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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722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4月2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633 號

案由：本院委員李彥秀等 16 人，有鑑於近年來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雖屢次修正加重罰則，然食品安全問題仍層出不窮，可見單
純加重罰則實非食安萬靈丹，又食安問題防範之困難度在於
除須仰賴業者自律外，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或流向
難以追緝亦是緣由之一，而食安問題之發現亦可能由消費者
端受損害後才得以顯露，此時如何儘速從販售業者追溯至實
際應負責之廠商並即時下架、回收產品之行為則極為重要，
必須建立起完整之追溯制度方得完善食安防護網，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雖已有追溯之相關規定，但僅限公告類別與規模
之食品業者適用，對民眾之保護實有不足之處，查歐盟一般
食品法亦採全面食品可追溯制，故考量民眾之食品安全及健
康應足可採，惟慮及我國食品業之規模大小不一，對於追溯
制度宜分級規範以符合實務，故應修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部分條文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歐盟一般食品法第十八條規定「於生產、加工和配送之所有階段皆應建立可追溯食品、飼
料及供應食用牲畜及其他被使用而加入食品或飼料之物質之制度。」，建立完善之食品可
追溯性制度，以期能迅速追蹤到問題食品之來源及流向，故為完善食品安全網之設計，自
應建立起全面食品可追溯制，方能在食品安全出現問題時第一時間掌握食品之上下游動向
，以免食安危機擴大範圍。
二、本條雖已授權主管機關依類別與規模公告特定食品業者應建立溯源系統及電子申報，惟食
品安全之危機與防範並不僅限於一定規模或特定類別之業者，實際與消費者接觸之商家才
是溯源的第一步以及管控的最後一環，蓋消費者若察覺食品有異立即通報後，方可透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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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迅速追溯出問題之環節，惟此種追溯則需賴食品業者全面保存相關文件方得為之，故參
酌歐盟之相關規定，我國亦應比照要求食品產業全階段均有可追溯制度方為妥適。
三、考量實務上食品產業之特性與規模，宜依種類及規模設置不同程度之追溯體系，未達一定
規模之食品業者應保留進貨之證明文件，例如發票、收據或憑證等均可，僅須可證明產品
材料、半成品或成品之來源即可，惟亦應作成批號識別，以分辨不同批之來源及產品，其
合理規模及產業之分級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提案人：李彥秀
連署人：盧秀燕

陳宜民

鄭天財 Sra Kacaw

黃昭順

徐志榮

蔣乃辛

陳雪生

林麗蟬

蔣萬安

羅明才

曾銘宗

簡東明

馬文君

林德福

張麗善

委 56

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九條

食品業者應保留產品

第九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一、歐盟一般食品法第十八條

原材料、半成品與成品之來
源相關文件並作成批號識別

類別與規模之食品業者，應
依其產業模式，建立產品原

規定「於生產、加工和配送
之所有階段皆應建立可追溯

。

材料、半成品與成品供應來
源及流向之追溯或追蹤系統

食品、飼料及供應食用牲畜
及其他被使用而加入食品或

別與規模之食品業者，應依
其產業模式，建立產品原材

。
中央主管機關為管理食

飼料之物質之制度。」，建
立完善之食品可追溯性制度

料、半成品與成品供應來源
及流向之追溯或追蹤系統。

品安全衛生及品質，確保食
品追溯或追蹤系統資料之正

，以期能迅速追蹤到問題食
品之來源及流向，故為完善

中央主管機關為管理食
品安全衛生及品質，確保食

確性，應就前項之業者，依
溯源之必要性，分階段公告

食品安全網之設計，自應建
立起全面食品可追溯制，方

品追溯或追蹤系統資料之正
確性，應就前項之業者，依

使用電子發票。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第

能在食品安全出現問題時第
一時間掌握食品之上下游動

溯源之必要性，分階段公告
使用電子發票。

一項之追溯或追蹤系統，食
品業者應以電子方式申報追

向，以有效控管食安危機範
圍。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第
二項之追溯或追蹤系統，食

溯或追蹤系統之資料，其電
子申報方式及規格由中央主

二、本條雖已授權主管機關依
類別與規模公告特定食品業

品業者應以電子方式申報追
溯或追蹤系統之資料，其電

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追溯或追蹤系統

者應建立溯源系統及電子申
報，惟食品安全之危機與防

子申報方式及規格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之建立、應記錄之事項、查
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範並不僅限於一定規模或特
定類別之業者，實際與消費

第一項保留文件種類與
期間及第二項追溯或追蹤系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者接觸之商家才是溯源的第
一步以及管控的最後一環，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

條

文

說

明

統之建立、應記錄之事項、
查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蓋消費者若察覺食品有異立
即通報後，須透過商家方能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迅速追溯出食品各成分之來
源並找出問題點，而此種追
溯則有賴食品業者全面保存
相關文件方得為之，故參酌
歐盟之相關規定，我國亦應
比照要求食品產業全階段均
有可追溯制度方為妥適。
三、考量實務上食品產業之特
性與規模，宜依種類及規模
設置不同程度之追溯體系，
未達一定規模之食品業者應
保留進貨之證明文件，例如
發票、收據或憑證等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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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須可證明產品材料、半成
品或成品之來源即可，以方
便迅速追溯來源，惟亦應作
成批號識別，以分辨不同批
之來源及產品。
四、第四項配合項次調整將條
文內容改為第二項。
五、其應保存之文件種類及保
留期間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

第二十一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食品、食品添加物、
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

公告之食品、食品添加物、
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

及食品用洗潔劑，其製造、
加工、調配、改裝、輸入或

及食品用洗潔劑，其製造、
加工、調配、改裝、輸入或

輸出，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查
驗登記並發給許可文件，不

輸出，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查
驗登記並發給許可文件，不

得為之；其登記事項有變更
者，應事先向中央主管機關

得為之；其登記事項有變更
者，應事先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審查核准。
食品所含之基因改造食

申請審查核准。
食品所含之基因改造食

品原料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健
康風險評估審查，並查驗登

品原料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健
康風險評估審查，並查驗登

記發給許可文件，不得供作
食品原料。

記發給許可文件，不得供作
食品原料。

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
記並發給許可文件之基因改

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
記並發給許可文件之基因改

造食品原料，其輸入業者應
依第九條第三項所定辦法，

造食品原料，其輸入業者應
依第九條第二項所定辦法，

建立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供應
來源及流向之追溯或追蹤系

建立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供應
來源及流向之追溯或追蹤系

統。

統。
第一項及第二項許可文

第一項及第二項許可文

件，其有效期間為一年至五
年，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件，其有效期間為一年至五
年，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期滿仍需繼續製造、加工
、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

；期滿仍需繼續製造、加工
、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

者，應於期滿前三個月內，
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展延

者，應於期滿前三個月內，
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展延

。但每次展延，不得超過五
年。

。但每次展延，不得超過五
年。

第一項及第二項許可之
廢止、許可文件之發給、換

第一項及第二項許可之
廢止、許可文件之發給、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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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補發、展延、移轉、註
銷及登記事項變更等管理事

發、補發、展延、移轉、註
銷及登記事項變更等管理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查驗
登記，得委託其他機構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查驗
登記，得委託其他機構辦理

；其委託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其委託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
年一月二十八日修正前，第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
年一月二十八日修正前，第

二項未辦理查驗登記之基因
改造食品原料，應於公布後

二項未辦理查驗登記之基因
改造食品原料，應於公布後

二年內完成辦理。

二年內完成辦理。

第四十七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第四十七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配合第九條項次之更動，修正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
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
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

本條第三款之文字，並新增保
留文件不實之處罰態樣。

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
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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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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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
申請重新登錄：

一、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四條所為公告。

一、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四條所為公告。

二、違反第七條第五項規定
。

二、違反第七條第五項規定
。

三、食品業者依第八條第三
項、第九條第一項、第二

三、食品業者依第八條第三
項、第九條第一項或第三

項或第四項規定所保留、
登錄、建立或申報之資料

項規定所登錄、建立或申
報之資料不實，或依第九

不實，或依第九條第三項
開立之電子發票不實致影

條第二項開立之電子發票
不實致影響食品追溯或追

響食品追溯或追蹤之查核
。

蹤之查核。
四、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或

四、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或
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五、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五、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十三條所為投保產品責任

十三條所為投保產品責任
保險之規定。

保險之規定。
六、違反直轄市或縣（市）

六、違反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所定

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所定
管理辦法中有關公共飲食

管理辦法中有關公共飲食
場所衛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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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衛生之規定。
七、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七、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

及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或依第二項及第三項

一項或依第二項及第三項
公告之事項、第二十四條

公告之事項、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公告之

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公告之
事項、第二十六條或第二

事項、第二十六條或第二
十七條規定。

十七條規定。
八、除第四十八條第八款規

八、除第四十八條第八款規
定者外，違反中央主管機

定者外，違反中央主管機
關依第十八條所定標準中

關依第十八條所定標準中
有關食品添加物規格及其

有關食品添加物規格及其
使用範圍、限量之規定。

使用範圍、限量之規定。
九、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九、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二十五條第二項所為之公

二十五條第二項所為之公
告。

告。
十、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

十、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
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

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
扣或封存。

扣或封存。
十一、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

十一、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
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

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
資料不實。

資料不實。
十二、經依本法規定命暫停

十二、經依本法規定命暫停
作業或停止販賣而不遵行

作業或停止販賣而不遵行
。

。
十三、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

十三、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
規定，未辦理輸入產品資

規定，未辦理輸入產品資
訊申報，或申報之資訊不

訊申報，或申報之資訊不
實。

實。
十四、違反第五十三條規定

十四、違反第五十三條規定
。

。
第四十八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第四十八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一、新增未依第九條第一項保

者，經命限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者，經命限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留文件、保留未依期限及未
作成批號識別之處罰態樣。

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
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

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
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

二、配合第九條項次更動，更
動本條第三款之後款次，並

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

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

修正本條第四、五、六款之
文字。

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
；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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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一、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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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未

未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未

設置實驗室。
二、違反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設置實驗室。
二、違反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未辦理登錄，或違反第
八條第五項規定，未取得

，未辦理登錄，或違反第
八條第五項規定，未取得

驗證。
三、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驗證。
三、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未保留文件、保留未達
規定期限或未作成批號識

，未建立追溯或追蹤系統
。

別。
四、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四、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未開立電子發票致無法

，未建立追溯或追蹤系統
。

為食品之追溯或追蹤。
五、違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

五、違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
，未開立電子發票致無法

，未以電子方式申報或未
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方

為食品之追溯或追蹤。
六、違反第九條第四項規定

式及規格申報。
六、違反第十條第三項規定

，未以電子方式申報或未
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方

。
七、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式及規格申報。
七、違反第十條第三項規定

十七條或第十九條所定標
準之規定。

。
八、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八、食品業者販賣之產品違
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

十七條或第十九條所定標
準之規定。

條所定食品添加物規格及
其使用範圍、限量之規定

九、食品業者販賣之產品違
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

。
九、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項

條所定食品添加物規格及
其使用範圍、限量之規定

或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
，未通報轄區主管機關。

。
十、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項

十、違反第三十五條第四項
規定，未出具產品成分報

或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
，未通報轄區主管機關。

告及輸出國之官方衛生證
明。

十一、違反第三十五條第四
項規定，未出具產品成分

十一、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
第十五條之一第二項公告

報告及輸出國之官方衛生
證明。

之限制事項。

十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
第十五條之一第二項公告
之限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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