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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次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為促進「廈門」發揮在海峽兩岸交流

合作中的「窗口」、「試驗田」和「排頭兵」作用，推動兩岸交流合

作更廣範圍，首次特別在廈門市大嶝鎮，舉辦食品經營企業食品安全

質量管控經驗交流會，會議除邀請本局，亦邀請臺灣食品公司「統一

企業公司」、「北田食品公司」、「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宏

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大陸食品公司，共同分享食品衛生安全

管理之經驗，估計全體參加人數約有150人左右。該局期望藉由本次

交流會，瞭解本市管理食品衛生安全之策略與特色，並建立雙方溝通

平台，以利建置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網絡，故本局於會中報告本市食品

管理機制，再以「油安事件」為例說明本市食安行動十大策略，強調

本市重視食品衛生安全之相關議題以及打擊不法之決心，最終期望

「吃在臺中 食在安心」。主辦單位為使與會人員實地體會兩岸食品

交易情形，亦於會議隔日安排參觀「廈門大嶝對臺小額商品交易市

場」，實地瞭解廈門市販售臺灣食品之情形。 

貳、出國人員名單： 

序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1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陳南松 副局長 

2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林炎英 股長 

3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紀瑋婷 衛生稽查員 

參、目的： 

一、 瞭解大陸邊境管理食品制度，並分享本市食品管理機制。 

二、 實地瞭解大陸市場販售臺灣食品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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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過程： 

    有鑑於管理食品衛生安全之重要性不分國界，財團法人海峽交流

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就兩岸食品安全事宜，經平等協商，達成

「海峽兩岸醫療衛生醫藥協議」，故自 99 年起，我國衛生福利部每

年皆舉行 2次兩岸食品安全業務會議，就影響兩岸民眾健康之食品安

全議題，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健康食品及保健食品原料管理、塑

化劑食品事件、非傳統性食材原料管理、進口食品、水產品及動物用

藥等重要議題進行討論，透過制度化之互訪及會談，取得管理共識，

促進食品安全資訊之透明化，期能有效率的解決問題，提升雙方進出

口食品品質與安全，保障兩岸人民安心消費。本局秉持前述精神，同

意出席本次兩岸食品管理經驗之交流會議，汲取多方食品安全管理之

經驗，以作為本市施政之參考。 

一、 主辦單位簡介 

(一) 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1. 工作職掌：「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是大陸品質

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設在福建的直屬機構，負責廈門

地區和漳州市所轄 8個縣區的出入境衛生檢疫、動

植物檢疫和進出口商品檢驗以及全面協調廈門和

漳州港區內各港口、碼頭通關作業中的有關出入境

檢驗檢疫業務。其中，主要職責包括負責實施對進

出口食品安全品質許可和出口品質許可工作，並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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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 

2. 組織架構圖：(紅色粗框為本次會議之主辦處室) 

 

 

 

 

 

 

     

 

              (資料來源：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官方網站) 

(二) 廈門市大嶝對臺小額貿易商品交易市場 

         位於中國福建省廈門市翔安區大嶝鎮，1998 年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和中共中央軍委聯合發文

核准設立，目的在於加快臺灣和廈門兩岸經貿合作步

伐。交易市場規劃總面積 0.85 平方公里，經營範圍

主要為販售臺灣精品、土特產、生活用品和旅遊商

品，並以「買臺灣東西不用過海」等宣傳字句吸引遊

客，規定每人每天交易進口商品價值在人民幣 6,000

元以下，免徵關稅。 

二、 會議前會晤交流(2013年 12月 22日) 

    為表示歡迎本局參加廈門大嶝參加本次會議，廈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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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檢驗檢疫局方元煒副局長特地於會議前一天親臨會議

飯店，向本局致歡迎及感謝之意，本局亦回贈本局紀念品

(圖 1)。該局簡扼介紹廈門大嶝鎮之地理環境及在地特

色、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之組織架構、主管業務，並說

明目前臺灣產製食品通關進入大陸時所遭遇之問題，希冀

雙方可藉由本次交流會議，交換不同之管理經驗，以利克

服通關疑議，加速產品通關。 

 

三、 會議(2013年 12月 23日) 

(一) 會議前會晤交流：由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方元煒副

局長引見大陸出入境檢驗檢疫總局進出口食品安全

局林偉副局長，雙方會晤並由林副局長廣泛性分享過

去兩岸食品安全協議之會議相關過程及內容(圖 2)。 

(二) 領導致詞：首先由大陸出入境檢驗檢疫總局進出口食

品安全局林偉副局長致詞，次由主辦單位「廈門出入

境檢驗檢疫局」方元煒副局長及「廈門市大嶝市場管

圖 1 本局陳南松副局長致贈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方元煒副局長本局紀念品，並交流管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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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陳青峰主任依序致感謝及歡迎詞。 

(三) 合影：主辦單位邀請本次會議所有主講人至台前合

影，並再邀請所有參加人員至會議飯店門口合影紀念

(圖 3)。                             

 

 

 

(四) 大陸進口食品質量安全管理體系(主講人：國家出入

境檢驗檢疫總局進出口食品安全局 林偉副局長)，報

圖 2 本局陳南松副局長會晤大陸出入境檢驗檢疫總局進出口食品安全局林偉副局長(左圖右 3，右 

    圖右 1)。 

圖 3 本局陳南松副局長與各議題主講人(左圖)合影；全體出席人員(右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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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內容重整如下： 

1. 大陸進出口食品安全法律體系 

(1)法律：進出口商品檢驗法、出入境動植物檢

疫法、食品安全法。 

(2)法規：進出口商品檢驗法實施條例、出入進

動植物檢疫法實施條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

例、加強食品等產品安全監督管理特別規定。 

(3)行政規章：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辦法、進口

食品境外生產企業註冊管理規定、出口食品

生產企業備案管理規定、進出口水產品檢驗

檢疫監督管理辦法。 

(4)國家標準：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由衛生部(現改

稱衛計委)制定及公布。 

(5)地方標準：沒有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地方政

府部門可以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標準。 

(6)企業標準：沒有食品安全國家標準或地方標

準的，企業應當制定企業標準。 

2. 大陸食品安全管制體系 

(1)「四位一體」得食品安全管理體制：政府、

社會、企業及行業。 

(2)政府管理職責： 

˙食品安全委員會：最高層意識協調機構，

協調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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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計委：負責風險評估、標準制定、檢驗

機構認定條件和規範的制定。 

˙質檢總局：負責進出口安全監督管理。 

3. 大陸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入境前准入、入境時

查驗、入境後監管。 

(五) 臺中市食品安全管理經驗分享—以油安事件為例(主

講人：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陳南松副局長)，報告內容

重整如下： 

1. 臺中市簡介 

2. 食品管理機制與《油安事件》 

3. 本市食安行動十大策略(詳見附件 1) 

(1) 策略 1-普查製造商，落實源頭管理 

(2) 策略 2-稽查產品標示，安全上架 

(3) 策略 3-資訊透明 

(4) 策略 4-率先召開「油品安全」會議 

(5) 策略 5-推動油品 OK標章 

(6) 策略 6-首創「食在安心」驗證制度 

(7) 策略 7-研訂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檢舉獎金 

(8) 策略 8-強化實驗室檢驗能力 

(9) 策略 9-辦理論壇，廣徵建言 

(10) 策略 10–跨局處合作，營造夥伴關係 

4. 展望 

(1) 打擊不法，建立食品安全事件分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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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輔導民間及大學實驗室，通過檢驗認證，擴大

檢驗量能。 

(3) 強制登錄、全成分標示、追蹤及追溯系統。 

(4) 三級品管機制:自主管理、第三方驗證、政府

稽查。 

(5) 一年內完成鮮奶及醬油等十餘項食品稽查。 

(六) 海峽兩岸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比對研究(主講人：廈

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技術中心 徐敦明博士)，報告內

容重整如下： 

    針對臺灣與大陸食品添加物之標準與管理方式

進行比較，結果顯示臺灣與大陸准用之食品添加物品

項之種類、名稱、使用範圍、限量及編碼方式皆有所

差異，且於最終產品所要求標示項目亦有所不同，推

測可能增加兩岸食品通關困難。 

(七) 大嶝對臺小額商品交易市場「大嶝小鎮」建設與招商

情況介紹(主講人：廈門象嶼發展有限公司 謝濤副總

經理)，報告內容重整如下： 

    介紹「大嶝小鎮」自 2011 年建立並開業，目前

主要有「臺灣精品城」、「臺灣食品城」及「臺灣小

吃城」3個商城，經推廣後，統計 2012年市場到訪人

流量超過 250萬，相較同期增長 18%，市場進口臺灣

商品 6,688萬美元，亦較同期增長 25.8%，表示大嶝

小鎮已成為廈門新旅遊觀光景點。目前大嶝小鎮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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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進一步規劃主題酒店、休閒健康、特色餐廳、創意

產業、體驗式消費、觀光工廠、民俗風情博物館等突

顯臺灣特色項目發展。 

(八) 廈門進口食品檢驗監管模式(主講人：廈門出入境檢

驗檢疫局食品處 王振容科長)，報告內容重整如下： 

1. 大陸進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入境前准入、入境時

查驗、入境後監管(詳見附件 2)。 

 

 

 

 

2. 入境後風險管理 

 

3. 廈門對臺檢驗監管模式：將進口臺灣食品分為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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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食品、代理品牌食品、自有品牌食品、其他類

食品四類進行檢驗檢疫監管。 

4. 近年廈門口岸統計臺灣輸大陸食品情況 

 

 

 

 

 

 

 

 

5. 2013年廈門口岸統計臺灣輸大陸食品種類 

食品類別 進口貨值（萬美元） 

酒類 3869 

飲料類 2572 

水產及製品類 1909 

糕點餅乾類 1224 

調味品類 579 

油脂及油料類 426 

糧穀及其製品類 333 

茶葉類 278 

糖類 245 

罐頭類 243 

年份 
總進口量 

(億美元） 

臺灣地區 

（億美元） 

百分比 

（%） 

2010年 4.34 0.65 15 

2011年 7.29 0.79 11 

2012年 8.93 1.27 14 

2013年 

1-11月 
7.80 1.29 17 

合計 28.36 4.0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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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加工食品類 893 

合計 12,921 

6. 分析廈門口岸臺灣食品不合格情況：統計 2013

年 1-11月，廈門口岸檢出不合格臺灣食品 2,204

批，其中安全衛生項目不合格 177批，占廈門口

岸檢出安全衛生項目不合格所有進口食品的

47.5%。 

7. 分析近年來臺灣食品不合格主要原因： 

(1) 食品標籤(無中文標示、符合性檢測）； 

(2) 食品衛生標準(微生物超標)； 

(3) 食品添加物使用非准用範圍、使用超量； 

(4) 重金屬超標； 

(5) 未事先辦理進口相關審批； 

(6) 食品中添加非准用藥品； 

(7) 未標示生產日期和保存期； 

(8) 水果檢出超標之農藥殘留。 

(九) 兩岸酒類相關法規交流(主講人：臺灣酒聯合策進會 

黃衍銘副會長)，報告重點為介紹臺灣酒類衛生標準

及臺灣酒品認證標誌作業要點。 

(十) 大陸預包裝食品標籤標準簡介(主講人：廈門出入境

檢驗檢疫局大嶝辦 盛彬科長)，報告內容重整如下： 

(※預包裝食品即為臺灣所稱「完整包裝食品」) 

1. 法源：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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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進口的預包裝食品應當有中文標籤、中文說

明書。預包裝食品沒有中文標籤、中文說明書或

者標籤、說明書不符合本條規定的，不得進口。 

2. 規定：《預包裝食品標籤通則》（GB7718-2011）規

定進口預包裝食品標籤標示內容： 

(1)  食品名稱； 

(2)  配料表（清單）； 

(3)  配料的定量標示(有要求時) ； 

(4)  淨含量和規格； 

(5)  原產國/地區； 

(6)  在中國依法登記註冊的代理商、進口商或經

銷者的名稱、位址和聯繫方式； 

(7)  日期標示（生產日期、保質期）； 

(8)  貯存條件； 

(9)  營養標籤； 

(10) 其它強制性標示內容等（輻照食品、轉基因

食品等） 

3. 標示內容之重點說明(詳見附件 3)： 

(1) 食品名稱： 

 應在食品標籤的醒目位置，清晰地標示反

映食品真實屬性的專用名稱； 

 無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或地方標準規定的

名稱時，應使用不使消費者誤解或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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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名稱或通俗名稱。 

 為不使消費者誤解或混淆食品的真實屬

性、物理狀態或製作方法，可在食品名稱

前或食品名稱後附加相應詞或短語，如乾

燥、濃縮、復原、燻製、油炸、粉末、粒

狀。 

(2) 配料表： 

 全標示：生產加工過程中所用的原料（包

括原料已改變為其成分的）、輔料、食品

添加劑等均必須在配料表中進行標示，食

品加工用助劑可不標示。 

 降冪排列：各種配料應按製造或加工食品

時加入量的遞減順序一一排列（降冪排

列）；加入量不超過 2%的配料可以不按遞

減順序排列。 

 複合配料標示：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其他配

料構成的複合配料(不包括複合添加

劑），應在配料清單中標示複合配料的名

稱，再在其後加括弧，按加入量的遞減順

序標示複合配料的原始配料；如果該複合

配料已有國家標準或行業標準，其加入量

小於食品總量的 25％時,不需要標示複

合配料的原始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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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添加劑名稱：添加劑名稱應按

GB2760 中規定的通用名稱，通用名稱可

以是具體名稱，也可以標示食品添加劑的

功能類別名稱並同時標示食品添加劑的

具體名稱或國際編碼（INS）號。當採用

同時標示食品添加劑的功能類別名稱和

國際編碼的形式時，若某種食品添加劑尚

不存在相應的國際編碼，或因致敏物質標

示需要，可以標示其具體名稱。 

 食品添加劑加入量的標示：加入量小於食

品總量 25%的複合配料中含有的食品添

加劑，若符合 GB2760規定的帶入原則且

在最終產品中不起工藝作用的，不需要標

示。 

 水的標示：食品製造或加工過程中，加入

的水應在配料清單中標示。在加工過程中

已揮發的水或其他揮發性配料不需要標

示。 

 食用包裝物的標示：可食用的包裝物也應

在配料清單中標示原始配料，如可食用的

膠囊、糖果的糯米紙。 

(3) 其它強制性標示內容 

 輻照食品：經電離輻射線或電離能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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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食品，應在食品名稱附近標明「輻照

食品」。 

 轉基因食品：轉基因食品的標示應符合相

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並在配料清單中標

明。 

 需特殊審批的食品：國家相關規定行需要

特殊審批的食品，其標籤標識按照相關規

定執行，如保健食品中保健功能標識。 

 營養標籤：特殊膳食類食品和嬰幼兒食

品，其營養成分及其含量應標示方式按照

《預包裝特殊膳食用食品標籤通則》執

行。其他預包裝食品營養標籤標示方式按

照《預包裝食品營養標籤通則》執行。 

(十一) 食品生產安全質量管控經驗交流(主講人：臺灣統

一企業公司)，報告重點為分享該公司管理食品衛

生安全之經驗。 

(十二) 落實企業主體責任 食品進口前自主檢查和質量管

控要求經驗交流(主講人：廈門茗雨軒貿易有限公

司 陳福總經理)，報告重點為分享該公司管理食品

衛生安全之經驗。 

(十三) 北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產流程報告(主講人：臺

灣北田食品公司 黃瀚萱總經理助理)，報告重點為

分享該公司管理食品衛生安全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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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加強進口食品安全管控(主講人：廈門東方勝達貿

易有限公司 張志團總經理)，報告重點為分享該公

司管理食品衛生安全之經驗。 

(十五) 飲料生產之流程及品保作法(主講人：臺灣味丹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世哲總經理室品保處長)，報告

重點為分享該公司管理食品衛生安全之經驗。 

(十六) 食品安全管理實務經驗分享(主講人：臺灣宏亞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品保部 張秀珠)，報告重點為分享

該公司管理食品衛生安全之經驗。 

(十七) 落實企業主體責任 自覺遵守檢驗檢疫法規(主講

人：廈門富楹貿易有限公司 郭庚輝董事長)，報告

重點為分享該公司管理食品衛生安全之經驗。 

(十八) 會議圓滿結束(圖 4)。 

 

 

 

圖 4 本局陳南松副局長等 3人會議結束與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方元煒副局長(中)及食品處洪 

     于准處長(左 1)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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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陸電視台訪問 

    為透過媒體盛大宣傳政府極為重視進口食品衛生安

全，並辦理本次會議，主辦單位發布相關新聞稿(附件 4)，

亦於現場開放記者採訪，故本局陳副局長南松接受福建省

廣播影視採訪，表示食品安全之把關不分兩岸，兩岸皆對

於食品衛生安全議題極為重視，尚期本次會議能互相交流

管理經驗(圖 5)。 

 

 

 

 

 

 

 

 

 

 

五、 市場參訪(2013年 12月 24日) 

    廈門大嶝對臺小額商品交易市場(圖 6)依區域規劃，

分成「臺灣精品城」、「臺灣食品城」及「臺灣小吃城」

等 3大商城，各個商城均有 2-3樓，而每個樓層皆有數 10

家店面，販售進口自臺灣的各式商品。首先參訪的第一站

是「臺灣精品城」，不同店家陳列出臺灣不同地區所生產

圖 5 本局陳南松副局長於會議中休息時間接受福建省廣播影視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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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式精品或民俗工藝品，如苗栗的木雕藝術品、花蓮的

寶石、蘭嶼的傳統獨木舟等。 

 

    其次，參觀第二站「臺灣食品城」，販售店家皆多直

接以「◎◎貿易商」為店名，而販售產品則包含有酒類、

飲料類、水產及製品類、糕點餅乾類、調味品類、油脂及

油料類、糧穀及其製品類、茶葉類、糖類、罐頭類或其他

加工食品類等等(圖 7)。產品經現場人員解說，因商場販

售型態類似臺灣免稅商店，價格相較於市售產品較低，故

大陸政府對於本商場販售之產品標示予以放寬認定，不強

制貿易商再耗費相關成本重新標示。另，食品城裡尚有特

別值得一提的是「臺中名品館」(圖 8)，是唯一一家以特

定區域(臺中)名產行銷產品之店家，主要販售有太陽餅、

鳳梨酥和小林煎餅等等多項名產。除了上面我們觀察到的

產品販售型態及外包裝標示之差異，也觀察到大陸食品之

圖 6 本局參訪人員於廈門大嶝對臺小額商品交易市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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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廣告(圖 7)，尚未如同臺灣政府管理不實、誇張或涉

及醫療效能之嚴格執行，可能導致消費者誤解。 

 

 

 

伍、心得： 

    為提升兩岸雙方進出口食品品質與安全，保障兩岸人民安心

消費，本局特派員參加本次會議，實地瞭解大陸針對食品所訂定

之法律規定，並回饋分享本市食品管理機制。經由廈門出入境檢

圖 7 廈門大嶝對臺小額商品交易市場之「臺灣食品城」販售臺灣食品及宣傳之情形。 

圖 8 廈門大嶝對臺小額商品交易市場之「臺灣食品城」中臺中名品館販售本市食品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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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檢疫局食品處王科長於本次會議說明，才瞭解由臺灣地區輸往

大陸之食品自 2010年至 2013年 11月佔總進口量之 14%，分析

2013年 1-11月臺灣食品於廈門口岸查驗 2,204批，其中衛生安

全項目不合格 177批，占廈門口岸檢出安全衛生項目不合格所有

進口食品的 47.5%，不合格情形甚為嚴重。經分析不合格情形主

要原因，分別為 1.食品標示不符、2.食品衛生標準超標及 3.食

品添加物使用超量及使用於不得使用之食品範圍，該局亦點出根

本之主要原因係兩岸食品法規不一致，所導致不合格情形，歸納

比較如下： 

 大陸法規 臺灣法規 相異處比較 

食

品 

標

示 

規

定 

1. 食品名稱 

2. 配料表 

3. 配料的定量標示  

4. 淨含量和規格 

5. 原產國/地區 

6. 在中國依法登記
註冊的代理商、

進口商或經銷者

的名稱、位址和

聯繫方式 

7. 日期標示（生產
日期、保質期） 

8. 貯存條件 

9. 營養標籤 

10.其它強制性標示

內容等 

1. 品名 

2. 內容物名稱  

3. 淨重、容量或數量 

4. 食品添加物名稱 

5. 製造廠商與國內負
責廠商名稱、電話

號碼及地址。 

6. 原產地（國）。 

7. 有效日期。 

8. 營養標示。 

9.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事項。 

1. 內容物標示：大陸
要求標示各內容物

的含量。 

2. 食品添加物標示：
臺灣獨立列項要求

食品添加物應明確

標示。 

3. 有效日期：大陸要
求標示生產日期及

保存期限。 

4. 貯存條件：大陸要
求，臺灣並未直接

於條文明定。 

食

品

衛

生

標

準 

以固體飲料衛生標

準<GB7099-2003>為

例： 

1. 黴菌≦50 cfu/g 

2. 菌落總數≦1000 

cfu/g 

以含有碳酸之飲料為

例： 

1. 生菌數 104 cfu/mL

以下 

2. 大腸桿菌群 10 

MPN/mL以下 

1. 針對菌落數，我國
要求 104 cfu/mL而大

陸要求 103 cfu/g。 

2. 針對大腸桿菌群，
我國要求 10 

MPN/mL而大陸要



23 
 

3. 大腸菌群≦40 

MPN/100g 

3. 大腸桿菌 陰性

MPN/mL 

4. 沙門氏菌 陰性 

MPN/mL 

求大腸菌群≦40 

MPN/100g。 

食

品

添

加

物

使

用

規

定 

1. d-α-生育酚。 

2. 防腐劑准用項目

37種。 

3. 抗壞血酸及其鈉

鹽可使用於八寶

粥罐頭和葡萄

酒，限量為 0.15 

g/kg。 

4. 大陸准用而臺灣

不准用之項目： 

(1) 多酚 

(2) 二氧化硫 

(3) 甘草抗氧物 

(4) 4-己基間苯

二酚 

(5) 磷脂 

(6) 植酸… 

1. d-α-生育醇。 

2. 防腐劑准用項目

24種。 

3. 抗壞血酸及其鈉

鹽可使用於各類

食品中，限量為

1.3 g/kg。 

4. 臺灣准用而大陸

不准用之項目： 

(1) 亞硫酸鉀 

(2) 亞硫酸氫鉀 

(3) L-抗壞血酸

硬酸酯 

(4) L-半胱氨酸

鹽酸鹽… 

1. 以抗氧化劑「維生

素 E」為例說明品

名不同。 

2. 以防腐劑為例說

明准用情形不同。 

3. 以抗壞血酸及其

鈉鹽為例說明使

用範圍及限量不

同。 

4. 比較大陸及臺灣

准用項目不同。 

    另走進市場實地瞭解大陸市場販售臺灣食品之模式，我們參

觀「大嶝小鎮」，觀察其販售臺灣食品之產品包裝標示、外觀及

其販售情形。其標示內容除以簡體字體標示當地國家所要求之標

示項目外，外觀或宣傳圖片大部分與在臺灣販售之產品宣傳圖樣

雷同，可就外觀清楚辨識，但其售價卻是臺灣產品之 1.5-1.8

倍之間。另外，我們觀察到大陸食品之宣傳廣告，尚未如同我國

政府嚴格管理食品不得涉及醫療效能，而可能導致消費者誤解；

且有關現場人員所述，大陸官方對該商場販售之產品標示予以放

寬認定，不強制要求正確標示乙事，雖有利於貿易商節省成本而

降低售價，但就管理層面而言，卻可能造成管理漏洞或灰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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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利弊之間值得深省。 

陸、建議： 

一、 為降低臺灣食品進口大陸不符規定比例，建議國內制定食

品相關法令規定，如食品標示、食品衛生標準及食品添加

物使用範圍及限量等規定，於可行範圍內參酌大陸法規，

以調和兩岸食品法規，以降低不合格情形。 

二、 為協助加速本市食品進口大陸通關之作業，建議公開本市

優良業者之名單。 

柒、附件： 

一、 「臺中市食品安全管理經驗分享—以油安事件為例」(臺中

市政府衛生局陳副局長南松簡報) 

二、 「廈門進口食品檢驗監管模式」(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食

品處 王振容科長簡報) 

三、 「大陸預包裝食品標籤標準簡介」(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大嶝辦盛彬科長簡報) 

四、 兩岸首屆食品安全監管經驗交流會在廈舉辦(廈門出入境

檢驗檢疫局 2013-12-25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