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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食品安全的管制架構與規範體系 
— 以食品標示法制為觀察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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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題說：食品安全的法律對策與法治實踐 

一、問題的提出與論述主旨 

不安全的食品，不應上市1、上桌、乃至於入口，尋常至理。

舉凡農林漁牧、食材、製造、加工、裝配、運送……，「從農場到

飯桌」、「自耕地到餐盤」2，步步驚心！何謂「不安全」、「不衛

生」、「有害健康」或「不適合人類食用」的食物？如何決定、誰來

決定？如何管控？ 

2011年塑化劑事件、2012年瘦肉精事件、2013年毒澱粉事件、
2014年餿水油事件、2015年茶類飲料殘餘農藥事件、超市販賣含劇
毒農藥蔬果事件、2016年過期冷凍雞肉事件、2017年戴奧辛雞蛋事
件、2018年馬卡龍含非法色素事件……，多年來、近日間，臺灣持
續發生重大食品安全的管理疏失問題與法律爭議，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人心不安，國政不穩。民以食為天，食品安全是人民生存的

根基，也是國家治理的首要課題。食安問題牽引出各種法律問題，

並帶動法學議題的多元研究，尤以行政法學為最，打擊範圍涵蓋政

策取捨、組織權限、行政作用、正當程序、強制執行、行政爭訟、

國家賠償等多重議題，既廣且深。食品安全的法治課題，屬於問題

取向之法學研究取徑，兼有政策擘畫、原則釐定、機制建構、執行

落實等多重面向，本書以「食品安全的法律對策與法治實踐」為

題，實由於此。 

                                                           
 
1  2002年歐盟第178/2002號食品安全規則（Regulation (EC) No 178/200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8 January 2002 laying dow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of food law,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and laying down procedures in matters of food safety）第14條第1項規
定：「不安全之食物，不得上市。」亦揭同旨，可資參照。 

2  如From Farm to Fork、Vom Acker bis zum Teller、Vom Acker zum Tisch等常見的
slog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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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學研究與法制建構的角度切入，食品安全問題的探究與解

決之道，基本上有四道脈絡與路徑：一、食品安全的法制建構；

二、食品安全的法治檢討；三、食品安全的法學比較；四、食品安

全的實務分析。首要課題是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機制研議與法制建

置，需有框架性的宏觀視野，也要細微面的洞察眼力。前者涉及基

本原則與管制目標的權衡與定錨，尤其食品安全的管制架構究係要

立基於危險防禦，還是風險預防，抑或二者兼容並蓄、相互為用；

後者除傳統之事前報備、事前許可、標示義務、檢驗查證等管制機

制的釐清與深化外，是否尚有其他的管制工具或經濟誘因制度，例

如驗證、認證、標章等制度，或公私協力機制、財務基金運作模式

等。食品安全管理與相關法制間的競合問題，亦屬食品安全之法律

規範的基礎性制度研究與法制研議之課題。從法治行政的觀點出

發，食品安全之管理及相關措施是否合於法治原則之要求，為完善

食品安全管理法制必須同時考量的課題，舉其要者：（一）食品安

全管理之規定是否合於法律保留原則？例如：行政院衛生署（現衛

生福利部）於2011年5月27日公告「塑化劑污染食品之處理原則」，
有無法律授權？是否合於相關法律之意旨？（二）食品安全管理之

標準應否於法律中明定？行政機關是否享有標準訂定之形成自由？

中央與地方如何垂直分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標準訂定權責專屬於

中央？抑或地方縣市政府亦得自訂標準？（三）食品安全管理是否

符合正當法律程序？食品下架回收的執行過程是否合於正當法律程

序？是否同時滿足人民對資訊公開的需求？（四）食品安全管理之

相關爭議，行政法院之審查範圍及密度如何？ 

食品安全的管制理論、法制建構與實務運作，環環相因、互有

關連。從實務現況（包含司法裁判）之分析，可知法制缺失或不足

之處，亦可檢證法制於具體事件之規範功能，同時反思食品安全管

理之相關法治課題，法律保留原則之實踐或食品安全行政之司法審

查問題，為其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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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云「物類有固然，誰能取徑通」。無論法制建構，抑或法治

檢討，皆不能閉門造車，自外於國外法治經驗與國際潮流趨勢，故

食品安全的法學比較研究，為食品法學開展不可或缺的一環，諸如

德國、美國或歐盟等有關食品安全法制的比較與引介，均可供吾國

食品安全法制的借鏡與參考。綜觀本書收錄論文取法之徑，大抵不

脫比較方法或以外國法為主要論述內容。 

就議題以言，林昱梅教授「食品安全管理措施限制食品業者基

本權利之正當性探討—德國司法實務之觀察」一文3，同時涉及

食品安全的法制建構與法治檢討。蓋基於法治原則之要求，食品安

全法制必須合憲，始能既確保民生安全，又維持憲政法治，犧牲了

法治，人權也將不保，食品安全亦失所依附。 

食品安全的管制模式與法制建構，有與一般行政管制體系相通

者，亦有因食品特性而稍異模式者4。李寧修教授「食安危機行政

管制模式之初探—以德國與臺灣之制度為中心」一文5，根基於

德國法的視角，嘗試開展食品安全危機管制的特有規範模式，即屬

一例。 

「新鮮」食品即做即食、「非新鮮」食品端賴各式方法保鮮，洵

                                                           
 
3  本書，頁65-135。 
4  此涉及行政法總論與行政法各論的基本問題，相關文獻，參見Eberhard 

Schmidt-Aßmann, Zur Funktion des Allgemeinen Verwaltungsrechts, DV 27 (1994), S. 
137 ff.; Matthias Schmidt-Preuß, Das Allgemeine des Verwaltungsrechts, in: 
Gleis/Lorenz (Hrsg.), Staat, Kirche, Verwaltung: Festschrift für Hartmut Maurer zum 
70. Geburtstag, 2001, S. 777-801; Thomas Groß,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m 
Allgemeinen und dem Besonderen Verwaltungsrecht, in: Berg u.a. (Hrsg.), Die 
Wissenschaft vom Verwaltungsrecht, DV 1999, Beiheft 2, S. 57 ff.; Jens Kersten/ 
Sophie-Charlotte Lenski, Die Entwicklungsfunktion des Allgemeinen Verwaltungs-
rechts, DV 42 (2009), S. 501 ff.; Martin Burgi, Rechtsregime, in: Hoffmann-Riem/
Schmidt-Aßmann/Voßkuhle (Hrsg.),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Bd. I, 2. 
Aufl., 2018, § 18 Rn. 107 ff. 

5  本書，頁13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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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常識，食品的特性卻讓傳統「事前許可」的管制模式捉襟見肘，

此所以「標示」制度作為食品安全的法律對策尤為重要，其理在

此。倪貴榮教授及其學隸羅致遠同學「論基改食品標示在WTO規
範之合致性與適當之立法模式」6與吳全峰、林勤富教授「食品標

示規範之檢討─以美國法之發展為例」7二文，不約而同地針對

食品標示制度，著文論述，其來有自，良有以也。 

食品是否安全？憑人的直覺，或根據專業行政部門的判斷標

準，或由司法實務（檢察官、法官）個案審究之？為法制規範與實

務裁判上長期爭議的問題。「人事無窮，法條有限」，驗之法制現

實，誠然不爽。個人主觀感知與客觀規範之間如何取捨決斷，容待

理性論證。邱文聰、張永健教授「假作真時真亦假—論管制與處

罰攙偽假冒食品」一文8，穿梭於行政管制與刑事裁判之間，力圖

為此艱難課題給出答案。 

鑑於食品安全的法律問題，經緯萬端，法規紛繁，管制理論、

法條建構與實務運作，環環相因、互有關連，本導論擇取「食品標

示」（本書兩篇論文主題）作為切入視角與探討標的，以吾國「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品法」）為中心9，參考外國法制10，

先梳理食品安全的規範體系與管制架構，再微觀分析食品標示的相

                                                           
 
6  本書，頁191-238。 
7  本書，頁239-326。 
8  本書，頁327-402。 
9  「食品標示」作為法律用語，概念不一、規範多端，從研究方法的角度出發，

探討對象必須有所限定，論述方不致失焦，故本文探討之「食品標示」，先以
食品法為中心，再逐步擴及其他。 

10  除歐盟2002年食品安全規則外，德國為因應此一規則於2005年大幅修改、於同
年9月7日生效施行之「食品、日常用品及飼料法典（Das Lebensmittel-, 
Bedarfsgegenstände- und Futtermittelgesetzbuch, LFGB，下稱德國食品法）全文
新頒，為歐盟食品法之具體實踐，亦為本文主要參考之外國立法例。為建立本
土自主法律思維體系，力求論證的連貫性與邏輯性，避免閱讀的障礙與架構的
切割，本文說理行文以本國法為主軸，比較法僅於註解中討論，不闢專節，特
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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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制，並進行法治實踐之反思，檢證標示法制之規範功能，發掘

法制缺失或不足之處，期有助於建立契合法治原則的食品標示管理

法制，並得與本書各篇論文內容相互參照，彼此攻錯。 

二、食品法體系與管制架構 

「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為現行食品法揭

櫫的立法目的，共分十章，計68條次，扣除第1章「總則」（第1條
至第3條11）、第10章「附則」（第57條），章節如下： 

■ 食品安全風險管理（第2章，第4條至第6條） 
■ 食品業者衛生管理（第3章，第7條至第14條） 
■ 食品衛生管理（第4章，第15條至第21條） 
■ 食品標示及廣告管理（第5章，第22條至第29條） 
■ 食品輸入管理（第6章，第30條至第36條） 
■ 食品檢驗（第7章，第37條至第40條） 
■ 食品查核及管制（第8章，第41條至第43條） 
■ 罰則（第9章，第44條至第56條） 

上揭法律條文之規範體系是否井然有機？其管制架構為何？有

待探究。 

法律旨在規範社會生活，作為確保食品安全的制度及工具之

一，須與食品安全的問題形成某種對應關係。食品或食物12的內在

元素除核糖核酸外，主要是蛋白質、代謝物質及礦物質的組成13。

影響食品安全的因素，大體可分為人為因素與自然因素，二者互有

                                                           
 
11  本文以下引用或提及之法律條文，未特別註明者，皆為食品法之規定。為撙節

篇幅，條文引註，一律不加「參見」或「參照」。 
12  法律用語，除「食品」外，另有「飲食物品」（例如刑法第191條）或「食物」
（監獄行刑法第46條）。「食品」作為法律概念之意涵，容後論述。 

13  參見SOLOMON H. KATZ & WILLIAM WOYS WEAVER EDS., ENCYCLOPEDIA OF FOOD 
AND CULTURE VOLUME 2: FOOD PRODUCTION TO NUTS 67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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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自然環境之因素，例如大自然界的輻射、傳染病、病蟲害等

及其衍生之「保存問題」，對應之人為因素則是環境用藥、動植物

用藥，以及基因科技暨添加物質。「非食品因素」之外來污染，例

如重金屬、戴奧辛等，亦是食品不安全的原因之一。人為因素之主

體，主要是農產品業者、食品業者；自然或客觀因素，主要是

（原）產地（參見圖1）。 

面對食品不安全的多重因素，法律對策最直接且基本者，厥為

建立「禁止（或限制）規範」14，阻絕造成食品不安全之人為因

素，同時設定「作為規範」15，防範來自人為及自然的不安全因

素，形成一套「令行禁止」的食安法律規範架構。 

其次，「令行禁止」規範體系的運作要素是分別對「食品」與

「食品業者」（人）建立一套「衛生安全標準」，並輔以（部分之）

「事前許可」16制度。 

其三，禁止規範、作為規範、安全標準、事前許可的合致關

係，需要一套監督管控機制，包括查驗、檢驗、禁止等手段，並以

處罰為後盾。 

最後，建立排除食品的不安全、回復安全（合法）狀態的義務

體系及執行機制。回收、銷毀為其中最主要的法律工具。 

                                                           
 
14  第15條為禁止規範之核心規定（不得……）。2016年12月16日公布新增之第15

條之1：「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可供食品使用之原料，得限制其製造、加工、調配
之方式或條件、食用部位、使用量、可製成之產品型態或其他事項。前項應限
制之原料品項及其限制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亦屬一種「禁止（限
制）規範」。惟禁止（限制）之權限則空白授權給中央主管機關行之，是否合
於法律保留原則，不無疑問。 

15  第3章「食品業者衛生管理」規定，基本上屬於「作為規範」，尤其2013年6月
19日公布新增、2014年2月5日、2014年12月10日公布修正之第7條，課予食品
業者之自主管理義務，亦屬行為規範之一環，在空間上（設置實驗室）及時間
上（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均較諸傳統管制模式嚴格甚多。 

16  第15條第1項第10款、第21條、第3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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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脂類、維他命

蛋白質

自然環境
Ex. 輻射、過敏物質
傳染病、病蟲害…

保存技術
Ex. 變味、變質…

農產品業者
食品業者

原產地（國）

農產品業者
食品業者

農產品業者
食品業者

原產地（國）

農產品業者
食品業者

原產地（國）

添加物質
Ex. 色素、防腐劑

塑化劑、三聚氰胺…

外來污染
Ex. 重金屬、戴奧辛
基因改造物質…

環境用藥
動∕植物用藥

Ex. 農藥、除蟲劑…

 

圖1 食安問題與法律規範之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 

三、食品標示的法功能定位 

「食品標示」於食品法中與廣告管理合為一章，獨立規範，直

接與標示有關者，為第22條至第27條，計6個條文，約佔全部條文
的10分之一。再觀同法施行細則之28個條文，其中與「食品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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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關之規定有18條17，間接相關者有2條18，所佔比例高達8成
以上，將食品法施行細則稱之為「食品標示施行細則」，殆不為

過。單是規範之表象即已彰顯出食品標示的重要性、技術性與專業

性三種特質，其與食品安全規範架構之間的關聯與功能定位，允有

探明究實之必要。 

前述食品安全之規範架構與管制工具，基本上是一套兼容「安

全標準」與「查核檢驗」的管控機制，其運作一定程度仰賴主管機

關的介入。相對而言，標示制度則是一套以「資訊公開」為中心貫

串實質行政管控的程序機制，其一方面可以提升主管機關管控的行

政效能（從有無標示、標示資訊、標示是否不實即可判定食品的安

全性），另方面可以將消費者納入食安管控體系之一環。就規範目

的而言，食品標示不僅旨在維護國民健康，同時寓有防制詐欺之意

旨（尤其是有關重量、數量的標示）19。換言之，食品標示規定亦

屬消費者保護法之一環。就此而言，消費者保護法與食品法之間構

成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係。 

綜上，食品標示之法制規範與法治實踐的問題思考層次，大抵

如次，本文循序探討之： 

 何謂「食品」？ 
 何謂「標示」？ 
 標示「目的」？ 

                                                           
 
17  第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條。 
18  第3、26條。 
19  立法院於2014年1月28日通過之食品法部分條文附帶決議第12項：「主管機關應

滿足國民享有健康安全食品以及知的權利，依歐盟標準規範基因改造食品標
示」。單就內容而言，無可訾議。但就掌有立法權限的立法院來說，殊值商
榷。蓋「滿足國民享有健康安全食品以及知的權利，依歐盟標準規範基因改造
食品標示」，為立法院職責，應完善立法，妥為規範，而非以「附帶決議」方
式要求主管機關在無（完善）法律依據下率然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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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消費保護？ 
 ■ 防止詐欺？ 
 ■ 食品安全？ 
 ■ 環境保護？ 
 食品如何「表外」？ 
 食品「內含」為何？ 
 是否「表裡如一」？ 

貳、食品標示的法律概念與鄰接法制 

法律以食品標示作為確保食品安全與衛生的制度，須先就食品

與標示此二概念作法律上的界定。「食品」旨在標定法律規範的客

體與範圍；「標示」則形塑行政管制的機制與內涵，二者互有關

聯。前者關乎食品法的適用範圍及其與他類標示制度（例如產品標

示）的分野；後者確立維護食安的制度功能（承載事項與目的）20

及其與別種管制工具（例如食品標章）的區隔，同時構成食品法制

立法與適用的基本元素。一般法（例如消費者保護法、商品標示

法）與特別法（例如健康食品管理法）的秩序理念與思維理路21，

繫乎於此22。 

以下先論食品的概念及其相關法制，繼之分析標示的意涵及其

鄰接制度。 

                                                           
 
20  「食品」概念的界定，如範圍過廣或外延模糊，則標示的義務將失之過寬，對

人民權利限制過度；反之，若範圍過狹，則標示的作用有限，無法達到應有的
保護功能。 

21  相對於消費者保護法、商品標示法，食品法為特別法；相對於健康食品管理
法，食品法為一般法。 

22  基礎觀念，參見李建良，行政程序法的秩序理念與思維理路—行政法體系構
成的方法論反思，收於：李建良編，人民與國家關係的變遷，頁317以下
（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