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TAIWAN WHITE PAPER
industry committees priority issues

98 WP

零售委員會
鑒於服務業對於台灣經濟成長的持續貢獻，無可避免地，零
售活動將成為台灣經濟更重要的動能。零售委員會致力於與政
府機關建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以期共同強化零售業的發展及
共同面對挑戰。
委員會特別相信，台灣的食安問題可從產業和政府間的緊密
合作獲得良好的成效。我們的會員同時也會全力支持政府，共
同提升台灣整體的食品安全法規和標準；也很高興與衛生福利
部（MOHW）、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和食品安
全辦公室的相關合作已經展開。
在許多的狀況下，食品相關法規的提出卻沒有將其新法規
對於經濟、社會、產業及其他因素潛在影響做出全盤考量。鑒
於此類挑戰，委員會完全支持商會的建議，即台灣應建立類似
美國行政程序法（APA）之法律框架以確保任何法規變化在一
透明、公平且可行的方式進行。此外，鑒於零售產業對於台灣
民眾及社會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影響，我們認為對於潛在法規
變化進行全面性的法規影響評估（RIA）是相當關鍵的。相關
的法規影響評估（RIA）應包括所有關鍵利益關係者，包括政
府、學界及產業界人士之間的共同努力，此程序在其他先進的
經濟體已相當普遍。此舉將可助於幫助法規品質的提升，並確
保所有的新規定有助於提升台灣的整體利益而非僅是著重於狹
小的利益團體。
做為一個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及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的
潛在成員，台灣應確保與貿易夥伴執行較一致的相關法案，並
與國際標準接軌。遺憾的是，在最近裁示的「應辦理檢驗之食
品業者、最低檢驗周期及其他相關事項」問答集，規定原廠於
原產國出具的檢測報告將無法繼續做為產品自主管理的依據，
進口包裝食品必須在在台灣再次進行產品檢測。此外，關於食
品標示相關法規要求的細節程度已遠遠超過其他市場的要求，
而這些規定對於消費者沒有太大助益卻大大增加了生產成本。
如此「台灣特有」的法規將成為台灣與國際間食品發展的屏
障，減少消費者的選擇，並造成技術性的貿易壁壘，危及貿易
夥伴關係，成為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的阻礙。
我們還觀察到中央和地方政府機關對於一些食品相關法規
有不同的解釋及實施方式。此現象對於致力於遵守法規的業者
引發了額外的複雜性及資源浪費。我們希望台灣政府能夠明確
界定並規範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間對於法規能有一致的詮釋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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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二：政府應鼓勵建立民間企業自我規範的新時代
本委員會長期以來一直倡議建立廣告自律制度來取代現有的
政府監管模式。最近的法規發展進一步強化了我們的觀點，也
就是在私部門中的產業自律，將有助於使政府施政更有成果並
更有效率。
我們觀察到最近幾個月有許多關於食品的新法規通過，這些
新法規常僅為了立即的回應特定事件，在雜亂無章的情形下訂
定，沒有充分分析它們的成本效益或對產業和消費者的影響，
也沒有程序透明度和足夠業界諮詢。若繼續這種治理模式，只
會產生更多複雜又「臺灣獨家」的法規條例，繼續阻礙產業發
展及投資，且在徒勞無功的活動中浪費政府資源，並加深民眾
對政府施政效能的不滿。
產業自律的做法實際上是一種共同管理 (co-regulate) 模式，
植根於「關鍵利益相關者」(如政府、 產業、 消費者和非營利
團體等) 共同建立產品和服務標準及合作執行管理制度。此模
式在先進的經濟體中，於發揮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功效上，已有
了可追蹤證明的成功記錄。對於政府部門來說，此模式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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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一: 食品安全法規的制定過程應當透明，並應有科學及統
計上的證據為基礎
食品安全規範並非零和遊戲，是可以使消費者及食品產業
同時受益的。理想的食品安全規範係在堅持食品安全標準的同
時，透過透明且可預測的系統，使食品業者易於遵守。
自今年三月起，國家發展委員會即已要求政府各部會，應
依台灣向世界貿易組織所為之承諾，將其制定與貿易有關之法
規，翻譯為英文後上傳。此一做法表現出了台灣遵守國際條約
義務的意願以及參與國際協議的決心。然而，在食品安全規範
的領域裡，台灣仍有許多進步的空間，尤其是在透明度方面。
此值台灣預備申請加入「泛太平洋夥伴」的時刻，採取使規範
更為透明的做法，將對台灣更為有利且使台灣的貿易夥伴更為
欣慰。
在此一前提下，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a. 食品藥物管理署應逐步地將全部其所認可的檢驗方法翻譯
為國際上較廣為使用的語文-英文，以協助廠商符合台灣的
法規要求。藉此以減少不合格率，並節省進口商及食品藥
物管理署檢查員的時間，進而使得國際貿易更有效率。目
前在邊境已因為不清楚的檢驗參數，已有大量的時間被進
口商及TFDA檢查員所浪費。
b. 政府應得依要求揭露檢驗報告及檢驗方法以增加國際貿易
效率。
c. 確保與食品相關的規範及標準清楚且可行。
以下是幾個欠缺在科學及統計上證據基礎的食品安全規定
範例：
1) 在未公告的狀況下實施檢驗：自去年12月起，農委會
即針對進口有機食用油進行塑化劑檢驗。不但未事先預
告，也未曾制定可適用於有機食用油的最大殘留標準。
由於並無公告此一檢驗及適用檢驗標準，輸入業者無法
事先告知其供應商應如何符合此一政府的新措施。結果
導致為數眾多的有機油品被迫存放於碼頭或倉庫，至終
被退運或銷毀，其中所失經濟成本無可計數。
2) 因使用原料而帶入之食品成分的獨特標示要求：台灣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2條要求，食品成分中的所有次要
成分須全部展開並逐一列明。依據台灣衛生福利部的食
品藥物管理署的對此一標示要求的解釋，即使對於終產
品不產生功能，透過原料而帶入食品的次要成分依舊必
須列明於成分清單之中。例如屬於可食用油脂而供作分
散或溶解食用色素使用的玉米油、或作為食品香料載體
的玉米澱粉，均對終產品不發生功能，仍必須標示於台
灣的產品上。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現僅排除食品添加物
中，因使用原料所帶入之次要成分的標示義務。此一台
灣的標示要求與美國、歐盟及其他主要市場的法規實踐
相歧異。以美國為例，如屬食品中的非有意添加物質，
含量甚低且不具有功能者，即免除其標示義務。
由於需耗費大量的時間與資源重新設計標示內的成分清
單，此項台灣獨有的標示要求已經造成美國食品業者
的重大困擾。此外，在通關過程中，海關官員仍會質
問進口公司，並要求解釋食品中的各項次要成分；假使
美國的出口商無法提供有關被帶入之次要成分的所需資
訊時（這些資訊通常無法從原始包裝上取得，故極常發
生），該批貨物即可能無法輸入台灣。此等現狀是否構
成貿易的技術性障礙，值得進一步釐清。

3) 不合理的法規解釋：當包裝食品進口進入台灣時，由於
輸出國法規與台灣法規在數字修整的規範不同，包裝上
之輸出國原文營養標示與中文不一致是正常的。然而，
食藥署官員在邊境進行查驗時，卻將此種不一致視為該
中文標示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所謂的「易生
誤解」，將其打為「不合格」，進而造成進口程序的嚴
重延誤。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所謂「不實、誇張或易生
誤解」之立法意旨，本在防杜任何企圖欺瞞消費者的情
形。但就前述中文與外文營養標示不一致的情形來看，
其既均為遵守兩國法規之結果，該差異並未有任何有目
的性的誤導或是欺騙，，因此不應構成延誤進口程序的
理由。
另外一個例子則是與台灣以食品管理之膳食補充品之規
範有關。依現行規定，所有進口之錠狀膠囊形式之食品
均必須向食藥署申請查驗登記，然而就國內的錠狀膠囊
食品，僅有維生素及礦物質含有超出每日建議劑量150%
的食品需要進行查驗登記。此一不具正當性的歧視措
施，使得進口商品因為查驗登記所需的時間與成本在與
國內產品的競爭上處於不利地位。依據食藥署說明，此
一措施的理由這是為了避免與藥品有所混淆所生的風
險(但即使國內產品也有相同風險)。食藥署應依據其功
能，而非外型，建立一個較可行的膳食補充品規範制
度。
4) 過於複雜的有機食品進口程序：依現行規定，即使已經
經過農委會認可的有機認證機構認證，所有進口的有機
產品仍都必須申請「有機標示許可文件」以合法標示為
「有機」進行販售。此一申請程序是以文件審查為主，
主要在確認進口的量或重量與有機認證的內容相符，與
產品的品質並無關係，目的在滿足食藥署對於食品安全
管理法第28條有關標示不得「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
的解釋。除此之外，此一程序並沒有任何科學或統計依
據作為其基礎。考慮到有機產品通常效期較短，此一程
序其實是一種非必要地時間花費。即使”確認”程序有
其必要，也應該不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
我們的建議：
a. 將有機標示許可申請與食藥署之邊境查驗做更緊密的結
合，以增加其效率。
b. 今年稍早農委會已承諾將會採取措施簡化及縮短有機農產
品進口程序，相關新做法應儘速實施。

產業優先議題

踐。
我們堅信，透過共同創造一個透明、經過深思熟慮且一致的
法規環境，不僅將有助於保護台灣消費者的利益，同時也將顯
著加強對台灣經濟有長遠助益的整理經商環境。

2016 TAIWAN WHITE PAPER
industry committees priority issues

鬆綁法規、並得集中資源在最關鍵、最需關注的領域的機會。
例如在美國，「負責的營養推廣委員會」 (the Council for
Responsible Nutrition , CRN) 是一個商業協會，針對膳食補充
品，專門在企業界推廣「負責任的消費者溝通」。CRN 和優質
商業局（Council of Better Business Bureau, CBBB）旗下的全國廣
告司 (National Advertising Division, NAD)共同努力，監督膳食
補充品的廣告。此機制致力於廣告宣稱的真實正確，並鼓勵產
業間公平競爭，以藉此加強消費者對廣告的信心，並因此協助
膳食補充品市場的發展。美國也有其他非常成功的產業自律例
證，普遍出現於致力於兒童健康和對環境負責任等的商業作為
中。所有這些機構都是廠商支持並參與的非政府組織，經由教
育大眾、 調查商業行為、 管理法規的遵守，並發布有問題的
商業行為來加強企業的社會責任。這些非政府組織和個別企業
的自律機制成功地減輕了政府的負擔，並協助了優質廠商驅逐
「劣幣」來維護整體產業的聲譽。
在台灣許多行業已開始接受這個理念，而本委員會感到深受
鼓舞。產業自律的措施，例如以系統協助確保食品安全、改善
化妝品成分的法規、建立明確和穩定的廣告準則等，已經由各
種公協會下的委員會和工作小組展開。我們真誠地建議政府認
真考慮這種模式的好處，採取實際行動支持業界及其他利益相
關者的努力，實現此新的規範模式。
建議三：重新檢視以產品銷售額及資本額大小作為裁罰食品業
者的標準
2016年5月12日公布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四條第
一項罰鍰裁罰標準」，對於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業者，
將根據產品銷售額或實收資本額的高低，以公式計算出應課予
之罰鍰。如同本委員會已於年初遞交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之意
見書所指出的，前述的計算因子背離了處罰輕重須視行為人「
違犯法律的嚴重程度、受到影響的消費者數目、或因違法所獲
得的利益多寡」，而非取決於「該公司財務能力高低」的基本
法律原則。
該意見書表示，此一裁罰標準似乎隱含著大規模食品業者
可歸責程度更高的意義，但這樣的推定卻無法獲得任何證據的
支持。現實上，大型、高資本額的食品進口商、生產商與經銷
商，通常擔覆著更高的社會責任，可以期待其採取嚴格的管理
措施及快速的反應，藉以極小化任何對消費者的健康風險。
對此一同樣屬於台灣獨有的規範方式，在台灣經營的業者
感到挫折；身為台灣的貿易夥伴，不禁懷疑政府針對遵循國際
標準與慣理所作的承諾。

b.

c.

d.

e.

f.
建議四：重新修訂化粧品法以避免形成技術性貿易障礙並推動
法規制定透明化
主管機關在1970年初次頒佈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以下簡稱
「化粧品法」），本委員會歡迎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將該條
例現代化的計劃。我們呼籲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將化粧品法
與台灣主要國際貿易夥伴國制訂的類似規範互相調和，避免採
行一些獨特的法條，導致形成技術性貿易障礙、阻礙台灣加入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此外，我們也敦促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開始披露其決策的評估理由，而非片面
引用未公布的內部規範資料。我們茲提供以下建議：
a. 刪除新法案裡特定功能化粧品上市前查驗登記許可的規
定。依目前公佈的化粧品法修訂草案，擬設定一個為期五
年的過渡期。在這期間，上市前查驗登記許可制度仍將維
持，同時業界為了新的上市後管理體制，仍必須進行上市
前產品登錄及備妥產品資訊檔案。此獨特的雙重管制制度
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對於產業是加倍負擔，卻又未見增
加任何消費者保護的附加價值。本委員會呼籲衛福部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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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藥物管理署採行全球的趨勢，僅採用上市後監督模式並敦
促產業建立自律制度。
確保化粧品成分的任何限制皆基於科學證據，並且以透明
公開的方式處理、討論、通過。基於透明公開的原則，衛
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應披露審查過程和評估依據。在公告
草案後，應給予業者足夠的審議期進行商議與回覆。此
外，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應與已發展國家經濟體進行法
規協和化，如：美國和歐盟。
認同產品標籤上僅刊載本地的供應商為責任業者，且已足
夠達到消費者保護和上市後市場監督的目的。化粧品法草
案規定進口商須標示製造商及進口商的相關資訊，此為一
獨特又不與國際協和的規定，而其他國家只要求標示當地
負責業者的信息。其實，標示進口商資訊已足夠，因為實
際上，台灣的消費者只會連絡本地的供應商，而非海外製
造商。至於產品資訊檔案中的海外製造商資訊，亦足以滿
足上市後市場稽查的目的。
確保擬議的新的產品資訊檔案制度是合理、可執行的，且
只為關鍵的監管需求而訂定，以避免技術貿易障礙。衛福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已承諾，產品資訊檔案制度的目標是建
立一個「合理」和「可執行」的制度，並給予業者足夠的
時間準備產品資訊檔案。雖然我們讚賞這些承諾，我們仍
然還是敦促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避免建立一個採自歐
盟、東協加上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獨特要求的大集合、
獨特而複雜的產品資訊檔案制度。該注意的是，美國及日
本等大型經濟體皆未採行產品資訊檔案制度。鑑於執行上
潛在性的複雜性，台灣可能會無意中造成了技術性貿易障
礙，導致與貿易夥伴的貿易爭端。為了避免這種結果， 產
品資訊檔案的要求項目、內容應精簡，僅滿足關鍵性監督
需要即可。
承認其他國家的GMP標準與台灣化粧品GMP具同等標準。
儘管化粧品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在歐盟及
東協為強制規定，但兩個管轄地也接受其他國家的GMP標
準。然而，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擬將台灣的標準作為唯
一可接受的標準，這將勢必導致巨大的技術性貿易障礙。
相反地，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應認同其他相當於台灣化
粧品GMP的規範，例如：美國個人照顧產品協會（Personal
Care Products Council，PCPC）及其他國家頒佈的化粧品
G M P指導原則，並允許進口商得自我認證其海外製造廠
符合GMP標準，作為履行符合台灣GMP規範要求的同等形
式。
避免建立獨特的「更正廣告」政策。相較於推動廣告自律
的國際最佳實踐，化粧品法草案授權給主管衛生的官員，
來判定該廣告或宣稱是否為「嚴重誇大或不實」，甚至包
括了那些不涉及安全或衛生的廣告內容。違規者必須依「
更正廣告」規定刊播或刊載「道歉廣告」。本委員會得
知，在2013年衛福部主辦的公聽會中，已從原草案移除的
「更正廣告」條款又在目前草案中恢復，本委員對此深感
憂慮。這項措施將授與衛生主管機關極大的權力，包含毀
損一家公司商譽及品牌價值的能力，該權力擴及至其專業
權限以外的區域，而未提供受控告對象在司法體系中應有
的正當程序。我們強烈呼籲衛生福利部及食品藥物管理署
撤回此部分之草案。如果「更正廣告」條款生效，它甚至
可以被視為違反國家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在替代作法
方面，我們建議主管機關可與業者進行廣泛討論，以制定
廣告指導原則及產業自律的制度，這種作法在其他許多市
場已證明是有效的廣告管理模式。
在新的化粧品法規架構下，牙膏及漱口水的管理考量應與
其他化粧品有所區隔。在化粧品法草案立法通過後，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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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漱口水將成為新增之化粧品種類，但相關之化粧品法規
在初制定時，並未將牙膏及漱口水獨特之產品特色納入
考量（特別是，牙膏及漱口水為用後立即漱口吐出之產
品）。委員會敦請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採取下列措施以
確保過渡期之平順，並降低對業者及消費者之衝擊：
1). 提供充分及夠長之過渡期－應給予牙膏及漱口水業者
至少五年之緩衝期準備並融入化粧品法規。同時，市
面上之商品應全部予以免責。雖然食藥署已與業者召
開數次之溝通協調會議，但在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修
正草案正式通過且相關配套之法規予以公告施行之
前，業者並無法開始進行評估或投資以更改產品標示
或配方。此問題對於一個自全球各地採購商品、且多
個國家共用產品標籤及配方的跨國企業影響更為巨
大。尤其是若產品配方必須變更時，需要更長的前置
作業時間來完成產品安定性測試。
2). 調和牙膏及漱口水之技術規範及成分標準，以與主要
貿易夥伴之規範一致。目前有關化粧品中禁用成分或
物質之相關法規（例如：化粧品防腐劑成分使用基準
表），在初制定時，並未將牙膏及漱口水納入考量。
委員會敦請食藥署檢視這些規定，參採已被台灣主要
貿易夥伴國家（例如：美國、歐盟或日本）准用之成
分，加以修訂「化粧品防腐劑成分使用基準表」，以
與國際慣例一致並避免採用台灣獨特之標準或限制。
建議五：基因改造（ＧＭ）食品原料標示法規與主要貿易夥伴
調和
台灣自2014年2月於修正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納入基
因改造食品原料為強制標示項目，且相關標示實施細節已於
2015年5月發佈。其主要規定為（１）非基因改造食品原料非
有意攙入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超過3％，即視為基因改造食品原
料；（２）直接使用基因改造高度加工原料（於終產品已不含
轉殖基因片段或轉殖蛋白質者）應標示，例如黃豆油、玉米
油、玉米糖漿等。
雖然相關規定已經公布且實施，有部分疑慮仍須在此強調。
目前的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規定並無訂定基因改造原料於終
產品的閥值，導致即使是非常少量的基因改造仍應標示。此
外，台灣是國際間少數國家將高度加工原料納入標示的國家。
此外，反對基改的團體及部分立法委員持續推動採用歐盟的基
因改造原料標示法規，如降低非故意攙雜率到0.9%及要求將高
度加工原料全面標示等。
隨著全球經貿自由化發展，新法規應遵循國際慣例，避免
造成貿易障礙，進而對台灣食品產業造成不利的影響。重要的
是，台灣的法規訂定應與主要貿易夥伴調和。建立比其貿易夥
伴更嚴格的法規環境將限縮台灣對於食品供應的選擇國家或區
域，而減少提供消費者多樣化的選擇並增加食品成本。
實施擬議的法規之前，政府應進行全面性的影響評估已充分
瞭解該法規的施行對於食品供應、成本、消費者福利、台灣競
爭力及貿易關係的可能影響結果。台灣目前的基因改造原料標
示法規是目前世界上最嚴格的標示規定之一，實無必要再使其
更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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