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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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3月1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96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蔣萬安等 18 人，鑑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歷經
數次修正，加重違反之罰則，然食安問題仍層出不窮，造成
民眾食用安全極大之危害。為遏止不肖業者明知過期之食品
或食品添加物，仍為製造、加工、調配、包裝等行為，危害
國人身體健康，重建國人對於食品安全之信心，爰提出「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五條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明訂過期或有害人體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應於主管機關所訂
期限內予以封存、改製或銷毀，並對於明知過期食品或食品
添加物為製造、加工及販賣等行為情節重大者，科處刑責。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查我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雖歷經數次修正，加重違反之罰則，然食安問題仍層出不
窮，近來不肖業者屢傳販賣過期食品事件，例如：遠東油脂將過期原料重製乳瑪琳，估計
863 噸流入市面、最大有機原物料商春橋田過期食品改標繼續賣、力勤公司冷凍肉品過期四
年照賣、裕榮食品使用逾期原料製造蝦味先零食販售等。民國 105-107 年間查獲過期食或原
料重新販賣或製成產品銷售共 47 件，是以不肖業者牟取不法利益甚鉅，並對民眾身體健康
危害甚鉅。
二、為防止並遏阻不肖業者使用過期食品或食品添加物，重建國人對於食品安全之信心，爰提
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五條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明訂過期或有害人體之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應於主管機關所訂期限內予以封存、改製或銷毀，並對於明知過期食品
或食品添加物為製造、加工及販賣等行為情節重大者，科處刑罰，以維護國人食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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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五條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五條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
造、加工、調配、包裝、運
送、貯存、販賣、輸入、輸
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一、變質或腐敗。
二、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
。

第十五條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
造、加工、調配、包裝、運
送、貯存、販賣、輸入、輸
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一、變質或腐敗。
二、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
。

一、「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雖歷經數次修正，加重違反
之罰則，然食安問題仍層出
不窮。近來不肖業者販賣過
期食品事件，造成民眾健康
安全極大之危害。
二、為防止不肖業者使用過期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重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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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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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對於食品安全之信心，增
訂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過
期或有害人體之食品或食品
添加物應於主管機關所訂期
限內予以封存、改製或銷毀
，以維民眾食品安全權益。
三、第三項條號配合增訂第二
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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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情形之食品或食品
添加物應於主管機關所訂期
限內予以封存、改製或銷毀
。
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
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安全容
許量及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
能污染安全容許量之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
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有害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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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五款、第六款殘
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安全容許
量及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
污染安全容許量之標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
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有害人體
健康之物質，包括雖非疫區
而近十年內有發生牛海綿狀
腦病或新型庫賈氏症病例之
國家或地區牛隻之頭骨、腦

健康之物質，包括雖非疫區
而近十年內有發生牛海綿狀

、眼睛、脊髓、絞肉、內臟
及其他相關產製品。

委 105

立法院第 9 屆第 7 會期第 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腦病或新型庫賈氏症病例之

國內外之肉品及其他相

國家或地區牛隻之頭骨、腦
、眼睛、脊髓、絞肉、內臟
及其他相關產製品。
國內外之肉品及其他相

關產製品，除依中央主管機
關根據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
評估所訂定安全容許標準者
外，不得檢出乙型受體素。

關產製品，除依中央主管機
關根據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
評估所訂定安全容許標準者
外，不得檢出乙型受體素。

國內外如發生因食用安
全容許殘留乙型受體素肉品
導致中毒案例時，應立即停
止含乙型受體素之肉品進口

國內外如發生因食用安
全容許殘留乙型受體素肉品
導致中毒案例時，應立即停
止含乙型受體素之肉品進口

；國內經確認有因食用致中
毒之個案，政府應負照護責
任，並協助向廠商請求損害
賠償。

；國內經確認有因食用致中
毒之個案，政府應負照護責
任，並協助向廠商請求損害
賠償。
第四十九條 有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三款、第七款、第十款

第四十九條 有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三款、第七款、第十款

一、近來不肖業者屢傳販賣過
期食品事件，例如：遠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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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食品或食品添加物
逾有效日期，仍製造、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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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過失犯第一項、第二
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

脂將過期原料重製乳瑪琳，
估計 863 噸流入市面、最大
有機原物料商春橋田過期食
品改標繼續賣、力勤公司冷
凍肉品過期四年照賣、裕榮
食品使用逾期原料製造蝦味
先零食販售等。民國 105107 年間查獲過期食或原料
重新販賣或製成產品銷售共
47 件，是以不肖業者牟取
不法利益甚鉅，並危害民眾
身體健康甚鉅。
二、為遏止不肖業者明知過期
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仍為
製造、加工、調配、包裝等
行為，危害國人身體健康，
重建國人對於食品安全之信
心，爰於第四項增訂刑責以
及加重法人、自然人之責任
，避免違法者心存僥倖，以
期有效嚇阻此類犯罪之發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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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配、包裝、運送、貯存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六百

、販賣、輸入、輸出、作為
贈品或公開陳列情節重大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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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一項、第二
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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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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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罰金時，應審酌刑法
第五十八條規定。

犯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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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