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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論

 背景

依據我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三條第三款，食品添加物之定義

係指食品之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儲藏等過程中，為食品著

色、調味、防腐、漂白、乳化、增加香味、安定品質、促進發酵、增

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化或其他必要目的（intended use），加入

（intentionally added）、接觸於食品之單方或複方物質。因為食品添加

物對食品的感官特性、微生物控制、物理、化學或物理化學特性是有幫

助的，所以食品添加物也常被視為食品工業現代化指標之一。

然而部分食品業者為了經濟利益，應用添加化學物質攙偽作假

時有所聞，這種欺騙行為挑戰著全球的食品業（Food Fraud Database; 
[EUFIC], 2013）。臺灣多年來，不僅有類似的攙偽作假案件，濫用食

品添加物的違規事件也層出不窮，如最近公告的年節食品食品添加物抽

驗，有將近3%為超標使用（食藥署，2015）。這種只顧商業利益，漠

視法律、鑽營法律漏洞、或利用法律的不完備（regulatory gaps）等的

作為不僅忽視消費者的健康，也影響到商譽，甚至國家的榮譽。被牽累

的公司行號收益因而受損、甚至倒閉，更有難以計數金錢上和非金錢上

的社會成本支出（中央社，2013）。消費者對食品添加物因而產生虞

慮，甚至有許多迷思。國際食品添加物法典委員會（Codex Committee 
of Food Additive, CCFA）主席陳君石教授在「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認識

與對策」中（2007）指出，消費者和政府對食品安全問題存在一系列的

誤解，造成了消費者的疑惑。這些誤解包括：一是消費者要求「零」風

險；二是過於重視化學性污染，而忽視食源性疾病；三是籠統地把假冒

偽劣與食品安全劃等號；四是把致癌物污染的食品等同於致癌食品；五

是把不合格食品等同於有毒食品。

陳君石教授提到「食品是有標準的，不符合標準的食品都是不合格

的食品，但絕不等同於有毒食品。籠統地把不合格的食品稱為有毒食品

又是誇大了食品安全的風險程度。」並認為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當前國

際上公認的辦法是建立風險分析和評估的框架體系。所以如何重振消費

者的信心，解決食品添加物的問題，也是需要建立風險分析和評估的框

架體系。明晰及透明的進行風險評估，加上及時進行交流溝通，既可以

消除各種各樣的誤解，又便於政府部門針對存在主要的食品安全問題採

取管制措施。

所以，解決臺灣食品添加物的議題要回歸基本的任務：需要建立風

險分析和評估的框架體系，積極有效的建立和使用前後一致連貫性的管

制措施和充足的監測的整體做法。這些需求包括：

‧政府管理單位――完備法規的制定，包括上市前的審核和上市後

的管理

‧食品添加物產業――供應鏈的管理和守法的推銷

‧食品產業――供應鏈的管理和守法的使用

‧政府管理單位――上市後的檢查、稽查與監測（違法行為的發掘

和流行病學、暴露數據等的收集） 
‧食品標示――消費者知的權利

‧政府管理單位――上市後的再評估（Re-evaluation）

CAC在其食品添加物的一般使用標準（Codex Stan 192-1995）前言

第三條就提到食品添加物使用的基本原則（General Principles for the Use 
of Food Additives）包括 (1)食品添加物的安全性，(2)食品添加物使用的

合理性，(3)食品添加物的製造和使用要合乎優良規範和 (4)要合乎食品

添加物的規格，包括物質特性和純度等。除此些基本原則要符合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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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遵守嚴謹的審核步驟（step process），經過評估通過後，方能列入許

可使用的清單中。

本報告將以研究國際間支持制定食品添加物法規所需的風險評估及

其管理法規標準為研究目標，並與臺灣現行狀況作一比較和討論，並作

出適合國情，並與國際接軌的未來研修建議。

1.2 目標

本報告將以國際間食品添加物法規標準（含標示）之蒐集、彙整與

專家會議討論為主要研究方法。預期可藉由探討研究Codex和歐盟、美

國、日本、中國等有關食品添加物（包含標示）的法規標準、指引或作

業準則，並與國內現行規定作比較，可以瞭解我國在食品添加物相關法

規制定上深度和和寬度可以改進的事項。

1.3 實施策略／方法

(1)  調查研究並彙整Codex和歐盟、美國、日本、中國等有關食品添

加物的法規標準、指引或作業準則（food law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standards, guidance, code of practices），並與臺灣現況進行比較與討論。

(2)  研究報告將包括食品添加物的法規制定原則（含使用原則、限

量制定的原則）、使用標準（含食品添加物的範圍／類別／種類、適用

產品範圍、使用限量等）、規格標準及標示標準等，並評估負面表列的

需要性，以及重要引用資訊（如法規條文或文獻）的完整來源。

第 二 章   

國際間食品添加物申請管理辦法

2.1 Codex

2.1.1 食品添加物的申請辦法

(1)  法源依據：無（Codex不是一個國家因此在食品添加物的申請管

理辦法沒有法源依據。）

(2)  指引：Codex食品添加物的管理是在食品添加物通用標準中

（General Standard for Food Additives）說明，關於要在食品添加物通用

標準新增或修訂添加物的使用規定，必須遵守下面三個程序：

‧法典標準和相關文本制定之標準程序 1

‧食品添加物通用標準中食品添加物規定的新增與審查程序 2

‧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WHO聯合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執行方法 3

法典標準和相關文本制定之標準程序說明了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要進行法典標準的制定的程

序，這程序有八個步驟，並在開始進入到這程序前會先將進行嚴格審核

（Critical Review），在這過程委員會（Committee）或成員會送出編寫

的計畫文件，由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來決定是否要受理

其要求，如果通過嚴格審核，就會進入到步驟一。

步驟一是在執行委員會決定制定法典標準後進行，在這步驟CAC將

決定由哪個附屬機構或其他機構來主導這項任務，例如：如果是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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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制定，則會分配給CCFA。在步驟二秘書處（Secretariat）會督促

被分配到任務的委員會完成擬議標準草案（proposed draft standard）的

編撰事宜，同時也會要求其它單位提供相關信息，例如FAO和WHO進

行的風險評估工作資料。在步驟三秘書處會將擬議標準草案送交委員會

成員國和相關國際組織來徵求意見。在步驟四秘書處會將收回的步驟三

的意見回饋，並送交附屬機構或其他有關機構，這些機構會依反饋的意

見來進行擬議標準草案修改。在步驟五修改好的擬議標準草案會提交給

執行委員會來執行嚴格審查，之後送給委員會來採納為標準草案（draft 
standard）。步驟六、七和步驟三、四是相似的，唯一不同的是前者是

擬議標準草案的過程；後者是標準草案過程。第八步驟與第五步驟相

似，由執行委員會來執行標準草案的嚴格審查，由委員會來採納為法典

標準。

法典標準和相關文本制定之標準程序是所有標準制定過程的通則，

如果是針對食品添加物標準的新增與審查過程則在食品添加物通用標準

中食品添加物規定的新增與審查程序中說明，這程序的最終目的將新的

添加物或添加物的修訂放到食品添加物通用標準，在程序中可分為三大

部分，初步工作、修訂／新增與審核部分。

在初步工作部分，CAC會接到修訂或新增的要求，這要求可以來自

法典各個委員會、法典會員或CAC，提出要求的單位需要遞交相關數據

與資料，CAC在審核過這些文件後會決定要接受或拒絕這要求。

在修訂／新增部分，CCFA會要求提出單位提供下列資料：

‧食品添加物規格

‧食品添加物委員會（Joint FAO / 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安全評估後的結果報告

‧添加物預計使用的食品類別或次類別

‧添加物技術上的需求／理由說明

‧食品添加物在特定食品類別的最大使用量

‧說明訂出最大使用量的理由

‧避免消費者受到添加物使用誤導的說明

‧在審核的部分CCFA在下列兩種情況會進行文件的審核

‧定期審核

‧收到要求：當風險評估有所修訂技術性需求與理由改變

FAO / WHO聯合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執行方法說明JECFA收到風

險評估要求後所要進行的程序，JECFA的聯合秘書（Joint Secretary）在

這些程序中的溝通協調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會議前10-12個月聯合

秘書會通知風險評估要求者提供相關文件與數據，風險評估要求者需要

在會議前6-7個月前將完成資料遞交，提出風險評估要求者，包括：

‧CAC（via CCFA）

‧FAO & WHO成員國

‧贊助者（via 非政府組織的FAO / WHO）

‧JECFA秘書處

‧JECFA本身

在會議前6-7個月，聯合秘書在收集完資料後，會將下列資訊送給

起稿專家（Drafting Experts）：

‧贊助商遞交的數據和文件

‧文件草案準備準則與程序準則

‧其它信息和指示

起稿專家是負責物質評估專家，由FAO / WHO顧問和委員組成，其

任務包括：

‧進行文獻收集

‧審核贊助商遞交的數據和文件

‧完成文件草案（Draft Documents）：在會議的1-1.5個月前將文件

草案交給聯合秘書

聯合秘書在會議前1-1.5個月收到文件草案會送給審查會員（Peer 
Reviewer），審查會員物質審查專家，是由JECFA會員組成，其任務為

審核文件草案，並在會議前提出了重要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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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秘書會在會議前將草案或修訂過的工作文件送給所有將要與會

者，這些與會者在會議中要決定是否通過工作文件。

(1) 提出申請者：

依據食品添加物通用標準中食品添加物規定的新增與審查程序，法

典各個委員會、法典會員或CAC都可以提出申請要求。

(2) 需要提供的文件與資料：

依據食品添加物通用標準中食品添加物規定的新增與審查程序，提

出申請者需要提供下列文件：

‧食品添加物規格

‧JECFA安全評估後的結果報告

‧添加物預計使用的食品類別或次類別

‧添加物技術上的需求／理由說明

‧食品添加物在特定食品類別的最大使用量

‧說明訂出最大使用量的理由

‧避免消費者受到添加物使用誤導的說明

(3) 受理單位名稱：CAC

2.1.2 食品添加物申請步驟

在食品添加物申請的步驟，跨了三個單位CAC、CCFA和JECFA
（見表2.1），我們可以大致將這過程大致上分為九個步驟（見圖

2.1）。

步驟一：提出申請者需要向JECFA提出風險評估的要求。

步驟二：JECFA會受到並接受這要求。

步驟三：JECFA會要求申請者遞交資料。

步驟四：JECFA的聯合秘書會協調文件起稿與審核

步驟五：JECFA開會決定通過文件草案。

步驟六：提出申請者向CAC提出修訂或新增添加物的要求。

步驟七：CAC受理與收到遞交數據與資料，由執行委員會來決定接

受或拒絕這申請。

步驟八：由CCFA來準備擬議標準草案，並依會員國的意見修訂擬

議標準草案，在一會員國的意見修訂標準草案。

步驟九：CAC開會通過採納標準草案成為法典標準。

表2.1   食品添加物的申請步驟

步驟一 提出風險評估要求

步驟二 JECFA接受風險評估要求

步驟三 要求者遞交資料

步驟四 ‧文件起稿

‧文件審核

步驟五 JECFA會議

步驟六 提出要求

步驟七 CAC受理

‧收到遞交數據與資料

‧接受或拒絕決定

步驟八 審核（CCFA）

‧準備擬議標準草案

‧修訂擬議標準草案

‧修訂標準草案

步驟九 CAＣ開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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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國

2.2.1 食品添加物申請辦法

(1)  法源依據：

食品添加物申請辦法的辦法的規定是依據FDCA（1958年）其中有

一條稱為食品添加物的一般安全條款（409 (c) (3) (A)），依據此條款

訂定了新食品添加物上市前安全評估的過程及GRAS的審核，從此在美

國上市的食品添加物可選擇一般的食品添加物的上市前許可的過程或

GRAS的過程 3。

(2)  指引：

在美國如果物質要合法地添加到食品中有三個途徑，這是根據

FDCA第201（s）提到的添加物的定義 4，在定義也明白指出豁免與排

除，所謂豁免是指GRAS，該物質被合格的專家普遍認定在預期使用的

條件下已充分證明是安全的，所謂排除是該物質的使用排除在食品添加

物的定義外這三類物質在取得合法的使用，是依據不同的途徑：

a. 一般的食品添加物是走：上市前許可（pre-market approval）
b. GRAS：有兩個途徑，在1958年之前的物質須提出食品常見使

用經驗；1958年及之後須走：科學的程序

c. 排除物質：在得到批準，需要達到一些要求

(3)  其申請辦法比較如下 4：

圖
2
.1

  
食

品
添

加
物

的
申

請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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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美國食品中添加物申請辦法比較

(4) 提出申請者：

提出添加物申請者稱為申請者（Petitioner），一般為食品業者。

(5) 需要提供的文件與資料：

申請者需要提供的文件如下 5：

   ‧化學品的鑑別

   ‧在食品中的分析方法

   ‧功能性

   ‧安全數據

   ‧提出使用目的與用量

(6) 受理單位名稱：

申請者將準備好的文件與資料送給食品藥物管理署（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的食品安全和應用營養中心（Center for Food 
Safty and Applied Nutrition, CFSAN）來做申請。

2.2.2 食品添加物申請步驟

美國添加物的申請可以選擇上市前許可過程或GRAS程序。上市

前許可過程包括提出請願申請、CFSAN受理請願、案件審核、做出決

定、與機構最後的審查完成 6。

步驟一：在第一步驟要遞交相關資料給CFSAN。

步驟二：接著會由CFSAN的食品添加物安全辦公室（Office of Food 
Additive Safety, OFAS）的機構來評估申請的資料是否充足，並決定是否

需要借助CFSAN以外機構來審核案件，如果確認要受理案件，會有一

位消費者安全官員（Consumer Safety Officer, CSO）被分配到這個請願

來協調申請者在FDA的請願審核過程與安排申請者與機構見面。

步驟三：在案件審核步驟CSO會將請願分配給專家來進行評估，評

估的工作包括了 7：
‧化學審查

‧毒理學審查

‧根據Redbook
‧毒理、病理與數學專家

‧必要時毒理學者可以建議由CFSAN特定的委員會來評估致癌性

試驗

‧癌症評估委員會

‧定量型風險評估委員會

‧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的預估值

‧環境審查

‧其他政府專家評價：ex.國家毒理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oxicological Research, NCTR）

‧政府外專家評價

步驟四：當通過評估，這案件會達成一個暫時之安全性結論，如

果必要的話會接收諮詢委員會建議，在做完最終的安全評估已確認後，

會將行政記錄（Administrative record）彙編並進行聯邦記事（Federal         
Register）最終法規起草。

步驟五：此為添加物申請的最後步驟，最終法規公佈在聯邦紀事來

公告，如果沒有收到任何意見，該條例出現在聯邦法規法典（Co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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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Regulations）。GRAS的程序包括了五個步驟：

圖2.2   美國食品添加物上市前許可過程

 公司要取得GRAS的程序包括了五個步驟 9：

步驟一：首先由公司自己判別是否符合GRAS的定義，在1958年前

使用的物質需有充足的歷史記載食物中該物質被大多消費者食用；如果

是在在1958年或之後使用則要走科學的程序。

步驟二：科學的程序是由經過科學訓練專家依據科學證據提出他們

看法，這些證據大多是已發表的研究或再加上一些未發表的研究、數據

與資訊。

步驟三：接著需要通知FDA，公司判別GRAS的內容是屬於自願審

查程序不需要通知但一般都會讓FDA知道如何來判別如何決定GRAS的

依據，除此之外物質的描述、使用條件、判別的依據、與科學證據的提

出是必要的。

步驟四：FDA會進行評估，依據已發表或未發表的科學報告來

決定是否為GRAS，FDA不會在其研究機構做實驗來幫申請者證實為

GRAS。

步驟五：最後機構審查完成，會將最終法規公佈公告在聯邦紀事，

如果沒有收到任何意見，該條例出現在聯邦法規法典（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圖2.3  美國GRAS程序

 

2.3 日本

2.3.1 食品添加物申請辦法

(1)  法源依據：

1947年食品衛生法（Food Sanitation Act），使用了食品添加物的正

向表列，食品添加物需經由衛生部長指定（Designation）為安全後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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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在食品 8。

(2)  指引：

在日本食品添加物的申請過程，由有下面兩個指引，第一個是日本

厚生勞動省所公佈，第二個是由日本食品化學研究振興財團所編撰。

‧食品添加物之指定與使用標準修改的申請文件準備過程 9。

‧食品添加劑的指定過程 10。

(3)  提出申請者：

提出添加物申請者稱為申請者（Petitioner），一般為食品業者。

(4)  需要提供的文件與資料：

食品添加物申請者要準備的文件與資料如下 11 ：

‧添加物的資料

‧有效性的報告

‧安全性的報告

‧規格準則的起草

添加物的資料，包括了名稱和用途、開發的原因或細節、由其它國

家和國際組織所做過的評估報告、理化性質。規格準則的起草會併入到

這部分。

有效性的報告包括在食品添加物方面的有效性，並與其它類似的食

品添加物的比較、在食品中的穩定性、對於食物中營養成分的影響。

安全性的報告包括了四大部分：降解研究（Disposition Tests）、毒

理學研究、人類的調查結果與每天估計攝入量。

(5)  受理單位名稱：厚生勞動省

2.3.2 食品添加物申請步驟

新添加物的申請廠商需要填寫申請表格與準備相關資料遞交給厚生

勞動省 12，厚生勞動省在收到申請文件，確認收件並進行文件的審核，

並向食品安全委員會提出風險評估的要求，食品安全委員會會針對申請

者遞交的毒理試驗數據做評估，例如長期毒理試驗、致癌試驗與致畸試

驗的數據，並由這些實驗數據提出ADI的草稿，並在徵求公眾意見後，

最出ADI的確認，這個ADI會再回到厚生勞動省做審核，審核的結果會

送食品衛生審議會徵求意見與WHO公告，整合多方意見後訂出部級條

例草案，這草案會送給消費者事務局做諮議，最後厚生勞動省會進行部

級條例的修改。 

圖2.4  日本食品添加物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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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歐盟

2.4.1 食品添加物申請辦法

(1)  法源依據：

‧Regulation EC 1331/2008（申請程序）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234/2011（申請程序解釋）

(2)  指引：

‧Data requirements for the evaluation of food additive applications 
（2009）

‧Guidance for submission for food additive evaluations（2012）

(3)  提出申請者：

‧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自行

提出

‧歐盟執行委員會

‧歐洲議會

‧各會員國 
(4) 需要提供的文件與資料：

‧申請表

‧一般資料：申請者名字、食品添加物化學名稱、E-編號等

‧風險評估資料：

     -  食品添加物的特性（辨識、規格、生化特性）

     -  製作流程說明 
     -  純度說明 
     -  與食品作用之穩定性說明 
     -  已公佈之風險評估報告 
     -  欲申請之正常及最使用量 
     -  暴露量評估報告 
     -  生物及毒性資料

‧風險管理資料：

     -  現存規格之參考

     -  對不同食品類別或產品之功能及技術需求說明

     -  有效性說明

     -  對消費者的益處

     -  避免消費者受到添加物使用誤導的說明

     -  欲申請的正常及最大劑量

     -  基於食品中的正常及最大劑量之暴露量評估

     -  鑑定及定量之分析方法

(5)  受理單位名稱：歐盟執委會

2.4.2 食品添加物申請步驟

步驟一：將申請送交至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步驟二：EFSA 受理申請（30 個工作天）

步驟三：歐盟執委會 確認通過申請案件

步驟四：EFSA進行風險評估（9 個月）

           ‧化學成分及其規格 
           ‧現有之風險評估 
           ‧擬定用途及國人膳食暴露量 
           ‧鑑定毒理危害

步驟五：發布（15 個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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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國大陸

2.5.1 食品添加劑申請辦法

(1)  法源依據：

法律背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七條：利用新的食品原料生產食品，或者生產食品添加劑新

品種、食品相關產品新品種，應當向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提交相關產品

的安全性評估材料。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六十日

內組織審查；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准予許可並公佈；對不符合食品

安全要求的，不予許可並書面說明理由。

與申請相關的法律：依據《食品添加劑新品種管理辦法》

第一條    為加強食品添加劑新品種管理，根據《食品安全法》和

               《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有關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食品添加劑新品種是指：

               （一）未列入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的食品添加劑品種；

               （二）未列入衛生部公告允許使用的食品添加劑品種；

               （三）擴大使用範圍或者用量的食品添加劑品種。

第三條    食品添加劑應當在技術上確有必要且經過風險評估證明安

                全可靠。

(2)  提出申請者：

申請人，包括從事食品生產或者從事食品添加劑新品種、食品相關

產品新品種生產活動的單位或者個人需要提供的文件與資料：

1. 根據《食品添加劑新品種申報與受理規定》第三條，需提供以

下資料。

a. 添加物申請表

b. 添加物通用名稱、功能分類、用量和使用範圍

c. 證明加工技術上確有必要和使用效果的資料或文件

d. 添加物的質量規格要求、生產使用工藝和檢驗方法及食品中圖2.5  歐盟食品添加物申請流程 12

申請

歐盟委員會文件

不通過

EFSA

通過

歐盟驗證

風險評估

專家小組
採納

15個工作天

發布

30個工作天

9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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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添加物的檢驗方法或者相關情況說明

e. 添加物的安全性評估資料，包括生產原料或來源、化學結構

和物理特性、生產工藝、毒理學安全性評價資料或檢驗報

告、質量規格檢驗報告

f. 添加物標籤或說明書樣稿

g. 其他國家(地區)、國際組織允許生產和使用等有助於安全性

評估的資料

2. 根據《食品添加劑新品種申報與受理規定》第七條，申請首次

進口食品添加劑新品種的，除提交第六條規定的材料外，還應

當提交以下材料：

a. 出口國（地區）相關部門或者機構出具的允許該添加劑在本

國（地區）生產或者銷售的證明材料；

b. 生產企業所在國（地區）有關機構或者組織出具的對生產企

業審查或者認證的證明材料。

(3)  受理單位名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簡稱：衛計委）

2.5.2 食品添加劑申請步驟

詳細流程：

步驟一 申請者 ‧提出申請

‧繳交申請表

‧提供申報材料

‧提供樣品

‧提供需要的文件、資料、證明

步驟二 省級衛生行政部門 確認相關文件及資料均有；若有缺

件則退回（接受申請案件之五日內

受理；不合格者五日內退回）

法規來源：

《食品添加劑新品種申報與受理規

定》第十五條

對申報材料符合要求的食品添加劑

新品種申請，應當自接收申請材料

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予以受理；申

請材料不齊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應當當場或者在5日內一次書

面告知申請人需要補正的全部資

料；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許可的，

不予受理並說明理由

步驟三 省級衛生行政部門 受理請願

步驟四 省級衛生行政部門 上交衛計委

步驟五 衛計委 組織醫學、農業、食品、營養、加

工等方面的專家小組（60日內）

法規來源：

《食品添加劑管理辦法》第十條 
衛生部應當在受理後60日內組織

醫學、農業、食品、營養、工藝等

方面的專家對食品添加劑新品種技

術上確有必要性和安全性評估資料

進行技術審查，並作出技術評審結

論。對技術評審中需要補充有關資

料的，應當及時通知申請人，申請

人應當按照要求及時補充有關材料

步驟六 風險評估中心 進行添加物之技術上的必要性和安

全性評估的技術審查

步驟七 風險評估中心 對提供檢驗證明之檢驗機構進行期

檢驗方法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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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使用該品無法達加工目的之科學性評估文件（應包括添加物

理化特性、加工上之用途、加多少、加在哪裡等之實驗數據）

‧安全性試驗資料

     - 毒性試驗資料

     - 28天毒性試驗

     - 90天毒性試驗

     - 1年以上慢性毒性試驗

     - 生殖毒性試驗

     - 致畸試驗

     - 致癌性試驗

     - 基因毒性試驗

     - 代謝與藥物動力學研究

     - 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之綜合性評估報告

(3) 受理單位 
      臺灣食品藥物管理署

以上文件審查方式採書面審查，申請者須提供上述資料至主管機關

（食藥署），食藥署會將相關書面資料送食品衛生安全與營養諮議會進

行審查，另需進行法規預告及行政程序等，所需時間約6個月以上（不

包含業者補件時間）。

2.7 小結

本章節介紹國際間食品添加物申請管理辦法，調查結果結論如下：

申請需要提供的文件與資料分共同點及不同點：

(1)  共同點：各國家／國際組織所需的資料大致上都歸納到這三

      大類：

‧添加物的資料：名稱、規格、鑑別方法、分析方法、物理性質

‧有效性的報告：功能性、必要性、使用效果

步驟八 省級衛生行政部門、

省級食品衛生評審委

員會

‧初審

‧提出初審意見

步驟九 省級衛生行政部門、

省級食品衛生評審委

員會

‧終審

‧提出終審意見

步驟十 衛計委 若合格，由衛計委頒發《食品添

加劑批准證書》

步驟十一 衛計委 公布允許使用的添加劑品種與食

品安全國家標準

2.6 臺灣

現有臺灣食品添加物的增列與修改須經由填寫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

及限量暨規格標準增修訂申請表（如附錄二），須向臺灣食品藥物管理

署提出申請。

(1) 法源依據：

法律背景：依照《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十八條『食品添加物之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  針對食品添加物，廠商需填寫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申請

      需要檢附之文件包括：

‧擬申請之食品添加物及其功能，使用範圍及限量

‧規格標準（如英文別名、分子式、分子量、純度、外觀及性

狀、重金屬等不純物之規範等項目）

‧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

‧食品中食品添加物之檢驗方法

‧世界各國法規標準及准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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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的報告：安全評估、暴露評估、ADI、其他國家／國際

組織曾做過的安全評估

(2)  不同點：

‧Codex：需要避免消費者受到添加物使用誤導的說明

‧日本：對於食物中營養成分影響的資料

‧中國大陸：需要添加物標籤或說明書樣稿

第 三 章   

結論

本計劃目標旨在研究國際間支持制定食品添加物法規所需的風險評

估及其管理法規標準，並與台灣現行狀況作一比較和討論，作出適合國

情，並與國際接軌的未來研修建議。主要結論如下：

臺灣食品添加物管理辨法可參考國際法規，但須考量國內膳食習慣。

國際間新品目添加物申請需要提供的文件與資料之相同點大致分

三大類：(1) 添加物的資料：名稱、規格、鑑別方法、分析方法、物理

性質，(2) 有效性的報告：功能性、必要性、使用效果，(3) 安全性的報

告：安全評估、暴露評估、ADI、其他國家／國際組織曾做過的安全評

估；而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如Codex額外需要避免消費者受到添加物

使用誤導的說明，日本則額外需要對於食物中營養成分影響的資料，中

國大陸則額外需要添加物標籤或說明書樣稿。

臺灣現行的新品目食品添加物管理辦法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十八條「食品添加物之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準，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針對新品目食品添加物，廠商可填寫食品添加物使用範

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增修訂申請表，向食藥署申請。有鑑於先進國家皆

設有較完整之新品目食品添加物管理辨法，且多以風險評估為基礎，本

計劃建議台灣食品添加物之風險評估可參考國際之辦法，但仍有以下建

議：(1) 須建立國內自己的膳食資料庫，(2) 因資金及人力有限，須擬一

試算表請業者協助資訊之供應，(3) 劑量反應ADI評估資料方面，建議

參考紐澳的管理方式（遵循國際常規），並於訂定食品添加物法規時優

先參考Codex、紐澳、而後及歐盟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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