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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架構 

壹、食品安全與風險分析 

貳、食品風險分析的概念與背景 

參、歐盟食品風險分析的法律、制度與 

    操作 

肆、歐盟食品風險分析對臺灣啟示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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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 
一. 2008年中國三鹿牌奶粉添加 “三聚氰胺”事件，在海

峽兩岸及國際社會引起軒然大波。 
二. EFSA的每日容忍攝取量 (Tolerable Daily Intake, 簡稱

TDI) 數據頻頻被引用，歐盟EFSA意外大量被報導。 
三. 食品安全在1990年代之後成為國際學界主流議題，主

要也受到一些食品安全事件的影響，例如狂牛病(BSE)、
食品添加塑化劑、胖達人、黑心油、口蹄疫、禽流感
等食安事件。 

四. 食品安全事件涉及消費者保護、公共衛生、食品產業、
農業、競爭及國際貿易等面向，乃一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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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食品安全與風險分析 

(一) 食品安全的概念：WHO 

食品安全依據WHO的定義，是指 「食品中的毒素、
有害物質對人體健康影響的公共衛生問題」。食品
安全因此隱含食品中不得存有對人體健康有危害的
物質，及為確保此一目標所採取的各種管理方法及
措施。食品安全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微生物類有
害物質、化學性有害物質、食源性疾病細菌及新興
技術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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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食品安全與風險分析 
(二) 食品安全的概念：歐盟 

針對食品安全問題，歐盟強調四項「必要要求」
(essential requirements)，包括：(1)公共健康的保障；(2)
消費者利益的保障，尤其消費者知情選擇；(3)公平交易
的必要性；以及(4)提供適當的官方規範 。歐盟執委會
於1997年4月30日頒布一項「食品法律一般原則」綠皮
書  做為歐盟食品法規公共辯論以及將來立法方向的基
礎。歐盟同時決定三項基本原則： 
(1)劃分法律責任、區分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責任； 
(2)風險評估屬於科學研究，應由原來風險管理機構獨立
出來；以及 
(3)加強風險系統決策過程的透明性以及民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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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食品安全與風險分析 
(三) 食品安全的發展背景 
一九九○年代歐洲爆發狂牛病、口蹄疫、戴奧辛(dioxin) 
污染等幾次重大食品與飼料危害人類健康事件，嚴重 
影響一般消費大眾對食品安全的信心。狂牛病危機顯示 
了對歐洲食品政策新的需求，只有安全、健康與適合消 
費者的食品才可以上市。食品安全涉及公共健康與消費 
者保障等公共利益，在任何時刻皆是優先事項，而非僅 
於緊急狀況才須加以重視及處理。健康與消費者保障的 
理念成為食品安全的內涵，促使食品安全與共同農業政 
策、產品自由流通及內部市場其他政策的經濟目標，具 
有同等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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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體系的構成要件： 
聯合糧農組織(FAO)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指出各國食品管制與食品安全體系的構成要素，主
要包括：(1)食品安全法規與標準；(2)風險評估與風險管
理等官方機構；(3)食品安全實驗室；(4)食品安全執行的
官方單位；(5)食品安全的風險溝通；(6)食品安全相關機
構的協調合作機制；(7)食安危機的管理與緊急因應機制；
以及(8)食安教育訓練與國際合作等 。大體而言，歐盟
食安體系已具備上述八大要素，乃是目前較為完備的食
安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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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風險分析之架構 

178/2002規則第3條： 
1. 風險分析包括：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風險管

理(risk management)以及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三個組成及互動程序； 

2. 風險評估：歐盟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3. 風險管理：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4. 風險溝通：EFSA、執委會在食品治理決策過程中，

與消費者、食品業者、學術界等利害關係人之交流
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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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歐盟食品安全政策的發展背景 

食品法律一般原則綠皮書 

「食品法律一般原則」(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Food Law) 1998年EU綠皮書做為歐盟食品法規公 
共辯論以及將來立法方向的基礎。歐盟同時決 
定三項基本原則：  
1. 劃分法律責任、區分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責任； 
2. 風險評估屬於科學研究，應由原來風險管理機構獨立出

來；以及 
3. 加強風險系統決策過程的透明性以及民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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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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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一月十二日歐盟進一步頒佈一項「食品 

安全」白皮書，規劃採取一項整合策略 (integrated 
 approcah)，以建立「從農場到餐桌」(From Farm to 
 Table) 全面性的食品安全政策。白皮書具體建議包 
括：歐盟食品安全機構的設立、食品安全風險系統 
的架構、食品安全追蹤系統、消費者保障、知情權 
與歐盟決策的透明性與民主性、預防原則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的法制化等。  



食品安全全球策略 

從二○○二年起迄今，面對基因改造食品 
 (GM food) 以及其他生物科技研發新型產品 
 (novel products) 的逐漸商業化生產與增加交 
易，歐盟針對食品安全已採取「全球策略」 
(the Global Approach)，以因為全球化趨勢以 
及緊急或重大的食品安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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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食品安全法律體系 
歐盟現行食品安全體系的法律建構，包括： 
(1) 178/2002規則，EFSA的成立； 
(2) 882/2004規則，歐盟食品安全實驗室及會員國食品安全實

驗室的成立； 
(3) The Europal Convention，設立歐洲刑警組織(Europal)； 
(4) 1829/2003規則與1830/2003規則的通過，對於基改食品的安

全與風險足以提供有效及完整的規範； 
(5) 確立預防原則的合法性；以及  
(6) 積極參與WTO、Codex等食品安全相關的國際論壇活動，

並主張歐盟採取食品安全風險規範與預防原則的權利與合
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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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歐盟風險評估機構：EFSA 
一、法律依據：178/2002規則 
(二) EFSA的任務 
EFSA的任務 (mission)，依據178/2002規則第 
22條規定，包括： 
1. 提供科學建議與技術支援。 
2. 提供食品安全高標準保障。 
3. 資料蒐集與分析。 
4. 提供科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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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食品安全組織架構：EFSA 
(二) EFSA的目標 

依據178/2002規則第23條及其他相關條款，EFSA在其職權範 
圍內應該負責實現下列目標 (tasks)： 
1. 為歐盟機構與會員國提供最佳可得的科學意見 (the best 

possible available scientific opinions) (第23(a)及29條)；  
2. 促進並協調發展歐盟層級的統一性風險評估方法 (第22(b)

條款)；  
3. 提供歐盟執委會科學與技術支援；針對風險評估提供評估

與解釋 (第22(c)及31條)；  
4. 進行必要科學研究計畫，以完成其任務 (第22(d)及32條)；  
5. 研究、蒐集、分析、整理及歸納科學與技術資料，尤其在

辨識新興風險 (emerging risks) 時更應進行上述程序 (第22、
24及34條)；  

6. 採行行動以確認與界定新興風險 (22(f)及3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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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SA四大類活動 
EFSA的活動依上述大體可歸納為四大種類： 
1. 提供科學意見，針對執委會、歐洲議會等歐盟

機構或會員國所提出的食品安全相關問題，
EFSA必須提出科學指導及建議； 

2. 從事實質風險評估，例如評估GMOs、農藥、食
品與飼料添加物等風險； 

3. 監督特殊風險因素及疾病，同時辨認與界定新
興風險與其相關特徵；以及 

4. 發展與應用新的及整合式科學方法，以從事食
品與飼料的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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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SA科學意見的作業流程 
EFSA科學意見的作業流程是： 
(1) 受理申請； 
(2) 風險評估； 
(3) 風險溝通；以及  
(4) 通過及發佈科學意見。申請得由EFSA自行，或由執

委會、歐洲議會或會員國提出。EFSA風險評估申請
案最主要來源是由執委會提出，一般是向EFSA執行
局長寄送一份申請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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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 generis風險評估機構 
第46條規定EFSA應該擁有法律人格；在所有會員國 
境內享有法律賦予法人最廣泛的權力。尤其EFSA可 
以取得與處分動產及不動產，以及第47條規定EFSA 
有訂定契約權，也應承擔契約義務。EFSA具有法律 
人格，使其得成為法律關係的主體，並享有對外交 
往能力，有利於其獨立性的保障與政策目標的執行。 
EFSA在歐盟因此享有特殊法律地位以及獨立性地位， 
成為歐盟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的主要支柱，得被視為 
一個「自成一類」(sui generis) 的超國家科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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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EFSA風險評估的操作 
(一) 風險評估的實務與方法 

風險評估一般從事兩大主題的分析，第一大類食品營養成分；
第二大類是食品毒素成分。各國科學機構所發展的風險評估
「共同量表」(common scale) 列舉的項目，一般包括： 
(1) 對營養或健康的影響範圍 (Incidences)； 
(2) 失能調整壽命年限 (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簡稱
DALYs)；DALYs指標適用於社會層級而非個人層級的評估，
例如分析產品對主要族群及次級族群風險與利益的影響； 
(3) 品質調整生活年限 (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簡稱
QUALYs)，如同DALYs一樣，屬於量化指標，但是仍以眾多
假設為基礎； 
(4) 失業天數 (Days of Work Lost)；以及 
(5) 金錢成本 (Costs of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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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風險評估的實務與方法(II) 
共同量表必須以人口範圍為基礎，亦即採取合計方
式，建構與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指標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dices)，同時需要輔以相關運
作經驗，為選擇與調整共同量尺的需求建構適當的
指導方針。針對「基因變異」(genetic variability) 
的處理歐盟原則上亦針對每一個不同族群團體從事
風險評估，尤其針對特定或少數的所謂「風險團體」
(risk groups) 亦應考慮進行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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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風險評估的實務與方法(III) 

178/2002規則第33條規定EFSA應從事資料蒐集，提
供風險評估研究、歸類、對比、分析、歸納及結論
等項相關工作的依據；尤其應蒐集下列資料：(1) 個
人消費食品涉及的營養成分或風險暴露等因素；(2) 
生物危害的影響及流行率；(3) 食品的輻射或其他物
理性污染；以及 (4) 化學或農藥殘餘值。風險評估
針對量化資料，最後透過分析結果，應轉化為質化
的營養或健康 (毒素) 影響結果。 

20 



(一) 風險評估的實務與方法(IV) 
量化資料一般包括： 
(1) 可以明確釐清的資料 (those that can be clearly indentified)； 
(2) 人體觀察研究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 humans) 的資料，人體
干擾研究 (intervention studies in humans) 的資料，以及動物實驗 
(animal experiments) 的資料。人體觀察研究必須達到公認有效的
信用標準，其所得的量化資料，才經得起考驗； 
(3) 經由人體觀察或人體干擾研究所取得的資料，一般被認為高品
質資料； 
(4) 與現存食品或現存食品成分具有因果關係的資料； 
(5) 可靠的風險暴露評估結果的資料； 
(6) 藥物反應評估 (a dose-response assessment) 的相關資料；以及 
(7) 對不同年齡或群族可能產生不同影響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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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評估的原因與利益(I) 
EFSA的任務與目標主要是負責獨立性風險評估，並以其
科學意見提供執委會從事風險管理的參考。依據
178/2002規則前言，歐盟以EFSA從事風險評估的原因及
利益主要包括： 
(1) 提供歐盟公民食品安全、公共健康、消費者高標準保
護，提高歐盟公民福祉、社會及經濟利益，恢復消費者
對食品安全的信心，進而強化歐盟食品法規與政策的正
當性，確保內部市場功能及貨品自由流通的正常運作；
避免會員國重覆進行風險評估，促進風險評估的歐洲化，
提高歐洲資源的使用效率，以及在國際論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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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評估的原因與利益(II) 
(2) 提供食品風險管理決策者參考及決策的科
學依據。決策者如果單純由風險觀點或科學
以外其他因素，採取規範或限制措施，可能
產生主觀性或政治性限制特定食品的流通，
使人無法攝取該類食品或從事比較選擇，甚
至影響到廠商的合法權益。所以，風險管理
者決策時，應針對食品的風險與利益面向，
進行非常審慎的評估，並且應該以科學證據
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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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評估的原因與利益(III) 
(3) 維護歐盟內部市場的公平競爭，避免會員
國食品法規與風險評估的差異，形成貿易障
礙或不公平競爭，影響內部市場的正常運作
與功能發揮。 另外EFSA的建立，得以協調歐
盟會員國的風險評估，促進風險評估的歐盟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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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評估的原因與利益(IV) 
(4) 提供消費者知情選擇的機會與科學數據。消費者
需要一套基本的標準資訊，透過食品營養或成分的
標準設立，使消費者能依據該等標準，達成「建議
每日攝取量之標準」(recommended daily intake, 簡
稱RDI)。另外，消費者需要取得與產品相關的知識
資訊，以做為在同一類食品 (例如魚類、水果類、肉
類、蛋類等)中，選擇適當產品的參考；避免在選購
同類食品時，被廠商在食品標示的營養或風險等不
同或不實資訊所混淆或被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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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評估的原因與利益(V) 
(6) 因應潛在風險或新興風險  (emerging 
risks)。應用新的科技或知識所生產的食品，
或在現實情況下產品可能出現的新興風險，
或新型產品可能產生的潛在風險，皆應依據
不同目標，於事前或事後進行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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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評估的原因與利益(VI) 
(7) 國際相關協定的要求。WTO的「食品衛生檢
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簡稱SPS協定)第2.2條規定，採取SPS
協定相關措施，用以限制產品的進口，必須以科
學證據為基礎。178/2002規則第5.3條規定如果有
國際標準的存在，其履行也是立即明確的，則必
須將該等國際標準納入歐盟食品法規，包括風險
評估新訂或修改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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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的意涵與影響 

風險評估歐盟化 

EFSA的建立得被視為風險評估的「歐盟化」， 

其意涵及影響包括下例幾項。第一是對會員 

國風險評估體系產生影響，促進會員國風險 

評估標準的協調及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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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效率的強化 
第二是提高歐盟風險評估的效率，178/2002規則 
第23.1(b)條規定EFSA應該促進與協調發展歐洲 

層級統一的風險評估方法，以避免針對同一議題 

因為會員國不同評估方法而產生不同結果的問題， 

同時避免不必要的重複評估產生的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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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以科學證據為基礎 

第三是，歐盟食品安全必須依據EFSA優質的 
科學意見做為依據，才能確保178/2002規則與 
其他食品法律所設定的目標的實現，並保證 
會員國、食品廠商、消費者等不同利益的調 
和，以及科技、農業、環境與經濟的永續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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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消費者高標準保障 
第四是，就食品安全而言，對歐盟消費者提 
供一致性的高標準保障，這對原先採取較低 
標準風險評估的會員國，或風險評估體系較 
不完整或不健全的中、東歐新會員國的消費 
者而言，尤其重要，提供他們歐盟層級的保 
障，不至於淪落為二等公民。178/2002規則第 
23.1(i)條款規定EFSA應提供申請加入歐盟的 

國家科技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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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歐盟在國際論壇的影響力 
第五是，提高歐盟在國際論壇的影響力，會 
員國與EFSA共同參與Codex、WTO及相關國 
際組織會議，擬定共同立場，統一發言，確 
保歐盟及會員國利益，並提高歐盟的國際地 
位與影響力，形成國際風險評估標準建構的 
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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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歐盟食安建制對台灣的啟示 
1. 風險評估乃食品安全的核心要素，尤其獨立性風險評估

機構，較能從事客觀的科學性風險評估工作，以建立消
費者信心。 

2. 歐盟食品安全局 (EFSA) 具有獨立性地位，歐盟第
178/2002規則第37條規定，EFSA具有獨立性以行使職權。
獨立性包括：功能獨立、人事獨立及預算獨立，得以排
除外來的干預壓力；並明確劃分風險評估及風險管理機
關的職權及責任。 

3. 台灣食安法第4(2)條項雖然規定：「食品風險評估諮議
會」，但是仍然隸屬衛福部，一來不具獨立性，二來僅
是諮議性質，三來沒有常設機構，較難發揮獨立性食安
風險評估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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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本文研究主要發現包括： 

1.歐盟已建立一套有效的風險評估體系，逐
漸恢復歐盟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信心； 

2.  EFSA擁有獨立性地位及法律人格，從事
風險評估及提供科學意見，有助於提高
EFSA科學意見的客觀性及品質，以及
EFSA整體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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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歐盟風險評估體系同時重視透明性及積極等原則，風險
溝通因此成為風險評估的重要內涵； 

4.  EFSA科學意見乃執委會從事食品安全風險管理，以及
採取預防措施的主要依據；另外經由歐盟法院判例法的
實踐，科學意見已逐漸被認定為具有法律效力，此等發
展將提高EFSA科學意見的公信力，以及EFSA在歐盟體
系的地位；  

5.  歐盟對內採取整合策略，協調統合會員國風險評估技術、
方法及資源，促使會員國風險評估的歐盟化，對泛歐食
品安全提供多層級與更優質的保障；以及 

6. 歐盟食安組織建制，尤其獨立性風險評估委員會、獨立
性歐盟與會員國食安實驗室以及食安警察大隊等，皆得
提供台灣將來立法及施政的比較參考及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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