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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食品產製組

陳 志 銘

食品添加物標籤標示規定及

業者常見缺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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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標示規定

違規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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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衛生定義

• 1955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簡稱WHO)對食品衛生作如下定義：

• 食品衛生是自栽培(或養殖)、生產、製造至最終

消費之整個過程中，確保食品之安全性(safety)、

有益性(wholesomeness)及健全性(soundness)以

及為防止食品劣化與毒性(物理的、化學的、微生

物的)所採取的一切措施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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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衛生定義

• 安全性：指安心飲食，無發生胃腸障害、中毒及

過敏症狀等之虞。

• 有益性：指除營養成分外，尚含有使身體生理機

能順暢運轉之成分及預防感染或癌症等之疾病之

成分。

• 健全性：指飲食時，眼、鼻、舌等感覺良好之食

物，無損傷、無異物具良質健全之感官或嗜好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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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定義

• 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將食品安全定義：

「食品按其原定用途製作、食用後對消費者健康

不會造成危害的一種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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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原因

•法有不足性

•法不符合時宜

•法不符合民意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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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法修法歷程
64年1月28日 制定公布共32條

72年11月11日 原規定不敷實際管理需要

86年5月7日
配合我國申請加入WTO

89年2月9日
91年1月30日 配合行政程序法90年1月1日施行

97年6月11日 大閘蟹驗出硝基砆喃、地下電台違規廣告氾濫等複雜食品案件

99年1月27日 美牛BSE事件
100年6月22日 塑化劑事件
101年8月8日 萊克多巴胺事件
102年6月19日 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事件
103年2月5日 油品添加銅業率速混油事件

103年12月10日 劣質豬油事件

104年2月4日 重組肉事件、火鍋湯底事件

104年12月16日 美國FDA宣布禁用部分氫化油

106年11月15日 配合刑法沒收新制規定

107年1月24日
授權訂定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為醫療效能、誇張易生誤解之
認定準則

108年3月23日 食品添加物『加工助劑』定義及使用規定，以突顯管理之重要性

108年5月24日 食品造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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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中
與食品添加物有關之規定

 第3條 定義

 第7條 業者自主管理及檢驗

 第8條第1項 食品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第8條第3項 登錄制度

 第9條 建立追溯追蹤系統

 第10條第2項 設廠標準

 第10條第3項 分廠分照

 第11條 衛生管理人員

 第15條 禁止行為：添加非准用之添加物

 第18條 使用範圍、限量及規格標準

 第21條 查驗登記

 第22條 食品標示

 第24條 食品添加物標示

 第28條 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

 第30條 輸入時應依海關專屬貨品分類號列申請查驗並申報其產品有關資訊

 第35條第4項 輸入複方食品添加物(香料除外)應檢附產品成分報告及輸出國之官方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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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之定義

指為食品著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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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接觸於食

品之單方或複方物質。

複方食品添加物使用之添加物僅限由中央主管機

關准用之食品添加物組成，前述准用之單方食品

添加物皆應有中央主管機關之准用許可字號。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條

准用許可字號係指衛生福利部公布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
規格標準」中，針對准用食品添加物之分類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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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3條

• 本法第3條第3款所稱中央主管機關之准用許可字

號，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依本法第8條第3項規定完成登錄，取得之登錄字號

及產品登錄碼。

二、依本法第18條所定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

格標準附表一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所定之編

號。

三、依本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取得之查驗登記許可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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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助劑

食安法第3條第1項第12款

• 加工助劑：

• 指在食品或食品原料之製造加工過程中，為達特定加工目

的而使用，非作為食品原料或食品容器具之物質。

• 該物質於最終產品中不產生功能，食品以其成品形式包裝

之前應從食品中除去，其可能存在非有意，且無法避免之

殘留。

• 例如：例如烹調食物常會用到的大豆沙拉油，製作時除了

要讓黃豆脫皮、碎豆搓破油囊外，另需仰賴「己烷」協助

萃取，讓黃豆溶出液態雜油和固態豆粕，「己烷」就是所

謂的「加工助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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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的特性

•食品添加物是為某種使用目的所添加

•與重金屬、細菌毒素、放射線或農藥等因

污染或其他原因進入食品中，其來源與性

質不同

•無論是天然物或化學合成，純度、濃度高

•用量少即可達到使用目的

14



食品添加物 & 食用原料
相異處 食品添加物 食用原料

性質 為提供食品製程中特殊
目的而添加之化學合成
或自食品原料經純化之
物質，通常非直接供消
費者直接食用。

大多來自農、林、魚、牧、
微生物、礦物質等物質，或
經傳統食品加工方式製成者，
並未針對特定成分進一步分
離或純化者。

管理
方式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
限量暨規格標準

1.傳統食材
2.非傳統食材：可供食品使
用原料彙整一覽表

可供食品使用原料
食品添加物

類別 營養添加劑 著色劑

中文名稱 葉黃素

規格 lutein 75 ％以上

使用食品範

圍及限量

1.型態屬膠囊狀、錠狀且標

示有每日食用限量之食品，

在每日食用量中，其lutein之

總含量不得高於30 mg。

2….

1. 本品可使用於食品之裝飾及外層、調味醬；

用量以lutein計為25mg/kg以下。

2. 本品可使用於糕餅、芥末、魚卵；用量以

lutein計為15 mg/kg以下。

2……

類別 草、木本植物類(1)

中文名稱 金盞草

部位 全草

備註 最終產品所含葉黃素

（Lutein) 每日最高攝取量

不得超過30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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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添加物之影響

•增加身體負擔

•危害身體健康

•可能破壞食品營養素及風味

•可能使消費者無法判斷生鮮食品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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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規定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19條

• 有容器或外包裝之食品、食品原料、食品添加物及食品添加物

原料之標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各不得小於2毫米。但最大表面積

不足80平方公分之小包裝，除品名、廠商名稱及有效日期

外，其他項目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各得小於2毫米。

二、在國內製造者，其標示如兼用外文時，應以中文為主，外

文為輔。

三、輸入者，應依本法第22條及第24條規定加中文標示，始得

輸入。但需再經改裝、分裝或其他加工程序者，輸入時應

有品名、廠商名稱、日期等標示，或其他能達貨證相符目

的之標示或資訊，並應於販賣前完成中文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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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之標示規定

第24條

• 食品添加物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

示下列事項：

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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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條第1項所定之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1.輸入產品需標示國內負責廠商。

2.如有改裝製程，亦視為製造廠商，惟須

以改裝製造廠商標示之。

單、複方食品添加物都要

標「食品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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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之標示規定
第24條

• 食品添加物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

標示下列事項：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前項第二款食品添加物之香料成分及第八款標示之應遵行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103.9.9 公告單方食品
添加物應標示許可證字
號

103.5.20 公告香料成分得標示

「香料」或「天然香料」，其他

原料仍應標示其個別名稱。

105.3.8公告自106年1月1日起

應標示「產品登錄碼」字樣及

其登錄碼 19



品名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14條

• 單方食品添加物者，應以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

標準附表一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所定之品名，或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標示之；其為複方食品添加物者，

得自定其名稱。

• 依前項規定自定品名者，其名稱應能充分反映其性質或功能。

• 本細則中華民國106年7月13日修正施行前，經中央主管機關

查驗登記，取得許可文件之食品添加物，其品名未能符合前2

項規定者，應於107年7月1日前，依本法第21條第1項規定申

請品名變更登記；108年1月1日以後製造者，應以變更後之品

名標示於容器或外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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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名稱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15條

• 第24條第1項第3款所定食品添加物名稱

• 應以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

一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所定之品名，或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標示之。

21



淨重、容量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16條

• 本法第24條第1項第4款

• 應以法定度量衡單位或其代號標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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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日期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17條

• 所定之標示，應印刷於容器或外包裝之上，並依

習慣能辨明之方式標明年月日。但保存期限在三

個月以上者，其有效日期得僅標明年月，並以當

月之末日為終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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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產地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18條

• 指製造、加工或調配製成終產品之國家或地區。

• 前項原產地（國）之標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輸入食品添加物之原產地（國），依進口貨物原產

地認定標準認定之；其產品經於我國進行產品之分

類、分級、分裝、包裝、加作記號或重貼標籤者，

不得認定為實質轉型，仍應標示實際製造、加工或

調配製成終產品之國家或地區。

二、中文標示之食品添加物製造廠商地址足以表徵為原

產地（國）者，得免為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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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食品添加物判定原則

複方食品添加物

(一)准用食品添加物混合其他准用食品添加物所製

成之調製品，不含「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

料」，供為食品加工使用，非直接供食用。

例1：雞肉風味粉(內酯類、硫醇類、脂肪酸類、芳香族醛類、

酯類、酮類)

例2：食用葡萄色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食用藍色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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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食品添加物判定原則

複方食品添加物

(二)准用食品添加物混合「食品添加物以外之食品

原料」所製成之調製品，其中「非食品添加物

之食品原料」係作為輔助食品添加物之加工、

貯存、溶解、稀釋、增量、均勻分布等，整體

產品具有食品添加物功能，非直接供食用。

例1：塔塔粉(酒石酸氫鉀、澱粉)

例2：澱粉酶酵素粉末(α-澱粉酶、小麥澱粉、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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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食品添加物判定原則

複方食品添加物

(三)香料產品(用途僅作為香料)，應用於食品加工過程添加

微量即可藉由所含香料成分達到香氣目的，故關鍵成分

為香料化學單體或天然香料，所含「非食品添加物之食

品原料」或「香料以外之食品添加物」作為輔助香料產

品加工、貯存、溶解、稀釋、增量、均勻分布或香氣呈

現之功能，產品非直接供食用。

例1：蘋果香料(酯類、高級脂肪族醇類、高級脂肪族醛類、

蘋果汁、葡萄糖)

例2：草莓香料(醛類、內酯類、酯類、丙二醇、草莓汁、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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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食品添加物判定原則

不屬複方食品添加物

(一)可直接供食用。

例1：調味飲料(檸檬酸、酒石酸、香料、食用黃色四號、水)

例2：市售營養補充品粉末(麩醯胺酸、乳糖)

例3：綜合維生素膠囊(維生素A、維生素B、維生素C、維生

素D、維生素E、玉米澱粉、乳糖、明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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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食品添加物判定原則

不屬複方食品添加物

(二)准用食品添加物與「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混合，

且至少一種「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作為關鍵原料，

非作為輔料。

例1：高湯粉(豬肉萃取物、豬大骨萃取物、洋蔥粉、黑胡椒、

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

酸、味精)

關鍵原料係指提供該產品主要功能之原料，應由

產品功能用途(常會透由產品品名或標示之用途訴

求加以揭露)加以認定，並非以比例多寡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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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物

常見違規行為

添加未經公告准用之品目或規格標準不符

食品添加物之使用範圍或用量不符規定

使用未經查驗登記之單方食品添加物

標示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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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准用於食品之化學物質

防腐劑? 甲醛(Formaldehyde)

漂白劑? 螢光增白劑
(Fluorescent Brightening Agent)

吊白塊(Rongalit)

調味劑? 甜精(對位乙氧苯脲,Dulcin)

品質改良劑? 硼砂(Borax)

著色劑?

塩基性芥黃(Auramine)

塩基性桃紅精(Rhodamine B)

二甲基黃

皂黃

常見違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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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違規問題例

•食品添加物規格不符規定

例：純度不足、重金屬含量超過標準規格標準

•未辦理查驗登記

例：使用之單方食品添加物未向衛生福利部辦理

查驗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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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違規問題例

•使用限量範圍不符規定
例：(一)混合使用防腐劑時，每一種防腐劑之使

用量除以其用量標準所得之數值(即使用

量/用量標準)總合大於1。

(二)漂白劑之添加量不符規定。

•超出使用限制
例：生鮮肉類使用亞硝酸鈉。

豆芽菜使用低亞硫酸鈉(俗稱保除粉)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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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違規問題—使用範圍不符規定

項
次

類別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 使用食品範圍及限量 使用限制

1.
營養添
加劑

L-肉酸 L-Carnitine

1.形態屬膠囊狀、錠狀且標
示有每日食用限量之食品，
在每日食用量中，其L-

Carnitine之總含量不得高於
2 g。

2.本品可於特殊營養食品中
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限於補充食品
中不足之營養
素時使用。

2.
營養添
加劑

L-酒石酸
肉酸

L-Carnitin

Tartrate

本品可於特殊營養食品中視
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限於補充食品
中不足之營養
素時使用。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署 http://www.fda.gov.tw/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增修訂申請

首頁 > 便民服務 > 下載專區

•飲料可以
添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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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違規問題—標示不實

• 品名不符規定—未依所使用之食品添加物品目名稱完整列

示

例：使用「本多酸鈣」、「硫酸鎂」、「磷酸鐵」、「氧化

鋅」、「氯化錳」而僅列示為鈣、鎂、鐵、鋅、錳 。

例：使用「本多酸鈣(泛酸鈣)」卻列示為「本多酸鈣(泛

酸)」 。

註：單方食品添加物應依「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

格標準」訂定之名稱或105年3月4日部授食字第

1041304932號公告之通用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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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實務管理說明

•三專管理

•管理五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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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使用注意事項

充分瞭解食品與食品添加物特性，選擇最適合之食品添

加物，並確認食品添加物是否准用。

使用食品添加物應正確秤量並均勻混合。

包裝食品應依食安法第24條標示食品添加物資訊，要有

「食品添加物」字樣。

食品添加物之使用以最少之必要量為原則。

不可用食品添加物掩飾食品之不良或欺瞞消費者。

若會降低營養品質，則不宜使用。

若有其他替代性加工或包裝技術，則毋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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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食品添加物配合輸入規定向食藥署報驗。

 購買完成登錄之食品添加物。

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者應建

立追溯追蹤系統，106年1月1日起，應上傳非追不

可。

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及輸入業者應針對食品添加物，

每季或每批進行檢驗。

食品添加物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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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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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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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食安夢魘

• 民眾教育宣導

• 政府部門結合（部門整合、國家永續發展的角度

去審視農業、食安、環境、文化等議題）

• 食材追溯管理（落實HACCP制度）

• 專業人員導入

• 持續教育落實

• 惡質廠商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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