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相關之公告資訊彙整 

（自民國 108年 4月 19日至 109年 8月 27日止） 

公告時間 文號 內容 

108/5/13 衛授食字第

1081900700 號  

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苯甲酸鈉」，並自即

日生效。  

108/5/13 衛 授 食 字 第

1081900694號 

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異抗壞血酸鈉」，並

自即日生效。  

108/5/29 衛 授 食 字 第

1081301165 號  

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第

四條及第二條附表一、第三條附表二草案。  

108/5/29 衛授食字第

1081301166號 

預告廢止「食品用一氧化二氮衛生標準」。 

108/6/11 衛授食字第

1081300738號 

第二次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第

四條及第二條附表一、第三條附表二草案。 

108/6/28 衛授食字第

1081900961號 

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丙酸鈉」草案。 

108/9/11 衛授食字第

1081901421號 

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食用化製澱粉」草案，

名稱並修正為「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食用修飾澱粉」。 

108/9/11 衛授食字第

1081901475號 

預告訂定「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糊化澱粉(鹼處理澱

粉)」等十六篇檢驗方法草案。 

108/9/16 衛授食字第

1081901479號 

預告訂定「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金」草案及「食品添加

物規格檢驗方法－檸檬酸二氫鈉」草案。 

108/9/26 FDA食 字第

1081302675 號 

公告修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人民申請案件處理期限

表」。 

108/9/27 衛授食字第

1081901632號 

訂定「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聚麩胺酸鈉」，並自即日生

效。 

108/10/28 衛授食字第

1081302500號 

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第二條附

表一草案。 

108/10/31 衛授食字第

1081901880號 

預告訂定「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單水硫酸亞鐵」草案。 

108/11/7 衛授食字第

1081303010號 

發布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第一條、

第四條、第二條附表一、第三條附表二。 

108/11/7 衛授食字第

1081303084號 

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第二條附

表一、第三條附表二草案。 

108/12/20 衛授食字第

1081902153號 

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丙酸鈉」，並自即日生效。 

108/12/25 衛授食字第

1081902139號 

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DL-蘋果酸鈉」，並自即日

生效。 

108/12/25 衛授食字第

1081902132號 

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DL-蘋果酸(羥基丁二酸)」，

名稱並修正為「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DL-蘋果酸」，並

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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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25 衛授食字第

1081902165號 

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結蘭膠」，並自即日生效。 

108/12/25 衛授食字第

1081902145號 

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丙酸鈣」，並自即日生效。 

108/12/25 衛授食字第

1081902159號 

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氯化鈣」，並自即日生效。 

108/12/25 衛授食字第

1081902194號 

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乳酸」，並自即日生效。 

108/12/30 衛授食字第

1081902186號 

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D-山梨醇」，並自即日生效。 

108/12/30 衛授食字第

1081902180號 

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醋磺內酯鉀」，並自即日生

效。 

108/12/30 衛授食字第

1081902200號 

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胺基乙酸」，並自即日生效。 

108/12/30 衛授食字第

1081902435號 

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丙酸」，並自即日生效。 

109/2/12 衛授食字第

1081303879 號 

修正「食品及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等相關審查費及證書費收費

標準」。 

109/2/15 衛授食字第

1091900234號 

訂定「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檸檬酸二氫鈉」，並自即日

生效。 

109/2/15 衛授食字第

1091900142號 

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碳酸鈉、無水碳酸鈉」

草案及「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無水碳酸鈉」草案。 

109/2/19 衛授食字第

1091900275號 

訂定「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糊化澱粉(鹼處理澱粉)」等

十六篇檢驗方法，並自即日生效。 

109/2/19 衛授食字第

1091900227號 

訂定「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金」，並自即日生效。 

109/3/16 FDA品字第

1091101119號 

公告修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人民申請案件處理期限

表。 

109/4/14 衛授食字第

1091300402號 

發布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第二條附

表一、第三條附表二。 

109/4/14 衛授食字第

1091300482號 

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第二條附

表一、第三條附表二草案。 

109/4/21 衛授食字第

1091900628號 

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食用黃色五號」草案及

「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食用紅色四十號」草案。 

109/5/4 衛授食字第

1091900645號 

預告訂定「加工助劑之規格檢驗方法－己烷之檢驗」、「加工助

劑之規格檢驗方法－異丙醇之檢驗」及「加工助劑之規格檢驗

方法－三乙酸甘油酯之檢驗」等三篇檢驗方法草案。 

109/5/6 衛授食字第

1091900744號 

訂定「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單水硫酸亞鐵」，並自即日

生效。 

109/5/6 衛授食字第

1091900678號 

預告廢止「食品中調味劑之檢驗方法－阿斯巴甜之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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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6 衛授食字第

1091900648號 

預告廢止「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己烷」、「食品添加物規

格檢驗方法－異丙醇」及「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三乙酸

甘油脂」等三篇檢驗方法。 

109/5/14 衛授食字第

1091900837號 

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D-甘露醇」草案。 

109/5/18 衛授食字第

1091900831號 

預告訂定「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一氧化二氮」草案。 

109/5/18 衛授食字第

1091900834號 

預告廢止「食品用一氧化二氮之檢驗方法」。 

109/5/27 衛授食字第

1091301277號 

檢送「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第三條附表二

勘誤表 1份。 

109/6/8 衛授食字第

1091900924號 

預告訂定「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L-酒石酸肉酸」草案。 

109/7/1 衛授食字第

1091301343號 

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第四條及

第二條附表一、第三條附表二草案。 

109/7/1 衛授食字第

1091301344號 

預告廢止「食品加工用二氧化碳衛生標準」。 

109/7/1 衛授食字第

1091301119號 

廢止「食品用一氧化二氮衛生標準」。 

109/7/13 衛授食字第

1091901199號 

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苯甲酸鈉」、「食品添加

物規格檢驗方法－碳酸鎂」及「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乳

酸亞鐵」等三篇檢驗方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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