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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廣告自主檢查表              108 年 10 月 25 日修訂 
 

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一  確認產品屬性為一般食品或健康食品。 

 

□ 

 

□ 

 二  確認使用之食品原料皆可供食品使用查詢資訊如下: 

1. 中醫藥司首頁之法令規章區/中藥業務相關法規/可同時提供食品使

用之中藥材(https://dep.mohw.gov.tw/docmap/cp-754-39873-

108.html）。 

2.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消費者專區首頁>整合查詢服

務>食品>核可資料查詢>可供食品使用原料彙整一覽表

(http://cosume.fda.gov.tw/Food/Material.aspx?nodeID=160&r

and=1925234769)。 

3. 如為非傳統性食品原料，應依「非傳統性食品原料申請作業指引」

提具申請書暨相關安全性資料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供

審查，經核可後始得使用。 

□ 

 

□ 

 

三  確認廣告內容提及之成分、種類、含量及數量是否與產品外盒標示項

目相符。 

□ □ 

四  如為健康食品，確認廣告內容(包含畫面及圖片)宣稱功效未逾越原許

可證核准之保健功效。 

□ 

 

□ 

 

五  如為特定疾病配方食品，請依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之產品外盒及標籤

宣稱。其廣告內容(包含畫面及圖片)宣稱不得逾越原核准之功效，另

為使消費者能清楚辨識產品為「特定疾病配方食品」，建議標示「本

品屬特定疾病配方食品，不適合一般人食用，須經醫師或營養師指導

使用」等詞。 

□ 

 

□ 

 

六  確認廣告內容(包含畫面及圖片)無涉及違規詞句，有關不適當例句如

「食品廣告得宣稱詞句例示及不適當宣稱詞句例示」。(請參照表 1) 

1. 涉及虛偽不實之詞句: 

(1) 與事實不符。 

(2) 無證據，或證據不足以佐證。 

2. 涉及誇張或易生誤解之詞句: 

(1) 涉及維持或改變人體器官、組織、生理或外觀之功能情形。 

(2) 引用機關公文書字號或類似意義詞句。(但依法令規定應標示之核

准公文書字號，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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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涉及下列醫療效能之詞句 

(1) 涉及預防、改善、減輕、診斷或治療疾病、疾病症候群或症狀情

形。 

(2) 涉及減輕或降低導致疾病有關之體內成分。 

(3) 涉及中藥材效能情形。如:引用本草綱目等相關典籍或其他資料介

紹療效。 

 

□ 

 

 

 

 

 

 

 

 

 

 

□ 

 

七  廣告宣稱營養素或特定成分之生理功能或類似詞句   

 營養素或特定成分如有「維生素」、「礦物質」、「蛋白質」、「膳

食纖維」欲敘述該成分之生理功能或類似詞句，應符合下列各項規定: 

1. 非錠狀、膠囊狀之固體（半固體）、液體食品需達「包裝食品營養

宣稱應遵行事項」含量規定(請參照表 3)；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

之錠狀、膠囊狀食品每日最低攝取量需達每日基準值 15%以上。

(請參照表 2) 

2. 該成分之廣告內容(包含畫面及圖片)不得超出「食品廣告得宣稱詞

句例示及不適當宣稱詞句例示」之「營養素或特定成分得敘述之生

理功能詞句或類似詞句」(請參照表 1) 

3. 。 

 

 

 
□ 

 

 
 

□ 

 
 

 

 
 

 

 
□ 

 

 
 

□ 

 
 

 

 
 

 

 
 

八  引用消費者使用意見調查資料、檢測報告、商標、品名、專利、認

(驗)證及獎項等之廣告宣稱。 

□ 

 

□ 

 

引用消費者使用意見調查，應符合下列各項規定: 

1. 執行機構為市調公司辦理之調查、雜誌或網站之票選結果、廠商自

行辦理之調查，並具有證明文件。 

2. 意見調查內容不得涉及誇大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宣

稱。 

3. 廣告內容清楚註明引用之來源。 

 
□ 

  

□ 
 

□ 

 

 
□ 

  

□ 
 

□ 

 引用產品檢測報告，應符合下列各項規定: 

1. 確認領有食品藥物管理署或外國政府認可食品檢驗機構之檢測證明

文件。 

2. 如欲宣稱經檢驗不含有特定成分，應清楚標示其檢測項目名稱，並

註明偵測極限值。 

3. 廣告內容清楚註明檢測報告之來源。 

4. 確認廣告內容(包含畫面及圖片)未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

之詞句。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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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商標、品名、專利、著作、認(驗)證及獎項，應符合下列各項規

定: 

1. 商標、品名或專利名稱及其技術作用等內容不得涉及不實、誇張或

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宣稱。 

2. 確認使用之著作產品已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 

3. 經確認領有認(驗)證文件，並經認(驗)證單位同意授權可刊登。 

4. 確認領有該等獎項之證明，且清楚註明引用之來源。 

 

 

 

 

□ 
 

□ 

□ 
□ 

 

 

□ 
 

□ 

□ 
□ 

 

備註︰  

 1.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8條第 1項: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

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其標示、宣傳或

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8條第 2項︰食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宣傳

或廣告。 

 2.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9條︰接受委託刊播之傳播業者，應自廣告之日

起六個月，保存委託刊播廣告者之姓名或名稱、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公司、商號、法人或團體之設立登記文件號碼、住居所或事務所、營業

所及電話等資料，且於主管機關要求提供時，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3. 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14條︰健康食品之標示或廣告不得有虛偽不實、誇張

之內容，其宣稱之保健效能不得超過許可範圍，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查

驗登記之內容。健康食品之標示或廣告，不得涉及醫療效能之內容。 

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15條︰傳播業者不得為未依第七條規定取得許可證之

食品刊播為健康食品之廣告。接受委託刊播之健康食品傳播業者，應自

廣告之日起六個月，保存委託刊播廣告者之姓名 (法人或團體名稱)、身

分證或事業登記證字號、住居所 (事務所或營業所)及電話等資料，且於

主管機關要求提供時，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4. 衛生教育應以健康促進或預防疾病為目的，其內容不應涉及特定食品品

名。 

 5. 請確實核對刊登內容是否符合表列規定，如有「不符合」事項請修正，

以免違規觸法。 

 6. 對食品廣告內容有相關疑慮時，歡迎來電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諮詢(電話

(02)2257-7155分機:2237、2232、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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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食品廣告得宣稱詞句例示及不適當宣稱詞句例示 

食品廣告得宣稱詞句例示 

通常得使用之詞句或類似之詞句: 

1.幫助牙齒骨骼正常發育。 

2.幫助消化。 

3.幫助維持消化道機能。 

4.改變細菌叢生態。 

5.使排便順暢。 

6.調整體質。 

7.調節生理機能。 

8.滋補強身。 

9.增強體力。 

10.精神旺盛。 

11.養顏美容。 

12.幫助入睡。 

13.營養補給。 

14.健康維持。 

15.青春美麗。 

16.產前產後或病後之補養。 

17.促進新陳代謝。 

18.清涼解渴。 

19.生津止渴。 

20.促進食慾。 

21.開胃。 

22.退火。 

23.降火氣。 

24.使口氣芬芳。 

25.促進唾液分泌。 

26.潤喉。 

27.生津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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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素或特定成分得敘述之 生理功能詞句或類似詞句 

維生素 A 或β-胡蘿

蔔素 

1. 有助於維持在暗處的視覺。 

2. 增進皮膚與黏膜的健康。 

3. 幫助牙齒和骨骼的發育與生長。 

維生素 D 1. 增進鈣吸收。 

2. 幫助骨骼與牙齒的生長發育。 

3. 促進釋放骨鈣，以維持血鈣平衡。 

4. 有助於維持神經、肌肉的正常生理。 

維生素 E 1. 減少不飽和脂肪酸的氧化。 

2. 有助於維持細胞膜的完整性。 

3. 具抗氧化作用。 

4. 增進皮膚與血球的健康。 

5. 有助於減少自由基的產生。 

維生素 K 1. 有助血液正常的凝固功能。 

2. 促進骨質的鈣化。 

3. 活化肝臟與血液中的凝血蛋白質。 

維生素 C 1. 促進膠原蛋白的形成，有助於傷口癒

合。 

2. 有助於維持細胞排列的緊密性。 

3. 增進體內結締組織、骨骼及牙齒的生

長。 

4. 促進鐵的吸收。 

5. 具抗氧化作用。 

維生素 B1 1. 有助於維持能量正常代謝。 

2. 幫助維持皮膚、心臟及神經系統的正常

功能。 

3. 有助於維持正常的食慾。 

維生素 B2 1. 有助於維持能量正常代謝。 

2. 有助於維持皮膚的健康。 

菸鹼素 1. 有助於維持能量正常代謝。 

2. 增進皮膚、神經系統、黏膜及消化系統

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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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生素 B6 1. 有助於維持胺基酸正常代謝。 

2. 有助於紅血球中紫質的形成。 

3. 幫助色胺酸轉變成菸鹼素。 

4. 有助於紅血球維持正常型態。 

5. 增進神經系統的健康。 

葉酸 1. 有助於紅血球的形成。 

2. 有助於核酸與核蛋白的形成。 

3. 有助胎兒的正常發育與生長。 

維生素 B12 1. 有助於紅血球的形成。 

2. 增進神經系統的健康。 

生物素 1. 有助於維持能量與胺基酸的正常代謝。 

2. 有助於脂肪與肝醣的合成。 

3. 有助於嘌呤的合成。 

4. 增進皮膚和黏膜的健康。 

泛酸 1. 有助於維持能量正常代謝。 

2. 增進皮膚和黏膜的健康。 

3. 有助於體脂肪、膽固醇的合成及胺基酸

的代謝。 

鈣 1. 有助於維持骨骼與牙齒的正常發育及健

康。 

2. 幫助血液正常的凝固功能。 

3. 有助於肌肉與心臟的正常收縮及神經的

感應性。 

4. 活化凝血酶元轉變為凝血酶，幫助血液

凝固。 

5. 調控細胞的通透性。 

鐵 1. 有助於正常紅血球的形成。 

2. 構成血紅素與肌紅素的重要成分。 

3. 有助於氧氣的輸送與利用。 

碘 1. 合成甲狀腺激素的主要成分。 

2. 有助於維持正常生長、發育、神經肌肉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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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節細胞的氧化作用。 

4. 有助於維持甲狀腺激素的正常分泌。 

5. 有助於維持正常基礎代謝。 

鎂 1. 有助於骨骼與牙齒的正常發育。 

2. 有助於維持醣類的正常代謝。 

3. 有助於心臟、肌肉及神經的正常功能。 

4. 有助於身體正常代謝。 

鋅 1. 為胰島素及多種酵素的成分。 

2. 有助於維持能量、醣類、蛋白質與核酸

的正常代謝。 

3. 增進皮膚健康。 

4. 有助於維持正常味覺與食慾。 

5. 有助於維持生長發育與生殖機能。 

6. 有助於皮膚組織蛋白質的合成。 

鉻 有助於維持醣類正常代謝。 

蛋白質 1. 人體細胞、組織、器官的主要構成物

質。 

2. 幫助生長發育。 

3. 有助於組織的修復。 

4. 為肌肉合成的來源之一。 

5. 可用於肌肉生長。 

膳食纖維 1. 可促進腸道蠕動。 

2. 增加飽足感。 

3. 使糞便比較柔軟而易於排出。 

4. 膳食中有適量的膳食纖維時，可增加糞

便量。 

註ㄧ:營養素「含量」應符合「包裝食品營養宣稱應遵行事項」及

「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

項」之規定，方得標示、宣傳或廣告其可敘述之生理功能詞

句。 

註二:鉻每日最低攝取量需達 6μg，方得標示、宣傳或廣告其可敘

述之生理功能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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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營養素或特定成分可敘述之生理功能詞句用於標示、宣傳或

廣告時，應敘明 

其係屬各該營養素或特定成分之生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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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類別 食品廣告不適當宣稱詞句例示 

涉
及
虛
偽
不
實 

與事實不符 

 

 

 

1. 宣稱「礦泉水』」， 實為「自來水」。 

2. 宣稱「天然健康食品」，實為「一般食品」。 

無證據，或

證據不足以

佐證 

 

 

1. 宣稱「無毒」，僅能提出農藥殘留檢驗及有

機認證等資料，不足以佐證。 

2. 宣稱「有機」，未能提供原料來源均非屬中

央農業主管機關認可為有機。 

3. 宣稱「天然」，產品中所有原料來源均非

「經人為加工未改變本質之天然材料」。 

涉

及

誇

張

或

易

生

誤

解 

涉及維持或

改變人體器

官、組織、

生理或外觀

之功能情形 

 

 

保護眼睛。增加血管彈性。增強抵抗力。強化細

胞功能。增智。補腦。增強記憶力。改善體質。

解酒。清除自由基。排毒素。分解有害物質。改

善更年期障礙。平胃氣。防止口臭。豐胸。預防

乳房下垂。減肥。塑身。增高。使頭髮烏黑。延

遲衰老。防止老化。改善皺紋。美白。纖體(瘦

身)。 

引用機關公

文書字號或

類似意義詞

句。 

 

部授食字第◎◎◎◎◎◎◎◎◎◎號。衛署食字

第◎◎◎◎◎◎◎◎◎◎號。署授衛食字第◎◎

◎◎◎◎◎◎◎◎號。FDA◎字第◎◎◎◎◎◎

◎◎◎◎號。衛署食字第◎◎◎◎◎◎◎◎◎◎

號許可。衛署食字第◎◎◎◎◎◎◎◎◎◎號審

查合格。領有衛生署食字號。獲得衛生署食字號

許可。通過衛生署配方審查。本產品經衛署食字

第◎◎◎◎◎◎◎◎◎◎號配方審查認定為食

品。本產品經衛署食字第◎◎◎◎◎◎◎◎◎◎

號查驗登記認定為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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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及

醫

療

效

能 

涉及預防、

改善、減

輕、診斷或

治療疾病、

疾病症候群

或症狀 

治療近視。恢復視力。防止便秘。利尿。改善過

敏體質。壯陽。強精。減輕過敏性皮膚病。治失

眠。防止貧血。降血壓。改善血濁。清血。調整

內分泌。防止更年期的提早。消滯。降肝火。改

善喉嚨發炎。祛痰止喘。消腫止痛。消除心律不

整。解毒。 

涉及減輕或

降低導致疾

病有關之體

內成分 

解肝毒。降肝。 

涉及中藥材

效能 

 

補腎。溫腎（化氣）。滋腎。固腎。健脾。補

脾。益脾。溫脾。和胃。養胃。補胃。益胃。溫

胃（建中）。翻胃。養心。清心火。補心。寧

心。瀉心。鎮心。強心。清肺。宣肺。潤肺。傷

肺。溫肺（化痰）。補肺。瀉肺。疏肝。養肝。

瀉肝。鎮肝（熄風）。澀腸。潤腸。活血。化

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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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    

包裝食品營養宣稱包裝食品營養宣稱包裝食品營養宣稱包裝食品營養宣稱應遵行事項應遵行事項應遵行事項應遵行事項 

一、 本應遵行事項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之。 

二、市售包裝食品之「營養宣稱」，指對營養素含量之高低使用形容詞

句加以描述時，其表達方式應視各營養素攝取對國民健康之影響情

況，分為「需適量攝取」營養宣稱及「可補充攝取」營養宣稱二種

類別加以規定：  

(一)需適量攝取之營養宣稱： 

熱量、脂肪、飽和脂肪、膽固醇、鈉、糖、乳糖及反式脂肪等

營養素如攝取過量，將對國民健康有不利之影響，故此類營養

素列屬「需適量攝取」之營養素含量宣稱項目，其標示應遵循

下列之原則，不得以其他形容詞句作「需適量攝取」營養宣稱： 

1.固體（半固體）食品標示表一第一欄所列營養素為「無」、「不

含」或「零」時，該食品每一百公克所含該營養素量不得超過

表一第二欄所示之量。 

2. 液體食品標示表一第一欄所列營養素為「無」、「不含」或「零」

時，該食品每一百毫升所含該營養素量不得超過表一第三欄所

示之量。 

3. 固體（半固體）食品標示表二第一欄所列營養素為「低」、「少」、

「薄」、「微」或「略含」時，該食品每一百公克所含該營養

素量不得超過表二第二欄所示之量。 

4. 液體食品標示表二第一欄所列營養素為「低」、「少」、「薄」、

「微」或「略含」時，該食品每一百毫升所含該營養素量不得

超過表二第三欄所示之量。 

5. 食品標示表二第一欄所列營養素為「較…低」、「較…少」或

「減…」(不包含減鈉鹽)時，該固體（半固體）或液體食品所

含該營養素量與同類參考食品所含該營養素量之差距必須分

別達到或超過表二第二欄或第三欄所示之量，且須標明被比較

之同類參考食品之品名及其減低之量或其減低之比例數。 

6.宣稱「低鈉」之食品，除鈉含量不得超過表二第二欄或第三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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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之量，亦須於營養標示中標示「鉀」含量。 

(二)可補充攝取之營養宣稱： 

膳食纖維、維生素Ａ、維生素 B1、維生素 B2、維生素Ｃ、維生

素 E、鈣、鐵等營養素如攝取不足，將影響國民健康，故此類營

養素列屬「可補充攝取」之營養素含量宣稱項目，其標示應遵

循下列之原則，不得以其他形容詞句作「可補充攝取」營養宣

稱： 

1. 固體（半固體）食品標示表三第一欄所列營養素為「高」、「多」、

「強化」或「富含」時，該食品每一百公克所含該營養素量必

須達到或超過表三第二欄所示之量。但表五所列之食品應以每

三十公克（實重）作為衡量基準，其所含該營養素必須達到或

超過表三第二欄所示之量；表六所列之食品應以每一公克（乾

貨）作為衡量基準，其所含該營養素（膳食纖維除外）必須達

到或超過表三第二欄所示之量，方得使用「高」、「多」、「強

化」或「富含」之標示文字於表三第一欄所列之營養素。 

2. 液體食品標示表三第一欄所列營養素為「高」、「多」、「強

化」或「富含」時，該食品每一百毫升所含該營養素量必須達

到或超過表三第三欄所示之量或該食品每一百大卡所含該營

養素量必須達到或超過表三第四欄所示之量。 

3. 固體（半固體）食品標示表四第一欄所列營養素為「來源」、

「供給」、「含」或「含有」時，該食品每一百公克所含該營

養素量必須達到或超過表四第二欄所示之量。但表五所列之食

品應以每三十公克（實重）作為衡量基準，其所含該營養素必

須達到或超過表四第二欄所示之量；表六所列之食品應以每一

公克（乾貨）作為衡量基準，其所含該營養素必須達到或超過

表四第二欄所示之量，方得使用「來源」、「供給」、「含」

或「含有」之標示文字於表四第一欄所列之營養素。 

4. 液體食品標示表四第一欄所列營養素為「來源」、「供給」、

「含」或「含有」時，該食品每一百毫升所含該營養素量必須

達到或超過表四第三欄所示之量或該食品每一百大卡所含該

營養素量必須達到或超過表四第四欄所示之量。 

5.宣稱「碘鹽」、「含碘鹽」或是「加碘鹽」等同意義字之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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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碘含量必須達到或超過百萬分之十二，亦須符合「食品添加

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並加註標示醒語：「本產品

含有碘，為必須營養素之一，但不適用於高碘性甲狀腺機能亢

進患者及碘 131 放射治療患者。」 

6. 食品標示表四第一欄所列營養素為「較…高」或「較…多」時，

該固體（半固體）或液體食品所含該營養素量與同類參考食品

所含該營養素量之差距必須分別達到或超過表四第二欄、第三

欄或第四欄所示之量，且須標明被比較之同類參考食品之品名

及其增加之量或其增加之比例數。 

7. 表七所列之食品不得作「高、多、強化、富含、來源、供給、

含及含有」，以及營養素之生理功能例句等之宣稱。 

三、 形態屬膠囊狀、錠狀且標示有每日食用限量之食品，每日最低攝取

量達到或超過表三第二欄所示之量時，得作「高、多、強化、富含」

之宣稱；每日最低攝取量達到或超過表四第二欄所示之量時，得作

「來源、供給、含、含有」之宣稱。 

四、 需再經復水或稀釋才可供食用之食品（例如：奶粉、果汁粉、咖啡…

等），得以一百公克固體或以依產品標示建議量調製後之一百毫升

液體之營養素含量作為「需適量攝取」及「可補充攝取」衡量基準。 

類型屬沖泡且不直接食用內容物之食品（例如：茶包…等），應依

其所列沖泡方式之沖泡液作為營養宣稱之衡量基準，且其營養標示

方式應與營養宣稱之衡量基準一致。 

五、 當一食品有二項或以上之營養素符合營養含量宣稱之條件時，得同

時作此等營養宣稱，例如「本產品為低脂、高纖維」、「本產品為

高鈣、高纖維、零膽固醇」，但同一食品須以同型態【固體(半固體)

或液體】作為衡量基準。 

六、 中央主管機關未公告規範「需適量攝取」及「可補充攝取」之營養

素，不得作「需適量攝取」及「可補充攝取」營養宣稱。 

七、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規範「可補充攝取」之營養素，敘述該營養素之

生理功能時，其所含該營養素之量應符合第二點第二款第三目及第

四目之規定。 

八、 「特殊營養食品」不受本應遵行事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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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第一欄所列營養素標示「無」、「不含」或「零」時，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半固體）或每 100 毫升之液體所含該營養素量分

別不得超過本表第二欄或第三欄所示之量。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營養素 
固體（半固體） 

100公克 

液體 

100毫升 

熱量 4大卡 4大卡 

脂肪 0.5公克 0.5公克 

飽和脂肪 0.1公克 0.1公克 

反式脂肪 

0.3公克 

（且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合計

須在 1.5公克以下，飽和脂肪及

反式脂肪之合計熱量須在該食

品總熱量之 10%以下） 

0.3公克 

（且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合計

須在 0.75 公克以下，飽和脂肪

及反式脂肪之合計熱量須在該

食品總熱量之 10%以下） 

膽固醇 

5毫克 

（且飽和脂肪須在 1.5 公克以

下，飽和脂肪之熱量須在該食品

總熱量之 10%以下） 

5毫克 

（且飽和脂肪須在 0.75 公克以

下，飽和脂肪之熱量須在該食品

總熱量之 10%以下） 

鈉 5毫克 5毫克 

糖 0.5公克 0.5公克 

乳糖 0.5公克 0.5公克 

註 1：糖係指單醣與雙醣之總和。 

註 2：符合本表規定者，得於營養標示中將該營養素之含量標示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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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第一欄所列營養素標示「低」、「少」、「薄」、「微」或「略

含」時，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半固體）或每 100 毫升之液

體所含該營養素量分別不得超過本表第二欄或第三欄所示之量。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營養素 
固體（半固體） 

100公克 

液體 

100毫升 

熱量 40大卡 20大卡 

脂肪 3公克 1.5公克 

飽和脂肪 

1.5公克 

（且飽和脂肪之熱量須在該食

品總熱量之 10%以下） 

0.75公克 

（且飽和脂肪之熱量須在該食

品總熱量之 10%以下） 

膽固醇 

20毫克 

（且飽和脂肪須在 1.5 公克以

下，飽和脂肪之熱量須在該食品

總熱量之 10%以下） 

10毫克 

（且飽和脂肪須在 0.75 公克以

下，飽和脂肪之熱量須在該食品

總熱量之 10%以下） 

鈉 120毫克 120毫克 

糖 5公克 2.5公克 

乳糖(僅限乳製品可

宣稱) 
2公克 2公克 

註 1：糖係指單醣與雙醣之總和。 

註 2：乳製品係指乳品類及乳品加工食品。 

註 3：第一欄所列營養素標示「較…低」、「較…少」或「減…」(不包含減鈉鹽)

時，該固體（半固體）或液體食品中所含該營養素量與同類參考食品所含該營

養素量之差距必須分別達到或超過本表第二欄或第三欄所示之量，且須標明被

比較之同類參考食品之品名及其減低之量或其減低之比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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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第一欄所列營養素標示「高」、「多」、「強化」或「富含」時，

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半固體）、每 100 毫升之液體或每 100

大卡之液體所含該營養素量必須分別達到或超過本表第二欄、第

三欄或第四欄所示之量。 

(1)無特殊族群訴求適用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營養素 
固體（半固體） 

100公克 

液體 

100毫升 

液體 

100大卡 

膳食纖維 6公克 3公克 3公克 

維生素 A 210微克 RE(1) 105微克 RE(1) 70微克 RE(1) 

維生素 B1 0.42毫克 0.21毫克 0.14毫克 

維生素 B2 0.48毫克 0.24毫克 0.16毫克 

維生素 C 30毫克 15毫克 10毫克 

維生素 E 3.9毫克 α-TE(2) 1.95毫克 α-TE(2) 1.3毫克 α-TE(2) 

鈣 360毫克 180毫克 120毫克 

鐵 4.5毫克 2.25毫克 1.5毫克 

(2)1-3歲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營養素 
固體（半固體） 

100公克 

液體 

100毫升 

液體 

100大卡 

膳食纖維 6公克 3公克 3公克 

維生素 A 120微克 RE(1) 60微克 RE(1) 40微克 RE(1) 

維生素 B1 0.18毫克 0.09毫克 0.06毫克 

維生素 B2 0.21毫克 0.11毫克 0.07毫克 

維生素 C 12毫克 6毫克 4毫克 

維生素 E 1.5毫克 α-TE(2) 0.75毫克 α-TE(2) 0.5毫克 α-TE(2) 

鈣 150毫克 75毫克 50毫克 

鐵 3毫克 1.5毫克 1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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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孕乳婦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營養素 
固體（半固體） 

100公克 

液體 

100毫升 

液體 

100大卡 

膳食纖維 6公克 3公克 3公克 

維生素 A 180微克 RE(1) 90微克 RE(1) 60微克 RE(1) 

維生素 B1 0.33毫克 0.17毫克 0.11毫克 

維生素 B2 0.36毫克 0.18毫克 0.12毫克 

維生素 C 33毫克 16.5毫克 11毫克 

維生素 E 4.2毫克 α-TE(2) 2.1毫克 α-TE(2) 1.4毫克 α-TE(2) 

鈣 300毫克 150毫克 100毫克 

鐵 13.5毫克 6.75毫克 4.5毫克 

註 1：RE (Retinol Equivalent)即視網醇當量。 

1 µg RE=1 µg視網醇(Retinol)=6 µg β-胡蘿蔔素 (β-Carotene) 

註 2：α-TE (α-Tocopherol Equivalent)即生育醇當量。 

1 mg α-TE =1 mg α-Tocophe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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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第一欄所列營養素標示「來源」、「供給」、「含」或「含有」

時，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半固體）、每 100 毫升之液體或

每 100 大卡之液體所含該營養素量必須分別達到或超過本表第二

欄、第三欄或第四欄所示之量。 

(1)無特殊族群訴求適用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營養素 
固體（半固體） 

100公克 

液體 

100毫升 

液體 

100大卡 

膳食纖維 3公克 1.5公克 1.5公克 

維生素 A 105微克 RE(1) 52.5微克 RE(1) 35微克 RE(1) 

維生素 B1 0.21毫克 0.11毫克 0.07毫克 

維生素 B2 0.24毫克 0.12毫克 0.08毫克 

維生素 C 15毫克 7.5毫克 5毫克 

維生素 E 1.95毫克 α-TE(2) 0.98毫克 α-TE(2) 0.65毫克 α-TE(2) 

鈣 180毫克 90毫克 60毫克 

鐵 2.25毫克 1.13毫克 0.75毫克 

碘(僅限鹽品可宣稱) 12 ppm (須同時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2)1-3歲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營養素 
固體（半固體） 

100公克 

液體 

100毫升 

液體 

100大卡 

膳食纖維 3公克 1.5公克 1.5公克 

維生素 A 60微克 RE(1) 30微克 RE(1) 20微克 RE(1) 

維生素 B1 0.09毫克 0.05毫克 0.03毫克 

維生素 B2 0.11毫克 0.05毫克 0.04毫克 

維生素 C 6毫克 3毫克 2毫克 

維生素 E 0.75毫克 α-TE(2) 0.38毫克 α-TE(2) 0.25毫克 α-TE(2) 

鈣 75毫克 37.5毫克 25毫克 

鐵 1.5毫克 0.75毫克 0.5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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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孕乳婦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營養素 
固體（半固體） 

100公克 

液體 

100毫升 

液體 

100大卡 

膳食纖維 3公克 1.5公克 1.5公克 

維生素 A 90微克 RE(1) 45微克 RE(1) 30微克 RE(1) 

維生素 B1 0.17毫克 0.08毫克 0.06毫克 

維生素 B2 0.18毫克 0.09毫克 0.06毫克 

維生素 C 16.5毫克 8.25毫克 5.5毫克 

維生素 E 2.1毫克 α-TE(2) 1.05毫克 α-TE(2) 0.7毫克 α-TE(2) 

鈣 150毫克 75毫克 50毫克 

鐵 6.75毫克 3.38毫克 2.25毫克 

註 1：RE (Retinol Equivalent)即視網醇當量。 

1 µg RE=1 µg視網醇(Retinol)=6 µg β-胡蘿蔔素 (β-Carotene) 

註 2：α-TE (α-Tocopherol Equivalent)即生育醇當量。 

1 mg α-TE =1 mg α-Tocopherol 

註 3：宣稱「碘鹽」、「含碘鹽」或是「加碘鹽」等同意義字之鹽品，除碘含量必

須達到或超過本表所示之量，亦須同時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

格標準」，並加註標示醒語：「本產品含有碘，為必須營養素之一，但不適用

於高碘性甲狀腺機能亢進患者及碘 131放療患者。」 

註 4：第一欄所列營養素標示「較…高」或「較…多」時，該固體（半固體）或液

體食品中所含該營養素量與同類參考食品所含該營養素量之差距必須分別達

到或超過本表第二欄、第三欄或第四欄所示之量，且須標明被比較之同類參考

食品之品名及其增加之量或其增加之比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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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下列食品如欲進行「可補充攝取」之營養宣稱時，應以每 30 公克

(實重)作為衡量基準。 

-起司、起司粉、乳油（Cream）、奶精 

-肉鬆、肉醬、肉燥、肉酥、肉脯、肉絨、醃燻肉品 

-魚鬆、魚醬、醃漬水產類、海苔醬 

-豆腐乳、素肉鬆、素肉醬、拌飯料 

-果醬、花生醬、芝麻醬、花生粉 

-西式烘焙食品（包括餅乾類，不包括蛋糕類、麵包類、披薩） 

-中式糕餅（包括餅乾類）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 

 

 

表六 下列食品如欲進行「可補充攝取」之營養宣稱時，應以每 1 公克

（乾貨）作為衡量基準。 

-蝦皮、蝦米、海菜、髮菜、柴魚、海帶芽、海苔片、紫菜、洋菜、海蜇皮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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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不得宣稱「高」、「多」、「強化」、「富含」、「來源」、「供

給」、「含」及「含有」，以及營養素之生理功能例句之食品 

-額外使用營養添加劑之零食類食品額外使用營養添加劑之零食類食品額外使用營養添加劑之零食類食品額外使用營養添加劑之零食類食品 

 米果、膨發及擠壓類 

 蜜餞及脫水蔬果類 

 種子類 

 核果類 

 豆類製品 

 水產休閒食品 

 

-糖所佔熱量超過總熱量百分之十之糖所佔熱量超過總熱量百分之十之糖所佔熱量超過總熱量百分之十之糖所佔熱量超過總熱量百分之十之汽水汽水汽水汽水、、、、可樂可樂可樂可樂 

 

-額外使用食品營養添加劑之糖果類食品額外使用食品營養添加劑之糖果類食品額外使用食品營養添加劑之糖果類食品額外使用食品營養添加劑之糖果類食品 (不包含符合表一之糖含量宣稱之口香糖不包含符合表一之糖含量宣稱之口香糖不包含符合表一之糖含量宣稱之口香糖不包含符合表一之糖含量宣稱之口香糖、、、、泡泡泡泡

泡糖泡糖泡糖泡糖) 

 硬糖 

 軟糖類 

 冬瓜糖、木瓜糖、蜜甘薯 

 巧克力 

 口齒芳香糖  

 其他糖果 

 

-調味料類調味料類調味料類調味料類 

 乾粉類 

 味增、、、、豆豉 

 調味油類 

 調味醬（用量較大） 

 沾醬（用量較小） 

 蘑菇醬、黑胡椒醬 

 義大利麵醬 

 糖類（固體、液體） 

 鮮味劑 

 蒜頭酥、紅蔥頭 

 八角粒、粉狀香料 

 桂花醬 

 其他調味料 

 

-醃漬醬菜類醃漬醬菜類醃漬醬菜類醃漬醬菜類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 

 



1 

 

            【【【【表表表表 3333】】】】    

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    

應遵行事項應遵行事項應遵行事項應遵行事項    

一、本規定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規定所稱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指以營養添加

劑作為維生素、礦物質來源之錠狀、膠囊狀食品。 

三、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方式，應於包

裝容器外表之明顯處依附表一之格式標示下列內容： 

(一)「營養標示」之標題。 

(二)各項維生素含量。 

(三)各項礦物質含量。 

(四)出現於營養宣稱中之其他營養素含量。 

(五)廠商自願標示之其他營養素含量。 

四、各項維生素、礦物質及其他營養素含量標示之方式：應以一次建議

食用量（須為整數）為單位標示含量，標示「每一份量（或每份）」

及其所提供「每日參考值百分比」，並加註該產品每包裝所含之份

數；未訂定「每日參考值」之營養素，應於每日參考值百分比處加

註「＊」符號，並註明「＊參考值未訂定」字樣。 

五、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之每日各項營養素攝取

參考值及單位，應依附表二規定辦理。 

六、維生素 A、維生素 D 及維生素 E 應加註以國際單位（IU）之含量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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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七、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之數據修整方

式，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每包裝所含之份數、每日參考值百分比以整數表示。 

(二)維生素、礦物質含量以有效數字不超過三位為原則。 

(三)宣稱或其他營養素以整數或至小數點後一位標示。 

(四)數據修整應參照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2925「規定極限值之有

效位數指示法」規定。 

八、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欲敘述維生素、礦物質

之生理功能，其每日最低攝取量需達每日基準值百分之十五以上。 

九、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之各項維生素、礦物質

及其他營養素含量標示之標示值產生方式，得以檢驗分析或計算方

式依實際需要為之；其標示值之誤差允許範圍應符合附表三之規定。 

十、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須於包裝容器外表明顯

處加註標示「一日請勿超過�顆（或錠、粒）」及「多食無益」之警

語。 

十一、本應遵行事項不適用於非以營養添加劑作為維生素、礦物質來源

之錠狀、膠囊狀食品。 

 

 

 

 



3 

 

表一  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格式 

營 養 標 示 

每一份量      顆（或錠、粒） 

本包裝含      份 

                                  每份           每日參考值百分比 

維生素(1) 毫克或微克 % 

  

礦物質 毫克或微克 % 

宣稱之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 %或* 

其他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 %或* 

*參考值未訂定 

 

 

註 1：維生素 A、維生素 D 及維生素 E 應另加註明國際單位（IU）之含

量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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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得適用於總表面積小於 100 平方公分之包裝食品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顆（或錠、粒），本包裝含○份。每份（每日參考值百分

比）：維生素(1)○毫克或微克（○％）、礦物質○毫克或微克（○％）、

宣稱之營養素含量○公克、毫克或微克（○％或＊）、其他營養素含

量○公克、毫克或微克（○％或＊）。＊參考值未訂定 

註 1：維生素 A、維生素 D 及維生素 E 應另加註明國際單位（IU）之含

量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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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各項營養素之每日參考值 

適用對象 

項目 
無特定指定族群 一歲至三歲 孕乳婦 

維生素 A(1) 700 微克 RE 400 微克 RE 600 微克 RE 

維生素 B1 1.4 毫克 0.6 毫克 1.1 毫克 

維生素 B2 1.6 毫克 0.7 毫克 1.2 毫克 

維生素 B6 1.6 毫克 0.5 毫克 1.9 毫克 

維生素 B12 2.4 微克 0.9 微克 2.6 微克 

維生素 C 100 毫克 40 毫克 110 毫克 

維生素 D 10 微克 5 微克 10 微克 

維生素 E(2) 13 毫克 α-TE 5 毫克 α-TE 14 毫克 α-TE 

維生素 K 120 微克 30 微克 90 微克 

菸鹼素(3) 18 毫克 NE 9 毫克 NE 16 毫克 NE 

葉酸 400 微克 170 微克 600 微克 

泛酸 5 毫克 2 毫克 6 毫克 

生物素 30 微克 9 微克 30 微克 

膽素 500 毫克 180 毫克 410 毫克 

鈣 1200 毫克 500 毫克 1000 毫克 

磷 1000 毫克 400 毫克 800 毫克 

鐵 15 毫克 10 毫克 45 毫克 

碘 140 微克 65 微克 200 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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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項目 
無特定指定族群 一歲至三歲 孕乳婦 

鎂 390 毫克 80 毫克 355 毫克 

鋅 15 毫克 5 毫克 15 毫克 

氟 3 毫克 0.7 毫克 3 毫克 

硒 55 微克 20 微克 60 微克 

鈉 2000 毫克 1200 毫克 2000 毫克 

蛋白質 60 公克 20 公克 65 公克 

脂肪 60 公克 ＊ 65 公克 

碳水化合物 300 公克 ＊ 330 公克 

飽和脂肪 18 公克 ＊ 18 公克 

膽固醇 300 毫克 ＊ 300 毫克 

膳食纖維 25 公克 15 公克 30 公克 

＊參考值未訂定 

註 1：RE (Retinol Equivalent)即視網醇當量。 

 1 µg RE=1 µg 視網醇(Retinol)=6 µg β-胡蘿蔔素 (β-Carotene) 

註 2：α-TE (α-Tocopherol Equivalent)即生育醇當量。 

1 mg α-TE =1 mg α-Tocopherol 

註 3：NE (Niacin Equivalent)即菸鹼素當量。 

 菸鹼素包括菸鹼酸及菸鹼醯胺，以菸鹼素當量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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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營養標示值誤差允許範圍 

項目 誤差允許範圍 

維生素 A、維生素 D 標示值之 80％～180％ 

維生素（不包括維生素 A、維生素 D） 

礦物質（不包括鈉） 
≥ 標示值之 80％ 

自願標示

之營養素 

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熱量、脂

肪、飽和脂肪、反式脂肪、膽固

醇、鈉、糖 

≤ 標示值之 120％ 

其他營養素 ≥ 標示值之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