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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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1 號之 1

案由：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
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074502168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附件 0, 附件 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
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07 年 11 月 28 日台立議字第 1070704552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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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審查報告
一、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6
會期第 9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7 年 12 月 19 日及 20 日舉行第 9 屆第 6 會期第 19 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會議由
吳召集委員焜裕擔任主席，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醫事司副司長廖崑富、法規會參事高宗
賢、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吳秀梅、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主任許輔、法務部參事劉英秀、司
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法官陳端宜、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副參事張正漢、經濟部工業局副組長
李佳峰、貿易局雙邊貿易二組副組長胡紹琳、商業司科長張儒臣、標準局科長詹康琴、大陸
委員會經濟處專門委員石美瑜、法政處科長張凱達、港澳蒙藏處科長黃雅文、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糧署主任秘書陳啟榮、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組長林岩、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簡任秘書陳
星宏、消保官呂惠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簡任技正江澎、考選部考選規劃司專門
委員張麗雪、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編人力處專門委員王佳玉、公平交易委員會法律事務處
專門委員陳俊廷、科長戚雪麗等分別應邀列席說明、備詢。
三、委員陳曼麗說明提案要旨：
有鑑於現行法規對於食品添加物及食品加工助劑無清楚區別之定義，使不肖業者利用此
不明確之情形持續牟取私利，對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權益影響甚鉅，為完善我國食品安
全管理之制度，爰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茲將詳細情形說明如下
：
目前全世界使用的加工助劑約有七百多種，我國雖於 2016 年 2 月 17 日開始實施加工助
劑衛生標準辦法，但僅表列較無疑慮的七項溶劑。尚未列入之品項，雖業者只要能提出文件
證明符合國際間標準，如聯合國食品標準委員會（CODEX）、美國、歐盟和紐澳等地加工助
劑規範，其使用方法、製程中如何去除或終端成品殘留量符合前述規範即予以通過。然國內
外飲食品項與需求不盡相同，難以全數套用國際規範。因此所有加工助劑的使用仍需經過風
險評估程序才能羅列其中，不適合業者自行舉證係依循國際規範。辦法已實施近三年，中央
主管機關也應盤點並列管國內業者實際使用加工助劑的種類，強化並完善我國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
雖已有標準辦法，但近年多起食安事件關鍵即在於食品添加物與加工助劑現況定義及管
理之不明，惟有業者藉法令之不全牟取私利，且現行以加工助劑之管理尚無罰則，對民眾食
品衛生安全及消費權益影響甚鉅，應予遏止，爰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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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完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之規範，增列加工助劑之定義，藉以區隔食品添加物及加工助
劑差異。（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定明食品業者在使用加工助劑前，需將相關必要之資訊提交食品風險評估諮議會核定，
強化食品安全管理流程。（新增條文第十八條之一）
(三)定明針對違規使用加工助劑之相關罰則。（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四)為遏止不肖業者，延長違規具結先行放行規範之業者停權時間為三年。（修正條文第五
十一條）
四、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就委員提案提出報告及說明：
(一)將加工助劑定義性文字及其使用規定於食安法定明：
有關陳委員曼麗等 17 人提案修正第 3 條、第 47 條、增訂第 18 條之 1 內容，敬表同
意，惟文字建議酌予修正。
(二)針對違反具結先行放行規定之業者停權時間由一年延長為三年：
有關陳委員曼麗等 17 人提案修正第 51 條內容，雖有提醒及嚇阻業者切勿以身詴法
之效，惟於三年之停權期間，該業者進口之所有產品，均無法申請具結保管，恐造成部
分產品（如生鮮易腐壞）或關區無適當儲存場所或條件者通關受阻，造成損失，進而影
響業者生計，爰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五、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於 12 月 20 日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委員充
分溝通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臚列如下：
(一)第三條條文，照委員陳曼麗等 3 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增列之第十二款：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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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第十八條之一條文，照委員吳玉琴等 3 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如下：
「第十八條之一

食品業者使用加工助劑於食品或食品原料之製造，應符合安全衛生

及品質之標準；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加工助劑之使用，不得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之情形。」
(三)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如下：
「第四十七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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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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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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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食品業者依第八條第三項、第九條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所登錄、
建立或申報之資料不實，或依第九條第三項開立之電子發票不實致
影響食品追溯或追蹤之查核。
四、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五、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所為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規定。
六、違反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所定管理辦法中有關
公共飲食場所安全衛生之規定。
七、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所定標準之規定，經命
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八、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
及第三項公告之事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公告之事項、
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
九、除第四十八條第九款規定者外，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條所
定標準中有關食品添加物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之規定。
十、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為之公告。
十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
十二、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
十三、經依本法規定命暫停作業或停止販賣而不遵行。
十四、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未辦理輸入產品資訊申報，或申報
之資訊不實。
十五、違反第五十三條規定。」
(四)第五十一條條文，修正第三款如下：
「三、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取得產品輸入許可前，擅自移動、啟用或販賣者，
或具結保管之存放地點與實際不符者，沒收所收取之保證金，並於一年內暫停受理
該食品業者具結保管之申請；擅自販賣者，並得處販賣價格一倍至二十倍之罰鍰。
」
(五)審查通過條文之立法說明併同調整。
(六)通過附帶決議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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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因應本次審查《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增訂有關「加工助劑」相關條文（第三條第
一項第十二款、第十八條之一及第四十七條），衛生福利部應邀集相關專家學者、消
費者代表及業者代表研議修正「加工助劑衛生標準」，更新相關管理流程與規範，並
於 6 個月內提出修正草案，以完善加工助劑管理制度同時確保民眾食品安全。

提案人：陳曼麗
連署人：林靜儀

吳玉琴

2.鑑於現行具結保管之規定係考量部分產品可能於檢驗期間腐敗或變質，暫停具結保管
亦可能造成該等產品腐敗或變質之風險提高，且違反具結保管規定之產品並非均屬違
反衛生標準之不合格產品，尚難謂其必然造成消費者實質之傷害，考量懲罰違規業者
與維護國人權益之衡平性，爰請衛生福利部研議修訂「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
」，加重具結先行放行之保證金收取，以有效嚇阻違規行為。
提案人：陳曼麗
連署人：吳玉琴

吳焜裕

六、爰經決議：
(一)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吳召集委員焜裕補充說明。
七、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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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曼麗等17人提案條文對照表
現
行
法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委 員 陳 曼 麗 等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食品：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產
品及其原料。

人 提 案 現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食品：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產
品及其原料。

行

法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食品：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產
品及其原料。

說

明

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提案：
一、鑑於近日發生食品工廠使用工業
用冰醋酸浸泡海參事件，依據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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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營養食品：指嬰兒與較大

二、特殊營養食品：指嬰兒與較大

公告的食品添加物手冊中，將冰醋

二、特殊營養食品：指嬰兒與較大

嬰兒配方食品、特定疾病配方食

嬰兒配方食品、特定疾病配方食

酸臚列於第 11 類食品添加物；而在

嬰兒配方食品、特定疾病配方食

品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得

品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得

2016 年公告發布實施的「加工助劑

品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得

供特殊營養需求者使用之配方食

供特殊營養需求者使用之配方食

衛生標準」中，也未列舉冰醋酸之

供特殊營養需求者使用之配方食

品。

品。

使用規範。而冰醋酸並不符合為必

品。

三、食品添加物：指為食品著色、

三、食品添加物：指為食品著色、

要目的加入食品之用途，造成在審

三、食品添加物：指為食品著色、

調味、防腐、漂白、乳化、增加

調味、防腐、漂白、乳化、增加

判過程中冰醋為「加工助劑」或「

調味、防腐、漂白、乳化、增加

香味、安定品質、促進發酵、增

香味、安定品質、促進發酵、增

食品添加物」的定義與界限不明。

香味、安定品質、促進發酵、增

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化或

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化或

二、為完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之規範

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化或

其他必要目的，加入、接觸於食

其他必要目的，加入、接觸於食

，增列第十二款加工助劑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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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之單方或複方物質。複方食品

明列用途指在食品或食品原料之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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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物使用之添加物僅限由中央

造加工過程中，為達特定加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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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機關准用之食品添加物組成

而使用，非作為食品原料或食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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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准用之單方食品添加物皆

器具之物質。強化食品添加物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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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有中央主管機關之准用許可字

工助劑的定義、種類、使用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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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通過）

1 7

應有中央主管機關之准用許可字
號。
四、食品器具：指與食品或食品添
加物直接接觸之器械、工具或器
皿。

食品添加物直接接觸之容器或包
裹物。
六、食品用洗潔劑：指用於消毒或
洗滌食品、食品器具、食品容器
討 101

或包裝之物質。

號。

四、食品器具：指與食品或食品添

四、食品器具：指與食品或食品添

加物直接接觸之器械、工具或器

加物直接接觸之器械、工具或器

皿。

皿。

五、食品容器或包裝：指與食品或

五、食品容器或包裝：指與食品或

食品添加物直接接觸之容器或包

食品添加物直接接觸之容器或包

裹物。

裹物。

不同。
審查會：
一、本條文照委員陳曼麗等 3 人所提
修正動議，修正通過。
二、增列第十二款，內容如下：
「十二、加工助劑：指在食品或
食品原料之製造加工過程中

六、食品用洗潔劑：指用於消毒或

六、食品用洗潔劑：指用於消毒或

，為達特定加工目的而使用

洗滌食品、食品器具、食品容器

洗滌食品、食品器具、食品容器

，非作為食品原料或食品容

或包裝之物質。

或包裝之物質。

器具之物質。該物質於最終

七、食品業者：指從事食品或食品

七、食品業者：指從事食品或食品

產品中不產生功能，食品以

七、食品業者：指從事食品或食品

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包

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包

其成品形式包裝之前應從食

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包

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

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

品中除去，其可能存在非有

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

輸出或從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

輸出或從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

意，且無法避免之殘留。」

輸出或從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

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

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

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

加工、輸入、輸出或販賣之業者

加工、輸入、輸出或販賣之業者

加工、輸入、輸出或販賣之業者

。

。

。

八、標示：指於食品、食品添加物

八、標示：指於食品、食品添加物

八、標示：指於食品、食品添加物

、食品用洗潔劑、食品器具、食

、食品用洗潔劑、食品器具、食

、食品用洗潔劑、食品器具、食

品容器或包裝上，記載品名或為

品容器或包裝上，記載品名或為

品容器或包裝上，記載品名或為

說明之文字、圖畫、記號或附加

說明之文字、圖畫、記號或附加

說明之文字、圖畫、記號或附加

之說明書。

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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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食品容器或包裝：指與食品或

號。

之說明書。
九、營養標示：指於食品容器或包
裝上，記載食品之營養成分、含
量及營養宣稱。

九、營養標示：指於食品容器或包

九、營養標示：指於食品容器或包

裝上，記載食品之營養成分、含

裝上，記載食品之營養成分、含

量及營養宣稱。

量及營養宣稱。
十、查驗：指查核及檢驗。

十一、基因改造：指使用基因工程

十一、基因改造：指使用基因工程

十一、基因改造：指使用基因工程

或分子生物技術，將遺傳物質轉

或分子生物技術，將遺傳物質轉

或分子生物技術，將遺傳物質轉

移或轉殖入活細胞或生物體，產

移或轉殖入活細胞或生物體，產

移或轉殖入活細胞或生物體，產

生基因重組現象，使表現具外源

生基因重組現象，使表現具外源

生基因重組現象，使表現具外源

基因特性或使自身特定基因無法

基因特性或使自身特定基因無法

基因特性或使自身特定基因無法

表現之相關技術。但不包括傳統

表現之相關技術。但不包括傳統

表現之相關技術。但不包括傳統

育種、同科物種之細胞及原生質

育種、同科物種之細胞及原生質

育種、同科物種之細胞及原生質

體融合、雜交、誘變、體外受精

體融合、雜交、誘變、體外受精

體融合、雜交、誘變、體外受精

、體細胞變異及染色體倍增等技

、體細胞變異及染色體倍增等技

、體細胞變異及染色體倍增等技

術。

術。

十、查驗：指查核及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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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十二、加工助劑：指在食品或食品

十二、加工助劑：指在食品或食品

原料之製造加工過程中，為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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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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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或食品容器具之物質。該物

質不與所欲加工對象之食品產生

質於最終產品中不產生功能，食

作用，並於最終產品中不產生功

品以其成品形式包裝之前應從食

能，食品以其成品形式包裝之前

品中除去，其可能存在非有意，

應從食品中除去。但可能存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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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查驗：指查核及檢驗。

且無法避免之殘留。

有意但無法避免且無危害人體健
康之微量殘留。

（修正通過）
第十八條之一

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提案：
食品業者使用加工助

第十八條之一

食品業者於使用加工

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助劑之前，應先將加工助劑之品名

二、由於各國食品種類、喜好與加工

合安全衛生及品質之標準；其標準

、規格及其於特定加工目的食品之

製程有異，故明定食品業者在使用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詳細製程、添加量、除去方法、回

加工助劑前，需將相關必要之資訊

收方法、微量殘留量無害人體健康

提交食品風險評估諮議會核定，強

安全評估，提交中央主管機關食品

化食品安全管理流程。

加工助劑之使用，不得有危害
人體健康之虞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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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諮議會核定，變更時亦同

審查會：

。

一、本條文照委員吳玉琴等 3 人所提
修正動議，修正通過。
二、第一項修正為：
「食品業者使用加工助劑於食品
或食品原料之製造，應符合安全
衛生及品質之標準；其標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三、增列第二項，內容如下：
「加工助劑之使用，不得有危害
人體健康之虞之情形。」
四、本條立法說明增列如下：
(一)加工助劑之使用、殘留及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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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於食品或食品原料之製造，應符

格等相關規範，衛生福利部
於一百零五年二月十七日以
部授食字第一〇五一三〇〇
四四五號令發布訂定「加工
助劑衛生標準」，以供食品

工技術日新月異，加工助劑
之使用多所難免，為突顯管
理之重要性，擬將加工助劑
定義性文字，自原載之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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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命令提昇法律位階至本
法第三條第十二款予以律定
，並配合將其授權條文改為
獨立規定，使受規範者更能
有所誡惕。
（修正通過）
第四十七條

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提案：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

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七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 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提案：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

一、鑑於近年食安事件，發現針對不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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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業者並無「加工助劑」使用不當

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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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對應之處罰規範。為明確詳實規

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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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與加以管理，增訂違反第十八條

、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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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規定事項之罰則。

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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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七款之後款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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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遵循。由於食品製造加

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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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條所

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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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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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會：
一、本條文修正通過。
二、第六款修正為：
「六、違反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三、食品業者依第八條第三項、第

九條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所登錄

機關依第十四條所定管理辦法

九條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所登錄

九條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所登錄

、建立或申報之資料不實，或依

中有關公共飲食場所安全衛生

、建立或申報之資料不實，或依

、建立或申報之資料不實，或依

第九條第三項開立之電子發票不

之規定。」

第九條第三項開立之電子發票不

第九條第三項開立之電子發票不

實致影響食品追溯或追蹤之查核

實致影響食品追溯或追蹤之查核

實致影響食品追溯或追蹤之查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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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
五、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

三、增訂之第七款修正為：
「七、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
條之一第一項所定標準之規定
，經命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其後款次依序遞移。

五、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

五、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

所為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規定。

所為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規定。

所為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規定。

六、違反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一)本法於一百零三年二月五日

六、違反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六、違反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依第十四條所定管理辦法中有

修正名稱為食品安全衛生管

關依第十四條所定管理辦法中有

關依第十四條所定管理辦法中有

關公共飲食場所衛生之規定。

理法，酌修第六款文字為「

關公共飲食場所安全衛生之規定

關公共飲食場所衛生之規定。

。
七、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條
之一第一項所定標準之規定，經

七、違反第十八條之一之規定事項
。

七、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依第二
項及第三項公告之事項、第二十

八、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

四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公告之事

命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依第二

項、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規

八、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及第三項公告之事項、第二十

定。

四、本條立法說明增列如下：

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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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品業者依第八條第三項、第

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依第二

四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公告之事

八、除第四十八條第九款規定者外

項及第三項公告之事項、第二十

項、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規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條

四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公告之事

定。

所定標準中有關食品添加物規格

項、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規
定。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條
所定標準中有關食品添加物規格

及其使用範圍、限量之規定。
九、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五
條第二項所為之公告。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條

及其使用範圍、限量之規定。

十、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

所定標準中有關食品添加物規格

十、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五

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

及其使用範圍、限量之規定。
十、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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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二項所為之公告。
十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
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
十二、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
，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
十三、經依本法規定命暫停作業或
停止販賣而不遵行。
十四、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
未辦理輸入產品資訊申報，或申

條第二項所為之公告。
十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
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
十二、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
，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
十三、經依本法規定命暫停作業或
停止販賣而不遵行。
十四、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

十一、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
，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
十二、經依本法規定命暫停作業或
停止販賣而不遵行。
十三、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
未辦理輸入產品資訊申報，或申
報之資訊不實。
十四、違反第五十三條規定。

未辦理輸入產品資訊申報，或申
報之資訊不實。
十五、違反第五十三條規定。

報之資訊不實。
十五、違反第五十三條規定。
（修正通過）

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提案：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 委員陳曼麗等 17 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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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除第四十八條第九款規定者外

九、除第四十八條第九款規定者外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得為處分如下：

一、第一款依第四十七條變更款次。

一、有第四十七條第十三款規定情

二、近年爆發多家業者申請具結先行

管機關得為處分如下：

一、有第四十七條第十四款規定情

一、有第四十七條第十四款規定情

形者，得暫停受理食品業者或其

放行卻違規的多起事件，顯見現有

形者，得暫停受理食品業者或其

形者，得暫停受理食品業者或其

代理人依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所

裁罰不足已達到有效遏止之效果，

代理人依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所

代理人依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所

為之查驗申請；產品已放行者，

爰於第三款提高停權時間為三年。

為之查驗申請；產品已放行者，

為之查驗申請；產品已放行者，

得視違規之情形，命食品業者回

審查會：

得視違規之情形，命食品業者回

得視違規之情形，命食品業者回

收、銷毀或辦理退運。

一、本條文修正通過。

收、銷毀或辦理退運。

收、銷毀或辦理退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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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將

二、修正第三款，回歸現行條文內容

免予輸入查驗之產品供販賣者，

，將提案擬修正之「…並於三年

得停止其免查驗之申請一年。

內暫停受理該食品業者具結保

三、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管之申請…」，回復為「…並於

二、違反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將

二、違反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將

免予輸入查驗之產品供販賣者，

免予輸入查驗之產品供販賣者，

得停止其免查驗之申請一年。

得停止其免查驗之申請一年。

三、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三、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取得產品輸入許可前，擅自移動

一年內暫停受理該食品業者具

取得產品輸入許可前，擅自移動

取得產品輸入許可前，擅自移動

、啟用或販賣者，或具結保管之

結保管之申請…」。

、啟用或販賣者，或具結保管之

、啟用或販賣者，或具結保管之

存放地點與實際不符者，沒收所

存放地點與實際不符者，沒收所

存放地點與實際不符者，沒收所

收取之保證金，並於一年內暫停

收取之保證金，並於一年內暫停

收取之保證金，並於三年內暫停

受理該食品業者具結保管之申請

受理該食品業者具結保管之申請

受理該食品業者具結保管之申請

；擅自販賣者，並得處販賣價格

；擅自販賣者，並得處販賣價格

；擅自販賣者，並得處販賣價格

一倍至二十倍之罰鍰。

一倍至二十倍之罰鍰。

一倍至二十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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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得為處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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