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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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0月21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5282 號

案由：本院民眾黨黨團，鑑於明（110）年元月一日將開放含萊克多
巴胺（Ractopamine，下稱萊劑）豬肉及其相關產製品進口，
為求國人飲食安全健康，爰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就含萊劑之肉品及其相關產製品之標示規
定一併予以修正，以確保國人於選購包裝食品、散裝食品及
於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時，得以自行選擇購買、食用明確標
示含萊劑之肉品及相關產製品與否。另就含乙型受體素之食
品及食品原料或食品添加物及其原料等，應依海關專屬貨品
分類號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查驗並申報其產品有關資訊
，以保障未來查驗及溯源之源頭管理。另外，就主管機關裁
處罰鍰訂定裁量標準，以強化本法之裁罰嚇阻力。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乙型受體素原先用於人類治療氣喘、呼吸系統疾病或安胎等；使用於動物飼料則能增加禽
畜動物之瘦肉比例。目前國際上針對萊劑對人體之危害仍有許多疑慮，人類若食用含乙型
受體素之肉品及其產製品，可能導致心跳加速、血管擴張、肌肉抖動、焦慮或代謝異常等
中毒症狀。因此開放含有萊劑的美國豬肉進口需要用更高標準的規範，來保障國人的食安
。
二、我國是否開放進口含有萊劑之美國豬肉的爭議已超過十年，根據本國國人膳食習慣，多以
豬肉為主要食用肉品，此外本國國人食用內臟比例也遠高於其他各國；生產後婦女坐月子
時，喜歡食用豬隻內臟如豬肝、腰子等以調養身體之補品，若貿然開放含有萊劑之美國豬
肉進口，恐讓國人之食品健康安全暴露於風險之中。而餐廳及攤販等直接供應飲食場所乃
國人日常生活中最為密切且直接能夠接觸豬肉肉品的場所，也因此這些場所更需要能夠明
確標示所販賣的肉品或及其製品是否含有乙型受體素，來維護國人的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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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賴香伶 張其祿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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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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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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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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據本法修正前第十五條第
四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
依據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評
估訂定乙型受體素安全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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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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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標準。但 2020 年衛生福利
部據以訂定安全容許標準之
評估報告，卻存在缺乏長期
低劑量測試等缺失，不可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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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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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脊髓、絞肉、內臟
及其他相關產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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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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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脊髓、絞肉、內臟
及其他相關產製品。

完備。
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乃
為與人民生活、食安、健康
最為相關的法條。為避免如
同此次行政機關逕以不完備
之評估報告及行政命令開放
對人體可能有健康危害之虞
的食品、食品原料或食品添
加物，爰修正第四項，增訂
立法權之監督審查機制，以
避免行政機關踰越立法授權
範圍而訂定標準，以維護國
人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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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之肉品及其他相

國內外之肉品及其他相

關產製品，除依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根據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評
估所訂定且經行政院核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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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立法院審議通過之安全容
許標準外，不得檢出乙型受
體素。
國內外如發生因食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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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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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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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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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條 食品及食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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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
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

第二十二條 食品及食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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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
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

一、乙型受體素用於人類可治
療氣喘、呼吸系統疾病或安
胎等；用於動物飼料則能增
加禽畜動物之瘦肉比例。人
類食用含乙型受體素之肉品
及其產製品，則有危害健康
之疑慮。急性過量攝入乙型

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
之。
三、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食品添加物名稱；混合
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以
功能性命名者，應分別標
明添加物名稱。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
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國內通過農產品生產驗
證者，應標示可追溯之來
源；有中央農業主管機關

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
之。
三、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食品添加物名稱；混合
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以
功能性命名者，應分別標
明添加物名稱。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
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國內通過農產品生產驗
證者，應標示可追溯之來
源；有中央農業主管機關

受體素，可能導致心跳加速
、血管擴張、肌肉抖動、焦
慮或代謝異常等中毒症狀。
二、2012 年 7 月聯合國國際
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大會處理萊克多巴胺殘留標
準案時，因意見分歧，最後
在不具共識下，僅以 2 票之
差表決通過萊克多巴胺殘留
容 許 量 （ MRL） ， 顯 見 其
爭議之大。中央主管機關雖
參照該容許量釐訂我國萊克

公告之生產系統者，應標
示生產系統。
六、原產地（國）。
七、有效日期。
八、營養標示。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十、含乙型受體素之食品添

公告之生產系統者，應標
示生產系統。
六、原產地（國）。
七、有效日期。
八、營養標示。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多巴胺之安全容許標準，卻
仍無法消除公眾之疑慮。
三、綜上，為使國民能清楚辨
識含乙型受體素之食品及食
品原料，爰增訂第一項第十
款，明定容器或外包裝，應
標示含乙型受體素，俾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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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物及食品原料。

告之事項。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事項。
前項第二款內容物之主
成分應標明所佔百分比，其

前項第二款內容物之主
成分應標明所佔百分比，其
應標示之產品、主成分項目
、標示內容、方式及各該產

應標示之產品、主成分項目
、標示內容、方式及各該產
品實施日期，由中央主管機
關另定之。

品實施日期，由中央主管機
關另定之。
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
標示之應遵行事項，由中央

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
標示之應遵行事項，由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第五款僅標示國

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第五款僅標示國
內負責廠商名稱者，應將製
造廠商、受託製造廠商或輸

內負責廠商名稱者，應將製
造廠商、受託製造廠商或輸
入廠商之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通報轄區主管機關；主

入廠商之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通報轄區主管機關；主
管機關應開放其他主管機關
共同查閱。

人獲知充份產品資訊，並作
為衡量是否食用、購買之依
據。
四、原條文第一項第十款移作
第十一款。

管機關應開放其他主管機關
共同查閱。
第二十四條 食品添加物及其
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
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
下列事項：

第二十四條 食品添加物及其
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
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
下列事項：

一、新增第一項第十款，如食
品添加物、食品添加物之原
料如含乙型受體素者，應明
確標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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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標示應以第十
八條第一項所定之品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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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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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標示應以第十
八條第一項所定之品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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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豬肉製成之食品添加物
如明膠（俗稱卲利丁）、豬
肉粉、大骨湯粉等皆含有豬
肉抽出物成分，經加工處理
製造而成。雖該等食品添加
物屬高度加工製品，然而為
保障國人食用安全，似有必
要一併進行規範。
三、原條文第一項第十款移作
第十一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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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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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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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含乙型受體素之食品添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加物及其原料。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事項。
食品添加物之原料，不

告之事項。
食品添加物之原料，不
受前項第三款、第七款及第
九款之限制。前項第三款食

受前項第三款、第七款及第
九款之限制。前項第三款食
品添加物之香料成分及第九
款、第十款標示之應遵行事

品添加物之香料成分及第九
款標示之應遵行事項，由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第五款僅標示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
第一項第五款僅標示國
內負責廠商名稱者，應將製

內負責廠商名稱者，應將製
造廠商、受託製造廠商或輸
入廠商之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通報轄區主管機關；主

造廠商、受託製造廠商或輸
入廠商之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通報轄區主管機關；主
管機關應開放其他主管機關

管機關應開放其他主管機關
共同查閱。

共同查閱。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
對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就
其供應之特定食品，要求以
中文標示原產地、含乙型受
體素之食品或食品原料或食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
對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就
其供應之特定食品，要求以
中文標示原產地及其他應標
示事項；對特定散裝食品販

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如餐廳、
夜市及特定散裝食品販賣者如
肉品攤販等，乃國人日常生活
中最為密切且直接能夠接觸的
場所，為保障國人清楚識別所

品添加物及其他應標示事項
；對特定散裝食品販賣者，
得就其販賣之地點、方式予
以限制，或要求以中文標示
品名、原產地（國）、含基
因改造食品原料、含乙型受
體素之食品或食品原料或食
品添加物、製造日期或有效
日期及其他應標示事項。國
內通過農產品生產驗證者，
應標示可追溯之來源；有中
央農業主管機關公告之生產

賣者，得就其販賣之地點、
方式予以限制，或要求以中
文標示品名、原產地（國）
、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製
造日期或有效日期及其他應
標示事項。國內通過農產品
生產驗證者，應標示可追溯
之來源；有中央農業主管機
關公告之生產系統者，應標
示生產系統。
前項特定食品品項、應
標示事項、方法及範圍；與

購買、食用之肉品來源及添加
物為何，該等場所除標示原產
地（國）外，亦應明確標示所
販賣的食品、肉品及其製品等
含有乙型受體素與否。爰修正
本條第一項，新增如含乙型受
體素食品及食品原料，亦應明
確標示之。

系統者，應標示生產系統。
前項特定食品品項、應
標示事項、方法及範圍；與
特定散裝食品品項、限制方
式及應標示事項，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應標示可追溯之

特定散裝食品品項、限制方
式及應標示事項，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應標示可追溯之
來源或生產系統規定，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
日修正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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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或生產系統規定，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
日修正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第三十條 輸入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食品、基因改造食
品原料、含乙型受體素之食
品及食品原料或食品添加物

第三十條 輸入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食品、基因改造食
品原料、食品添加物、食品
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

一、2014 年 10 月，國貿局將
基改及非基改玉蜀黍、玉米
粒、大豆、等 10 項列入中
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

及其原料、食品添加物、食
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
食品用洗潔劑時，應依海關
專屬貨品分類號列，向中央

品用洗潔劑時，應依海關專
屬貨品分類號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查驗並申報其產
品有關資訊。

，分別有自己的專屬貨號。
2019 年 4 月 3 日，國貿局
公告自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 日起，新增「飼料用基因

主管機關申請查驗並申報其
產品有關資訊。
執行前項規定，查驗績
效優良之業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採取優惠之措施。
輸入第一項產品非供販
賣，且其金額、數量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或經中央主
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得免申
請查驗。

執行前項規定，查驗績
效優良之業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採取優惠之措施。
輸入第一項產品非供販
賣，且其金額、數量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或經中央主
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得免申
請查驗。

改造大豆，不論是否破碎」
等 2 項貨品號列，基改食品
原料管制又更加的完整。
二、鑑於基改食品修法經驗，
屬於主管機關之衛福部及農
委會，有責任將有食安疑慮
之含萊克多巴胺進口肉品，
獨立新增貨品分類號列，以
便未來查驗及溯源之源頭管
理。

第四十四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
億元以下罰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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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重新登錄：
一、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
二項規定，經命其限期改
正，屆期不改正。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四項或第十六條規定。
三、經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命其回收
、銷毀而不遵行。
四、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五十四條第一項所為禁止
其製造、販賣、輸入或輸
出之公告。

第四十四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
億元以下罰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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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重新登錄：
一、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
二項規定，經命其限期改
正，屆期不改正。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四項或第十六條規定。
三、經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命其回收
、銷毀而不遵行。
四、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五十四條第一項所為禁止
其製造、販賣、輸入或輸
出之公告。

一、為提升事業單位與雇主對
於食品安全衛生法令之重視
，並強化我國裁罰機制之嚇
阻力，主管機關裁處時，應
審酌相關裁量基準，為量罰
輕重之標準，爰參酌行政罰
法等法，增訂第二項之規定
。
二、原條文第二項移作第三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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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裁處罰鍰，應
審酌違反者之違法次數、動
機、行為、預期不當利益、
資力、事業規模、經營狀況
、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

前項罰鍰之裁罰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得利益、是否配合調查及其
他作為罰鍰裁量之參考事實
，為量罰輕重之標準。
第一項罰鍰之裁罰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 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