管機關

（食藥署），食藥署會將相關書面資料送食品衛生安全與營養諮議會進

行審查，另需進行法規預告及行政程序等，所需時間約6個月以上（不

包含業者補件時間）。

2.7 小結

本章節介紹國際間食品添加物申請管理辦法，調查結果結論如下：

申請需要提供的文件與資料分共同點及不同點：

(1)  共同點：各國家／國際組織所需的資料大致上都歸納到這三

      大類：

‧添加物的資料：名稱、規格、鑑別方法、分析方法、物理性質

‧有效性的報告：功能性、必要性、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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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的報告：安全評估、暴露評估、ADI、其他國家／國際

組織曾做過的安全評估

(2)  不同點：

‧Codex：需要避免消費者受到添加物使用誤導的說明

‧日本：對於食物中營養成分影響的資料

‧中國大陸：需要添加物標籤或說明書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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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結論

本計劃目標旨在研究國際間支持制定食品添加物法規所需的風險評

估及其管理法規標準，並與台灣現行狀況作一比較和討論，作出適合國

情，並與國際接軌的未來研修建議。主要結論如下：

臺灣食品添加物管理辨法可參考國際法規，但須考量國內膳食習慣。

國際間新品目添加物申請需要提供的文件與資料之相同點大致分

三大類：(1) 添加物的資料：名稱、規格、鑑別方法、分析方法、物理

性質，(2) 有效性的報告：功能性、必要性、使用效果，(3) 安全性的報

告：安全評估、暴露評估、ADI、其他國家／國際組織曾做過的安全評

估；而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如Codex額外需要避免消費者受到添加物

使用誤導的說明，日本則額外需要對於食物中營養成分影響的資料，中

國大陸則額外需要添加物標籤或說明書樣稿。

臺灣現行的新品目食品添加物管理辦法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十八條「食品添加物之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準，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針對新品目食品添加物，廠商可填寫食品添加物使用範

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增修訂申請表，向食藥署申請。有鑑於先進國家皆

設有較完整之新品目食品添加物管理辨法，且多以風險評估為基礎，本

計劃建議台灣食品添加物之風險評估可參考國際之辦法，但仍有以下建

議：(1) 須建立國內自己的膳食資料庫，(2) 因資金及人力有限，須擬一

試算表請業者協助資訊之供應，(3) 劑量反應ADI評估資料方面，建議

參考紐澳的管理方式（遵循國際常規），並於訂定食品添加物法規時優

先參考Codex、紐澳、而後及歐盟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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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基因改造食品之安全性探討

基因改造食品問市至今將近20年，其安全性成為多方爭論的議題。

雖然基因改造食品是人類有史以來經歷過最全面檢驗的食品，各國政府

也對基因改造食品之上市嚴格把關，但一般民眾缺乏基因改造科技的基

本科學知識，對於基因改造食品之安全性仍心存疑慮。多年來各種關於

基因改造食品的負面報導經傳統媒體及網路廣為散播，已泛濫成災，再

加上時有所謂名嘴的推波助瀾，更加深民眾對基因改造食品的誤解及無

端的恐懼；然而有關基因改造食品的負面報導缺乏堅實的科學論證，實

有澄清之必要，以正視聽。

媒體及網路最常見有關基因改造食品的負面報導是試驗動物因餵食

基因改造食品而導致病變的訊息，如肝腎及心臟受損、死亡率上升、生

育能力下降、衍生腫瘤、多重器官衰竭或早逝等，再佐以照片而形成聳

動的新聞。宣稱基因改造食品有害健康並被反覆散播的研究包括2005年

俄羅斯科學Ermakova以基因改造黃豆餵食大鼠的研究、2009年法國科學

家Vendomois等人及2012年法國科學家 Seralin等人以基因改造玉米餵食

大鼠的研究等。但實際上，此類宣稱有害健康的研究都經不起科學的檢

驗，常見試驗設計有明顯的瑕疵，並非正規的試驗設計或分析，或是試

驗設計及結果的報告有不完整、不足或含糊不清等問題，俄羅斯科學家

Ermakova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不良研究案例。

Ermakova以基因改造黃豆餵食大鼠的研究發表於綠色與和平組織 
2005年12月在德國舉行的會議，宣稱大鼠餵食基因改造黃豆後生育能

力下降，後代發育不良且存活率低。但Ermakova的研究未能通過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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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無法發表在科學期刊上，且著名的《自然‧生物技術》（Nature 
Biotechnology）期刊詳細檢驗其研究後，發現Ermakova的研究在許多方

面是錯誤的，包括：對照組大鼠死亡及不孕的比率顯著地超出預期，顯

示試驗的大鼠並未受到適當的照顧；餵食大鼠的黃豆可能是兩個不同的

品種或混合品種（具有完全不同的養分含量），而非只是基改與非基改

的差異；有害大鼠健康之實驗結果沒有劑量效應。Ermakova的研究引起

科學家及食品安全機構的全面譴責，被評為糟糕的科學與無效的研究。

Vendomois等人及 Seralin等人的研究也分別有結果詮釋不當及試驗設計

有明顯瑕疵的問題。

各國主管機關皆對基因改造食品的安全進行嚴格監控，我國衛福部

食藥署也設置基因改造食品審議小組，負責評估審查基因改造食品的安

全性。小組成員由政府單位以外各領域專家組成，涵蓋分子生物、農藝

學、農業化學、毒理學、免疫學、營養學、生物化學、生物統計、微生

物學、醫學、藥學、生物技術及食品科學等相關學術領域專家，評估審

查的重點為基因改造對食品的營養、毒性及致敏性的影響，無安全疑慮

才可上市販售。WHO及FAO認為，凡是通過安全評估上市的基因改造

食品皆與傳統食品一樣安全，可以放心食用。各界應透過有效管道傳遞

正確訊息，導正民眾對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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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基因改造食品中嘉磷塞含量與其致癌性探討

嘉磷塞是一種使用極其廣泛的殺草劑，由於無選擇性對一般作物

也都會有殺傷力，若使用稍不慎即會危害作物的生長，因此按規定僅能

使用於非耕地，作為除草之用。近二十年來生物科技日新月異，為方便

於本田也能實施嘉磷塞的噴施除草，遂有抗嘉磷塞基改作物如玉米、黃

豆、棉花、油菜及甜菜等作物研發成功及開始種植。

自抗嘉磷塞的作物大量栽培後，嘉磷塞才被直接使用於作物田，專

家學者開始合理的懷疑直接施用後殘留在作物上的嘉磷塞，尤其玉米及

黃豆上的嘉磷塞殘留量是否會影響到食用或飼料用的安全性？更為大眾

所關切。

嘉磷塞之所以會對植物有殺傷力，主要原因是它會與植物體內的

5-enolpyruvylshikimate-3-phosphate synthase（EPSPS）酵素結合，破

壞酵素的活性。EPSPS酵素普遍存在在各類植物體中，是一種蛋白質

合成方面極為重要的酵素，當它失去功能時，植物就不會合成三種生

長必需的氨基酸（苯丙胺酸phenylalanine、酪胺酸tyrosine以及色胺酸

tryptophan），植物因而凋亡。動物因不具有EPSPS，也不能合成這三個

胺基酸（我們要靠飲食攝取），所以嘉磷塞對動物沒有影響，算是相當

安全的殺草劑。

基因改造且能抵抗嘉磷塞的作物就是在作物中殖入源自細菌的

EPSPS基因，以增幅EPSPS酵素量，因此該等基改植物雖然因接觸嘉磷

塞，其組織內一部分EPSPS酵素的活性會被嘉磷塞抑制而失去功能，但

減少的活性不足以產生危害，因為增幅的EPSPS酵素仍可維持植物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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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長，反而嘉磷塞本身會與EPSPS結合或結構被酵素改變而喪失其

活性。

嘉磷塞主要作為雜草管制之用，若直接施用於作物田中可能會在作

物上造成殘留量。不同國家都會參考嘉磷塞的長期慢性毒性試驗（即二

年動物餵飼試驗）所求得的無毒害藥量而訂定嘉磷塞在作物食用部分的

MRL，以黃豆為例，除台灣較為嚴格訂定的MRL為10ppm之外，其他國

家都是20ppm。嘉磷塞為水溶性，施用後不易存在植株表面，進入植物

後又會自上向下移動，與植物組織中之EPSPS作用而導致植物的死亡，

在具抗性的基改植物中同樣也會與EPSPS作用而被固定或代謝分解而喪

失生物活性，反而基改植物中含有增幅的EPSPS故得以生存。

2015年WHO下屬之國際癌症研究署（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將嘉磷塞分類為Group 2A有可能是對人類會

致癌的物質（probably carcinogenic to human），在此之前美國環境保護

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EPA）、德國聯邦風險評

估研究所（the Federal Institute for Risk Assessment, BfR）以及WHO及

FAO聯合農藥殘留委員會（WHO-FAO Joint Meeting on Pesticide Residue, 
JMPR）都曾經分別評估過嘉磷塞是否為致癌物質，根據眾多的科學試

驗資料，三個組織都認為嘉磷塞是「非致癌物質」。自2015年3月IARC
公佈了嘉磷塞「或許會使人類致癌」之後，USEPA及BfR都密切注意，

BfR在2015年6月所公佈的簡報表示，IARC 3月公佈的聲明其引用的科

學資料，就對人類致癌方面是USEPA引用過的流行病學的資料，並無進

一步新的動物試驗的資料，由於IARC未提出明確的理論根據，因而BfR
對IARC之公告持保留的態度。IARC預計今年（2015年）底會公告明確

的說明，故BfR及USEPA都會密切注意，若有必要會進行再評估。屆時

嘉磷塞是否確定是會致癌物質當可揭曉。

國際間食品中農藥殘留的標準都是由聯合國CAC所屬的農藥殘留委

員會（Codex Committee on Pesticide Residue）作最後的決定，而其決定

又常根據JMPR對農藥毒理資料評估的結果。JMPR會整合國際間各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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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單位的資料，作一個通盤的考量及決定，所以是否會致癌不是一個

單位的公告就可定案者。

在沒有確定嘉磷塞是否為致癌物質前，現有科學資料似可支持基改

作物施用嘉磷塞，其殘留量對消費者應無危害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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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法國康恩大學學者沙洛里尼在《食品與化學毒物學》

期刊發表文章，宣稱基因食品致癌報導論文之評析

為因應全球人口快速成長及氣候變遷，人們對糧食需求量愈加殷

切。因此，利用創新育種技術快速增加作物產量的方式有其迫切性。植

物育種專家利用傳統植物育種技術所培育出之作物所需時程較長，而利

用基因工程技術可加速獲得具有增加生長速度、改良營養價值、抗蟲、

抗病、抗除草劑、抗低溫、延長保存期限、耐運送或利於加工等特性

的基因改造作物，其所生產的食品為基因改造食品 1。目前國際間對基

因改造作物安全性評估採取實質等同（substantial equivalence）概念為

主。如WHO、FAO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等，均明列須檢附基因改造作物

或食品之性質、外表型、農業性能、組成分析、營養學分析等，以評估

其與親本植物是否實質等同及是否存有過敏原等資料 2-3。

嘉磷塞（glyphosate）為一非選擇性除草劑，作用原理為抑制芳香

族胺基酸生合成路徑中EPSPS酵素作用。此藥劑應用於雜草防除具廣效

性，同時也被應用於基因改造作物的研發。耐嘉磷塞作物之發展可利用

細胞培養方式，逐步增加嘉磷塞的濃度，篩選出抗性細胞株，因抗性

細胞株EPSPS基因增幅，使EPSPS酵素大量形成，或是增加酵素的穩定

性。或利用源自土壤微生物可代謝嘉磷塞功能的酵素蛋白基因，包括編

碼為glyphosate oxidoreductase（GOX）或 glyphosate N-acetyl transferase
（GAT）的轉殖基因，可避免嘉磷塞傷害。或常用轉殖具抗性EPSPS基

因，其中來自農桿菌CP4菌株（Agrobacterium sp. Strain CP4）之EPSPS
的抗性最強，為目前商業化生產的耐嘉磷塞基改作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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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éralini等人2012於《食品與化學毒物學（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期刊發表：嘉磷塞除草劑及耐嘉磷塞除草劑基因改造玉

米對大鼠2年慢毒性試驗（Long term toxicity of a Roundup herbicide and 
a Roundup-tolerant genetically modified maize）。該篇原文摘要指出，以

200隻5週齡年輕大鼠（Virgin albino Sprague-Dawley rats）分為10組，

每組10隻雄鼠及10隻雌鼠，分別以飼料中含有或不含11%、22%、33%
耐嘉磷塞除草劑玉米，或飲水中添加0.1 ppb嘉磷塞除草劑經2年長期餵

食大鼠。比較處理組大鼠死亡率較對照組高2-3倍，且較早開始發生死

亡。雌鼠乳腺及腦下垂體發生腫瘤比率均高於對照組，且對肝及腎均具

有毒性。結論為因嘉磷塞除草劑基因改造玉米過度表現，干擾體內荷爾

蒙及代謝異常所造成。此一結果與之前所發表實驗結果不同，該文章發

表後，隨即在各國掀起軒然大波，紛紛針對其實驗內容進行詳細討論。

針對該篇文章實驗結果，仍缺許多資料未附上及判讀疑慮需釐清。

如：實驗方法雖說明會對飼料中含有11%、22%、33%耐嘉磷塞除草劑

玉米之基改蛋白進行分析，或加入嘉磷塞除草劑會以質譜分光儀（mass 
spectrometry）進行嘉磷塞藥劑含量確認。不過，內文中並無相關數據

可供確認嘉磷塞除草劑基改蛋白及藥劑成份是否正確？試驗過程已說

明會每週記錄大鼠體重、飼料及飲水消耗量變化，每週更換2次飲水，

但並未檢附數據。這些雖是基礎資料，但由此可判讀各組動物健康是

否受影響？該文內均未列出大鼠體重、飼料及飲水消耗量變化各組數

據值，無法比較組間之差異性。試驗過程於處理前、處理後第1、2、

3、6、9、12、15、18、21及24個月自尾部採血進行血清酵素分析。不

過，僅有第15個月結果並無最後1次第24個月的結果，且使用Orthogonal 
Partial Least Squares-Discriminant Analysis （OPLS-DA）分析其相關係

數，並未詳列出各個酵素活性平均數據，無法得知是否超過或低於正常

生理值範圍，血清離子及動情素（estradiol）及睪固酮（testosterone）
方法未說明，未列出真正檢測值，且未以統計學方式比較組間之差異，

無法看出組間之差異性。另外，試驗結束時採集肝臟均質液分析其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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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色素（Cytochrome P450 family 1 subfamily A member 1, CYP1A1）、

1A2、3A4、2C9、Glutathione-S-transferase（GST）及γ-Glutamyl 
transpeptidase（GGT）活性，並無數據可提供參考與比較。

實驗動物毒性病理之肉眼及組織病理變化為動物實驗重要數據之

一，對判定試驗物質是否有毒性作用具有決定性關鍵。實驗動物毒性

病理之病變判讀需做到全面性（thoroughness）、精確性（accuracy）

及一致性（consistency）5-6。全面性（thoroughness）即是要求對試驗

大鼠體內所有臟器需全面性檢查並記錄，病變包含非增殖性（non-
proliferative）及增殖性（proliferative）病變均需詳細記錄。不過，該文

章缺少對每組之判讀數據說明。另外，精確性（accuracy）即是對動物

體內臟器病變種類及名詞判讀之正確性，包含各器官需詳細檢查非增殖

性（non-proliferative）及增殖性（proliferative）病變均需詳細記錄。內

文雖說明處理組對雄鼠肝臟會造成壞死病灶，檢視該圖3C及E組織病變

並非肝細胞壞死灶，圖3C應是肝細胞透明樣增生（clear cell foci），圖

3E應是肝細胞囊腔樣變性（cystic degeneration）7；內文說明處理組對

雌鼠乳腺會造成腫瘤，但該圖3M、N、O及P乳腺組織病變並非腫瘤細

胞，僅是雌鼠乳腺上皮細胞增生現象 8，反而，圖3M對照組乳腺上皮細

胞增生較明顯。一致性（consistency）則需各組前後病變提供應一致，

如乳腺腫瘤在正常老年雌性大鼠會自然發生，為一自發性腫瘤。唯該文

圖3所表現肉眼乳腺腫瘤病變僅提供處理組雌鼠肉眼乳腺腫瘤圖片，但

卻未同時提供對照組雌鼠乳腺腫瘤肉眼圖片比較，看來雖相當搶眼，但

卻有失偏頗，容易誤導讀者判讀客觀性。

當時，如EFSA針對此報導提出說明，該試驗大鼠SD品種較易發生

腫瘤，僅有一組控制組（n=10），試驗設計不符合OECD標準，試驗動

物數量過低，不足以區分腫瘤發生是否與試驗相關或為偶發性。無完整

飲食資料，報告沒有詳細說明大鼠對除草劑的實際攝取量。所使用的統

計分析方法的有效性受到質疑，腫瘤的發生率仍有問題。缺乏許多最後

結果的統計分析數據。結論：該研究試驗設計方法並不適當，該試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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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科學研究質量。因此，EFSA認為並不需要重新評估NK603的安

全性 9。

紐澳食品標準局（Food Standards Australia New Zealand, FSANZ）

認為該試驗設計及數據並不完備，包括試驗動物的數量，報告中所選擇

的試驗數據，及該試驗鼠種之原發乳房腫瘤的情況等資料並不明確，並

無足夠證據做出評論。因此，紐澳食品標準局對該研究的發現及結論乃

採保守看待，並將要求該研究作者提供更詳細資料以供進一步評估 10。

BfR認為該研究有兩項重要缺失，分別試驗設計及論文中的試驗數據，

這表示目前所有的資料並不支持此作者的結論。此研究並無足夠證據證

明NK603及嘉磷塞除草劑會導致嚴重健康問題或過早死亡 11。孟山都公

司提出法國學者研究指出基因改造食物恐導致腫瘤之相關報導及原文內

容，並說明該報導之缺失：研究設計不符合OECD標準，使用玉米的來

源和品質並不清楚。缺乏飲食準備和飲食攝取資料。缺乏肝臟或腎臟病

理檢查，肝功能檢查，細胞色素活性等相關數據。缺乏任何有關死亡率

或腫瘤發生率最後統計分析數據， 所有實驗組別的死亡率及腫瘤發生

率均皆位於動物實驗室的背景值範圍內，而且此實驗SD大鼠自發性腫

瘤的發生率高，為偶發性的，缺乏劑量效應關係，並不足以支持其得出

的結論。結論：該研究的試驗設計並不符合相關毒理試驗的標準。缺乏

研究如何進行的關鍵訊息，試驗數據也不足以支持作者的結論 12。

國內基改食品安全性審查所需事項及過程均比照歐盟國際規範，所

有試驗資料均隨送審案件進入審查程序。依照食藥署公告之「基因改造

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進行完整之安全性評估，以評估其與親本作物是

否實質等同。審查規格比照藥物開發之嚴謹度，經確定食用之安全性無

虞後始可通過，以達保障消費者健康之目的。本案基於耐嘉磷塞除草劑

基因改造玉米之基因表現蛋白NK603已通過多個國家核准上市，主要玉

米進口國仍並未因本篇文章而禁止NK603。我國衛福部同時責成孟山都

公司提出近五年NK603食用安全性相關研究之佐證資料，建議該公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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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須即時提供該產品安全性相關研究，作為主管機關對該產品風險性評

估之參考。

《食品與化學毒物學（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基於

Séralini等人2012文章於刊登前內容事前審查機制不完備，導致許多證據

不足，遂隨即撤銷在該期刊刊登 13。反觀，儘管現在有大量發表研究報

告指出基因改造作物所生產食品之安全性，但仍有許多民眾抱持疑慮態

度，顯示應非基於科學立場，而是民眾不了解基因改造作物之開發與生

產過程。對此，有待開發業者持續與民眾溝通，提供透明化資訊，政府

與第三公正機構則對食品安全性審慎把關，使社會大眾建立對基因改造

作物所生產食品之安全性有正確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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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基改食品之安全性與標示基準探討基因改造食品

標示非故意攙雜率下調對民生經濟之影響

目前台灣基改食品標示之非故意攙雜率（以下簡稱攙雜率）標準於

2015年5月29日由5%（同日本）下調至3%（同韓國），衛福部未來將

依施行結果、追蹤追溯系統與檢驗系統等配套措施，以及原料供應量情

形，通盤評估是否繼續下修至0.9%（同歐盟）。

依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2012年「台灣消費者對

於基改食品之認知與態度調查」，僅3.7%受調者表示基改食品對健康影

響為「低風險」或「非常安全」，消費者可能仍不了解基改食品，而在

此氛圍下，基改食品標示將成為如同食品添加物般的負面標示，再加上

更為嚴格的攙雜率下修及基改高層次加工品標示，更讓民眾覺得食用基

改食品具有高風險，而寧可選擇非基改食品。

基改食品價格之所以相對平價，乃因基改作物的開發目的為高產

量、少農藥、少肥料，所以可以減少生產成本。而非基改作物（包含有

機作物）種植之成本與供應鏈管理之成本較基改作物高，因此非基改食

品（含有機）價格較高，目前台灣非基改黃豆、玉米價格約為基改的

1.4至2.6倍消費者對基改食品認知的轉變，將使得食品供應鏈儘量改採

用非基改食品原料，而非基改食品原料便需確認攙雜率低於規範值以免

受罰，此攙雜率的確認工作將會增加業者額外成本負擔。這些成本最後

都會轉嫁至價格由消費者承擔。過去有多項研究針對歐洲、日本等國實

行基改標示，對消費者以及供應鏈各實體的潛在成本之影響，這些研究

估計對零售食品價格增加的範圍在6%到12%之間。因此，依據日本和

歐洲的經驗，食品製造商為避免在產品上標示可能造成恐慌的警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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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選擇用有機或非基改原料來取代基改原料，而造成終端食品價格上

漲，最後轉嫁至消費者或得由政府進行補貼。

台灣經濟研究院依黃豆和玉米原料占整體食品比例、基改原料占該

類原料比例、有機／非基改原料供不應求之溢價、有機／非基改替代基

改原料比例等，估計基改食品標示制度對食品支出增加幅度，依攙雜率

調降二種情況：「由5%調降至3%」、及「由3%調降至0.9%」，評估對

每家戶年食品支出、全台灣食品支出、食品價格增幅、物價增幅等之經

濟影響。評估結果如下：

一、台灣基改食品標示制度由5%調降至3%，在食品製造商以非基

改（含有機）原料替代50%基改原料下，對消費者食品支出之影響，估

計為每家戶每年食品支出平均增加新台幣及256～975元，全台灣食品支

出增加將達19億～71億元，亦即食品價格將因攙雜率由5%調降至3%而

增加0.23%～0.88%，物價指數增加0.03%～0.13%。而在食品製造商以

非基改（含有機）原料替代100%基改原料下，對消費者食品支出之影

響，估計為每家戶每年食品支出平均增加新台幣及623～2,277元，全台

灣食品支出增加將達45億～165億元，亦即食品價格將因攙雜率由5%調

降至3%而增加0.56%～2.05%，物價指數增加0.08%～0.30%。

二、台灣基改食品標示制度由3%調降至0.9%，在食品製造商以非

基改（含有機）原料替代50%基改原料下，對消費者食品支出之影響，

估計為每家戶每年食品支出平均增加新台幣及512～1,950元，全台灣

食品支出增加將達37億～141億元，亦即食品價格將因攙雜率由3%調

降至0.9%而增加0.46%～1.76%，物價指數增加0.07%～0.26%。而在食

品製造商以非基改（含有機）原料替代100%基改原料下，對消費者食

品支出之影響，估計為每家戶每年食品支出平均增加新台幣及1,247～

4,553元，全台灣食品支出增加將達90億～329億元，亦即食品價格將因

攙雜率由3%調降至0.9%而增加1.12%～4.10%，物價指數增加0.16%～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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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台灣基改食品標示制度，對消費者食品支出之影響

攙雜率
調整

原料替代情境
每家戶每年

食品支出增加
金額(元)

全台灣每年
食品支出增加

金額(元)

食品價格增幅
(%)

物價指數增幅
(%)

由5%
調降至

3%

有機原料

替代率達
50%

975
(753～1197)

71
(54～87)

0.88%
(0.68%～1.08%)

0.13%
(0.10%～0.16%)

替代率達
100%

2277
(1766～2787)

165
(128～202)

2.05%
(1.59%～2.51%)

0.30%
(0.23%～0.37%)

非基改原
料

替代率達
50%

256
(182～330)

19
(13～24)

0.23%
(0.16%～0.30%)

0.03%
(0.02%～0.04%)

替代率達
100%

623
(452～794)

45
(33～57)

0.56%
(0.41%～0.72%)

0.08%
(0.06%～0.10%)

由3%
調降至
0.9%

有機原料

替代率達
50%

1950
 (1506～2395)

141
 (109～173)

1.76% 
(1.36%～2.16%)

0.26%
(0.20%～0.31%)

替代率達
100%

4553 
(3532～5574)

329
 (256～403)

4.10% 
(3.18%～5.03%)

0.60%
(0.46%～0.73%)

非基改原
料

替代率達
50%

512
 (363～661)

37
 (26～48)

0.46%
(0.33%～0.60%)

0.07%
(0.05%～0.09%)

替代率達
100%

1247
(905～1589)

90
 (65～115)

1.12%
(0.82%～1.43%)

0.16%
(0.12%～0.21%)

註1： 食品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之食品類別定義：為食品及非酒精

飲料，且不含外食。

註2： 本研究基於資料來源以及時程所限，以下因素尚未列入考量：業者檢驗

成本、政府的管理執行及檢監測成本、隔離運輸與倉儲成本、黃豆及玉

米以外之基改食品品項。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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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改食品攙雜率之調降宜審慎，以避免相關業者成本增加，

進而轉嫁至消費者、或由政府進行補貼，甚至影響台灣貿易。如攙雜率

的調降將可能因進口黃豆和玉米之標準、或進口包裝食品標示要求，與

原產國差異過大，而形成貿易障礙，可能不利於台灣加入區域整合或簽

署雙邊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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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深度加工基因改造食品標示之研議

根據資料顯示，2000年世界人口已達62億，預測2050年將攀升至

100億左右。隨著人口不斷的增加，氣候變遷而導致部分穀物產量減

少，糧食不足的問題逐漸浮現，基因改造食品是我們解決糧食危機的可

能方法之一。

凡是利用分子生物與基因轉殖技術對作物在基因層次上進行修改或

重組，以達到某種特定目標，如增加耐逆境的能力或生產特殊產物，稱

為基因改造作物。而基因改造食品係指以基因改造生物所製造、加工、

調配之食品。

基因改造微生物衍生食品最早使用，自1988年開始核准上市，其

多為應用基因改造微生物所生產之代謝物，如酵素等。因其使用範圍並

未包含基因改造微生物之菌體，故雖從1988年即開始使用，卻未引起太

多的討論。基因改造植（作）物衍生食品從1996年開始核准上市，為目

前使用最多之基因改造食品。因當作食品者多為植株或其種子，討論最

多。基因改造動物衍生食品因研發與生產成本較高，直到2012年才開始

核准上市。

基因改造動物衍生食品目前只核准基因改造之鮭魚。該基改鮭魚係

經基因轉殖，讓原本在寒冷天氣裡，體內不會製造生長激素的鮭魚，可

以終年製造生長激素，因而使基改鮭魚的養殖時間從一般鮭魚養殖的3
年縮短到16至18個月即可上市販售，但成熟鮭魚之大小並不因為基因轉

殖而變大，只是使達到成熟之時間縮短。AquaBounty Technologies公司

表示，基改鮭魚將於內陸養殖或於其他封閉性設施中，且宣稱販售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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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鮭魚將全為不孕的雌魚，以防止基改鮭魚逃離養殖設施，在野生環境

繁殖。

由於全球對於糧食的需求不斷增高，現有農業產量無法滿足人類

的需求，因此全世界都在尋求能有效提高糧食產量的方法。基因改造作

物的出現是因為有些好的農作物特性例如抗蟲、抗病、抗旱和耐鹽等，

很難透過傳統品種改良的方法來培育選拔，必須要透過遺傳工程的方法

才能達到目的。基因改造作物通常具一種或是多種可以降低農業生產成

本，提升作物產量及品質的特性，已被證明可以有效的增進糧食生產，

提升農業生產力。基因改造作物的栽種被視為是解決糧食問題的重要對

策，並已成為全球糧食生產的主要型態。

人類農耕技術之大改進，上一次是一九七零年代肥料與農藥之使用

於農作物生產，使產量大幅增加而解決了糧食危機。此次之農業技術改

進，歷史上稱為農業綠色革命。一般認為近年之人口暴增與氣候變遷，

為補足此糧食的大缺口，基因改造技術之應用，應是解決之道，可以說

是另一次綠色革命。

從2002年起筆者即開始參與台灣基因改造食品之研究，從早期探討

深度加工基因改造食品之檢驗開始，接著也組成研究團隊，以整合計畫

形式探討國內研發基因改造食品之安全性，包括抗病毒番茄、抗蟲甘藍

菜等。此期間於SCI期刊共發表18篇基改相關原著論文 14-31、2篇綜述論

文 32-33，另出2本專書 34-35。而在2002-2015年14年間全程參與國內所有95
件基改黃豆、玉米、棉花與油菜之安全評估審查。以一個消費者兼安全

評估委員身分，將1996年基因改造食品上市至今，所接觸到與基因改造

食品安全相關資訊做一整理。

由於基因改造食品衛福部之規定有多處值得探討，本小組其他專家

將以每個人之專長，對應行政單位或民眾所關心之議題提出寶貴意見。

本文僅就衛福部針對深度加工食品，雖已不含轉殖到基因改造食物內之

外來基因，或此基因所表現之蛋白，仍規定須標示一事提出科學與理性

之建議，以供施政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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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深度加工，乃指加工程度較激烈，如（一）黃豆產品：長期發

酵加工所製成之醬油、豆腐乳，或經高溫、高壓之萃取所製成之黃豆沙

拉油，以及（二）玉米產品：由基因改造玉米所製成之玉米油、玉米糖

漿、玉米澱粉與果糖糖漿等。由於經過較激烈之加工，原料之基因改造

黃豆，其內所含轉殖進去之基因，如耐嘉磷塞基因轉殖黃豆（即市面最

常見之Roundup Ready Soybean（RRS）基因改造黃豆），其所轉殖進

去之耐嘉磷塞基因cp4epsps（為一種由菌株編號CP4土壤微生物農桿菌

Agrobacterium之基因），與其在黃豆植株所表現之EPSPS蛋白，以醬油

為例，在長達六個月的發酵過程中，均已被發酵菌株所含之蛋白質分解

酵素（protease），分解為胜肽（peptide）或胺基酸（amino acid）。

基因改造或非基因改造之黃豆，其所含之基因或表現之蛋白質，不

論是原黃豆所含者（非基因改造黃豆），或新轉殖進去、新表現者（基

因改造黃豆），在發酵過程中之變化情形，經科學研究，約在發酵第三

個月即被分解而無法被偵測 15。所能偵測者僅為其分解產物—胜肽或胺

基酸，而測得之胜肽或胺基酸，不管是基因改造或非基因改造之黃豆均

相同 15。

目前衛福部對深度加工之產品，如果其原料為基因改造者，規定

要標示。詳細規定如下：可就「基因改造」、「含基因改造」、「使用

基因改造○○」、「本產品為基因改造○○加工製成，但已不含基因改

造成分」、「本產品加工原料中有基因改造○○，但已不含有基因改造

成分」、「本產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但為基因改造○○加工製成」或

「本產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但加工原料中有基因改造○○」等字樣，

擇一標示。

由於上述深度加工食品，雖已不含轉殖到基因改造食物內之外來基

因，或此基因所表現之蛋白，但仍規定須標示。在國內生產者應提出追

蹤、追朔之文件，而國外進口者則不必，此有對國內生產者較嚴格之情

事，為不合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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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無法以檢驗來確認是否真的為非基因改造原料所生產，證明文

件又不易獲得，徒增困擾；且有鼓勵造假之嫌，此為不合理之二。

因深度加工食品已不含轉殖基因或表現之蛋白，且基因與蛋白均已

被分解成小分子，不會造成安全之疑慮。建議恢復原深度加工食品得免

標示之規定，以免造成執行上之困擾。

衛福部為確保民眾之健康，恐核准許可後又發現新證據，對民眾安

全造成威脅，目前已增加要求：廠商應主動在申請展延時，提交說明原

核准期間是否有對該產品質疑之報告出現，如有則需提出說明，經審議

小組確認安全無虞，才會繼續發給許可。如未主動說明，經主管單位查

出有問題，將撤銷原核准許可。

Ronald及Adamchak所著《明日的餐桌》（Tomorrow’s Table）一書

中曾提及：「基因改造與有機栽種此兩種農業型態的明智調和，將有助

於以生態平衡的方式供給不斷增加人口足夠的糧食」。願以此句話與所

有讀者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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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教育良好健康飲食習慣：天然食品

1.1 天然食品之定義

「天然食品」和「所有的天然食品」，廣泛應用於食品標籤和銷售

方面，其定義有多種而大部分是模糊的。該術語通常意味著食品被最低

限度地加工，其主要成分是天然產物（在該術語的化學家的意義上），

然而在許多地區若無定義標準，則意指該術語保證無所有。一些國家

中，術語「天然」的定義和執行，如美國，它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從根本上說，幾乎所有食品是由植物和動物的天然產物所衍生的

所謂「天然食品」，且通常是指未經過加工程序處理，或被輕度加工

（minimally processed），或不含有任何食品添加劑，又或不包含特定

添加劑，如激素、抗生素、甜味劑、食用色素、調味料及原本未在食品

中的食品。國際糧食和農業組織的食品法典不承認所謂「天然」，但卻

存在對有機食品的標準。英國食品標準局（Food Standards Agency）曾

經針對食品包裝盒上標籤中使用的幾個術語，公佈相關標準。在一般

情況下，對自然食物限制使用有「由自然產生而非由人為干預產生的成

分」之意味，依此，天然調味劑應由單獨的法律明確定義。

1.1.1 天然加工食品

有一些食品，如奶製品等，經過必要的輕度食品加工技術，例如乳

酸菌發酵或巴氏滅菌等，依據類別可訂定不同標準，並歸類天然加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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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但是該標準明確排除具安全爭議性的新興加工技術，例如放射線照

射、基因轉殖。 
加拿大食品檢驗署（Canadian Food Inspection）嚴格限制「天然食

物」這個名詞的使用，「天然加工食品」是指食品經過加工處理後，沒

有造成顯著改變，並且不得額外添加維生素、礦物質、人工調味劑或食

品添加劑，亦不得任意去除或萃取食物中除了水以外的天然成分。

以色列對食品包裝標籤上之天然添加物（natural ingredients），訂

定具有法律約束力之標準（以色列標準SI1145）。該標準提供了混合、

清洗、擠壓、冷凍、乾燥等33種物理處理，而非化學修飾食品加工流程。

美國有專責機構保護食品消費者，專門用於食品包裝和標籤的

法律／法規和機構，包括營養和標籤教育法（Nutrition and Labeling 
Education Act）、美國FDCA、以及食品安全檢驗局（Food Safety and 
Inspection Service, FSIS）等。FSIS屬於美國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它的任務是確保國家的商業肉類、

家禽和蛋類產品的安全供應、合乎衛生、正確標籤和包裝的責任等細

節。只是，從食品科學的角度看，並不容易對「自然的食品」做出明確

定義，FDA至今亦尚未對自然食品或其衍生相關食品做明確定義，只是

要求自然食品不得含有添加的色素、人造香料或人工合成物質。

在美國，USDA與FDA合作管理「天然食品」標籤的使用場合，然

而，FDA不訂定「天然食品」標籤的具體規則，且在其官方網站表示：

如果食品不含有添加的色素、人造香料或人工合成物質，該機構並不反

對使用「天然食品」的術語。FDA還沒有對「天然食品」制定任何規

則或條例，縱然如此，在他們的非正式政策中將「天然食品」定義為

「無添加人造的或合成的化學品，或通常不會被預期出現在食品的任何

物質」之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也嚴格禁止虛假或具誤導性之標註，

但卻依舊沒有指出任何細節。美國農業部農業市場服務局（USDẢs 
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亦有制定「有機食品」標準。2005年8
月，美國農業部由部門主導，在食品標準和標識政策書（Food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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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abeling Policy Book）中規範「天然食品」之標示事宜；然而，美

國農業部的監管管轄權只適用於肉類，家禽和蛋類產品。

另外，有一些管理規定的「天然」食品標籤，食品製造商所提供的

內容，包括可能不被一些消費者認為是自然的成分。家禽業一直為人詬

病的，像是標籤雞肉「全天然」後，還使用高達家禽自身重量25％的生

理鹽水去注射填充，卻沒有訴諸法律防止這類標籤。以現況來說，雖然

已有部分合法的定義天然食品，但許多非官方或非正式未經定義的天然

食品仍流竄在市面上，掩蓋於標籤「天然」的食品之中。

1.2 如何生產天然食品

農產品農藥殘留是食品安全最嚴重的問題之ㄧ，但因農藥殘留無法

由外觀辨別，因此政府推動「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期透過農政單位

輔導，教育農民安全用藥，申請審查並使用吉園圃標章行銷產品，以建

立消費者信心，形成市場區隔，提升國產蔬果競爭力。

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制度是為輔導農民正確使用農藥，建立責任生

產觀念，提供消費者安全衛生的優質國產蔬果。標章有兩個特點：1.代
表生產者符合安全用藥規範；2.標章具有追溯性。

標章樣式如下：

 
三個紅色圓圈有雙重意義，其一是強調農民要

「合理病蟲害防治」、「使用推薦藥劑」以及「遵

守安全採收期」；其二則指本產品經過「輔導」、

「檢驗」、「管制」。

吉園圃標章在台灣沿用近30年，將在108年確

定退場！民國104年7月將先停止新的吉園圃標章申請案，106年1月停止

受理續約申辦，108年6月全面終止退場，這段期間將輔導「吉園圃」農

民轉型加入「有機標章認證」、「產銷履歷驗證」或「農產品的生產追

溯系統」3種規範。農委會將導入二維條碼QR code追溯系統，讓農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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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生產的農產品負責，未來農產品出包，第一時間就可以找到生產者

是誰。

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

＝臺灣良好農業規範實施及驗證＋履歷追溯體系

國際上的農產品管制制度，主要有良好農業規範（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 GAP）的實施及驗證，以及履歷追溯體系（Traceability，食品

產銷所有流程可追溯、追蹤制度）兩種制度，前者旨在降低生產過程

及產品之風險，後者目的除在賦予產銷流程中所有參與者明確責任。

依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所推動的自願性農產品產銷履歷制

度，即結合上述兩大國際農產品管制制度，同時採取臺灣良好農業規

範（Taiwan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 TGAP）的實施與驗證，以及建立

履歷追溯體系。消費者可以從「台灣農產品安全追溯資訊網」（http://
taft.coa.gov.tw）查詢到農民的生產紀錄，購買使用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如圖4.1）的產銷履歷農產品，取得不傷害人體健康之食品。

政府宜依國際潮流，仿世界各國GAP制度，例如全球性良好農業

規範Global GAP及日本的Japan GAP「農業適正規範」，由農委會加

速訂定並強力執行適合本國農業發展的台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T表

圖4.1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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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以規範生產供應者的義務，做為各類農產品生產、加工、銷

售流程的施作與驗證準則。產銷履歷基本架構包含以下要素：

1.完整的法規與作業標準：「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及「台灣

良好農業規範」。

2.資訊管理與追溯平台：「台灣農產品安全追溯資訊網」（http://
taft.coa.gov.tw/）。

3.公正獨立的第三者驗證：農委會評選認可，授予辦理驗證業務的

資格。

4.其他配套措施：主管單位對農民的實質補助、輔導拓展銷售通路

等配套獎勵措施。

1.3 天然食品之特性

乳製品（Dairy products）――乳製品是從哺乳動物的乳汁所延伸製

作，通常製成高營養食品。除了母乳餵養的嬰兒，人食用乳製品主要由

牛供應，此外，山羊、綿羊、犛牛、馬及駱駝的乳來源也極普遍。

蛋（Eggs）――蛋是由許多不同的物種，包括鳥類，爬行動物，兩

棲動物和魚類的雌性動物供應，例如常見的雞、鴨、鵪鶉、魚卵及魚子

醬等，人類食用已有數千年之久。

豆類（Legumes）――豆類的種植農業，主要是他們的糧食種子

（如大豆和扁豆等），著名的豆類包括苜蓿、三葉草、豌豆、蠶豆、扁

豆、羽扇豆、牧豆樹、角豆、大豆、花生和羅望子。

水果（Fruits）――水果通常指在原始甜的、酸的狀態下食用，如

蘋果、橘子、葡萄、草莓、香蕉和檸檬。新鮮水果可以提供人體消化酵

素，如木瓜蛋白分解酵素及鳳梨蛋白分解酵素。

食用塊莖――包括馬鈴薯，紅薯和山藥。

食用菌（Mush room）――可食性探討可以通過包括沒有對人類和

合意的味道和香氣有毒效果的標準來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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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Meats）――人類自史前時代開始獵殺動物，如馴化的雞，

羊，豬和牛，以及工業規模的肉類生產最終他們的使用。

可食堅果和種子（Nuts）――許多種子可食用，大部分人的熱量來

源於種子，尤其是穀物，豆類和堅果。種子還提供了大部分食用油，飲

料多和香料以及一些重要的食品添加劑。

穀類（Cereals）――穀物包括玉米、小麥和米，約佔每人每年所消

耗的卡路里一半。穀物可被磨成麵粉，製成麵包，蛋糕，麵條和其他食

品。許多穀物是現在或過去的主食，提供大部分的熱量。

麵包（Breads）――麵包是人類最古老的食品之一，由麵粉和水製

備的麵團經由烘烤的主食。而且全榖類含有豐富的維生素B1、菸鹼酸等

維生素，營養成分會隨著榖類精製程度愈高而流失愈嚴重，所以糙米或

五穀雜糧飯代替精白米，以全麥麵包代替白麵包，有助於避免罹患各種

慢性疾病。

海鮮（Sea Foods）――海鮮是任何形式的海洋生物被人類當作食

物。海鮮顯著包括魚類和貝類。貝類包括各種物種的軟體動物，甲殼類

和棘皮動物。包括貝類，如軟體動物，甲殼類和棘皮動物。魚一直是蛋

白對人類整個歷史記錄的重要來源。

1.4 養成良好飲食習慣

1.4.1 注重飲食均衡

所謂均衡飲食，就是每天攝取足夠提供熱量及各種必需的營養素，

而能維持身體機能，與長期健康狀態，有助於預防慢性疾病。為了要達

到均衡飲食的目標，就必須充足而不過量的攝取六大類食物。依照營養

科學知識，依食物的營養特性其分為六大類來建議各類食物的每日攝取

量。美國2002年提出飲食金字塔，而2011年推出了「我的餐盤」（如圖

4.2），以依據國人健康狀況、營養攝取問題，改善原本食物金字塔之

複雜性；在台灣，2011年也修訂了每日飲食的建議指南，從原先的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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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改為現行的扇形圖示（如圖4.3）來教導國民健康的均衡飲食應該怎

麼吃及每天可以吃的份量。其重點如下：

圖4.2  美國「我的餐盤」與「飲食金字塔」

圖4.3  每日飲食指南「梅花圖」與「扇形圖」

（圖4.2及4.3資料來源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站http://goo.gl/I91Juu）

      
水果類：2-4份

含豐富的果糖、葡萄糖、維生素、礦物質、膳食纖維等營養素，

顏色愈深的水果花青素含量較多，建議每日攝取其中一個最好是維生素

C含量豐富的水果，例如奇異果、芭樂、柑橘類（柳丁）、漿果類（草

莓）等，水果及蔬菜也是果膠的豐富來源，果膠屬於水溶性膳食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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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腸道蠕動排便順暢，增進人體排毒作用。

蔬菜類：3-5碟

包括葉菜類、花菜類、瓜菜類、菇類等，以不含醬料計算，每天的

最低建議量是三碟（一碟約一百公克，每天至少半斤蔬菜），主要是提

供維生素、礦物質、膳食纖維，其中以深綠色及深黃色蔬菜類的營養素

（類胡蘿蔔素、葉綠素）含量較為豐富。尤其，不飲用奶類的民眾，或

鈣質需求量較當的青少年，更應吃足量以確保鈣質吸收。

全穀根莖類：1.5-4碗

包括米飯、麵食、玉米、燕麥、蕃薯、馬鈴薯等，每天的建議量是1.5-4
碗，其營養成分含有豐富的碳水化合物，是我們主要產生熱量的來源，

及少量的蛋白質、膳食纖維、維生素、礦物質，越精製的榖類，膳食纖

維含量越少。三餐建議以全穀為主食，或至少1／3的非精製全穀雜糧。

豆魚肉蛋類：3-8份

蛋豆魚肉類包括蛋類、家禽、家畜等肉類及黃豆與其製品，提供

優質蛋白質、脂肪、維生素B群及礦物質。動植物蛋白質要注意必需胺

基酸，即人體無法合成的九種（幼小動物十種）胺基酸包括：苯丙胺

（Phenylalanine）、纈胺酸（Valine）、蘇胺酸（Threonine）、色胺酸

（Tryptophan）、異白胺酸（Isoleucine）、白胺酸（Leucine）、甲硫胺

酸（Methionine）、離胺酸（Lysine）、組胺酸（Histidine）、嬰兒精胺

酸（Arginine）的攝取，以提供身體組織不斷地新陳代謝的需求，例如

紅血球一百二十天及老化死去，小腸黏膜細胞約三天就脫落，隨時需要

新生的細胞來維持身體機能。

低脂乳品類：1.5-2杯

包括鮮乳及乳製品，其每日建議攝取量為1.5-2杯，奶類本身含有優

質蛋白質、脂肪，並含有豐富的鈣質及維生素B2，國人的飲食習慣普遍

鈣的攝取量偏低，而鈣質是骨骼主要的架構元素之一，補充足夠的鈣質

可促進幼童的骨骼生長發育及預防成年人的骨質疏鬆症。而若為乳糖耐

受不良患者，可以非乳製品的鈣質來源或鈣片做日常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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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與堅果種子類：油脂3-7茶匙及堅果種子類1份

油脂提供脂肪、必需脂肪酸，大致可分為動物性及植物性油脂，

每日建議攝取量為二至三湯匙。（Eicosapentaenoic acid, EPA）與

（Docosahexaenoic acid, DHA）的主要來源是富含油脂的魚，例如：鰹

魚、鮭魚、鮪魚、鯖魚、鯡魚，可降低血小板凝集且使血液凝固時間延

長，並減緩冠狀動脈心臟病的罹患率，（Gamma linolenic acid, GLA）

被稱為γ次亞麻油酸，是一種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在結構上屬於特殊的

Omega-6系列之必需脂肪酸。GLA是人體不能自行製造的，必須從食物

中攝取的物質，除母乳外，只存在於少數植物中，如月見草、黑醋栗、

琉璃苣草等。GLA的作用主要在人體中參與前列腺素代謝，以致和體內

發炎機制有著密切的關係。

年齡增長以及多種因素影響了GLA 在體內代謝產生，如：壓力、

疾病、食物添加劑、飲食中過量攝取GLA、糖分、酒精、飽和脂肪、以

及缺乏維命等。GLA雖然屬於Omega-6脂肪酸，卻有別於一般植物油所

含的亞麻油酸，這是由於GLA在經過人體代謝轉換後，會轉變成為荷爾

蒙的前驅物質-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 E1, PGE1），而前列腺素能降血

壓及血脂、抑制血小板凝集的效果，並能維持免疫系統運作正常。

油脂之攝取，必須要注意反式脂肪酸（Trans fatty Acid）的生理毒

性，加工過程產生反式脂肪：主要來自於經過部份氫化的植物油，其部

分氫化過程會改變脂肪的分子結構。FDA將於2018年內禁止使用反式

脂肪。另外，由於堅果種子類亦為重要的油脂製作來源，應注意其攝取

量，並將堅果種子及食用油量做合併計算。

1.4.2 國民飲食指標與每日飲食指南

有鑑於國人在飲食習慣與營養攝取上的偏差，行政院衛福部國民健

康署特別提出了「國民飲食指標」與「每日飲食指南」，供一般大眾遵

循，而國民飲食指標的重點是以每日飲食指南作依據，建議選擇足夠且

均衡的飲食做搭配。主要內容如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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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確保健康體重，控管熱量攝取，並維持每日至少30分鐘的動態

活動時間―維持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因

為體重與健康之間有密切的關係，體重過重可能引起許多慢性

疾病的發生，故維持BMI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良好的飲食習慣

及運動是必要的。BMI的計算公式：

　BMI＝體重（公斤）／身高2（公尺2）。

b. 攝取以均衡及適量飲食―沒有一種食物含有人體所需要的所有

營養素，所以必須均衡攝取各類食物，不可偏食。由於工商社

會的發展，許多家庭已鮮少自行烹調食物，而多以外食為主，

往往攝入過多的脂肪、鹽及糖等，因此對於肥肉、內臟、醃製

品及各式中西糕點，食用時須節制，購食、點餐，或在家煮食

皆以適中份量為宜，不浪費亦不過量取食。

c. 多喝開水，不吃過鹹、過甜食品，降低醃漬物食用，取食標準

以低脂、少炸、少沾醬―白開水是人體最健康、最經濟的水分

來源，若經常飲用含高糖分的市售飲料，對體重控制或血糖與

血脂肪的控制，均有不利的影響。

d. 以全穀根莖為主食―米、麵等穀類含有豐富澱粉及多種營養

素，是人體最理想又最經濟的熱量來源，然而常見許多人為了

怕胖，不吃主食而只吃肉與菜，結果不但不會瘦，反因攝取過

多的脂肪而影響健康。

e. 選用高纖維粗食，降低葷食及精緻加工食品的攝取比例―高纖

食物含有豐富纖維質的食物，除了可以改善便秘之外，還可以

減少腸道的癌症，並預防心臟血管病變，因此可多選擇豆類、

蔬菜類、水果類及全穀類等富含纖維的食物。

f. 飲酒要節制，懷孕期絕對不能喝酒―飲酒過量會影響各種營養

素的吸收及利用，容易引起營養不良與肝臟疾病，尤其孕期若

飲酒易影響胎兒發育，甚至造成畸形胎，故應加以節制。

g. 哺餵以營養價值高的母乳為主，並至少哺餵六個月―母乳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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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階段無可取代且必需營養素，對嬰兒未來一生健康具保護作

用，可減少日後罹患各項慢性疾病之風險，亦可降低母親罹患

乳癌之風險。六個月後仍鼓勵持續哺餵母乳。

h. 選材取食以當季在地為佳，並注意來源標示，確保食材健康、

衛生、安全―當令食材產於最適天候下，營養價值高，且選擇

在地食材較為新鮮，並減少長途運輸能源消耗，符合節能減碳

之原則。購買時應注意食品標示及有效日期，並於製備時，注

意衛生環境及烹調方式。

1.4.3 懷孕期飲食習慣

英國《皇家學會學報-B輯》（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研究證實，實驗鼠懷孕時的飲食習慣的確會從生理上影響小鼠大腦中相

關神經的發育，對於出生後需要四處尋找食物的小鼠來說，這是一個很

好的策略。約瑟芬‧托德蘭克（Josephine Todrank）博士說，人類和小

鼠同為哺乳動物，所以這項研究結果也同樣適用於人類。托德蘭克博士

說，當胎兒在母體子宮內發育時，它會認為母體攝入的所有食物成分都

是安全的，並在神經系統中記住食物的味道，作為自己今後尋找食物的

依據。這項成果提醒女性在懷孕期間需要注意健康飲食，以幫助寶寶形

成健康的飲食習慣。

1.4.4 嬰兒期的飲食習慣影響深遠

 醫學研究指出，嬰兒時期（一歲左右）的飲食，對於六歲、甚至

之後的飲食習慣有深遠的影響！建議出生後盡可能餵母奶，母奶有利

腸道微生物相之調節。大腸小腸裡面住了數以兆計上千種的細菌，有好

的益生菌，有壞的細菌，也有不好不壞的菌。這個「腸道微生物群」

（Intestinal Microbiota），對於我們的健康有極大的影響。健康的腸道

益生菌產生短鏈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包括醋酸丙酸及丁

酸，可以抑制不壞的菌，而且腸道菌也會影響到心理和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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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中小學生的飲食習慣

父母的身教是小孩飲食習慣養成的另一項重點。孩子們會去學習模

仿他們父母的飲食習慣。《美國預防醫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研究告，調查900位11歲到15歲的青少年，發現父

母的飲食習慣會影響他們的孩子。芬蘭研究指出，自小養成選擇低熱量

飲食習慣，到了十幾歲的青少年，仍然維持在幼兒時期就開始逐漸形成

的飲食和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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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食品風險教育與相關業者輔導

現今社會由於消費者保護意識的提升，食品安全已成為大眾極為重

視的議題之一。綜觀近幾年來發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包括三聚氰胺

奶粉、含塑化劑飲品、胖達人人工香料麵包、銅葉綠素油品及二甲基黃

豆乾等事件，每當這些事件經各大報刊登出來後，許多非專業的評論接

踵而來，消費者除了擔憂先前誤食這些食品後會對健康產生危害，也擔

憂以後不知該吃什麼食物，進而造成社會大眾陷入恐慌之中。因此，教

育民眾認識「食品風險」的觀念，才能夠讓消費者理性看待食品安全事

件，以達到安定民心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防止類似事件的再發生，需

要政府、業者、民眾三方面互相配合，政府需訂定完整的規範讓業者能

夠遵循，甚至輔導業者如何遵守這些規範，而業者也要秉持著良心來發

展食品事業，加上民眾來監督業者的作為，這樣才能達到三贏的結果。

攝取零風險的食物是社會大眾所追求的，但這只是一種理想，因為

以毒理學的觀點來看，任何一種物質都是有毒性的，只要是攝取量在安

全範圍之內，理論上對人體健康就是無害的，這就是毒理學上劑量的概

念。因此，衛生單位會將化學物質依動物毒性試驗的結果，估算出人體

ADI或TDI，在這標準之下的劑量基本上對人體都是無害的。因此，當

我們誤食到有問題的食品，首先應該要先了解所攝食到的毒物是什麼？

在食品中的含量有多少？是否超出人體的負荷量？理性的判斷自己存在

的風險，避免自身和他人處在恐慌之中。然而，一些有特殊疾病或敏

感體質的消費者，即使接觸量低於ADI，也會有發生急性或慢性中毒的風

險，至於針對這一群非正常體質的人所進行的毒理試驗較少，特殊患者

應透過醫師或營養師之建議，個案進行飲食上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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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消費者的觀念中，「天然物質」是指自然界原來就存在的

物質，並未經過化學加工，所以不會摻雜其他不健康的物質。而「人工

物質」是用合成方式所做出來的物質，過程中可能會添加有害的物質，

所以讓人有不健康的感覺。然而，在自然界中並非所有的天然物質都是

安全的，食品衛生單位也明確列出一些天然物質在食品中的限量標準，

這也表示這些天然物質超過限定劑量下會有危害健康的風險存在。另一

方面，在萃取天然物質的過程中，往往不能精準地只分離出一種物質，

有時會把其他有毒性的物質一併萃取出來，因此天然來源並不是絕對安

全。而人工物質已明確地知道化合物結構、特性，至於安全性也有經過

毒性評估。雖然人工物質並不代表絕對安全，但是當中所含有的物質都

是有經過確認檢視的，這就是天然物質和人工物質的差異性。例如前兩

年所發生的胖達人麵包事件，基本上並沒有食用安全性的問題，這個食

品安全事件是由於業者的「欺騙行為」所發生的。綜合以上所述，天然

物質與人工物質的食用風險，並不是決定於天然與否，是決定在劑量問

題。另一方面，也要教育民眾選擇有完整追溯履歷之食品，以確保食品

之來源。

食品風險的概念需要教育消費者，但是這些知識的傳達並不是在食

品安全事件發生才執行，而是需要一個完整的規劃，並由台灣攝食量大

（例如飲料、乳品、米麵製品，如表4.1）、容易被汙染（深海魚）的

食品或經常使用的調味料（醬油）優先執行，使消費者在平時就能保持

正確的觀念來看待食品安全。

以近日屏東醬油廠對外採購醬汁所引發的騷動為例，政府可將醬油

製作方式公開，並教育民眾醬油這項調味料可能隱含的食安風險。為避

免政府陷入教育民眾及執行公權力的兩難中，建議政府能責成一公正單

位（具學術公信力）來執行以下項目：

1.教育民眾食品添加物在食品加工過程的重要性。

2.教育民眾常見之非法食品添加物。

3.教育民眾選擇有追溯履歷之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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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民眾天然物質不等於無毒。 
5.教育民眾劑量與食用安全性的觀念。 
6.一旦發生食品安全事件，此單位應以一客觀、公正的角度告訴民

眾正確的資訊，以安定民心。

在食品安全事件當中，許多都是食品業者為了謀取更大的利益而爆

發出來的，所以「業者自律」是防止食品安全事件很重要的關鍵。目前

台灣的現況，有許多的業者，看法律訂到哪裡，就想辦法找出哪裡有漏

洞，因而造成食品安全事件。因此，教育這些業者能夠誠實標示，嚴格

規範標準操作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並 遵守這些

SOP流程來生產產品是基本的規定。然而，許多食品安全事件下，食品

表4.1  102年國人食物平均攝取量前20名

項目 重量 (克) 項目 重量 (克)

乳酸飲料 630.21 飲用水 304.61

釀造酒類 547.77 柑桔類及其製品 222.67

以食品原料萃取而得

之飲料
509.89 麥類複合食品 203.61

機能性飲料類 452.02 其他固狀營養補充劑 202.09

碳酸飲料類 417.05 小漿果類及其製品 162.46

其他飲料類 385.97 梨果類及其製品 161.22

果蔬汁飲料 352.10 瓜果類及其製品 149.19

湯品類 342.70 麥類及麵粉類製品 144.25

液態乳類 312.28 米類複合食品 137.85

米類及其製品 310.69 大漿果類及其製品 1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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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常稱不知情用到非法的原物料，或不知加工過程中會產生毒物，建

議政府可以組織教育輔導單位，定期對業者進行教育訓練，包括要清楚

購買的添加物來源，加工過程可能產生的毒物，非法的食品添加物有哪

些，食安事件的罰則等。同時不定期勘驗業者生產流程，確保業者能遵

守規範。

避免食品安全事件發生，主要還是要從源頭管理做起。業者要確實

執行食品追溯追蹤系統，做到整體食品供應鏈的安全管理，要讓每一個

階段都可以追溯到上下游的食品資訊。由於食品加工業者需要用到許多

種類的原物料應付各個不同的加工過程，所以若能確實掌控各種原物料

的來源，如果發生了食品安全事件，業者就可以很清楚的追溯到問題所

在，把可能有問題的產品隔離出來，就不會造成全面性的恐慌。除此之

外，政府可以輔導業者建立一套機制，不定期隨機將自家產品送驗，確

認食品是符合安全標準的。另外，在台灣有很多的外食人口，政府也需

要有相關管理機制來規範餐飲業。最後,建議政府能參考以下做法輔導

相關業者，以防止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發生：

1.對食品業者舉辦教育訓練：宣導政府法令及規範，讓業者不做違

法的事；告知業者正確的道德觀念，使業者知道蓄意的違反食品安全規

定，會造成他人傷害及商譽受損；針對不同類別的食品業者；教導食品

在加工及儲藏等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品質劣化，讓業者知道要即時監控，

並防範品質降低的情形產生。

2.許多食品安全事件都是發生在中小型工廠，政府可組織民間輔導

單位前往工廠實地勘查，實際協助業者改善場內環境、操作流程及品管

等缺失。

3.政府應建立完善的食品產銷履歷驗證制度，輔導業者確實執行，

所有產品都應詳實記錄產品供應鏈。

4.政府應建立一套檢驗機制，輔導業者都能不定期隨機對自家產品

進行送驗，確保產品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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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鼓勵全民參與維護食品安全

1.專責發言人的建立

平時就開始選任發言人，擔任者必須有冷靜、深思熟慮並具有專業

背景，並能在平日就與媒體建立良好關係。當在食安危機發生時，專責

發言人可作為媒體與大眾聯繫的管道，此發言人必須全天候待命，且須

能及時掌握事件發展並與專家學者、食安主管機構具有即時橫向連繫的

管道，以確保對外發所發表的訊息是一致的。

2.善用網路與通訊軟體

現今社會人手一隻智慧型手機，隨時透過網際網路搜尋危機事件的

發展並不斷更新訊息內容，而記者也會透過社群網站或是即時通訊軟體

取得事件發展狀況與民眾反映，因此，食安相關的第一手訊息必須由主

管單位透過網站直接發布，或是透過發言人在即時通訊軟體或社群網站

同步公布，使民眾於最短的時間內獲知正確的訊息，方能安定民心。

3.高階官員適時出面

許多危機出現狀況惡化或難以收場，通常不是起因於事件本身的嚴

重性，而是危機事件處理的方法與態度，才是決定事件演化的關鍵。食

安高層主管於第一時間出面處理，能展現政府對事件的關切及負責的態

度，尤其是涉及傷病、死亡事件時更應如此。若政府官員於事發閃躲問

題、避不見面，可能引發媒體反感，甚至激起公憤，讓食安事件惡化。

4.擬定溝通策略與應變計畫

讓民眾與媒體在第一時間內得知訊息是最聰明的作法，危機發生時

若閃避媒體採訪，或以隱瞞為目的的危機處理策略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99｜第四部分｜風險減免與溝通平台建立

危機發生時，相關機構應在6小時內公佈重大事實，但把重點放在正面

行動上，例如受影響的層面、健康問題要找哪些專責醫院、各地食安

專責機構的聯絡方式、政府的下一步是什麼、目前做了那些處置，以及

還有那些可行的替代方案等，讓媒體或民眾認為政府已經有完整應變方

案。發言人或高層官員回應大眾及媒體的詢問時，必須是由正面思考的

引導媒體，並盡快地將媒體提出的負面問題轉移到一段正面的聲明。回

答盡量簡短，用辭遣字愈少愈好，未發問或無關問題請勿作答。

5.食安檢舉的獎勵

食安的問題，對一般民眾而言，可能無法以專業角度或技術知識

來預防，但食品加工（生產者）在第一線操作卻是最容易發現問題的一

群。為鼓勵民眾檢舉食品安全弊端，食藥署已公佈，凡檢舉假冒、攙

偽、逾期或使用違法添加物質等四類型食安案件，包括衛福部也將從食

安基金中提撥檢舉獎勵金，如果檢舉者為內部員工或離職員工可額外從

食安基金獲得四百萬元獎金，若非內部員工之檢舉也可依檢舉內容貢獻

度發給十萬到兩百萬之檢舉獎金。有關檢舉假冒、攙偽、逾期或使用違

法添加物質等四類型食安案件，地方政府至少提撥罰金的百分之五十作

為檢舉獎金，非以上四類型之一般案件，地方政府至少提撥罰金百分之

二十作為獎金，各縣市依衛福部規定，需提撥罰金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額

度做為檢舉人的獎金。

6.培養面對群眾與媒體的團隊

成立專責團隊建立免費電話或建立網路群組如臉書（Facebook, 
FB）、LINE，將最新資訊透過網路系統傳播給關心的大眾，亦藉由聆

聽大眾的反應蒐集民眾的疑慮，提供食安中心相關部門的資訊和警示。

建立全國食安資訊統合網站，彙整各縣市取締違規或處分的情形。因

此，情資的蒐集整理、把關消化，方可有效的提供政府相關單位處理。

團隊必須將大眾視為團隊的一環，而非敵對的對象，不儘可藉由社會大

眾的早期參與發現潛在的問題，也能了解社會所關心的重點，有助於澄

清有關風險的決定。要誠實，坦率和開放面對風險，風險溝通的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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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是建立信任和信譽，不要減少或誇大風險的程度。如果有疑問，傾

向於分享更多的信息，而不是更少，並且別作過多的臆測。協調並與其

他可靠的消息來源進行合作，諮詢與他人（例如大學教授、醫生、官員

與意見領袖，以確定誰是最有能力回答有關風險的問題。）滿足媒體的

需求，要以開放的心態面對記者，提供各類媒體特定的音訊、畫面，圖

形和其他感官輔助的信息，並尊重他們的最後期限，建立與特定的編輯

和記者信賴的長期合作關係。避免技術和專業術語影響和公眾的溝通，

語言力求爭簡潔、明確並提供提供更多的信息。使用圖形和其他圖形材

料，澄清消息。面對一般大眾和媒體需要採行不同的風險溝通策略，並

由包含專業人士在內的小組執行，並且在事後評估成效。

7.透過官方及學校資源，提案專案的服務給一般民眾或有興趣的廠

家級政府 機關。專案服務的方式、既集中資源及人力，作廣泛性的服

務，如檢驗資訊及檢驗服務以節省相關成本。檢警單位對維護公權力的

伸張有其功能，調查不法案件的作用如同一支食品安全警察（督察）的

火力部隊。

8.提供專業的技術，資訊及學術領域的教育訓練及研討會。參與的

對象可包括消費者及公私立團體。透過各式組織或單位串連點或線，更

可擴及成面。譬如：各地農會都建有推廣課及烹飪媽媽教室和廣大的

產銷班。各式志工團體及全國各大專及職掌學校的相關科系的動員組織

和訓練，均是傳播食品安全維護的生力軍。溝通是處理食安危機的的重

點，它決定食安風暴延燒的時程，食安危機處理時，首重公眾安全，其

次是啟動危機管理機制與應變計畫並知會媒體與相關機構。保持誠實、

公開，儘可能讓各方在整個危機期間內都能獲取充份的訊息，是危機發

生時面對媒體與群眾管理溝通作業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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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從後市場監測談食品安全管理

食品安全事件違規樣態複雜且發生頻率遽增，為監測市面上食品的

品質、衛生與安全，我國食品後市場管理以聯合中央、地方、 民間實

驗室資源，推動中央與地方聯合分工檢驗體系。藉由充實中央與地方檢

驗人力及資源，加強檢驗方法開發以及運用民間實驗室資源，建構實驗

室檢測網絡之方式進行，提昇檢驗量能品質，以保障消費者的健康。

我國食品後市場監測是持續針對各類食品進行監控，一般來說，

中央負責動物用藥殘留、基因改造食品、食品攙偽、食品攙加西藥及其

他毒性物質等檢驗項目，另地方衛生單位負責農藥殘留、食品添加物、

微生物、重金屬、抗氧化劑等。同時與國家衛生研究院（以下簡稱國衛

院）合作，檢討修正後市場監測抽樣方法與執行方向，或因應輿情事件

發生、民眾關切議題及行政管理需求、高風險的食品加強檢測，以強化

食品安全把關。

從中央的各項檢測食品後市場監測計畫，如食米中重金屬（鎘、

汞、鉛）含量監測」、「食米中農藥殘留含量監測」、「健康食品工廠

查核與產品保健功效成分監測」、「網購食品衛生安全監測計畫」、花

生製品中黃麴毒素、紅麴製品之真菌毒素、市售及包裝場農產品殘留農

藥監測及殘留動物用藥、或與食品標示相關的基因改造食品調查及食品

攙偽等食品安全相關議題，建立歷年監測模式，藉由調查及抽驗之合格

率，作為食品安全及品質的監測指標。

此外，以動物用藥檢測為例，不符規定之產品將由地方衛生局會

同當地農政機關追查貨源並進行後續處理，如屬國內畜養殖業者違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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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則移請農政機關續以違反「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罰鍰及加強輔導養

殖戶正確用藥觀念，以確保畜禽水產品之安全；如屬輸入者，則加強邊

境查驗，以落實源頭管理。換言之，監測結果可作為跨域合作，源頭管

制的立基，且可作為爾後監測計畫的實施評估，例如機動調整抽驗品項

與抽驗數目外，並將抽驗地點往前延伸至販售端上游，如集貨場、拍賣

（批發）市場等，以利違規生產農戶的追查與管理。再者，利用後市場

監測亦可建立背景值做為政策訂定之參考。

綜言之，後市場監測計畫是強化高風險項目與食品把關監測，依風

險評估結果規劃監測標的，針對監測不合格食品採取管制措施，當監測

結果發現不合格產品時，中央除立即通知所轄衛生局追查源頭外，並提

出強化管理對策進行風險管控，以防範不合格產品在市面上流通，同時

發布不合格資訊進行宣導，以促使業者確保販售商品的品質，進而達到

保護消費者的目的。後市場監測的檢測結果，亦可提供相關單位作為政

策擬定之科學性依據，也可藉此建立不合格廠商資料，加強稽查管理，

此套機制係藉由建立數據性監督管理，達成農產到餐桌的食品安全監測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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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人才庫與資料庫建置

近年來，食安的問題從原料、製作、加工、包材、存放、管理等層

面不斷地發生，中央與地方政府相關單位疲於奔命，而許多特定產品的

專業疑問因有限的人力無法於第一時間內消彌大眾的疑慮，不但造成民

眾恐慌，長期下來也使民眾對於政府與食品的不信任。農業、畜產、食

品、生技、化學、醫藥、毒理等相關科系教師許多教學與研究的主題都

與食安相關，因此，若能有效地整合人才，建立專家學者人才庫，將能

在食安問題發生的第一時間內經由專家解讀出有效的資訊，協助進行決

策評估並快速地建立解決問題並具有說服力的策略以安定民心，未來這

些專家也可藉由知識的精進與現場經驗的累積等方式學者也將擴大對食

安研究參與政策制定，達到預防食安危機發生的長遠目標。此外，食品

種類繁多，可鎖定國人經常攝食或容易受污染的食品（例如深海大型魚

類）、添加物、調味料（例如醬油）優先進行。有關單位可將人才庫建

置分為三個階段：

1.人才庫建立：

由過去全國碩博士論文資料庫學者的學位論文、中西文文獻資料

庫、研究計畫〔例如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overnment Research Bulletin, 
GRB）〕、科技部、衛福部、經濟部、農委會研究計畫資料庫等多管道

檢索找尋現有人才，或請各大學、學會等學研機構推薦人才，並依據食

品生產過程中包括農業、漁業、原料、製程、包裝、毒理、環境等因子

建立人才與各生產程序、食品類別等方面關聯。

2.人才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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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專家人才與國內食安需求進行比對，進行人力分佈分析，以瞭

解在現有食安各個環節中所缺乏的人才，未來將透過研究計畫、人才培

訓、邀請國外學者等多種方式培養或引進人才，強化並健全食安專家群。

3.人才維訓：

定期舉辦研習會引進國內外食安新知並透過產官學研的交流，委

託研究案等方式引進新進可用的技術與觀念，並評估使用的可能。政府

相關單位可邀請學者專家共同參與食品廠場的訪視、樣品的抽測等，提

高學界的實務經驗，並將相關現場經驗同時存留於學界與政府機構。此

外，政府也可鼓勵產官學研的專家針對添加物、食品加工、基因改造等

議題撰寫中文書籍或科普文章，一方面可提供相關從業人員或學校做為

教材，另一方面也可使食安的知識深入民間。

未來幾年，食安問題仍然將是社會的重大議題，然而，政府的相關

人員的編制卻無法毫無止盡的增長，因此，透過產官學研專家的整合與

方向性的策略引導研究，提高學界食安研究的比例與長期的經驗累積，

是降低食安議題對社會紛擾的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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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背景

20世紀以來食品科技的快速進展，促成食品的產能大幅擴增，保存

期限延長，加上遠距運銷系統的建立，使食品安全（Food Safety）逐漸

從地區性的問題變成國家或國際關注的議題 1。食品安全的基本概念是

以科學的訓練，確保食品在處理、製備、儲存及運銷過程中的品質，避

免發生食源性疾病，危害民眾健康，影響家庭、社會，甚至於整個國家

的經濟活動。

食品詐欺（Food Fraud）是食品安全中許多極端問題的集合稱，係

指以主觀上不法獲利之意圖而刻意將不實的食物或構成食物之成份行銷

於市場，對食品本身及成份、包裝進行故意和蓄意之替換、添加、竄

改、過量使用、虛假陳述，或易使買方誤解之其他方式來銷售食品，

以謀取顯著的經濟利益；其中尤以摻假行為或標籤不實所造成的潛在

傷害，使食品詐欺所造成公共衛生或健康之威脅，被認為比傳統食品

安全的威脅更大 2-3。美國FDA於2009年5月舉行的「經濟動機摻假」公

開會議（Open Meeting on Economically Motivated Adulteration, EMA）

上，提出經濟動機摻假的食品安全問題，並定義EMA為「……為增加

產品顯著的價值或減少生產的成本，以詐欺、蓄意的取代或添加成分

到產品中。EMA包括藉由增加某一已經存在的物質的數量以稀釋產

品，而此稀釋行為對消費者達到一個已知或可能的健康威脅的地步，

以及藉由一些物質添加或取代以遮蓋稀釋行為。」所以EMA的概念

是該行為明確符合美國食品藥物暨化粧品管理法所界定的「不實標籤 
（misbranding）」而非「摻假（adulteration）」。易言之，強調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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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收益或降低成本，有意「添加」非本質之成分，或將原本內含之成

分物質作「移除」或「取代」的行為。同時，該會議之主要的目的亦

希望針對造成極度高公共健康風險之經濟動機摻假行為進行有效的預

測及預防 4-5。以此觀之，「食品詐欺」含括FDA界定的「經濟動機摻假

EMA」以及更特定的「食品仿冒（food counterfeiting）」，故其概念

較廣 2。

食品詐欺可能導致直接、間接和技術三種類型的公共衛生風險：

若食品詐欺行為係直接加入劇毒或致命的污染物於食品中，將可能造成

直接公共衛生風險；若是該行為導致消費者長期接觸或長時間低劑量攝

入慢性毒性污染物則為間接公共衛生風險。間接風險也包括刪減有益成

分，如防腐劑或維生素；食品詐欺的技術型風險，則例如產品內容或原

產國的資訊被故意虛報之行為 2。

食品詐欺與食品安全二者主要不同之處在於：食品安全的重點是評

估食品中已知的成分、生物、非故意之處理不當，或加工的意外污染；

而食物詐欺則是因為經濟利益的故意行為。有些食品詐欺的故意行為可

能是侵權但無毒性或安全風險問題；然而，特定類型的食品詐欺則有產

生危害食品安全之可能，例如前述的直接或間接公共衛生風險。

依照Renée Johnson的食品保護風險矩陣（圖5.1） 6，可以得知食

品詐欺（food fraud）

如何對應到食品安全

（food safety）、食品

防護（food defense）

及 食 品 品 質 （ f o o d 
quality）等相關政策領

域，也說明了原因和

動機。

圖5.1  食品保護風險矩陣圖 2

(1) 包括經濟利益動機之摻假和假冒偽劣食品的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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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國內外食品安全事件及詐欺事件的歷史演進及影響

西元1820年，德裔化學家佛瑞德里克．阿庫姆（Frederick Accum）

出版第一本關於食品安全書《論食物造假》，為現代西方國家首次揭

露食品中添加有毒物質或添加劑 7。早在17世紀末，德國就曾發生葡萄

酒摻鉛作為防腐劑事件；西元1818年，倫敦發現利用醋酸銅染色冒充

上等中國綠茶事件；西元1850年代，《紐約時報》披露紐約之餿水奶

事件導致八千多名兒童死亡  8。20世紀初，美國農業部成立「試毒小

組（poison squad）」，以自願者直接食用化學防腐劑（如硼砂、水楊

酸、甲醛等）的方式，進行安全試驗，但導致多位受試者罹病而被迫終

止，惟此舉促使消費者開始關注食品添加物安全問題。1958年美國第蘭

尼國會議員提出「食品藥物化妝品管理修正案（即第蘭尼法案Delaney 
Clause）」，顯示社會大眾對於食品中含致癌物質的重視，但該法案所

採取的「零容忍（Zero Tolerance）」概念，缺少量化思維，致使隔年

（1959）奧瑞崗及華盛頓兩州生產的蔓越莓（Cranberry），因含微量的

致癌性除草劑（aminotriazole），引發民眾的恐慌及拒買，造成蔓越莓

產業的「黑色星期一」，這個事件是化學物質引起食品安全恐慌的重大

先例之一，也說明進行危害物質之毒性「量化」及「風險評估、溝通與

管理」的必要性  9  10  11。歐洲約在西元2012年底爆發「牛肉摻雜馬肉」

事件，在牛肉漢堡中驗出馬的DNA，英國政府為此下架市場上的牛肉

漢堡，風暴也陸續襲捲法國、瑞典、荷蘭、德國、奧地利、保加利亞等

地，造成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信任感大幅降低 12。

在臺灣，近十年來幾乎每年均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發生，詳見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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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文 9 13 14，這些事件大部分屬於化學性食品安全問題，顯見化學性毒

物在現今食品安全問題中扮演主要的角色。而從這些事件所作的簡要分

析，可以得知雖然大部分事件的危害物質都具有毒性，但毒性評估普遍

不完整，故從有限的數據要與消費者進行風險溝通或進行風險管理自然

是有困難的。其中與詐欺或犯罪有關聯者有5件，包括毒奶粉事件、塑

化劑事件、油品混充事件、餿水豬油事件及工研醋混充事件。另外，例

如美國牛肉事件及瘦肉精事件食品屬跨國貿易性質者，農民為維護權益

多次向政府主管機關抗議並走上街頭抗爭，以至於保警多次出動維持治

安及社會秩序，亦造成相當大的社會成本。

表5.1  十年來台灣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及與食品詐欺之關聯性

事件名稱

／

起始時間

物性分類／

危害物質
管理問題特性

與食品詐

欺之關聯

性

美國牛肉

事件／

2003

生物性／Prion 美 國 進 口 的 牛 肉 有 狂 牛 症

(BSE) 疑義，引起民眾抗爭。

致病的主因Prion變性蛋白尚

缺公認之標準檢測法，且風

險評估模式及放行標準仍有爭

議。之後加拿大進口之牛肉亦

有類似疑義

石斑魚含

孔雀石綠

事件／

2005

化學性／孔雀石

綠

 (Malachite 
Green)

臺灣輸往香港之石斑魚被驗出

含孔雀石綠。孔雀石綠為動物

致癌物質，世界多國及臺灣禁

用於水產養殖。可能為養殖戶

違法添加於魚池

大閘蟹事

件／

化學性／硝基呋

喃類抗生素

中國大陸進口之大閘蟹被驗出

含硝基呋喃抗生素而禁止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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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Nitrofuran
antibiotic)

入。農委會禁止使用硝基呋喃

類藥品於動物。衛生署亦規定

水產品不得檢出硝基呋喃類代

謝物之殘留

毒鱒魚事

件／

2006

化學性／硝基呋

喃類抗生素

(Nitrofuran 
antibiotic)

中國大陸進口大閘蟹被禁，同

一時間台灣養殖鱒魚亦驗出含

有硝基呋喃類抗生素

美國小麥

事件／

2007

化學性／馬拉松

(Malathion)
小麥中的馬拉松含量容許標

準，世界衛生組織為0.5ppm，

美國為8ppm。臺灣雖訂定蔬

果、葉菜等之馬拉松殘留容許

量，但對小麥未規範，兩批分

別含0.64及0.3ppm馬拉松之美

國進口小麥因而被留置海關。

衛生署之後訂定小麥殘留馬拉

松容許量為0.5ppm，2009年6
月再修訂為1.5ppm

瘦肉精事

件／

2007

化學性／

Ractopamine
臺灣生產之豬肉不許可含瘦肉

精 (Ractopamine)，但美國進

口者則准許含瘦肉精，引起豬

農抗爭，並兩次走上街頭

毒奶粉事

件／

2008

化學性／三聚氰

胺

(Melamine)

中國大陸進口的乳製品含非法

定許可之三聚氰胺，暴露出目

前欠缺食品添加物之主動風險

評估機制

屬食品詐

欺事件

砷油事件

／

2009

化學性／砷

(Arsenic)
速食店之漢堡被驗出含砷，但

再驗結果符合規定，顯示檢驗

認證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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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化劑事

件／

2011

化學性／塑化劑 製造起雲劑 (乳化劑) 之廠商

以塑化劑非法取代棕櫚酸，導

致幾乎所有的飲料、果汁、果

醬、錠狀、膠囊狀及粉末狀的

營養補充劑都被汙染

屬食品詐

欺事件

毒澱粉事

件／

2013

化學性／順丁烯

二酸酐

(Maleic 
Anhydride)

順丁烯二酸澱粉在工業上為黏

膠用，具有良好彈性，推測部

分澱粉食品業者即利用此種彈

性，產生較佳口感的產品。但

因有產生腎臟病疑慮，引起民

眾恐慌

油品混充

事 件 ( 混

油)／
2013

化學性／銅葉綠

素

(Copper 
Chlorophyllin)、
棉籽油

依Codex規範，銅葉綠素可作

為食品添加物著色劑，但各國

均未准許使用於「食用油脂產

品」中。棉籽油係由棉籽經壓

榨、萃取製取油脂而來，精煉

之棉籽油為可烹調使用之植物

油之一，但未精煉者含有棉

籽酚 (gossypol)，具有生殖毒

性，不得食用。本案係用含棉

籽油之低價油摻加銅葉綠素混

充橄欖油

屬食品詐

欺事件

餿水豬油

( 黑心油 )
事件／

2014

化學性／苯駢芘

(Benzo[a]
pyrene)、重金屬

及未知物質

廠商收集回收的廢油，精煉、

脫色、脫臭後再賣出。已被驗

出的毒性物質包括致癌性的苯

駢芘 (Benzo[a]pyrene) 及多種

重金屬，可能尚含有其他未知

之毒性物質。因含多種未知毒

物，且未知暴露量，風險評估

不易進行

屬食品詐

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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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問題食品均含有可能危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我國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下稱食安法）對於食品安全的主要管制條文，在其第15條第1
項，禁止下列食品之製造與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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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開條文各款規定，其中第一、二、八款規定，可能屬低度風險，

第三款至第六款，可能屬中度風險，而第七、九、十款之風險為不確

定。但違反第三、七、十款規定者，無論對人體是否有具體危害之虞，

均依同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處以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重罰，即使情節輕

微者，亦有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罰。惟違反行政法規之規定，以刑罰

處罰之，仍須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若本質上或違規情節應處以秩序罰

者，即不宜以刑事處罰，始符合刑罰謙抑原則。

工研醋混

充事件／

2015

化學性、生物性

／酒精、微生物

代謝產物

醋 依 規 定 需 含 醋 酸 濃 度 達

4.5%，放久濃度會揮發，若其

中的微生物產生有毒物質，再

經加工重製，恐對人體有害。

過期之工研醋被發現回收加熱

重製

屬食品詐

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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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我國食安法第49條第2項規定，違反第44條以下之各種行政違規

行為，本處以秩序罰者，若「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處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

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

金。惟何種違規情節應處以秩序罰，何者應處以刑罰，以「情節重大」

及「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作為區隔，有刑罰處罰構成要件不明確之

嫌，難以讓食品業者判斷或預見其何種行為該當秩序罰或刑罰，導致食

品安全事件發生時，行為人往往辯稱對食品所含物質會危害人體健康或

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並不知悉。在富味鄉案中，二審法院判定被告之油

品混充行為，並不構成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攙偽假冒，因無證據

顯示富味鄉油品有危害人之生命、身體、健康法益之抽象危險性，此

部分判決被告無罪。此外，在2015年11月一審宣判的頂新案中，法院以

「檢方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可能有未經檢疫流程的非健康豬隻成為原料

來源，或是成為足以妨害衛生製造過程所製造的油品，因而認定被告等

人犯罪無法證明」為由，宣判六名被告無罪。而富味鄉案之四億六千

萬之罰鍰，亦因刑事判決認定未構成攙偽假冒，而遭衛福部訴願決定撤

銷，而發生與民眾期待不合之處罰效果。

故我國食安法第15條第1項各款之違規構成要件與處罰效果，建議

明訂其類型或判斷標準以供各界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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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食品詐欺之類別

Spink & Moyer將食品詐欺分為七大類型 2，包括：摻假（Adulteration）、
篡改（Tampering）、超量生產（Over-run）、竊盜（Theft）、流用

（Diversion）、仿真（Simulation）和假冒（Counterfeiting），如表5.2。這

些食品詐欺的類型中，有些純屬商業的不正當行為，例如超量生產或分

流，與食品安全或健康危害有時並非直接相關，但其詐欺本質則相同。

與健康危害較相關的類型如摻假，是完全或部分以替代物質進行添加或

稀釋，成為摻假或摻雜物的混合物。例如：添加三聚氰胺的牛奶，藉由

總含氮量的增加詐欺為蛋白質含量增加；又如加入色素添加劑（如銅葉

綠素）於低價油假裝為高價的橄欖油。摻假的詐欺行為主要為增加經濟

考量，由取代或添加不良成分於食品之方式，謀取顯著的利益或減少產

品的成本。篡改：例如篡改食品之原產地以逃避稅收／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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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食品詐欺類別 2

類別項目 定     義 說     明

摻假 產品具欺詐性成分

完全或部分以替代物質進行

添加或稀釋，成為摻假或摻

雜物的混合物。例如牛奶添

加三聚氰胺。

篡改
以欺詐的方式使產品及包裝

合法化

更改有效期間之資訊、產品

標記等

超量生產
未依照合約，私自額外生產

產品
瞞報產量

竊盜
合法的產品被盜竊，並冒充

合法採購
盜竊產品混雜於合法產品中

分流
產品於預期市場以外被銷售

或分銷

當援助不是必需時，救濟食

品轉向至市場銷售

仿真

設計看起來十分相似但不完

全與合法產品一樣的非法產

品

熱門產品的仿冒品，並不會

有相同的食品安全保證

假冒
欺詐性產品及包裝各方面均

完全複製合法產品

複製熱門產品，並不會有相

同的食品安全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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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目前歐盟（德國）及美國對於食品安全與

食品詐欺法律制度概覽

4.1 歐盟

各國食品法的立法目的，主要為保障消費者健康及確保消費者免於

受詐欺。歐盟於2002年食品安全法的原則性要求中（第178／2002號規

則），清楚揭示上述目的。

有關食品安全方面，歐盟第178／2002號規則第14條第1項規定，不

安全食品不得上市。其第2項規定，若食品(a)有害健康或(b)不適合人類

食用，則應認定為不安全。至於食品是否有害健康，依其第4項規定，

應考量下列要素：(a)食品不僅對消費者，也對後代可能之立即及／或

短期及／或長期影響；(b)可能之累積毒性影響；(c)若食品預設特定消

費族群，該族群之特殊健康敏感性。而決定食品是否不適合人類食用，

依第14條第5項規定，應考量食品是否經由異物或因其他方式造成之污

染，因腐爛、腐敗或分解，就其所預設之使用目的，不可接受為人類所

食用。

有關防止消費者詐欺方面，歐盟第178／2002號規則第8條規定禁止

業者施以詐欺或欺騙、食品或其他誤導消費者之行為 15。歐盟早於2012
年針對於農產品生產與食品的品質要求中（第1151／2012號規則），要

求增列標示產地證明的品項。2013年1月愛爾蘭食品安全局發現部分牛

肉製品含有馬DNA；其後陸續在其他歐洲國家亦發現相同案例，終於揭

露歐洲肉品供應鏈存在馬肉摻假的問題 16。對此，歐盟於2014年生效的

食品消費者資訊規則（第1169／2011號規則）已有食品資訊不得誤導之



119｜第五部分｜食品安全與食品詐欺

相關規範。

2012年底至2013年2月間歐盟馬肉醜聞爆發後，歐盟推出食品詐

欺、檢驗計畫、馬隻護照、官方控制及原產地標示等5點行動計畫，於

2013年7月創立歐洲食品詐欺網（EU Food Fraud Network, FFN），由28
國食品詐欺聯繫點，加上非歐盟會員之冰島、挪威、瑞士、歐洲刑警

組織（European Police Office, Europol）及歐盟健康暨消費者保護總署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Health and Consumers Protection）聯合組成。歐

洲食品詐欺網之目標，是為了打擊經濟誘因的食品違犯，進行跨邊境

合作 17。

根據歐洲食品詐欺網所統計的2014年跨邊境食品違犯，共有60個案

例，涉嫌的違規行為，多為標示不符規定、驗證文件造假，替代(例如

以低價值替代高價值之品種)等 18。在歐洲食品詐欺網所交換的違犯案例

類型及比率如表5.3。

表5.3  2014年歐洲食品詐欺網通報之食品違犯案例類型及比例表 18

類     型 比     例

標示不實 25%

驗證造假（文件） 22%

替代 17%

禁止之物質 10%

禁止之處理或加工程序 8%

禁止之產品／不適合人類食用 7%

假冒 5%

攙偽 3%

其他（非法出口） 2%

官方登錄號（欠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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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德國

德國有關食品安全管制之法律，為德國食品、日用品及飼料法（下

稱德國食品法）。有關食品安全方面，德國食品法第5條第1項規定，禁

止食品以歐盟第178／2002號規則第14條第2項第a款規定其食用有害健

康之方式製造或處理。其第2項規定之禁止事項，包含：1.將非食品且

其食用依歐盟第178／2002號規則第2項第a款屬有害健康之物質，作為

食品上市者；2.與食品混淆之產品之製造、處理或上市。違反第5條第1
項及第2項規定者，製造或處理其食用有害健康之食品、將非食品且有

害健康之物質作為食品上市、製造、處理或將與食品混淆之產品上市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第58條第1項及第2項）。上開行為之

未遂犯罰之（第58條第4項）。特別嚴重的案例，包含1.危害多數人健

康；2.為他人帶來死亡或重傷或健康之危險；3.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取鉅

額經濟利益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58條第5項）。

過失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第58條第6項）。

若行為人違反歐盟第178／2002號規則第14條第1項連結第2項第b款

之規定，將不適合人類食用之食品上市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

（德國食品法第59條第2項第1款）。將不適合人類食用之食品上市者，

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取鉅額經濟利益，或持續反覆為上開行為者，處兩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德國食品法第59條第4項）。

德國食品法有關食品詐欺之管制，規定於第11條：「（第1項）禁

止將食品以誤導（irreführend）之名稱、標示或包裝上市，或對食品為

一般性或個案性，以誤導之說明或其他內容為廣告。誤導特別存在於：

1.於食品上，使用可導致詐欺（zur Täuschung geeignet）之名稱、標示、

包裝、說明或其他有關特性，特別是有關種類、性質、組合、數量、保

存、來源、產地、製造或生產方式之表示；2.對食品賦予依科學知識尚

未具有或科學上尚未充分確認之效果；3.使人理解食品有特殊性質，雖

然所有類似食品皆有同一特性；4.食品有藥品之外觀。（第2項）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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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尚包含：1.第178／2002號規則第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b款規定

之禁止以外，不適合人類食用之食品上市；2.(a)假冒之食品；(b)食品之

性質有悖於交易觀點，導致其價值，特別是營養或享用價值，或其效用

非不顯著地（nicht unerheblich）降低；(c)食品在外觀上可顯示比事實更

佳之性質，且未充分標示而上市。」

故意違反德國食品法第11條第1項第1句之規定，將食品以誤導之

名稱、標示或包裝，或以誤導之表達或內容上市；違反第11條第2項第1
款規定，將假冒之食品上市；違反同項第2款將未充分標示之食品上市

者，分別依第59條第1項第7款至第9款之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罰金。又依第59條第4項之規定，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將假冒之食品

上市，而獲得大規模財產上利益，或長久重複此行為者，處兩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罰金。

因過失而有第59條第7款情形，該當於同法第60條第1項第1款之違

反秩序行為，依同條第5項第1款之規定，處十萬歐元以下罰鍰。因過失

而有第59條第7款或第9款情形，依同條第5項第2款之規定，處五萬歐元

以下罰鍰。德國食品詐欺刑事制裁案例如表5.4。

表5.4   德國食品詐欺事件刑事處罰案例分析表 19

食

品
事實 處罰 法律依據

肉

品

轉賣屠宰廢棄物313
噸，得利25萬歐元

3年

有期徒刑

刑法第263條，特別嚴重案例

肉

品

批發商販賣60噸過期

火雞絞肉及315噸豬

飼料用的碎肉、鴕鳥

肉當作牛肉販賣

3年6月

有期徒刑

歐盟第178／2002號一般食品法

14條第2項第2b款 (不適合人食

用之食品，視為不安全)；德國

食品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第

58條第2項第1款、第59條第1項

第7款；刑法第263條 (詐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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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美國

美國關於食品安全法制的基本規範，主要是制定於1938年的

FDCA，最近一次重要的修法則是2011年制定的食品安全現代化法

（Food Safety Moderation Act, FSMA），這次修法係由於多次食品安全

風暴後，顯示先前食品法規範不足，因而修法改以預防為原則，一方面

強化行政機關的監督權力，例如訂定強制性的食品安全標準、強化稽查

能力、強制下架以及建立高風險食品的可追溯性，另一方面要求食品業

者承擔更多之責任，包含更新食品相關設施登記註冊、提出危害控管計

畫與預防管理措施計畫 20。

美國食品法定義摻假食品係指食物摻雜有毒或有害成份或者食品添

加物質對人體健康產生危害或有危害之虞或食品處理過程中不合乎衛生

有

機

產

品

自稱有機產品販賣商

(穀物) 銷售一般產品

當作有機產品，造成

200萬歐元損害

8年

有期徒刑

販賣有誤導性名稱之食品、詐

欺；德國食品法第11條第1項第

1款；第59條第1項第7款；刑法

第263條，有機種植法第12條

比

薩

餐廳老闆販賣火腿比

薩，使用仿製之香腸

罰金

3 , 0 0 0 歐

元

德國食品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59條第1項第7款

火

雞

肉

批發商以水與黏著劑

增加火雞肉25噸，使

其價值降低

4年3月

有期徒刑

禁止營業

5年

德國食品法第11條第2項第2款

第b目；第59條第1項第9款；詐

欺

鰨

餐廳老闆將鯰魚以

「鰨」賣出18000公

斤

27,000罰

金

剝奪利得

1 9 , 3 3 3 7
歐元

德國食品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

第59條第1項第7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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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導致產生食品安全疑慮。法條中詳細列舉食品（成份）摻假致食品

不安全的要件，包含食品成份含有有毒、有害或不衛生的配料、添加成

份、不安全的色素添加劑、含有酒精和無營養成份的甜食、含有腐敗物

質的人造奶油、成份不符規定、生產作業或標示違規的膳食補充品、重

新提供先前被拒絕入境的食品、不衛生的運輸條件 21。美國食品法進一

步區分食品成份屬天然存在與人為加入兩種類型。前者管制有毒或有害

物質的量足以傷害一般人健康為標準；後者則是再區分必要加入或不可

避免以及非必要加入且可避免的有毒或有害物質，前者的管制標準是由

行政機關訂定安全限量標準，後者只要含量對任何特定群體或個人造成

健康危害即為已足 22。這是基於食品風險高低而區分不同的管制標準與

模式。

美國食品法對於食品詐欺的管制，亦有針對標示不實的規定，係有

錯誤或誤導的標示、以他名稱銷售、仿製他食品而未標明、使用誤導的

容器、包裝食品標示未符合規定、標示資訊未明顯呈現、未依定義或本

質標準之規定標示、未依品質或內容物填充標準之規定標示、未依特殊

營養需求之規定標示、未依人工香料、人工色素、人工防腐劑之規定標

示、未依生鮮農產品農藥之規定標示、未依色素添加物之規定標示、違

反規定的藥品標示或包裝、未依營養標示規定的標示、未依營養宣稱或

健康宣稱規定的標示、未依膳食補充品之規定的標示、未依鯰魚或人蔘

效力產品標示規定的標示、未依規定的無效標示或健康危害的標示、未

依過敏原標示規定的標示 23。美國食品詐欺事件案例分析如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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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美國食品詐欺事件案例分析表

食

品
事     實 處罰 法律依據

花

生

醬

美 國 花 生 公 司（ P e a n u t 
Corporation of America）明知

出貨的43款花生醬和杏仁醬

已遭沙門氏菌（salmonella）
污染，但仍偽造檢查合格報

告，造成9人死亡與2.2萬生

病

對前執行

長 、 業

務主管、

品管經理

分別判處

28年、20
年 、 5 年

有期徒刑

聯邦詐欺罪、共謀罪、

聯 邦 食 品 法 （ F D C A 
Section 301; 303; 403; 
21 U.S.C. §331 (b): 
T h e  a d u l t e r a t i o n  o r 
misbranding of any food, 
drug, device, tobacco 
product, or cosmetic in 
interstate commerce; 21 
U.S.C. §343:introducing 
m i s b r a n d e d  f o o d  i n 
commerce; 21 U.S.C. 
§333 penalties)

農

產

品

科羅 拉多州 J e n s e n 農場所

生產的哈密瓜經由全國性

銷售，直接或間接導致消

費者感染單增李斯特氏菌

（Listeria monocytogenes），

產生至少33人死亡與147人住

院治療。另有一名婦女因感

染病菌導致流產

6 個 月 家

居監禁，  
1 5 0 , 0 0 0
美元之損

害賠償，

以及五年

緩刑

聯 邦 食 品 法 （ F D C A 
Section 301;303; 403; 21 
U.S.C. §331 (b); §343; 
§333)

保

健

食

品

Raw Deal 保健食品公司負責

人Barry Steinlight 販賣稀釋與

攙假的保健食品，向消費者

證產品是潔淨與有機，並向

政府提交偽造文件

與檢察官

達成認罪

協商，同

意政府沒

收犯罪所

得 1 百 萬

元

聯邦詐欺罪、共謀罪、

聯 邦 食 品 法  ( F D C A 
Section 301; 303; 403; 21 
U.S.C. §331 (b); §343; 
§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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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產

1.Sterling Seafood Corporation
執行長Thomas George將

進口的虎頭鯊 （Pangasius 
hypophthalmus）標示為石

斑魚（grouper），藉以逃

避反傾銷稅

2. D Jay Enterprises公司負

責 人 ， 涉 嫌 將 所 販 賣 的

coho salmon標示為 chinook 
salmon。

3. Northern Fisheries Ltd.與
SHIFCO兩間公司之的總

裁，涉嫌共謀將中國產的

鮭魚重新包裝為俄羅斯產

鮭魚，並為虛偽標示

T h o m a s 
George認
罪，被宣

告22月有

期徒刑與 
6千4百萬

美元之損

害賠償金

雷斯法案  (Lacey Act) 
與聯邦食品法（FDCA 
Section 301; 303; 403; 
21 U.S.C. §331 (b); 
§343;§333)

蜂

蜜

Chung Po Liu涉嫌從中國非法

進口蜂蜜，以虛偽文件聲稱

為由泰國與菲律賓進口，並

為不實之產品標示。除逃避

反傾銷之稅外，還添加製作

蜂蜜過程所不允許之抗生素

1年又1天

之 有 期

徒 刑 ，

其 中 6 個

月 家 庭

監禁，並

4 0 0 , 0 0 0
美元損害

賠償

雷斯法案  (Lacey Act) 
與聯邦食品法  (FDCA 
Section 301; 303;403; 21 
U.S.C. §331 (b), §343, 
§333)

果

汁

Sun Up Foods公司之總裁與

其他業務負責人因涉嫌秘密

添加 20,000,000磅的糖於產

品中，而以百分之百濃縮柳

橙汁販售

分 別 被

處 8 年 、

8 個 月 有

期徒刑、

1 0 0 , 0 0 0 
罰金

聯邦詐欺罪、共謀罪、

聯 邦 食 品 法  ( F D C A 
Section 301; 303; 403; 21 
U.S.C. §331 (b), §343;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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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我國

4.4.1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我國食安法對於食品詐欺的相關規定，分述如下：

4.4.1.1 禁止攙偽或假冒

我國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規定，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攙偽

或假冒」之情形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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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禁止攙偽或假冒，食安法

最初制定之版本，規定於第10條：「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製造、調配、加工、販賣、貯存、輸入、輸出、贈與或公開陳

列：六、攙偽、假冒者。」行政院於1974年函送立法院之食安法總草案

分條說明中，認為攙偽、假冒「對人體健康之危害極巨」，故應予禁止 

24。可知攙偽、假冒之禁止，係針對不安全食品而定 25。但當時在審查

會中，即有委員認為攙偽假冒之概念不夠明確。1974年12月14日審查會

時，機關代表指出 26：「以攙偽之味精為例，違法者之主要目的在於賺

錢，因此所攙偽於味精之物質（如焦磷酸鈉、硫酸銨、尿素等），絕大

多數屬於化工原料，而此等原料不但其本身對人體有害，而且含有大量

危害人體健康之雜質，故極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又假冒者絕大多數為

地下工廠或低水準工廠冒用大廠或國外名牌之製品。其本身條件不夠，

衛生管理闕如，所使用之物品亦多為廉價不合規定之物品或化工原料，

亦極可能危害人體健康。因此為防止消費者上當而購買此等危險食品以

至發生衛生上之危害起見，應嚴格加以取締，藉以預防災害之發生。」

依1975年食安法第21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於涉嫌違反第十條規定者，

得命暫停製造、調配、加工、販賣，並將該項物品定期封存，由業者出

具保管書，暫行保管。同法第22條規定食品經依前條規定抽樣檢驗者，

由當地主管機關依檢驗結果，為左列之處分：一、有第十條所列各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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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一者，應予沒入銷燬。」亦可得知第10條所規範之「攙偽假冒」，

乃不得食用而應銷毀之不安全食品。從下表可知，違反禁止攙偽假冒之

規定者，即屬對於不安全食品之上市，我國食安法採重罰主義。

表5.6   違反禁止攙偽假冒規定之刑罰規定

公布 條次 內                容

1975
（2月）

26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千元以上

二萬元以下罰金，並得吊銷其營業或設廠之許可證

照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

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

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前項之罰金

1983 32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萬元以上

四萬元以下罰金，並得吊銷其營業或設廠之許可證

照

法人或自然人併罰：未修正

2000 34

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上九十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或自然人併罰：未修正

過失犯：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十萬元以下罰金

2011 34

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或自然人併罰：未修正

過失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六百萬元以下罰金

2013 49

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十款行為者，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

下罰金

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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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

金

過失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六百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或自然人併罰：未修正

2014
（2月）

49

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十款行為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

下罰金

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過失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六百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

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

該項十倍以下之罰金

2014
（12月）

49

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第十款或第

十六條第一款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

下罰金

有第四十四條至前條行為，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

健康之虞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八千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一年以



129｜第五部分｜食品安全與食品詐欺

從表5.6可知，攙偽假冒之刑責，於1983年曾經加重罰金額度。

2000年基於刑罰之最後手段性，攙偽假冒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者」，

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其他情形處以罰鍰。2011年

對致危害人體健康者，加重刑責至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自2013年以後，

修改為只要有攙偽假冒行為，無須「致危害人體健康」之要件，即得處

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2014年2月之修正，將單純攙偽假冒之刑責，提

高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將法人併科罰金刑，提高為十倍以下，

2014年12月修正，又將單純攙偽假冒之刑責，提高為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過失犯之刑度從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至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並

加重罰金刑。

我國歷次的食安法修正，對攙偽假冒之行為屢次提高刑度及罰金。

但最後修正的處罰構成要件，卻無「致危害人體健康者」之要件，是否

符合刑罰最後手段性，值得討論。若立法政策採取重罰主義，亦建議將

來食安法修正時，將「攙偽假冒」之處罰構成要件明確化，並對其危害

健康或有危害健康之虞如何認定，於食安法中，或基於明確授權之法規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

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億元以下罰金；致

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億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過失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六百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

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

該項十倍以下之罰金

科罰金時，應審酌刑法第五十八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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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中，明定其類型或判斷標準。

4.4.1.2標示不實

我國食安法第22條及第23條規定食品及食品添加物之標示義務。

違反標示義務者，依同法第47條處罰。依1974年11月1日行政院函立法

院之食品衛生管理法草案總說明 24 指出：「食品、食品添加物不得有虛

偽、誇張、易生誤解等之標示、宣傳或廣告。旨在防止食品業者藉以欺

騙他人或使人發生誤解。」故食品標示之義務要求，主要目的是防止詐

欺消費者或使消費者發生誤解。食品標示之法規要求及處罰如表5.7。

表5.7   食品標示之義務及處罰規定

標

示
條次 標示內容 處     罰

食

品
22I

品名、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

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量多

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之）、淨

重、容量或數量、食品添加物

名稱（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

物，以功能性命名者，應分別

標明添加物名稱）、製造廠商

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

碼及地址（國內通過農產品生

產驗證者，應標示可追溯之來

源；有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公告

之生產系統者，應標示生產系

統）、原產地（國）、有效日

期、營養標示、含基因改造食

品原料、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事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

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

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

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

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

重新登錄 (§47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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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刑法

食品詐欺觸犯的刑法規定，多為刑法第255條之虛偽標記罪及第339
條的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55條第1項規定，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

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同條第2項則規定，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

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亦同。又刑法第339條規定：「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

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從2013年油品混充的食品詐欺案例的司法實務發展，清楚顯示出

我國規範食品詐欺之重罰的爭議。一個攙偽行為在法律上應如何加以評

價，依據食安法，攙偽行為的裁罰可能面臨刑事處罰與犯罪所得沒收或

者行政裁罰與不法利得。我國立法者面對食品安全風暴所採取的回應措

施是不斷處罰 27，亦即加重裁罰效果，參照修法簡表（表5.8）。

綜觀我國食安法多次修法結果，法學界批評刑罰規定輕重失衡，且

食

品

添

加

物

及

其

原

料

24I

品名、「食品添加物」或「食

品添加物原料」字樣、食品添

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

物時，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

以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品名

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

名稱為之)、淨重、容量或數

量、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

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有效

日期、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

使用限制、原產地（國）、含

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

項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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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區分食品詐欺類型，究屬單純財產法益損害，或者有害生命、身體

及健康法益而為不同程度之規範，一昧僅加重刑罰規定，未能在立法上

為全面性檢討，如此欠缺體系性之立法，導致司法實務左支右絀，難以

單靠刑罰的嚇阻效果，確保食品安全 28。我國食安重大事件刑事處罰情

形請參見表5.9。

從表5.9之判決可知，我食安法歷經多次修正，但在食安法第15條

攙偽假冒相同的構成要件下，僅將刑度加重，但各法院對於攙偽假冒的

違規行為是否危害人體健康之認定似有不同，對於科學證據及專家鑑定

表5.8   我國食安法近年修正原因與修正內容對照表 29

事件 食安法修正內容 說明

2011
塑化劑

第31條提高罰鍰上限

第34條刑罰加重

罰鍰上限600萬元

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7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1000萬元以下罰

金

2013
毒澱粉

第44條提高罰鍰上限

新增不法利得裁處

第49條刑罰加重

提高標示不實之罰鍰

罰鍰上限1500萬元

攙偽、假冒、違法添加新增3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800萬元以下

罰金

罰鍰上限300萬元

2013
食用油

提高攙偽或假冒、違

法添加之罰鍰上限

刑罰加重、犯罪所得

沒收

罰鍰上限5000萬元

攙偽、假冒、違法添加之刑罰提

高至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800萬以下罰金

2014
回收油

提高攙偽或假冒、違

法添加之罰鍰上限

刑罰加重、犯罪所得

沒收

罰鍰上限2億元

攙偽、假冒、違法添加之刑罰提

高至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8000萬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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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9   我國近年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刑事判決分析表

事件 主要所犯法條 處罰 (執行刑) 判決字號

塑化劑

89年修正公布

食安法第34條

第1項之違反

食品衛生管理

規定致危害人

體健康罪

昱伸公司代表人及配偶有

期徒刑15年及12年；昱伸

公司罰金2400萬元

賓漢公司代表人及配偶有

期徒刑13年與10年，賓漢

公司罰金500萬元

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字第6588號

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102年度

台上字第4363號

刑事判決

毒澱粉

102年修正公

布前食安法第

34條第1項之

違反食品衛生

管理規定致危

害人體健康罪

103年2月5日

修正前食安法

第49條第2項

之違反食品衛

生管理規定致

危害人體健康

罪

行為人各處2年10月、1年

10月1年8月、1年6月、1
年4月、1年2月、10月及6
月

茂利澱粉有限公司罰金

250萬元

三進粉業公司罰金120萬

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

院103年度訴字第

104號刑事判決

黑心油

(強冠)

違反103年2月

5日修正食安

法第15條第7
款規定，犯同

法第49條第1
項之罪

強冠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葉文祥及副總經理戴啟川

有期徒刑5年

郭烈成應執行有期徒刑

12年，併科罰金5萬元。

施敏毓應執行有期徒刑8
年。得易科罰金部分，均

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

強冠公司罰金5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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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油

(大統

長基)

違反102年修

正食安法第15
條第7款、第

10款規定，犯

同法第49條第

1項之罪

負責人高振利12年有期徒

刑

大統長基食品廠股份有限

公司罰金3800萬元

智慧財產法院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

第13號刑事判決

混油

(富味

鄉)

違反102年6月

21日修正食安

法第15條第7
款 而 犯 第 4 9
條第1項之製

造、販賣攙偽

或假冒食品犯

行不能證明

刑法第255條

第2項之販賣

虛偽標記之商

品罪及詐欺取

財罪部分成立

負責人陳文南、董事陳瑞

禮有期徒刑1年10月，罰

金各2500萬元，富味鄉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無罪

(一審判決富味鄉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

受僱人執行業務犯102年

修正之食安法第49條第1
項之製造、販賣攙偽或假

冒食品罪罪，科罰金500
萬元。負責人從重論以詐

欺取財罪。二審改判。)

臺灣彰化地方法

院102年度矚易字

第2號、智慧財產

法院103年度刑智

上易字第94號刑

事判決

黑心油

(久豐

公司)

違反食品衛生

管理法第15條

第7款、第49
條第 1 項  ( 購

買飼料用油)

實際負責人應有期徒刑10
年，併科罰金450萬元。

受僱人有期徒刑9年

久豐公司罰金1000萬元；

犯罪所得820522元沒收

臺灣嘉義地方法

院103年度訴字第

566號刑事判決

黑心油

(頂新

公司)

食安法第49條

第1項攙偽假

冒罪 (公訴意

旨：頂新公司

透過不實檢驗

報告，使不能

供人食用之油

負責人及其他被告均無罪

(公訴意旨所指本案油品

之酸價、總極性化合物、

重金屬、脂肪酸組成各節

均不足以認定該油品為妨

害衛生之飲食物品。檢察

官亦未能舉證證明本案油

臺灣彰化地方法

院103年度矚訴字

第2號、104年度

訴字第314號刑事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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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見，法院亦有不同之心證。我國食安法對於使用廢棄物、飼料用原

料等不適合人類食用之物質，作為食品原料或添加物，是否應處以刑事

罰，似未明確表達立場，對於使用可能造成人類長期健康風險之物質，

亦未明確規範其可罰性，導致司法判決結果不一致，甚至與人民期待有

相當大之落差。

我國食安法實應就食品危險防止及風險預防，加強源頭管理，不僅

應針對終端產品之安全性加以管控，而應對原料及製程是否有害人體健

康加以管理，針對管制手段全面檢討，建立食品風險評估與監控機制、

強化業者自主管理責任以及資訊公開，全方位防堵食品風險。

4.4.3 我國與國際間食品詐欺之法律管制制度之比較

我國與國際間關於食品詐欺之法律管制制度改革皆從先前的事後

應變管制繼而轉化以預防或減少食品污染或食品詐欺之管制，換言之，

我國新修法已具備預防原則管制的雛型。我國與國際間的差異在於法制

制度內容與執行細節。首先，關於資訊公開與蒐集資料，新修法擴大行

政機關主動公告揭露業者資訊範圍擴大，惟與各國相同均會面臨個人資

料保護或營業秘密之爭議，因此有必要於法律明定。其次，強化業者責

任，我國納入食品業者自主管理與揭露資訊義務，此一強化義務固有其

重要性，但對於自主管理之內容，似非明確，與美國相較提出危害管制

使不能供人食

用之油脂偽以

食用油名義輸

入，再予精煉

降酸以規避檢

查，進而製造

供人食用油脂

銷售)

檢察官亦未能舉證證明本

案油品係來自於非健康豬

隻屠體為原料所熬製之豬

脂等有礙健康之原料，或

係足以妨害衛生製造過程

所製造而成之油品，自難

遽認被告等人有此部分之

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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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與預防管理措施計畫，並不相同。尤其是對於不同類型的食品業者

與不同的食品風險程度，似應考量如美國採行的分級管理模式。第三，

關於建立食品追溯系統，與他國相較，我國限於經行政機關公告類別與

規模之食品業者，而非針對所有食品業者。第四，關於預警系統與緊急

應變措施，歐洲強調快速預警與緊急應變措施採取，避免造成更大的食

品污染擴散，我國雖有預警系統與必要管制措施，惟其措施係以公佈與

揭露資訊以及要求業者自主檢驗，似非屬於緊急應變與管理措施。最

後，相較於其他國家的裁罰手段，本有行政罰或刑事罰不同手段之採

取可能性，應該斟酌食品詐欺對於食品安全所造成危害或風險加以分

級，才能達成食品安全管制之目的。過去我國因欠缺稽查執行能力，因

而立法多以重罰為主，實務上卻時常造成適用上困難，而難以收到警惕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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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結語與建議

我國近十年來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頻傳，不肖業者為節省成本、謀取

暴利而罔顧民眾生命安全的食品詐欺行為層出不窮，政府應積極加以面

對與因應。就法制面而言，食安法雖然因應食品安全事件迭有修正，並

採重罰主義及預防原則，然而實際執行卻發現頗多窒礙難行之處，依本

文之討論，提出因應之作為如下：

甲、有鑑於食品詐欺事件頻傳，但食品中是否具毒性物質或是否造

成健康危害的證明常曠日廢時，對於食品詐欺行為是否可以詐欺的本質

先用刑法之詐欺罪予以處理，或可考量。

乙、食品安全與食品詐欺行為的處罰應在不法的內涵上考慮質與量

的平衡。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中，關於食品詐欺行為的處罰與其他行政

法規內之罰則規定一樣，同時存在秩序罰與刑罰界線，因此，在立法上

與司法上面臨界限的問題。傳統上，行政秩序罰與刑罰之界線在於行政

不法與刑事不法。關於兩者之差異，可分成質（本質）的差異與量（程

度）的差異兩種不同理論。較早被提出的是質的差別理論，此理論認

為，行為若僅是違反國家基於公共秩序維護與促進國家福利所設立之規

範，行為本身並無倫理非難性，以秩序罰加以制裁即可，而應科以刑罰

的行為以具有法益侵害性與倫理非難性為前提。與應科以秩序罰之行政

不法行為不同，應科以刑罰行為之不法內涵並非來自國家之立法，而是

因侵害法益而形成本質上之不法內涵。採量的差異理論者主張，兩者在

本質方面並無差異，僅在不法內涵上有程度之區別。目前比較具有說服

力之說法應是以量之差別為主之質量結合立場。應科以刑罰之行為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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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侵害性與倫理非難性上特別嚴重之行為。超過一定界限量之差異，

可以產生質上之差異，進入刑事不法領域之核心區域。位在交界領域的

行為，則由立法者裁量以刑罰或秩序罰加以對應。

丙、我國食安法規立法政策採取重罰主義，因此對於各項違規行為

構成要件與處罰效果，建議有更明確的標準可以遵循，以有效遏止不法

行為。

丁、食品安全的議題實涉消費者健康保護之公益，政府應思考能確

保消費者獲得安全的食品著手，因此從食品原料的來源、食品製造與經

銷均應加以管制。由於市場上食品琳琅滿目與推陳出新，政府的管制能

力受到一定限制，必須透過強化消費者食品安全知識，利用公眾監督手

段，才能達到有效的食品安全監控。

戊、食品安全包含了食品對於健康的危害與健康的可能危害（風

險），因而政府管制手段包含了防止產生危害與預防產生危害與風險。基

於預防原則之思考，政府應思考如何進行有效的風險評估與管理，以強化

食品安全以及如何與公眾進行風險溝通，降低或避免食品風險之產生。

綜上，基於風險預防與危險防禦原則之思考，政府應思考對於違

反食品安全管制之行為，透過法律加以適當評價。由於食品安全事件頻

傳，我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法雖已增加處罰程度，包含加重刑法自

由刑與行政罰鍰額度。惟政府除了透過處罰業者違反食品安全或為食品

詐欺的行為之外，更應省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食品監測手段是否足

夠與有效，以及如何課與業者更高的法律義務。唯有透過事先預防、管

制以及事後懲罰手段，才能避免類似食品安全事件的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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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建言

本委員會匯集豐富的實務經驗，各盡所長，經過一年期間四次開會

反復討論，乃於衛福部最感需求的五項議題，提出17項共識建言，期待

被轉譯為可行政策，裨益我國食品安全管理施政。

議題一：潛在性未知物質之調查與規範

(1) 食品中可能含有許多未知毒物，為了調查與規範未知毒物的

需要，建議政府建立毒性測試技術和專司毒性測試的機構（bioassay 
methods and laboratories），與相對遠較發達之化學分析技術串聯，進行

「毒性導向的化學分析」（bioassay-directed chemical analysis），用以

發現並鑑定未知毒物，持續建立食品成分毒性資料庫，做為進一步執行

風險評估的基礎。

議題二：分析檢討已有規範之食品或添加物之國際差異

(2) 我國的食品複雜且具特異性，以風險為基礎的食安管理制度的

建立，起步較晚，在模仿先進國家的制度和措施之時，必須詳查國情，

慎加取捨，既能與國際接軌，又能有效保護國人飲食的安全，方能內外

兼顧。政府相關單位面對的挑戰，任重道遠，值得國家優先投資認定。

(3) 風險評估的對象既然是臺灣食品，因國人飲食習慣的特異性，

評估後所訂出的限量標準和殘留容許量，應與國際用值有差異，所以引

用國際值時，必須要有所調整，並詳細分析說明。

(4) 先進國家於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均由常設的高階機構專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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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彰顯公信力和權威性；我國則尚無如此機構，因此施政比較困難。

前衛生署曾編撰一「食品安全白皮書」，其中最優先建言便是設立國家

級風險分析機構。該白皮書已於2007年由立法院通過，建言項目卻尚待

落實，希望藉由此次建言書，予以進一步催促。

議題三：評估爭議性食品――基因改造食品

(5) 當今基因改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GMO）的危

害性證據不充分，以嘉磷塞為例，歐盟與美國之管制意見即迥然不同，

我政府單位宜從長計議，不要過分強調不確定的風險，以免危言聳聽，

造成消費者恐慌。

(6) 食品之違規，除了毒性之外，也需考慮道德和文化層面的可接

受性。提煉自排泄廢物或工業廢物的成分，即便無顯著毒性，也不容絲

毫摻混入食品之中。當前非法食品屢見於市面，毒性之外的非法污染成

分之定義和規範，必須立法確切，完全透明，方能使食品安全性的爭議

最小化。

議題四：風險減免與溝通平台建立

(7) 食品安全的維護，需要產官學和消費者全體動員。對一般消費

者，應施以健康飲食教育及食安宣導，提倡飲食多樣性，營養平衡，講

究食品的新鮮、乾淨、天然，灌輸消費者在食品安全方面應分擔的責任。

(8) 有效施行業者輔導教育，包括合法食品的製造、道德教育、標

示不符、誇大不實等，過程中當謹防導致食品售價哄抬的後遺症。 
(9)為了因應問題之輕重緩急，合理分配管理資源，當根據國人攝食

較多的食品種類，又容易被汙染的食品，整理成資料庫備用。

(10)健康食品的功效確認，雖然不需要如同藥品般的嚴格，但安全

性不容妥協，功效也需明確規範。 
(11)衛福部設計淺顯優質的風險評估認證課程，定期邀請有利害關

係之產官學及媒體關鍵人員，如法官、律師、工程師等，來上課受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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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增進社會上對風險評估的認知和共識。

(12)針對層出不窮的食安問題，建議延續本專案委員會的組成為常

設專家工作小組，當爭議問題發生時，使用論壇資源，即時密集開會，

依據小組專家的經驗和最新學術證據，迅速達成共識結論，經由國衛院

召開記者會，對外發佈立場言論，形成國家公正負責的聲音，為社會民

眾解惑釋疑去恐慌。

議題五：食品安全與食品詐欺

(13)調查國外的食品詐欺案件及其法院判決的輕重，與國內的案件

作比較，作為食安立法的參考。進而立法獎勵民眾檢舉不肖食品廠商，

加重嚴辦違法廠商。

(14)法規的定義要明確，科學家及法官都需有風險評估的概念，對

危害要能量化，可以評估危害之大小，法官才能判定是否有罪或判定罪

刑的輕重。

其他相關議題：

 I. 食品安全風險評估

(15)食品安全所評估的風險，應是「總膳食計畫」式的風險，亦即

「吃進體內才算」的風險，不是食材使用的風險。總膳食計畫中所採用

的暴露參數，是量化國人飲食特異性的重要數據，政府應明確公佈、定

期更新。

 II.  ADI相關

(16)假使國際上尚未訂定某物質的ADI，而國內有需要時，是可以

利用動物實驗來向國際提議此物質的ADI值，並利用此ADI訂定臺灣的

MRL，並且執行管制的工作。

 III. 其他建議：

(17)總膳食調查的風險評估計畫，已完成的結果可當此建言書的背

景資料，尚未執行的計畫可以發展為新的論壇議題。



歷次會議記錄

附 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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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委員會第1次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4年3月17日   星期二   15:00～17:45

會議地點：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臺北辦事處第一會議室

主  持  人：余幸司召集人‧葛應欽共同召集人

出席人員：江宏哲委員‧吳明昌委員‧李志恒委員

                    陳樹功委員‧謝顯堂委員（視訊連線）

列席人員：衛福部曾素香簡任技正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江博煌助研究員

      論壇周紅紅女士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賴芸女士

      徐如欣女士

記       錄：徐如欣

壹、主席致詞

一、衛福部部長希望以風險評估為主。有別於中研院過去寫的建言

書，本政策建言書著重於風險評估與風險分析，最後提供給政府做政策

參考。本計畫今年預算為70萬元。此論壇至少會執行2~3年以上。

二、論壇只是大家集思廣益寫出政策建言，並非要做研究，政府會

再組成研究議題委員會。今天要凝聚各位委員的共識，替民眾把關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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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幫助衛福部食藥署應對食安事件。要達到這樣的目標，需討論該

如何分組進行。分組後各負責人可再組成一撰寫小組共同作業。

三、俟所有撰寫小組確立，會再召開一次委員會，之後每兩個月召

開一次會議，開會時間日後另行安排並通知。

貳、背景說明

一、葛應欽共同召集人說明「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研議計

畫」內容，詳如附件。

參、「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建言書」之分組撰擬方式討論

一、論壇進行程序

1. 過去論壇程序為：

(1) 提出題目召集委員會表決題目。

(2) 組成專家委員會與工作小組。

(3) 尋求專家撰寫。

(4) 審稿、舉辦公聽會。

2. 經由工作小組討論定好各章節的主題，回顧國內外相關的論

文融入到章節中。

二、衛福部需求與期望

1. 依據衛福部目前的困難去收集資料，衛福部期望解決的問題

如下：

(1) 潛在未知毒性物質――建立target & non-target analysis技
術，由臺大  農學院教授與食工所協助。

(2) 國內外法規差異――研究CODEX及美國FDA的法規，可

委託國際生命科學會（International Life Science Institute, 
ILSI）。



148         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

(3) 食品添加物――李志恒院長協助，以通訊協定（Network 
Time Protocol, NTP）的方法來進行。

(4) 風險評估――食安事件發生時，回顧相關研究，提供即時

「懶人包」資訊，進行初期風險溝通與風險教育。

2. 希望能有系統地、有組織地去做預先的研究（post survey）

或探討。

3. 碰到緊急議題時，可以有人力快速收集統整資料，做出初步

的評估，幫助穩定社會氛圍；而平時可做不同項目、屬於長

期的風險評估研究。

三、論壇經費運用

1. 論壇之經費用於召開會議、搜尋資料的人力，以及撰寫、排

版、印刷等，甚至舉辦國際會議，不用於支持研究執行。

2. 環毒中心執行中的計畫已涵蓋部分議題，可解決人力不足

問題。

肆、擬定分組與負責人 

一、請臺灣食品藥物管理署（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FDA）曾素香簡任技正提供過去、現在TFDA在做的事情，政府的需

要，要解決的問題。

二、各小組負責人可就負責主題邀請其他專家一同撰寫。

三、主題及小組負責人如附件。

會議實錄

一、重點摘錄

1. 建言書中包含前言、先前成果，現況分析、預期成果、未

來展望等，一個章節請一位專家撰寫，一個主題3,000字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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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包含文獻回顧、國內外差異、國際法規等。

2. 食藥署有很多計畫委託出去，可以從這些計畫中覺得做得不

夠的提出主題，或者提出未委託的計畫當作主題。並考量從

國衛院與食藥署的執行面切入。

3. 在建議書中定義緊急事件發生時需要參與的機關、國衛院和

衛福部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並加入落實執行辦法。

4. 對食品原料的定義與規範要有所著墨，考量道德倫理層面。

5. 加強對健康飲食習慣的建議，幫助消費者建立良好的健康飲

食習慣。

6. 執法人員不懂毒物學「量」的概念，現行法規無法嚴懲不法

廠商。建議訂定獎勵辦法，鼓勵民眾參與檢舉不法食品廠

商，並立法嚴懲不法廠商。

7. 農產品的農藥容許量是各種不同農藥分別訂定，但各種農藥

加總之後對健康的影響並未探討。

8. 食安事件不完全是學術的問題，而是風險溝通的問題。

二、完整實錄

余幸司召集人：衛福部部長希望以風險評估為主。有別於中研院過

去寫的建言書，本政策建言書著重於風險評估與風險分析，最後提供給

政府做政策參考。本計畫預算為70萬元。

江宏哲委員：過往經驗是將建言書分為數個章節，透過會議討論，

釐清建言書的撰寫邏輯，定好各章節的主題，並回顧國內外相關的論文

融入到章節中。在決定章節主題之前，會經由工作小組討論。本政策建

言書會直接面對政府部門，例如衛福部食藥署；與中研院寫的建言書是

直接面對總統不同；中研院的政策建言書讓政府成立食安辦公室，防治

體系也分辦到各權責單位，有達到一定程度的目標。

曾素香簡任技正：希望能有系統地、有組織地去做預先的研究

（post survey）或探討，就能避免遇到緊急事件時兵荒馬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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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樹功委員：這個政策建言書應該是針對衛福部施政規劃的建議，

那麼就要依據衛福部目前的困難去收集資料，將來做決策時便有科學依

據。食品議題牽涉的範圍非常廣，包括毒物、添加物，特殊的成分等

等，應該要針對個別項目提供科學資料或國外經驗？或者是整體風險評

估的操作？風險評估在毒物學領域發展較成熟，特別是環境毒物學，然

而在食品安全的風險評估近幾年才發展。蔣部長可能比較傾向於，碰到

緊急議題時很快有人員能收集統整資料，做出初步的評估，幫助穩定社

會氛圍，而平時可做不同項目、屬於長期的風險評估研究。長時間的風

險評估國外有不少資料，要沿用國外資料進行研究，或者參考國外資料

另行開發項目，會牽涉到未來工作方向。主管機關的資源有限也是一個

困難點。部長希望針對組織架構提出建議？或者是針對科學技術的操作

提出建議？可能需要釐清，才能決定報告書撰寫方向。

李志恒委員：中研院的白皮書屬於全面性的，或許可從國衛院與食

藥署的執行面切入，就不會與中研院的白皮書有所衝突。執行面較欠缺

的是人員不足的問題，而環毒中心執行中的計畫已涵蓋部分議題。風險

評估的整個程序中，最好有流行病學的研究，但是流行病學研究耗時較

久。若把TFDA緊急應變機制與日常工作項目切割，邏輯上有點問題。

在美國的NTP計畫是建立committee挑出重要項目，在臺灣也應該屏除私

心，挑出當務之急要解決的項目。首先要看毒性資料庫是否充足，出現

目標毒性物質時，便去資料庫收集資料，做初步的結論，若資料庫中沒

有該毒性物質的資料，屬於未知風險，可用體外測試系統，做基本毒性

檢測。參與的機關有哪些，國衛院和衛福部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建

議書中可以清楚定義。

江宏哲委員：以近期和衛福部處理食安事件的經驗，葛應欽共同召

集人提出的都是目前衛福部最需要的。首先是潛在未知毒性物質，尤其

餿水油事件，大家最想知道油裡面有什麼物質？但衛福部的法規中檢驗

項目是固定的。所以需要研擬出一套方法，能快速檢驗出存在的物質，

target & non-target analysis技術是目前亟需的，食藥署也很希望建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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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技術，國內部分化學專家或食品專家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再來是國

內外法規差異，國內許多法規已不符時代需求，食藥署要變動法規也需

要研究基礎，我們要研究CODEX及美國FDA的法規，和我國有什麼落

差。接下來是食品添加物，這也是最常爆發的食安事件之一，通常是將

食品添加物又去modify，這部分尚未有人做過健康風險評估。食品添加

物面臨的問題是，比較毒的添加物有哪些？食品標示是否確實？另外還

有基因改造食品，在行政院是定調為農委會負責管理，食藥署的立場較

尷尬，應該兩個單位共同合作。國衛院的計畫中，與國際法規接軌的部

分委託ILSI，ILSI是一個食品衛生的團體，且是CODEX的會員，請他

們做國際法規的比較。未知毒性物質的target & non-target analysis請台

大農學院教授與食工所協助。食品添加物的風險評估現在請李志恒院

長協助，以NTP的方法來進行，部長非常重視NTP，由國衛院和TFDA
直接展開，請相關領域的專家篩選priority，李院長也提供computer 
toxicology bioinformatics技術。最後是風險評估，在食安事件發生時，

TFDA最需要人力去回顧相關研究，做出「懶人包」資訊，這屬於初期

風險溝通與風險教育。

謝顯堂委員：

(1) 當前問題緊迫，需要定一個能立竿見影的題目。首先建議不要

再談風險評估，因為風險評估無法解決問題，它是需要長期

research的題目，建議將計畫題目中的「風險評估」改為「風險

減免」，另外題目中的「預防」可改成「預警」，因此整個題

目可改成「加強食品預警及減免政策計畫」。

(2) 2007年也有一本食品安全與營養白皮書，也是施政建言書，當

初立法院也接受，理當要執行，但並未落實，因此這次應該加

入落實執行辦法。風險評估是長期投資，國際上很多團隊可做。

(3) 對食品原料的定義與規範要有所著墨，除了科學、毒性，要考

量道德倫理。

(4) 可加強對健康飲食習慣的建議，幫助消費者建立良好的健康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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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習慣，例如注重飲食多樣性、注意飲食清潔、盡量食用天然

的、新鮮的食物，即使飲食中有不好的物質，也可降低風險，

要請政府宣導。

(5) 可獎勵民眾參與檢舉不法食品廠商，在劣質油事件中，民眾的

檢舉貢獻很多，所以可訂定獎勵辦法。對不法廠商的懲處也要

加嚴，需要立法。

(6) 台北市長柯文哲的政策之一就是食品安全，他本人擔任食品安

全委員會召集人，透過台北市衛生局，把關品安全，因此本論

壇可考慮和台北市合作，彼此學習、支援。國衛院是任務導向

的機構，受到政府委託，要解決當前緊迫的問題，不一定要寫

很響亮的科學計畫，但是是很實用的。

吳明昌委員：執法人員不懂毒物學「量」的概念，現行法規無法

嚴懲不法廠商。農產品的農藥容許量是各種不同農藥分別訂定，但各種

農藥加總之後對健康的影響並未探討。農委會許多查驗農藥的計畫不對

外發表，延伸出許多問題。美國的National Food Research Center做得很

好，或許可學習他們的經驗。70萬元的經費能做的事情有限。台北市做

食品安全相對容易，他們只需負責消費端，但我們除了消費端還要顧及

生產端。食安做得好也可以提升經濟發展。農藥超標問題嚴重，但主要

由農委會管理，衛福部是否要介入？

（江宏哲委員補充：請吳明昌委員向美國National Food Research 
Center提出授權，將該出版品翻譯成中文）

余幸司召集人：論壇只是大家集思廣益寫出政策建言，不是要做

研究，政府會再組成研究議題委員會。今天要凝聚各位委員的共識，替

民眾把關食品安全，幫助衛福部食藥署應對食安事件。要達到這樣的目

標，該如何分組進行，是接下來要討論的。

葛應欽共同召集人：根據過往經驗，第一階段是提出題目，接下來

去召集委員會，表決題目後，徵求專家組成委員會，並成立工作小組，

尋求撰寫的專家。還會舉辦公聽會，寫完後進行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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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博煌助研究員：這次可說是重啟過去論壇的模式，從國內重大議

題開始，由委員提出再做問卷調查，排序之後大家認為食品安全是重要

的問題，所以我們去跟衛福部溝通，希望由國衛院召集委員會來進行。

一開始舉行1～2次的委員會訂定題目，針對題目進行的方式凝聚共識，

特別都會邀請衛福部長官出席，長官可以表達需求，我們也可以向衛

福部請求經費。論壇就是一個平台，大家集思廣益訂定題目，再向下做

分組，由題目的召集人徵求分組撰稿人。食安範圍很廣，70萬的經費事

實上略為不足。經費是要支持會議的進行，例如搜尋資料的人力，以及

撰寫、排版、印刷等，甚至舉辦國際會議，經費並不支持研究部分。今

天的會議主要是凝聚對主題的共識，討論如何分組、該邀請哪些專家撰

寫，跟之前的論壇類似。

李志恒委員：食品安全要分為學術正確與政治正確。過去食安事

件導致多位長官下台，不完全是學術的問題，其實是風險溝通的問題。

若參考NTP的做法，集結各部會首長與學者專家，做所謂的分散政治風

險，或許在處理食安事件上能有較好的結果。以學術角度而言，完整的

風險評估是不可或缺，但經費有限，只能回歸到國衛院的計畫去做，建

立檢測與預防機制。是否能更聚焦，在國衛院與TFDA能夠做的範圍內

去思考，不要太大範圍。舉例來說，地方菜市場販售的蔬菜如何知道是

否安全，這是地方的權責，中央的責任是訂定標準，跨縣市、跨國的食

品才是中央需要思考的。國衛院應該是幫忙做全國性的，因此這部分要

做好區隔。

葛應欽共同召集人：政治太不可預料，我們著重在社會、經濟、

學術、專業方面，提供論壇平台，凝聚共識。很多防災體系都有預警制

度，但衛福部都沒有專家委員會或專家體系提出專家意見。建議建言書

中可包含前言、過去分析，以及現在該怎麼做、預期成果、未來展望等，

大概分4-5個章節就好，一個章節請一位專家撰寫。請大家討論章節主

題，一個主題3,000字左右，包含文獻回顧、國內外差異、國際法規等。

要給撰稿專家稿費，過去曾以一個字10塊錢計算，且上限是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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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樹功委員：食藥署有很多計畫委託出去，是否可以從這些計畫中

覺得做得不夠的提出，或者提出未委託的計畫當作主題。

葛應欽共同召集人：題目已經過部長同意，若要修改需重新跑流

程。謝教授的題目可做為章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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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委員會第2次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4年7月20日   星期一   14:00～16:00

會議地點：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臺北辦事處第一會議室

主  持  人：余幸司召集人‧葛應欽共同召集人

出席人員：江宏哲委員‧吳明昌委員（請假）‧李志恒委員

                    林嬪嬪研究員（請假，由周韋均博士後研究員代理）

                    康照洲委員（請假）‧徐源泰委員（請假）

                    陳保中委員（請假）‧陳樹功委員

                    黃登福委員‧曾素香簡任技正

                    謝顯堂委員（視訊連線）‧顏國欽委員（請假）                                               

                   （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人員：衛福部食藥署企科組王兆儀組長‧江怡君技士

                    本院論壇江博煌副研究員‧連婉吟研究助理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鄒惠貞研究助理

                    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賴芸管理師‧徐如欣研究助理

記        錄：賴芸管理師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及確認上一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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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討論與

決議事項

承辦

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會議決議

1 前 言 的 部

分，請曾素

香簡技提供

過去的資料

食藥署 曾簡技已提供過去的資

料

余幸司召集人：

待草稿完成後可

再詳細檢視內容

2 請食藥署推

薦 主 題 三

「評估爭議

性食品、污

染物或添加

物風險」之

負責教授

食藥署 曾簡技提供之名單：國

立臺灣大學生物科技系

潘子明教授、國立臺灣

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呂

廷璋教授、國立臺灣大

學園藝系許輔教授、臺

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

科楊振昌主任、食品工

業發展研究所朱文深研

究員、國立成功大學李

俊璋教授

提案討論時決定

3. 謝顯堂委員

於會議前提

供 多 項 意

見，如附件

1

--- --- 提供給各位委員

參考

參、進度報告

1. 前言（曾素香簡任技正、陳樹功教授）

(1) 曾簡技報告，提供資料如附件2。

(2) 以目前的資料，似乎與後續章節連貫性較為薄弱。

(3) 陳樹功委員建議：「前言」要與後面的主題工作能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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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先完成相關背景資料蒐集之後，再摘要成為「前言」。

(4) TFDA企科組王兆儀組長同意，將再搜尋主題相關之歷史資

料，並提供給各主題負責委員撰寫參考。

(5) 葛應欽共同召集人建議：Summary過去的事件、學得的教訓

及其不足之處，以列表方式呈現並佐以文字。

(6) 謝顯堂委員提出：健康風險評估有一定的框架，只能針對已

知的毒物，對於未知毒物無法評估，這是健康風險評估的限

制。如何跳脫這個框架的限制，是一門重點。

2. 主題二――分析檢討已有規範之食品或添加物之國際差異

                     （林嬪嬪研究員，由周韋均博士後研究員代表報告）

(1) 周博士報告，資料如附件3。

(2) 陳樹功委員提供資料來源：

A. TFDA於2011年辦理了全國食品安全會議，會中食品添加

物的資料有與國外的比較，可以更加強內容完整性。

B. 食品添加物的風險分為兩層次：化學物質本身是否安全，

以及使用時的風險。

(3) 葛應欽共同召集人建議：

A. 需要比較各國與臺灣之作法有何不同，並討論國外已經在

做，但是臺灣沒有的，且目前整理的主要是法規與程序，

是否可回顧相關案例，並依據案例提出臺灣要如何跟進。

(4) 黃登福委員建議4點，希望盡量在內容論述：

A. 我國的食品添加物有800多種，將我國努力的方向寫出

來，以免未來反過來責難政府管太多；

B. 政府不許可，可是民間卻一直用，應蒐集食品添加物的中

毒案例作為教育；

C. 傳統市場管理、人員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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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複方，因立法委員堅持而要標示，這是國際首見。對於我

國風險物質建議多著墨。

(5) 謝顯堂委員建議應加強源頭管理，因為每個國家對於已知物

質是訂定ADI，因此我國很多物質無法訂定ADI。另外，提

醒引用國外法規時，建議由台灣觀點來撰寫。

(6) 李志恒委員建議：此主題不只要做民眾教育，我國食品添加

物品項數量與國際間差異甚大，以香料為例，我國核可的香

料只有90種，而國外卻將近3000種；主要原因是我國沒有

GRAS物質的立法精神或規定，因此所有列管的品項均需完

整的安全評估作法，即便是已經使用千百年的食品或添加物

也沒有豁免規定，現實上無法進行全面性的毒性實驗，管理

上不切實際，建議要修法。

3. 主題四――風險減免與溝通平台建立（吳明昌教授兼院長）

(1) 吳明昌院長提供的初稿如附件4。

(2) 黃登福委員的建議：

A. 業者輔導容易做，但會有導致食品售價很貴的後遺症

B. 推廣教育：合法可以用的教育、道德教育、標示不符、誇

大不實……等。

C. 健康食品的部分，政府應做監督與管理，不要做保證。例

如紅麴。

D. 建議根據國人攝食較多的種類，會被汙染者，整理於資

料中。

(3) 陳樹功委員補充說明：

A. 部分民眾對健康食品的認知及依賴不正確，導致不能接受

存在任何風險。

B. 健康食品的功效確認不需要如同藥品般的嚴格，但為因應

外界要求，因此，健康食品審查現在已經越來越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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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重點不是在於沒有功效，是要讓消費者認知功效的定義。

(4) 謝顯堂委員建議：

A. 計算ADI時，一般均低估了安全劑量的暴露，因為ADI是
針對慢性的，並非急性的，建議特別檢視「終身每日劑

量」的定義和合理性。

B. 建議將ADI據理放鬆，即數字高一點，以減輕政府監督的

壓力，同時加強民眾教育，宣導持續使用含有此物質的食

品，將導致何種疾病的風險，以培養民眾的劑量觀念，參

與對吃的安全的把關。惟，是否因此會造成我國貿易的困

難，需另作考量。

(5) 葛應欽共同召集人：建議吳明昌委員就ADI即從動物外推到

人類的部分多做介紹與說明。

(6) 李志恒委員建議：

A. 這個題目太廣泛，建議需要限縮。

B. 這個部分應該是TFDA最常用到，建議以風險評估的四要項 
 討論如何減免風險，以及參考USEPA對風險溝通的黃金七

 守則（The EPA’s Seven Cardinal Rules of Risk Communication），
其中例如「與可靠的來源合作（Coordinate and collaborate 
with other credible sources）」，譬如以毒物學會的專家群作

為風險危機出現時之合作來源。

(7) 曾素香簡任技正說明：

A. ADI的溝通正持續的努力中。

B. 溝通平台的建立：媒體、名嘴的節目，對於民眾的教育

最難。

4. 主題五――食品安全與食品詐欺（李志恒教授）

(1) 李志恒委員構想報告： 
A. 以在韓國2013年的根除四惡會議的受邀演講作為基本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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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其中食品安全事件屬食品詐欺者被視為四惡之一。

B. 分為四部份來撰寫：

a. Introduction：先說明何為食品詐欺，國際的定義、以及

在食品安全中的角色。

b. 台灣食品安全事件及詐欺事件的歷史演進及影響。

c. 食品詐欺之類別並舉例說明。

d. 目前各國對於食品詐欺的處理方案為何，最後提出建

議案。

(2) 葛應欽共同召集人：食安事件是否可以不要放在食藥署，就

以刑法來辦理？

(3) 謝顯堂委員：如此作法，必須對食品詐欺和食品安全二詞，

有明確的定義和規範。

肆、提案討論

1. 主題三――評估爭議性食品、污染物或添加物風險，負責教授之

                        推薦，提請討論

會議決議：

(1) 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呂廷璋教授

(2) 謝委員的建議提供給主負責人

伍、臨時動議

1. 計畫執行進度：江博煌副研究員

(1) 7月底提供期中報告，12月中旬提交期末報告，希望能提出

草案。

(2) 7月23日（星期四）召開諮議委員會，本委員會將今天的會議

summary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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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黃登福委員建議：

(1) 食品安全涉及的並非單單是食品，尚有環境因素，因此與環

保署、農委會有關，應該要其他單位的協助。

(2) 期待可以教育媒體，是否可以有主管單位(或許是新聞局)進
行媒體道德教育

3. 江博煌副研究員：論壇提供資源供委員們利用，兩個主要的資源

如下：

(1) 參考文獻全文取得系統，24小時內可取得。

(2) 網路論壇開張，網路投票需求也可協助。

陸、散會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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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委員會第3次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4年9月14日   星期一   12:30～14:30

會議地點：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臺北辦事處第一會議室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10樓（南港軟體園區F棟）

主  持  人：余幸司召集人‧葛應欽共同召集人

出席委員：江宏哲委員（請假）‧吳明昌委員

                    李志恒委員‧康照洲委員

                    徐源泰委員（請假）‧陳保中委員（請假）

                    陳樹功委員‧黃登福委員

                    謝顯堂委員（視訊連線）‧顏國欽委員

出席人員：林信堂研究技師

                    林嬪嬪研究員（請假，由周韋均博士後研究員代理）

                    潘子明教授

列席人員：衛福部科技發展組洪培凱‧本院論壇連婉吟研究助理

                    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賴芸管理師‧徐如欣研究助理

       廖志偉研究助理

記        錄：賴芸管理師

會議議程



163｜附錄一｜歷次會議記錄

一、召集人、共同召集人致詞：略。

二、進度規劃報告：資料如附件1

三、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四、進度報告

1. 前言（林信堂研究技師、陳樹功教授）

(1) 林信堂研究技師報告，提供資料如附件2、3。

(2) 過去就有風險評估的研究計畫在進行，來制定限量標準或是

MRL，每一種危險因子皆需要評估過才能制定標準。

(3) 風險因子分成九大類，每一種類再細分成不同品項，而附件

資料以藍色字樣表示的品項是食藥署至今年為止已經執行評

估的項目。

(4) 97-103年間，食藥署執行的風險評估相關計畫中，其評估方

式像傳統Risk assessment，由供應群、攝食資料庫去了解不同

性別、年齡、族群其取食量去推估檢測物質在國人攝取量中

有多少，對健康上的風險如何，基於這個原理來訂定待測物

質的容許量。

(5) 對於近幾年來發生的食安問題，如何使相關食品業者了解食

品安全的風險評估，可能透過開設食品安全、評估的課程來

修正。

(6) 對風險評估來說，最重要的是訂定限量標準（對食品醫藥而

言）和殘留容許量（對農藥、動物用藥），而這些標準從何

而來，是透過衛福部嚴密而複雜的轉譯過程訂定出來的，之

後希望相關食品業者能夠了解其中的原理。

(7) 陳樹功委員建議：謝顯堂教授先前參與的風險評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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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果可以拿來當此建言書的背景資料，做過的計畫可以

review而避免重複，未執行的計畫可以開新的題目來發展。

(8) 葛應欽共同召集人建議：五個主題可以從這些資料中參考，

如果主題有關連，可以參考然後給意見，如果沒有，委員可

以在建言書中加強說明。

2. 主題一――潛在性未知物質之調查與規範（康照洲教授）

(1) 在之前的食安事件中，有些毒物是被惡意添加，有些是不經

意被添加，有些是在製作過程中所產生而不被認為是毒物的

部分，可能會朝這三個方向來探討。

(2) 困難點是如何利用檢驗的技術來發掘未知的毒物，這會利用

到技術的串聯，因為每一種技術跟儀器都有其極限，可能需

要找相關分析人員來合作。儀器的部分也可以跟儀器商討論

設定目標來達成檢驗未知物目的。

(3) 謝顯堂委員建議：對於未知的毒物，應建立毒性測試技術

和專司機構 （Bioassay methods and labs），與化學分析技

術串聯，進行「毒性導向的化學分析」（bioassay-directed 
chemical analysis），用以發掘鑑定未知毒物。

(4) 葛應欽共同召集人建議：現在的儀器已經可進行超微量的分

析，對於人體代謝物的檢驗部分也可以說明。

(5) 在文章的部分，就食品毒物含量跟人體毒物暴露的部分來加

以著墨。

(6) 黃登福委員建議：對於華人食品中，FDA不許可使用，但是

卻用的很廣的添加物，而此添加物可能沒有規定也可能測不

出來，是否在主題一中特別著墨。

3. 主題二――分析檢討已有規範之食品或添加物之國際差異

                       （林嬪嬪研究員，由周韋均博士後研究員代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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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韋均博士報告，提供資料如附件4。

(2) 在分析過程中發現國內直接引用國外的規範值，這樣容易因

為國人飲食習慣的大不同而有所差異，之後會跟林嬪嬪老師

討論建言書中國人暴露值的部分而特別著墨，在引用指標值

時會計算暴露參數是否符合國內的法規規範。

(3) 有正面表列的食品添加物才能申請，沒有的則無法申請。

ADI主要是參考國際間的資料，或是業者準備毒理試驗的資

料交由FDA來評估。

(4) 謝顯堂委員補充：此次風險評估的是臺灣，而國人的飲食習

慣有著很大的特異性，理論上，ADI跟暴露特性有著很大的

關聯性，但是臺灣習慣上直接引用國際間ADI的資料，所以

必須要有所調整，因為暴露程度是非常不一樣的。另外，希

望將總膳食計畫的報告資訊納入，因為總膳食計畫所評估的

風險是吃進體內的才算，不是只看食材的部分，如此評估出

來的風險才是真正的風險。總膳食計畫中的暴露參數和容許

量是很重要而且符合國人的，如此的資料才能跟國際接軌。

還有，先進國家對於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皆有常設機構負責管

理，而我國尚缺國家級常設食安風險評估專責機構, 應是一項

與國際重大差異!希望能藉由此次建言書進一步催促。

(5) 李志恒教授提出：其他國家是政策出來業者就遵守，但是在

臺灣是要求廠商配合，如果廠商回應做不到，怎麼辦？

(6) 謝顯堂委員回應：這是因為我國沒有國家級機構專司評估和

定策，致使政府施政缺乏公信力。

(7) 在草案publish之前會先找業者討論協商，看是否能達成，這

是風險溝通中很重要的程序，雖然臺灣跟其他國家的做法不

同，但這是達成目的很好的雙向溝通。

(8) 康照洲教授建議：執行的可行性當然不會跟安全性起衝突，而

codex的精神是以最低限量為標準。臺灣在攝食量跟暴露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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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確實是沒有明確規範，所以在貿易時只能依照他國的規

範走，而建言書便可以說明臺灣跟他國差異的原因跟理由。

(9) 陳樹功委員建議：臺灣如果要產生國內的ADI，是很花費時

間跟金錢的，所以只能利用攝取量的部份切入去制定MRL或

是限量標準。評估食品添加物安全的工作，國內做的都是me 
too的評估，不是新的食品添加物的評估，此種情形希望能在

比較差別時加以說明。

(10) 謝顯堂委員回應：ADI 是一項毒性常數，受國際接受尊重, 很
難以臺灣消費者的特異性去爭求調整其數值。

4. 主題三――評估爭議性食品――基因改造食品（潘子明教授）

(1) 潘子明教授報告，提供資料如附件5、6。

(2) 陳樹功委員提出：在GMO相關領域中，歐盟說嘉磷塞不可以

使用，是基於甚麼理由，是否能用科學來解釋？另外，WHO
的IARC將嘉磷塞列為致癌物質，而美國說此項分類不對，建

議潘教授針對這個爭議性的問題再加以說明。

(3) 謝顯堂委員提出：是否在建言書內提出爭議性食品的定義，

規範， 和管理。

(4) 黃登福委員建議：希望潘老師能夠對引起過敏的食品特別

著墨。

(5) 康照洲教授回應：過敏性的食品在ILSI資料庫已有充分資料

應可直接參考。

(6) 過敏部分如要加入只能加入與基因改造食品相關之過敏部

分，（如是我可以請蔡肇基醫師幫忙）否則範圍太廣，且與

第三部分之主題不符，且牽涉太廣）。

(7) 爭議性食物之定義，最初擬稿者是否可以幫忙，因我第三次

才加入，恐無法了解原提出者之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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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題四――風險減免與溝通平台建立（吳明昌教授兼院長）

(1) 吳明昌教授兼院長報告，提供資料如附件7。

(2) 康照洲教授建議：網路謠言中佔多數的是食品方面，衛福部

有闢謠小組探討謠言真假，這個部分可以加入建言書中探討。

6. 主題五――食品安全與食品詐欺（李志恒教授）

(1) 李志恒教授報告，提供資料如附件8。

(2) 陳樹功委員建議：調查國外的食品詐欺案件其法院判決的輕

重，將此案件跟國內的案件作比較。

五、臨時動議

1. 計畫執行進度：江博煌副研究員

(1) 10月底前提供期末報告，11月初希望能將草案繳交出去，12
月初是建言書的初步定稿，12月中旬確定定稿。利用11至12
月完成正式建言書的部分。

(2) 謝顯堂委員建議：論壇建言書有別於研究論文，內容應力求

簡潔丶明確丶篤定，易於轉譯為政策言語者。細節資料以附

件陳現，本文則盡量求短。

六、散會（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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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爭議性食品――基因改造食品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4年10月13日   星期二   13:30

會議地點：衛福部食藥署C201室（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61-2號)）

主  持  人：潘子明教授

出席委員：朱文深副主任‧李國欽前所長

                    余祁暐副研究員‧廖俊旺教授（請假）

會議議程

一、主持人（潘子明）致詞

感謝各位撥空參加此次共識會議，廖俊旺老師因有課無法參加。國

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為TFDA委託之計畫—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

研議計畫，乃針對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提出政策建言。由國家衛生

研究院與中國醫藥大學承接，余幸司與葛應欽兩位教授主持。執行期間

為2015.04-2015.12，研議計畫目的為提出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之政

策建言。

本計畫針對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提出政策建言。故研議計畫重

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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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潛在性未知物質之調查與規範：先從臺灣尚未規範，而外國

已列為規範之檢驗項目着手。

2. 分析檢討已有規範之食品或添加物之國際差異：各國檢驗方

法、標準可能不同，重新評估設定。

3. 評估對健康效應爭議之食品或添加物風險：例如基因改造食

品、易過敏食物、老弱特殊族群敏感食品，及多項添加物之

交互作用等。

4. 風險溝通與管理：由於資訊發達，立場各異，加上科學的不

確定性，對於食品安全看法不一，須有超然的各種專家意

見，尤其中央研究院院士層次，並有消費者或民眾的參與，

如何組成運作，具有公信力，不受干擾，皆須訂定政策, 而
食品管理單位是否由目前食藥署分出，提升權責獨立作業，

也可以考慮可行性。

其中第三主題為評估爭議性食品、污染物或添加物風險，由潘子明

教授主持。在第三次會議時潘教授提出此主題之重點與負責人如下：基

因改造食品之安全性與標示基準探討。

由於資訊發達，立場各異，加上商業利益考量，對基因改造食品之

安全性與標示基準，包括標示下限與深度加工是否需要標示，各方有不

同意見，需有超然的各種專家意見，並有消費者或民眾的參與，如何組

成運作，具有公信力，不受干擾，皆須訂定政策。

  I. 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探討：針對已發表對基因改造食品之

安全性疑慮提出正確之說明／朱文深副主任。

 II. 基因改造食品中嘉磷塞含量與其致癌性探討／李國欽前

所長。

III. 法國康恩大學學者沙洛里尼在《食品與化學毒物學》期刊

發表文章，宣稱基因食品致癌報導論文之評析／廖俊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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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IV. 基因改造食品標示下限由5% 降至3% 對民生經濟之影響／

余祁暐 副研究員。

V. 深度加工基因改造食品標示之研議／潘子明教授。

原則上每一個主題3000字左右，交稿日期請於10月30日前繳交。

二、自由座談

三、散會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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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委員會第4次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4年10月20日   星期一   10:00�12:00

會議地點：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臺北辦事處第一會議室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10樓（南港軟體園區F棟）

主  持  人：余幸司召集人‧葛應欽共同召集人

出席委員：江宏哲委員（請假）‧吳明昌委員（請假）

                    李志恒委員‧康照洲委員（請假）

                    徐源泰委員‧陳保中委員（請假）

                    陳樹功委員‧黃登福委員

                    謝顯堂委員（視訊連線）‧顏國欽委員（請假）

出席人員：林信堂研究技師‧林嬪嬪研究員（請假）

                    潘子明教授  （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人員：衛福部科技發展組洪培凱‧本院論壇工作小組陳麗秋主任

                    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賴芸管理師

記        錄：賴芸管理師

會議議程

一、召集人、共同召集人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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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度規劃報告：略

三、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1. 葛應欽共同召集人提出：ADI在國際上和毒理學中已是常規，但

是由實驗動物延伸到人類的部分在研究上還是有可以著墨之處，因為實

驗是利用小鼠和大鼠進行測試，然後再將實驗劑量乘於1／10或1／100
來考慮老弱族群，另外，在職業病的考量又有不同的耐受量。除非是國

內食品沒有ADI，才需要訂定臺灣的ADI。
2. 謝顯堂委員補充：假使國際上尚未訂定ADI，而國內有需要時，

是可以利用動物實驗來向國際提議台灣有需求，然後利用此ADI訂定臺

灣的MRL，並且執行管制的工作。

四、進度報告

1. 前言（林信堂研究技師、陳樹功教授）

(1) 已盤點風險評估計畫，如果需要成果報告及資料，可再進一

步提供。目前提供的資料中，TFDA會負責將過去的資料與

研究彙整以完成「前言」的內容。

2. 主題二――分析檢討已有規範之食品或添加物之國際差異

                       （林嬪嬪研究員）

(1) 提供資料如附件1。

(2) 葛應欽共同召集人建議：內容很詳細，但為使建言書能清楚

明確請主題可以再撰寫0.5~1頁的摘要與總結，以利閱讀。

3. 主題三――評估爭議性食品――基因改造食品（潘子明教授）

(1) 於10月13日在FDA開小組會議，討論文章內容分配事宜。

 I. 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探討：針對已發表對基因改造食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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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疑慮提出正確之說明／朱文深副主任。

 II. 基因改造食品中嘉磷塞含量與其致癌性探討／李國欽前

所長。

III. 法國康恩大學學者沙洛里尼在《食品與化學毒物學》期刊

發表文章，宣稱基因食品致癌報導論文之評析／廖俊旺

教授。

IV. 基因改造食品標示下限由5% 降至3% 對民生經濟之影響

／余祁暐副研究員。

 V. 深度加工基因改造食品標示之研議／潘子明教授。

(2) 謝顯堂委員建議：GMO食品的毒性證據不充分，危害未完全

證實，所以應建議政府單位提防言過於實、危言聳聽，這樣

容易造成消費者恐慌，所以要建議政府從長計議，不要強調

可能的危害。

(3) 徐源泰委員建議：不要探討還在爭議的文章，因為建言書完

成後歐洲的法院或學術界可能對爭議的文章有新的看法，是

否該著重在科學管理背後的理論，暫時不要碰觸還在爭議的

事件？

(4) 葛應欽共同召集人提出：是否該建議政府對Group 2A、2B致

癌物有所保留還是列表呈現？

(5) 陳樹功委員提出：在此次建言書中，不可能提出肯定的分

級，因為致癌物都是個案的關係，就像嘉磷塞一樣是特別的

個案，而且隨著時間的變動，科學的解釋也會有不同的詮

釋，所以對於主題三第三點還是可以探討的。

(6) 會將此議題列入的原因是因為目前在臺灣有機業者反對GMO
（商業衝突），所以在此提出說明，主要是將事實呈現給民

眾了解、判斷，而不是比較誰對誰錯。另外，不要以訛傳訛

讓民眾認為吃了GMO的食品會得癌症。

(7) 謝顯堂委員提出：因為我們被認定是專家，所以必須替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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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判斷，因為一般的民眾不懂實驗設計的好壞，實驗報告是

否有公信力，如果讓民眾判斷，就失去了專家團隊存在的意

義。所以我們必須要有立場說明建議政府是否應該花錢執行

管制工作，如此論壇才有其功能。

(8) 葛應欽共同召集人提出：立場不論是嚴謹或是寬鬆都會有爭

議，所以提供科學證據，而不足的地方由我們來建議，替民

眾考慮，但是馬上應用在政策上來管制食品，可能還是有段

距離。不過，我們可以建議政府提撥經費對證據不充分的部

分進行研究。另外，可以將化學品和食品分開討論，再根據

不同的科學證據提供建議。

(9) 余幸司召集人提出：化學品和食品本身會致癌，但是對人或

動物卻不一定，像砷引起皮膚癌的機率只有百分之一，這可

能跟代謝基因或免疫等等有相關，但是哪個程度是危險的，

我們必須注意而提供建議。

(10) 陳樹功委員提出：基本上大家的觀點一致，先找出科學證

據，再分析、評論，而評論就可以幫助民眾了解，另外，證

據不足的地方，可以投入經費再研究得更完整。

4. 主題四――風險減免與溝通平台建立（吳明昌教授兼院長）

(1) 提供資料如附件2。

(2) 余幸司召集人建議：有確定格式後，可以再修改。

5. 主題五――食品安全與食品詐欺（李志恒教授）

(1) 李志恒教授報告，提供資料如附件3。

(2) 陳樹功委員補充報告，提供資料如附件4。

(3) 葛應欽共同召集人提出：此補充資料是否收錄至此標題的附

錄，且將其評論記錄下來。

(4) 陳樹功委員回復：此資料在此提供給大家參考、引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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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有兩點，第一點是法規的定義要明確；第二點是科學家

或法官皆需要風險評估，對危害要有定量的評估，來看危害

有多大，法官才能判定是否有罪或判定罪刑的輕重，因此風

險評估可以用來做為評判的依據。

(5) 黃登福委員建議：文章內的定義用語太生硬，應該更口語

化、大眾化一點，如此可以清晰的傳達建言書的內容。

(6) 謝顯堂委員：陳樹功委員提供的實例資料，可以使得此建言

書不是空泛的學術論文，而是言之有物的政策。

五、臨時動議

是否提供建言書的格式，以利撰寫及彙整？

結論：

1. 預計於本周確定格式，並通知各位委員。

2. 此次撰寫的是建言書，而建言書與論文是有區別，可以請委員們

思考一下如何撰寫有功效的建言書，才能有效地被轉譯成政策，我個人

認為少於3000字是較簡潔有力直接了當的表達。

3. 如果整理出來的報告比較偏論文形式呈現的委員們可將完整的內

容以附錄形式來呈現，再麻煩委員們花點心思整理建言書的內容，以精

簡的方式呈現出來。

六、散會（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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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委員會小組會議

主題五――食品安全與食品詐欺小組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4年11月22日   星期日   15:00�17:00

會議地點：高雄醫學大學第一教學大樓N532會議室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主  持  人：李志恒教授

出席組員：王韻茹副教授‧林昱梅教授‧蔡蕙芳教授 

                  （依姓氏筆畫排列）

紀        錄：馮齡儀博士生

一、會議議程：食品安全與食品詐欺撰寫進度及內容討論

決議：

1. 依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委員會第4次會議決議進行相關內容修正。

2. 文章提及各國食品安全相關法條及判例部分，應加上法條依據來

源並以表格方式呈現。

3. 目前國內相關法規（行政法於刑法）尚不完善周延，判決構成要

件不足、因果關係不明確……等。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所列

內容應依傷害風險嚴重程度進行區分修正（例：未有風險、有風險但不

直接危害人體健康、對於人體健康有危害）。另，法規中所提「安全容

許量」一詞，建議以空白刑法之作為，授權行政機關適度對於法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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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行政補充。

4. 有關法律相關目次暨分工，煩請林昱梅老師進行整合，並於11月

30日前請各位老師將各自負責之內容寄回予李志恒老師（或齡儀）彙

整，最後再由李志恒老師進行最後編修。

二、結束時間  （17:20）





食品添加物
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增修訂申請表
（台灣）

附 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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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相關資料

申請商號（須以我國業者申請）： 蓋章

聯絡人：

連絡電話：

地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項目（擇一選取）

1. □ 增列食品添加物新品目

食品添加物品名：

申請之食品添加物功能及分類：

申請之使用食品範圍及限量：

申請原由（非使用該品無法達加工目的之原因)）：

2. □ 修正目前本國准用食品添加物之規範

A. □ 修正現行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             B. □修正現行規格標準

食品添加物分類及品名：

申請修正項目：

申請原由（非使用該品無法達加工目的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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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具備資料附件

□ 規格標準（如英文別名、分子式、分子量、純度、外觀及性狀、重

金屬等不純物之規範等項目，屬申請項目2.A者得免附）

□ 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屬申請項目2.A者得免附）

□ 食品中食品添加物之檢驗方法

□ 世界各國法規標準及准用情形

□ 非使用該品無法達加工目的之科學性評估文件（應包括添加理化

特性、加工上之用途、加多少、加在哪裡等之實驗數據，屬申請

項目2.B者得免附）

□ 安全性試驗資料  *（屬申請項目2.B者得免附）

    □ 毒性試驗資料

         □ 28天毒性試驗

         □ 90天毒性試驗

         □ 1年以上慢性毒性試驗

         □ 生殖毒性試驗

         □ 致畸試驗

         □ 致癌性試驗

         □ 基因毒性試驗

         □ 代謝與藥物動力學研究

    □ 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之綜合性評估報告

□ 其他必要性資料

*  申請項目如為國際間皆尚未准用之品項，應檢具完整之毒性試驗資

料；如屬國際間准用之品項，得提供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之綜合性

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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