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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食品供應鏈大規模擴張，近年來食品安
全議題已不受國境邊界拘束，對各國造成衝擊，成為棘手的全
球治理議題。即令美國一般高度發展國家，亦無法避免大規模
食品安全事件發生，許多論者更指出美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存
有許多瑕疵。美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即係相應誕生之法律，透
過擴張行政管制權責、監控食品供應鏈及「預防」管制哲學，
嘗試解決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新法更針對進口食品制定創新
監管制度，促使進口與國產食品遵循相同規範。本文檢視新法
三大改革主軸，詳盡分析進口食品監管規範內涵，包含外國供
應商查證計畫、自願性合格進口商計畫、進口食品驗證與第三
方認驗證制度等，研討不同制度設計之管制優勢與潛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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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受到經濟全球化及食品供應鏈大幅擴張之影響，當代食品安全
議題已不受國境邊界所拘束，不僅對各國公共衛生造成衝擊，也成
為棘手的全球治理議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統計，受汙染食物每年造成 15 億孩童腹瀉，而
至少 300 萬人因此死亡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1999:
9)。在過去二十年間，各種不同的食源性危害及風險快速增加，從
狂牛症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戴奧辛 (dioxin)
汙染豬肉，含三聚氰胺 (melamine) 乳製品到大腸桿菌 (E. coli) 汙
染黃瓜與放射性殘留食品；日趨頻繁且益發便捷的國際貿易既使各
國受益，也使其人民暴露於更多、更高、更複雜的食品安全風險中。
隨著食品科學進步、交通運輸科技發展、跨國食品工業串聯以及貿
易自由化之發展，食品供應鏈之製造、運輸與消費等各個環節均發
生根本性的質變 (Käferstein & Abdussalam, 1999; Motarjemi, van
Schothorst & Käferstein, 2001)；食品安全事件的規模、頻率及衝擊，
皆非以往所能比擬。
即使如美國一般之高度發展國家，亦無法避免食源性疾病與大
規模食品安全事件發生。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公布之資料顯示，每年至少
有 4,800 萬名 (每六個美國人中即有一人) 食物中毒案例，128,000
名住院，其中三千名死亡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n.d.)。美國政府責任辦公室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食物與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國家科學委員會 (National Science Board; NSB) 及國家醫學
研究所 (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 等機構之評估報告，多年來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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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指出美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存有許多瑕疵。 1 許多評論認為，與
日俱增的食源性疾病案件應歸責於 FDA 對於食品安全的管制不夠
周全；FDA 之管轄職權範圍含括全美 80% (每年價值 4,500 億) 之
食品，以及超過 156,800 家食品業者，除原有管制框架過於守舊外，2
亦同時面臨資金短缺 (Hubbard, 2006) 及人手不足 (Liu, 2010) 等
問題。
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食品安全現代化法 (FDA 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FSMA) 3 即係於此背景下誕生之法律，經過國會
參、眾兩院多年辯論及許多類似法案之提出與否決，FSMA 終於
2011 年 1 月 4 日由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成為最新的聯邦食品安全
法 律 。 FSMA 之 目 標 係 在 修 正 原 先 聯 邦 食 品 、 藥 物 及 化 妝 品 法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of 1938; FDCA) 4 之不足，藉
由大幅擴張 FDA 管制權責，以及徹底加強食物供應鏈全面管制，達
成確保食品安全、維護公眾健康之目的 (Hamburg, 2011a)。相較於
過去 FDA 往往在食品安全事件爆發後始採取「反應」措施，新法要
求 FDA 重整食品管制結構，整合聯邦、州和地方政府部門，共同以
食品安全問題之「預防」作為管制哲學。FSMA 另賦予 FDA 諸多執
法權限，以提高基於風險預防所訂出之食品安全標準的遵循實效，
鞏固 FDA 應對和遏制食品安全問題之能力。更重要地，FSMA 針對

1

相關討論請參考 GAO (2008);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cience Board (2007);
DeWaal & Plunkett (2009); IOM &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1998); IOM

2
3
4

& NRC (2010).
在歐巴馬總統簽署 FSMA (2011 年 11 月) 前，1938 年制定之 FDCA 係 FDA 管制食
品安全管理之法律基礎。此後超過七十年間，美國食品安全法規均未進行重大修改。
FDA 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Pub. L. No. 111-353, 124 Stat. 3885 (2011)
(codified in scattered sections of 21 U.S.C. §§301 et seq.).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s Act, Pub. L. No. 75-717, 52 Stat. 1040.

348

歐美研究

進口食品制定創新監管制度，進口與國產食品遵循相同監管密度。
為因應各類既存或新興食品安全風險，各國主管機關採納不同
的制度設計類型，透過科學及政治決策過程，建置食品安全法規與
邊境管制措施等，嘗試解決日益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而美國 FSMA
針對食品安全管制之改革，主要可分為三大制度設計，包括課予食
品業者預防食品安全問題之責任、採取以風險為基礎之食品安全監
測規定，並且擴張 FDA 行政處分權限以應對食品安全問題。本文第
貳部分爰以美國食品安全管制發展為背景，就 FSMA 立法改革主
軸、規範架構及重要條文進行分析；第參部分則針對 FSMA 關於強
化進口食品監管章節之規定內涵加以闡釋，包含外國供應商查證計
畫 (Foreign Supplier Verification Programs; FSVP)、自願性合格進口
商計畫 (Voluntary Qualified Importer Program; VQIP)、進口食品驗
證 (certification) 與 第 三 方 認 驗 證 制 度 (Third-Party Accreditation
and Certification)等；第肆部分以 FSMA 進口食品監管之制度設計為
核心，就其管制優勢與潛在問題進行深度探討，作為結論。

貳、美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改革主軸與基本規範
1906 年由國會所制定之食品與藥品法 (Food & Drugs Act) 係
美 國 第 一 部 禁 止 食 品 與 藥 物 攙 假 (adulterated) 或 標 示 不 實 之 立
法，1938 年之 FDCA 則大幅增修食品與藥品法。惟此後長達七十
多年期間，儘管面對食品生產與製造模式之全球化與快速變遷，美
國食品監管體系仍僅零星的小規模修法，而無整體制度改革；遲至
2011 年方通過 FSMA，為食品監管系統性改革鋪路。FSMA 涵蓋範
圍極廣，賦予 FDA 的管制與再授權空間極大，但要求 FDA 制定施
行細則之時間表卻極為倉促，於其尚未生效之前即受到諸多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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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FSMA 重新建構美國食品監管體系之宗旨明確、規
範具體，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以下僅針對 FSMA 下「課予食品業者
預防食品安全問題之責任」、「以風險為基礎之食品安全監測」與
「擴張 FDA 行政處分權限」之三大主軸，說明 FSMA 相關制度與
規範。

一、課予食品業者預防食品安全問題之責任
FSMA 架構下，提高食品供應鏈各個環節預防食品安全問題之
能力係食品安全監管體系之最重要基礎。相較於以往食品安全法規
側重於抽查食物最終產品 (end product)，以及食品安全事件爆發後
所採取的應對措施 (Stewart & Gostin, 2011: 89)，FSMA 將規範重
點放在食品安全問題之預防。職是，FSMA 要求參與食品供應鏈之
業者以科學為基礎建立全面性的預防性控制 (preventive control)
機制，具體項目包括強制食品工廠建立預防控制措施、建立產品安
全標準及防範食品受到汙染或攙假，分別簡述如下。

(一) 強制食品工廠建立預防控制措施
有鑒於食品製造業為確保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線，FSMA 要求
食品工廠之所有者、經營者以及代理人，採納以危害分析重要管制
點系統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HACCP) 為基
礎之預防控制措施，在 FDA 之監督下，由食品業者自行管理風險，
採取預防控制措施、建立改正措施 (corrective actions)、5 保存相關
紀錄檔案， 6 並驗證 HACCP 之實施確實有助於控制危害。 7 2015
5
6
7

21 U.S.C. 350g(e) (as amended by FSMA § 103).
21 U.S.C. 350g(g) (as amended by FSMA § 103).
21 U.S.C. 350g(f) (as amended by FSMA §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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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FDA 進一步就人類食品與動物食品分別發布預防控制措施
之最終施行細則 (final rule)。
根據 FSMA 以及相關施行細則之規定，食品工廠之所有者、經
營者以及代理人皆須訂定書面之食品安全計畫，其內容應包含：危
害分析、預防控制措施、供應鏈計畫 (supply-chain plan)、召回計畫
(recall plan)、監控程序、改正措施以及驗證程序。 8 就危害分析而
言，食品業者應針對其所製造、加工、包裝或保存之食品，辨識並
評估已知或合理可預見之危害，以判斷是否需要進一步採取預防控
制措施。 9 而預防控制措施則包括控制產製流程、食品過敏原與衛
生條件，以及採取供應鏈計畫和召回計畫等；其目的在於確保無攙
假情事，並預防前述危害發生，或使其危害程度降至最低。10 於前
述預防控制措施中，召回計畫應描述召回步驟，以及執行各步驟之
負責人；11 供應鏈計畫則只適用於自供應商處取得未經處理原料之
食品製造、處理工廠，計畫內容須包括所決定並執行之適當供應商
驗證作為等。12 在監控程序上，食品業者應以適當頻率監控預防控
8

21 U.S.C. 350g(h) (as amended by FSMA § 103); Current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Hazard Analysis, and Risk-Based Preventive Controls for Food for Animals, 21
C.F.R. § 507.31 (2016); Current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Hazard Analysis, and

9

Risk-Based Preventive Controls for Human Food, 21 C.F.R. § 117.126 (2016).
21 U.S.C. 350g(b) (as amended by FSMA § 103); 21 C.F.R. §§ 507.33, 117.130. 所
謂危害，包括生物、化學、物理和放射性危害、天然毒素、農藥、藥物殘留、腐爛、
寄生蟲、過敏原、未經批准的食品和色素添加劑，以及其他自然發生或非故意引進
的風險。21 U.S.C. 350g(b) (as amended by FSMA § 103) (“[I]ncluding [A] ‘biological,
chemical, physical, and radiological hazards, natural toxins, pesticides, drug residues,
decomposition, parasites, and unapproved food or color additives; and [B] hazards

10
11
12

that occur naturally, or may be unintentionally introduced.’”).
21 U.S.C. 350g(c) (as amended by FSMA § 103); 21 C.F.R. §§ 507.34, 117.135.
21 C.F.R. §§ 507.38, 117.139.
21 C.F.R. §§ 507.1, 507.105(a), 507.110(a), 117.3, 117.405(a), 117.410(a).

美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淺析

351

制措施之執行情形，並驗證該措施之持續實施，且有效降低或預防
危害發生；若未能適度實施預防控制措施，食品業者須採取改正措
施。13 若食品業者大幅調整生產線且該調整可能提高既存危害或引
發新興危害、面臨新的食安問題、因科學進步而發現潛在危害，或
發現預防控制措施無效時，該業者須重新評估食品安全計畫；縱使
未出現上述情形，食品業者亦應該至少每三年重新評估食品安全計
畫。 14 此外，FSMA 及相關最終施行細則亦要求食品業者保存相關
文件紀錄，包括預防控制措施執行之監控內容、不符合食品安全規
範事例、食品測試和檢驗結果、預防控制與改正措施的成效等。 15
從制度設計之角度觀察，前述管制模式將食品安全管理責任部
分移轉至食品業者，使 FDA (或其所認證之第三方驗證機構) 退居
於監督者角色，由食品業者自行設計其應遵守的管理規則並加以執
行，屬共同管制 (co-regulation) 之一種類型。16 然而，利用共同管
制與 HACCP 系統進行預防控制耗費許多勞力及成本，此成本亦由
政府管制部分轉嫁至被管制者 (共同管制者) 身上 (Covington &
Burling LLP, 2010)。17 例如，食品業者必須諮詢食品科學或管理專
13
14
15

21 U.S.C. 350g(d)-(f) (as amended by FSMA § 103); 21 C.F.R. §§ 507.40, 507.42(a),
507.45, 117.145, 117.150(a), 117.155.
21 U.S.C. 350g(i) (as amended by FSMA § 103); 21 C.F.R. §§ 507.50(a)-(b),
117.170(a)-(b).
21 U.S.C. 350g(g) (as amended by FSMA § 103) (“The owner, operator, or agent in
charge of a facility shall maintain, for not less than 2 years, records documenting the
monitoring of the preventive controls implemented under subsection [c], instances of
nonconformance material to food safety, the results of testing and other appropriate
means of verification under subsection [f][(4], instances when corrective actions were

16
17

implemented, and the efficacy of preventive controls and corrective actions.”)
關於食品安全的公私共同治理模式，參考 Martinez, Fearne, Caswell, & Henson
(2007)。
Covington & Burling LLP stated: “Compliance with these new provisions could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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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意見，以符合 FSMA 相關規定，18 與預防控制計畫相關之人員
訓練、執行與監管前置作業，此皆對中型食品公司 (mid-size food
companies，小型和本地業者得豁免適用 HACCP 之相關規定) 造成
偌 大 成 本 負 擔 ， 亦 可 能 影 響 勞 工 就 業 與 市 場 競 爭 力 (“Jolley,”
2011)。 19

(二) 建立農產品安全標準
除預防控制措施外，FSMA 亦要求 FDA 協同美國農業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和州農業部代表，參考美國
國土安全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
諮詢意見後，針對水果和蔬菜等未加工農產品，以科學為基礎建立
安全生產與收成之最低標準，以降低嚴重危害健康或致死風險。 20
2015 年 11 月，FDA 針對供人類食用之農產品，發布生長、收成、
包裝與保存標準之最終施行細則。
根據 FSMA 及相關最終施行細則之規定，除個人食用、農場使
用或鮮少生吃之農產品，以及超級小型和小型農場

21

等例外，原

quire significant resources. For companies that already have hazard evaluation and
preventive control systems in place, compliance may require a reevaluation . . .
Companies that do not have such systems in place will need to start from scratch,
potentially requiring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manner in which they evaluate their
18
19

supply chain, man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on processes.”
21 U.S.C. 350g(h) (as amended by FSMA § 103).
“Jolley” (2011) stated that “Although most of the larger and more sophisticated food
manufactur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lready adopted and closely follow a
HACCP methodology, many mid-size companies have not yet implemented similar

20
21

programs.”
21 U.S.C. 350h(a)(1)(A) (as amended by FSMA § 105).
21 U.S.C. 350h(f)(1) (as amended by FSMA § 105). 農場前三年所製造之食品，直
接銷售予合格終端使用者之比例高於銷售予其他購買者，且其銷售之所有食品年

美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淺析

353

則上未加工農產品均受下列安全標準之規範。 22 在農業用水方面，
若用於發芽灌溉、手部清潔、清洗產品、保冷等目的，農場所有人、
經營者或代理人應確保水中不含大腸桿菌；若為其他直接與產品接
觸之灌溉用水，則水中菌落形成單位 (colony forming units; CFU) 之
幾何平均數應小於 126 CFU，統計式門檻值應小於 410 CFU。23 依
水源不同，FSMA 所要求之農業用水檢測頻率也不相同。24 若生產過
程中使用生物性土壤改良劑，則其處理、運送及儲存方式均不得對
產品造成汙染。25 此外，在發芽的問題上，FDA 亦對發芽所使用之
種子，以及新芽之培育、收成、包裝與保存訂定詳細要求，以避免
發芽對產品造成的汙染。26 而針對家禽家畜與野生動物、設備、工
具與建築、人員訓練、衛生條件、分析方法、文件紀錄等事項，最
終施行細則中亦訂有相關標準與規定。值得注意者，此施行細則之
規定仍保有彈性，各州、聯邦公認部落或出口國可於特定情況下，
請求變更標準。

(三) 防範食品受到汙染或蓄意攙假
為有效防範食品攙假或汙染，FSMA 授權 FDA 考量風險、不確
銷量營業額低於 50 萬美元之年銷量營業額有限之農民直銷農場，得豁免適用大多
數 FSMA 產 品安全 標準之相關規 定，而僅適用 施行細則之總則 。 21 U.S.C.
350h(f)(4)(A) (as amended by FSMA § 105). 此處之合格終端使用者意指：(1)食品
消費者，或(2)與該出售食品之農場位於同一州；或距離不超過 275 英哩之餐廳或
22
23
24
25
26

食品零售店。
Standards for the Growing, Harvesting, Packing, and Holding of Produce for Human
Consumption, 21 C.F.R. §§ 112.1-2 (2016).
Id. § 112.44. 其中幾何平均數 (geometric mean) 係指水質分布之集中趨勢量數；
統計式門檻值 (statistical threshold value) 則為水質分布之變異量數。
Id. § 112.46.
Id. § 112.52.
Id. §§ 112.1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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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及成本效益原則，並參酌 DHS 對生物性、化學性、放射性或
恐怖主義風險之估計，綜合評估美國食品系統之安全性漏洞，並進
一步制定相關策略或措施。FDA 於 2016 年 5 月間，針對避免蓄意
攙假之緩解策略發布最終施行細則。根據 FSMA 及相關施行細則之
規定，除農場、超級小型業者以及動物食品等例外，27 工廠所有者、
經營者與代理人應針對高度可能受汙染或攙假、且可能對人類或動
物的健康造成嚴重影響甚至導致死亡之食品種類，28 制定並執行食
品防衛計畫；該計畫之內容應包含安全漏洞評估、緩解策略、緩解
策略執行情形之監控程序、改正措施以及驗證程序。29 其中，安全
漏洞評估至少應針對汙染攙假之潛在公共衛生影響、與產品之物理
接觸程度以及汙染物之汙染能力進行評估。30 辨識出具有重大漏洞
之食品產製步驟後，須於此步驟實施緩解策略，並說明此策略如何
避免或使漏洞最小化。31 此外，尚須採取食品防衛監控、改正措施
以及驗證程序，以確保緩解策略確實執行。 32

27

Mitigation Strategies to Protect Food Against Intentional Adulteration, 81 Fed. Reg.
34,166, 34,220 (May 27, 2016) (to be codified at 21 C.F.R. pt. 121). 其中超級小型
業者係指過去三年間，平均年產值 (含販售收入和未售出產品之市值) 少於一千萬

28

美元之業者。Id. at 34,219.
21 U.S.C. 350i(b)-(c) (as amended by FSMA § 106). 例如保存期限較短的食品、在
重要管制點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易受到汙染的食品，或在包裝完成向消費者販
售前屬散裝或批發的食品。所謂「重要管制點」係指食品產製流程當中，可受控
制且經控制後可預防或降低食品安全風險的重要步驟。21 U.S.C. 350g(o) (as

29
30
31
32

amended by FSMA § 103).
Mitigation Strategies to Protect Food Against Intentional Adulteration, 81 Fed. Reg.
at 34,221.
Id. at 34,221.
Id. at 34,221.
Id. at 34,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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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風險為基礎之食品安全監測
受限於聯邦政府有限的資源，FSMA 要求 FDA 依據食品工廠及
食品類型所具備之不同風險程度，以不同頻率執行檢測、採樣和監
測活動。相關規範包括食品工廠登錄註冊、食品查驗 (inspection) 頻
率、食品分析實驗室認證 (accreditation)、食品追蹤及追溯，以及
紀錄留存備查等規定。

(一) 食品工廠登記註冊
FSMA 要求所有食品工廠須向 FDA 進行登記註冊，並且每兩年
更新一次， 33 此一規定將 FDA 食品安全管制觸角延伸至整個食品
供應鏈 (進口管制請參考第參部分討論)。未經登記之食品工廠不得
進口食品至美國境內，亦不得進行州際或州內食品貿易。此外，FDA
若認定某一工廠所製造之食品有對人類或動物造成傷害之「合理可
能」，得吊銷工廠登記，或暫停其營運。 34

(二) 食品查驗頻率規定
FSMA 除要求 FDA 立即增加查驗頻率外， 35 亦依據食品安全
風險程度不同，明確規定各類食品業者採取不同層次之查驗頻率。
依據 FSMA 的查驗規定，境內高風險食品工廠必須在新法生效後五
年內接受查驗，其後查驗頻率不得低於每三年一次；36 境內非高風
險食品工廠則必須在新法生效後七年內接受查驗，其後查驗頻率不
得低於每五年一次。 37 至於外國食品製造業則以總數而非頻率定
33
34
35
36
37

21 U.S.C. 350d(a)(3) (as amended by FSMA § 102).
詳見後「吊銷工廠登記」相關討論。
21 U.S.C. 350j(a)(2)(A) (as amended by FSMA § 201).
21 U.S.C. 350j(a)(2)(B) (as amended by FSMA § 201).
21 U.S.C. 350j(a)(2)(C) (as amended by FSMA § 201).

356

歐美研究

之，根據 FSMA 之規定，FDA 必須在新法生效一年內查驗至少 600
處國外食品製造業，並在其後五年內，每年加倍查驗數量。 38

(三) 食品分析實驗室認證
即便以風險程度為基礎優化食品查驗期程，提高並擴大國內外
食品之查驗頻率及查驗範圍仍對 FDA 構成龐大的行政負擔。因此，
FSMA 指示 FDA 在兩年內擬定計畫，藉由經認證之實驗室對食品進
行檢測或查驗， 39 經認許之認證機構 (recognized accreditation body)
或實驗室， 40 應將相關檢測或查驗結果直接呈遞 FDA。 41 FDA 至
少每五年須重新評估獲認證機構或實驗室，一旦發現有違反 FSMA
情事時，立即撤銷其認證。 42
此外，為提高 FDA 之食品安全事件應對能力，加強業者、消費
者和其他利害關係人資訊公開流通，以達成保護公共健康之目標，
FSMA 責成 FDA 建立國家食品緊急應對網絡 (Food Emergency
Response Network)，具體義務含括在全美提供便捷及時且準確穩定
的實驗室服務，協調州與地方食品分析實驗室能力 (包括中央資料
庫共享資訊) 與聯邦政府各單位實驗室整合，以針對大規模的食品
安全事件及時應對、快速偵查與持續監督。43 FDA 應就此向國會遞
交國家食品緊急應對網絡的執行報告，每兩年更新並在網站公布。
38
39

21 U.S.C. 350j(a)(2)(D) (as amended by FSMA § 201).
21 U.S.C. 350k(a)(1) (as amended by FSMA § 202). FDA 須同時建立公開登記表，
記載經其認許的認證機構，以及經認證機構認證的實驗室之名稱、聯繫方式及其
它 FDA 認為必要的資訊。而經認許的認證機構，或經認證機構認證的實驗室，如

40
41
42
43

遇有足以改變其資格之情事時，應主動告知 FDA。
21 U.S.C. 350k(b)(1) (as amended by FSMA § 202).
21 U.S.C. 350k(b)(2) (as amended by FSMA § 202).
21 U.S.C. 350k(a)(7) (as amended by FSMA § 202).
21 U.S.C. 350k(b) (as amended by FSMA §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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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食品追蹤追溯與紀錄留存備查
雖然食品追蹤追溯為食品安全監管體系之重要構成要件，
FSMA 並未課予 FDA 成立食品追查制度之義務。FSMA 指示 FDA
應加強監管體系以及考慮建立食品追查系統，追蹤及追溯食物供應
鏈之歷史與產品流向，並進行長期監督，利用更豐富資料來源，有
效執行風險控管及查驗工作。依據 FSMA 的規定，FDA 應於新法生
效九個月內制定試驗性計畫 (pilot projects)，研究快速有效辨認食
品業者與食用者的方法，以預防或減輕食物中毒事件、解決食品汙
染或攙假所帶來之嚴重健康影響。44 具體而言，FDA 應確保此等試
驗性計畫可反映食品供應之多樣性，並包含至少三種前五年間引發
重大食安事件之食品，以發展迅速有效之食品追蹤追溯方法
(methods for rapid and effective tracking and tracing of foods)，以及
有助於加強食品追蹤追溯之科技。45 此外，FDA 應視情況所需，建
立產品追查系統 (product tracing system)，以提高 FDA 快速、有效
44
45

21 U.S.C. 2223(a)(1) (as amended by FSMA § 204).
21 U.S.C. 2223(a)(2) (as amended by FSMA § 204):
(2) CONTENT—The Secretary shall conduct 1 or more pilot projects under paragraph (1)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processed food sector and 1 or more such pilot
projects in coordination with processors or distributor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that are
raw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The Secretary shall ensure that the pilot projects under
paragraph (1) reflect the diversity of the food supply and include at least 3 different
types of foods that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significant outbreaks during the 5-year
period preceding the date of enactment of this Act, and are selected in order to—
(A) develop and demonstrate methods for rapid and effective tracking and tracing of
foods in a manner that is practicable for facilities of varying sizes, including small
businesses;
(B) develop and demonstrate 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including technologies existing
on the date of enactment of this Act, that enhance the tracking and tracing of
food; and
(C) inform the promulgation of regulations under subsectio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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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追蹤和追查美國境內或擬進口到美國的食品資訊之能力。 46
食品業者之紀錄留存與備查係建立有效食品追蹤追溯系統之
必要條件，而 FSMA 賦予 FDA 權力向食品業者要求提供與食品相
關紀錄， 47 且所有食品業者或代理人應留存食品相關紀錄至少兩
年。48 FSMA 所規定之紀錄留存範圍包括對預防控制措施之監控情
形、不符合食品安全規範事例、食品測試和檢驗結果、食品安全預
防計畫以及計畫實施狀況等文件紀錄。 49 此外，FSMA 要求 FDA
就「高風險食品」50 之紀錄留存備查訂定額外規定 (例如延展紀錄
留存限期)； 51 惟未經 FDA 認定為高風險食品者，不得強制其適用
相關延展留存限期之規定。 52

46
47

21 U.S.C. 2223(c) (as amended by FSMA § 204).
此要件於 2002 年生物恐怖攻擊法 (Bioterrorism Act of 2002) 時已有要求，惟有學者
如 Peter Hutt 認為其內涵不明確：“In the Bioterrorism Act of 2002 there was a slight
increase in FDA’s power to get records but FDA had to show serious adverse effects or
death. That’s pretty stringent standard. It’s opened up further in the new law, but it
doesn’t allow a fishing expedition type of records inspection. So how far does it go,
what does it mean, what do the words portend? It’s the type of thing I constantly ask
you students in class all the time and you look at me and say, ‘I don’t know what that

48
49
50

means!’ and I say, ‘Nobody knows what it means!’” (Harvard Food Law Society, 2011).
21 U.S.C. 350g(h) (as amended by FSMA § 103).
21 U.S.C. 350g(g) (as amended by FSMA § 103).
根據 FSMA 第 204(d)(2)(A) 條的規定，高風險食品之認定依據為：(1)該食品的已
知安全風險，包括因此食品導致的突發食物中毒的歷史和嚴重性，及 CDC 蒐集的
食物中毒資料；(2)該食品因其性質或者其採用的生產技術而具有高度微生物或化
學汙染之風險，或者病原微生物生長的可能性；(3)食品製造過程中最有可能發生
汙染的時點；(4)發生汙染的可能性以及為降低汙染可能性在製造過程中所採取的
措施；(5)消費該汙染食品導致食物中毒的可能性；(6)因該食品導致之食物中毒所
可 能 產 生 的 、 或 者 已 知 的 嚴 重 性 ， 包 括 對 於 健 康 和 經 濟 之 影 響 。 21 U.S.C.

51
52

2223(d)(2)(A) (as amended by FSMA § 204).
21 U.S.C. 2223(d)(1),(5) (as amended by FSMA § 204).
21 U.S.C. 2223(d)(7) (as amended by FSMA §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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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擴張 FDA 行政處分權限
儘管有前述兩項預防與監測制度，仍然無法完全避免食品安全
問題發生，FSMA 因此針對食品安全問題發生後之處理與應對措
施，賦予 FDA 更多的行政處分權限，如強制召回、擴張行政扣留範
圍及吊扣工廠登記等，分別簡述如下。

(一) 強制召回 (mandatory recall)
舊法 FDCA 架構下，除就嬰兒配方奶粉訂有強制召回之規定
外，並未授權 FDA 要求食品業者強制召回問題產品，FDA 僅能仰
賴食品業者自發性主動召回。雖然大多情況下，FDA 透過向食品業
者施壓或預告若造成健康損害將加重處罰 (例如沒收或禁制令) 等
手段 (“Jolley,” 2011)，53 業者通常會主動將有安全問題或疑慮的產
品下架召回。然而，當面臨具嚴重性或緊急性之食品安全問題時，
被 動 期 待 業 者 自 主 下 架 終 究 並 非 迅 速 有 效 之 對 策 (Liu, 2010:
261)。 54 因此，為能更及時處理食品安全事件 (特別是大規模急性
中毒意外)，並防免問題產品持續在市場上流通散布，FSMA 終於賦
予 FDA 強制召回的行政處分權。 55 FDA 在業者拒絕自主召回時，
53
54

“Jolley” (2011) stated that “We will need about 4,000 new inspectors and that’s
going to cost.”
然而，GAO 研究報告曾指出，召回程序通常亦非迅速。相關討論請參考 IOM &
NRC (2010: 63): “[D]etention procedures must be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courts
and therefore are not expeditious, [so] the food supply and public health are endangered. . . . A 2004 GAO Report found that, in some cases, the time it took for the
agency to verify a recall was longer than the shelf life of the recalled products (GAO,

55

2004b).”
另就食品行政扣留而言，關於 FDA 作成食品行政扣留命令之標準之規則於 2011
年 7 月 3 日生效，FSMA 降低行政扣留之標準，於 FDA 有理由相信食品攙假或標
示不實，且可能有害人類或動物健康時，賦予其扣留該食品 (最多 30 天) 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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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作成行政處分，要求行為人立即停止銷售問題產品，並通知所有
相關人員 (包括問題商品之經銷、運輸或者銷售對象在內)。56 另一
方面，為同時保障食品業者權益，FDA 應於行政處分作成後兩日
內，提供行為人陳述意見之機會；57 FDA 得考量行為人意見與相關
證據後，撤銷或修改該處分。 58

(二) 行政扣留與吊銷工廠登記 (suspension of registration)
FDA 於舊法 FDCA 之規範下，雖得針對問題食品加以行政扣留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但僅限於查驗、檢驗或調查食品的過程
中，有可靠證據或消息指出該食品對人類或動物造成嚴重負面健康
影響或死亡威脅時，FDA 方可以行政命令將之扣留，59 此等嚴格要
件導致行政扣留在實務操作上極為困難。而 FSMA 大幅放寬 FDA
採取行政扣留措施之規定，亦減輕 FDA 行政程序上對食品與危害間
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實質擴張 FDA 行政扣留之權力。首先，FDA
僅需「有理由相信」(reason to believe) 特定食品存有安全風險，且
56
57
58
59

21 U.S.C. 350l(b) (as amended by FSMA § 206).
21 U.S.C. 350l(c) (as amended by FSMA § 206).
21 U.S.C. 350l(d) (as amended by FSMA § 206).
21 U.S.C. 334(h)(1) (as amended by Bioterrorism Act § 303) (“[I]f the officer or
qualified employee has credible evidence or information indicating that such article
presents a threat of serious adverse health consequences or death to humans or animals.”). 應注意者，新法僅放寬 FDA 執行行政扣留之實體標準，程序要件上並無
變更；又舊法下食品行政扣留雖限縮實體標準，其程序要件卻較一般扣留 (seizure)
寬鬆。詳言之，FDA 若欲於其管轄範圍內執行一般扣留，須先由 FDA 地區辦公室
向總部建議扣留特定產品，經總部審核同意後，由區域辦公室向產品所在地之檢
察機關提出扣留之建議；經司法部同意後，再由檢察官代表 FDA 向聯邦地區法院
請求核發扣押令 (warrant for the arrest [seizure]) (Fortin, 2009: 514-515)。而食品
之行政扣留，只需 FDA 地區辦公室主管同意即可作成扣留命令 (detention order)，
在程序要件上顯然較為寬鬆。Criteria Used to Order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of
Food for Human or Animal Consumption, 21 C.F.R. § 1.39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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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有「汙染或攙假或標示不實」(is adulterated or misbranded) 之
事實時即可執行行政扣留。 60
另一方面，倘 FDA 認定某工廠所生產、加工、包裝、配送或存
儲的食品，根據合理推測可能會對人類或動物造成嚴重的健康問題
甚至導致死亡，則可以吊銷該工廠之登記。61 任何人皆不得透過受
吊扣登記之工廠進出口食品，或進行任何州際或州內食品貿易活
動。62 FDA 應於吊扣行政處分作成兩日內其他合意時限內，給予其
陳述意見機會；若 FDA 基於相關證據認定吊銷登記不再具有充分理
由，應恢復登記，63 FDA 亦可要求受處分業者提交改善計畫，說明
其將如何改正不符 FSMA 情事，並視其實際改善情況，撤銷或修改
吊銷登記行政處分。 64

參、FSMA 進口食品監管制度設計
隨著國際貿易蓬勃發展，上游食品製造業者至下游消費者之間
的食品供應鏈範圍，已從容易預見之在地供應，擴大為難以預期且
供應地散落各處的全球委外模式 (global outsourcing)。研究食品追
蹤與追溯之技術專家 David Miller 曾寫道，一碗簡單的湯約有 40

60
61

21 U.S.C. 334(h)(1)(A) (as amended by FSMA § 207).
21 U.S.C. 350d (as amended by FSMA § 102[b][1]).目前相關之施行細則及企業準
則草案，均未就何謂「合理可能」(reasonable probability) 提供具體判斷標準；因
是否具有合理可能乃事實性問題，故應由 FDA 個案判斷。相關施行細則請參考
Amendments to Registration of Food Facilities, 81 Fed. Reg. 45,912, 45,942 (July 14,
2016) (“Suspensions involve a factual determination by FDA that there is a reasona-

62
63
64

ble probability of serious adverse health consequences or death.”).
21 U.S.C. 350d (as amended by FSMA § 102[b][4]).
21 U.S.C. 350d (as amended by FSMA § 102[b][2]).
21 U.S.C. 350d (as amended by FSMA § 10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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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同原料與添加物，這些產品更經歷全球 500 間以上不同的食品
公司 (Miller, 2009)。詳言之，某一項食品的製造原料可能來自於各
個不同地區，透過運輸銷往另一地的消費者或進行加工，而進入全
球的食物供給鏈 (Gangahar, 2009: 25; Yach & Bettcher, 1998)。進
口產品進入各國境內之前，可能經歷數個不同的食品業參與者，從
育種、農牧場、製造、加工、運輸、再加工、再運輸、批發、零售
直至消費者餐桌，漫長而複雜的供應鏈成為進口食品一大挑戰，而
各國如何保障國內食品安全也因此成為重要課題。65 如今，全美約
有超過 55%的食物供應仰賴進口，就某些特定種類食品而言，進口
比例可能還要更高，例如：新鮮水果的進口比例為 50%、蔬菜的進
口比例為 20%、海鮮的進口比例更高達 80%。有鑑於此，美國的
食品安全實與其他國家如何處理食品安全問題乙事，存在著密不可
分的關係 (Lumpkin & Bachorik, 2006)。
FSMA 立法者即在此食品安全議題全球化之趨勢中 (Lin, 2011:
665-684)，大幅擴張 FDA 對進口食品之監管權限 (Taylor, 2011)。66
FSMA 以獨立之章節處理進口食品監管問題，並以前述之三大制度
為基礎，進一步設計創新管制模式。FSMA 強化進口食品監管之創
新管制模式包含了外國供應商查證計畫、自願性合格進口商計畫、
進口食品驗證、第三方認驗證制度、成立 FDA 國外辦公室與簽署國
際合作條約等。新法透過新制度賦予 FDA 更多職權，以更妥善監管
進口食品安全問題。

65

食安系統之複雜性與全球化背後的主要推手，包括食品與運輸科技快速進步、出
現以貿易自由化為宗旨之 WTO 與其涵蓋協定，以及食品業中跨國食品公司之成立

66

與成長。相關討論請參考 Lin (2011: 641)。
Taylor stated that “In fact,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food supply was a major force
driving passage of the 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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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予食品進口商主要監管責任
FSMA 將確保食品安全之責任轉嫁予進口商，由進口商負責監
管與認定外國食品供應商是否符合美國食品安全規定。67 在 FSMA
的外國供應商查證計畫框架下，進口商須考量產品類別及來源國等
風險，查證與其交易之外國供應商遵守 FDCA 及 FSMA 所有規定，
包含遵守諸如 FDCA 下食品攙假與不實標示規範，並採納前述之風
險控制措施等新規範，68 以確保其食品與美國國產食品具相同安全
程度。69 FSMA 亦要求 FDA 制定外國供應商查證計畫之施行法規，
要求進口商查證其外國供應商具有與美國公共衛生保護水準相同
的流程和程序，以確保該外國供應商所生產食品的安全性。70 該外
國供應商查證計畫的查證活動得包括監測出貨紀錄、逐批合格驗
證、年度實地查驗，檢查風險分析與外國供應商之風險預防控制計
畫以及定期對出貨進行檢測和抽樣。71 此義務得通過第三方稽核員
(third-party auditors) 完成， 72 或者某些進口商已將相關的食品安
全查核程序納入其供應鏈管理系統中，以履行其查核責任。無論進
口商透過上述何種方式踐履其對外國供應商的審核義務，皆必須確
保其能夠檢驗其外國供應商有系統性地生產安全的食品。再者，進
口商有義務將相關查證措施所得資料保存兩年以上，且於 FDA 要求
時須能隨時出示。 73 此外，FSMA 針對裝運進口食品之事前通知
67

於 FSMA 實施前，實務上雖賦予進口商若干監管責任，但終究非法律義務，在責

68

21 U.S.C. 384a(a)(1) (as amended by FSMA § 301).

69
70
71
72
73

任範圍與違反效果方面均與 FSMA 有關。
21 U.S.C. 384a(c)(2)(B) (as amended by FSMA § 301).
21 U.S.C. 384a(c)(2) (as amended by FSMA § 301).
21 U.S.C. 384a(c)(4) (as amended by FSMA § 301).
詳見後「第三方認驗證」相關討論。
21 U.S.C. 384a(d) (as amended by FSMA § 301). FDA 提出的最終施行細則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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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 notification) 亦有所規範。除了舊法下要求進口商提供之製造
和運輸資訊外，FSMA 亦要求食品進口商向 FDA 通報任何遭其他國
家禁止輸入的食品名稱， 74 以協助 FDA 間接監測進口食品的潛在
風險 (FSMA 2011 Progress Report, n.d.)。
FDA 於 2015 年 11 月公布之最終施行細則進一步針對 FSMA 外
國供應商查證計畫，提出更細緻之規範。75 首先，食品進口商必須
於進口食品至美國國內市場之前，進行危害分析

76

與風險評估，77

以決定採行至少一項合適之查證措施。78 相關查證措施須由具備必
要的教育、訓練和經驗之「合格人員」(qualified individual) 發展與
執行，79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合格人員既可為進口商之受僱人，亦

規定，如果紀錄存放在他處但可以藉由電子傳輸馬上取得，則該他處也被視為合
理可及的地方。如果 FDA 要求查看紙本紀錄，則進口商必須以電子傳輸的方法將
紀錄寄給 FDA。Foreign Supplier Verification Programs for Importers of Food for
74
75
76

Humans and Animals, 21 C.F.R. pt. 1 (2016).
21 U.S.C. 381(m)(1) (as amended by FSMA § 304[a]).
Foreign Supplier Verification Programs for Importers of Food for Humans and Animals, 80 Fed. Reg. 74, 226 (Nov. 27, 2015).
FDA 最終施行細則中對「危害」之定義為：「具合理可能導致疾病或傷害之生物、
化學 (包括輻射) 或物理媒介」(21 C.F.R. § 1.500, “Hazard means any biological,
chemical [including radiological], or physical agent that is reasonably likely to cause
illness or injury.”)。食品進口商應依經驗、疫病資料、科學報告與其他資訊，識別
及評估進口食品已知或可合理預見之危害，以判定有無須受控制之重大危害，並

77

將危害分析結果作成書面。21 C.F.R. § 1.504(a).
21 C.F.R. § 1.505(a). 依照 FDA 最終施行細則，風險評估的內容須考量：(1) 危害
分析，包括危害之性質分析；(2) 得使危害最小化或預防危害的行為人，例如外國
供應商；(3) 外國供應商為確保食品安全所採取的過程及程序；(4) 外國供應商的
法規遵循歷史；(5) 外國供應商的食品安全紀錄；與 (6) 任何其他必要且適當的評

78
79

估項目，例如儲存或是運輸措施。
21 C.F.R. § 1.506(d).
Id. § 1.5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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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為獲認證之第三方稽核員 (詳見下述) 甚至是外國政府人員。 80
其次，若食品進口商依據消費端之客訴資訊、81 查證活動、風險重
新評估或其他相關資訊，判定外國供應商無法維持與 FSMA 相同之
保護水準，或有攙假或不實標示之情形時，應立即採取適當改正措
施；改正措施內容視情況而定，但可包括停用該外國供應商產品直
至違法情事解除。82 而若食品進口商係依據查證活動與風險重新評
估以外之方法，判定外國供應商有前述情形時，應立即調查以判定
其外國進口商查證計畫之實效性，並於適當時修改該計畫。 83
最後，FSMA 及其施行細則將特定的進口食品類別排除於 FSVP
的適用範圍之外，其類別包括舊法 HACCP 規定下之海鮮、果汁、
低酸性罐頭業者、 84 目的為學術研究或個人食用而非大量販售流
通之小額進口， 85 以及酒類飲品。 86 除此之外，小型進口商或自
小型供應商進口食品之進口商，亦可免除一般之外國供應商查證

80

Id. §§ 1.500, 1.503(b) (“Qualified individual means a person who has the education,
training, or experience [or a combination thereof] necessary to perform an activity
required under this subpart, and can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of any records
that the person must review in performing this activity. A qualified individual may be,
but is not required to be, an employee of the importer. A government employee, in-

81

cluding a foreign government employee, may be a qualified individual.”).
FSVP 施行細則草案原要求食品進口商必須建立上市後調查應對機制，快速審閱來
自消費端之客訴資訊，並判斷該客訴是否與外國供應商查證有關；惟於評論期間
內，此規定受到部分批評，反面意見包括：審閱客訴資訊已經是合理商業行為的
一部分、審閱客訴資訊之要求恐過於沉重、多數客訴資訊係涉及食品品質而非其
安全性等等。Foreign Supplier Verification Programs for Importers of Food for

82
83
84
85
86

Humans and Animals, 80 Fed. Reg. at 74,297.
21 C.F.R. § 1.508(a).
Id. § 1.508(b).
21 U.S.C. 384a(e) (as amended by FSMA § 301).
21 U.S.C. 384a(f) (as amended by FSMA § 301).
21 C.F.R. § 1.50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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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87 就定義而言，施行細則將小型進口商定義為近三年年度銷
售營業額在 100 萬以下之人類食品進口商，或近三年年度銷售營業
額在 250 萬以下之動物食品進口商；88 小型供應商之年度銷售額上
限亦同。89 首先，欲申請豁免外國供應商查證要求之進口商，每年
應繳交資料證明其符合小型進口商之定義，或其所合作之供應商符
合小型供應商之定義。相較於一般進口商須執行之外國供應商查證
措施，符合前述定義者，將無須進行耗費時間金錢且專業需求度高
之危害分析、風險評估等要求。惟此類進口商仍須於進口前或進口
後兩年內提供書面保證 (written assurance)，對其外國供應商所執行
之食品安全控制程序簡短說明、保證其外國供應商所製造食品符合
FDCA 規定，並由合格人員執行相關措施。90 若進口商認為進口食
品之產製流程不符書面保證內容，須迅速採取適當改正措施。 91
87
88

Id. § 1.512.
Id. § 1.500 (“Very small importer means: [1] With respect to the importation of
human food, an importer [including any subsidiaries and affiliates] averaging less
than $1 million per year, adjusted for inflation, during the 3-year period preceding
the applicable calendar year, in sales of human food combined with the U.S. market
value of human food imported, manufactured, processed, packed, or held without
sale [e.g., imported for a fee]; and [2] With respect to the importation of animal food,
an importer [including any subsidiaries and affiliates] averaging less than $2.5 million
per year, adjusted for inflation, during the 3-year period preceding the applicable
calendar year, in sales of animal food combined with the U.S. market value of animal
food imported, manufactured, processed, packed, or held without sale [e.g., im-

89

ported for a fee.]”)
Id. (“Very small foreign supplier means a foreign supplier, including any subsidiary,
affiliate, or subsidiaries or affiliates, collectively, of any entity of which the foreign
supplier is a subsidiary or affiliate, whose average annual monetary value of sales of
food during the previous 3-year period [on a rolling basis] is no more than $1 million,

90
91

adjusted for inflation.”).
Id. §§ 1.512(a)-(b).
Id. § 1.512(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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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口食品快速通關審查
考量 FDA 於各港埠抽檢人員與資源有限，FSMA 建立自願性合
格進口商計畫，對於自願符合高於前述外國供應商查證規定之食品
進口商，在進口管制上賦予其快速通關審查 (expedited review) 之
優惠待遇。92 由於快速通關可能增加生物恐怖攻擊之風險以及對美
國國土安全之威脅，FDA 依法必須諮詢國土安全部部長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之意見，方得建立自願性合格進口商計畫。93
認定自願性合格進口商之程序中，應考慮預計進口食品之已知風
險、該進口商所使用之外國供應商的法規遵循歷史、食品輸出國之
管制能力 (是否能確保其所輸出之食品符合美國食品安全標準)、相
關產品之食安風險與管理情形、發生蓄意攙假之風險，及其他 FDA
認為適當的考量因素。94 獲准加入計畫之進口商，至少每三年應重
新審查，若 FDA 發現不合格情事，得立即撤銷許可。95 VQIP 另須
和 FSMA 第三方認驗證制度之規定相輔相成，由 FDA 建立諸如食
品設施驗證 (facility certification，詳見以下關於第三方認驗證制度
之討論) 與發放驗證等程序規定。 96
FDA 於 2016 年 11 月進一步針對自願性合格進口商計畫公布企
業準則 (guidance for industry)，此企業準則雖不具法律拘束力，但
足能闡明 FDA 對 VQIP 執行方式之行政原則。根據此企業準則，食
品進口商如欲加入自願性合格進口商計畫並獲得快速通關審查待
遇，應符合多達十項適格 (eligibility) 要件，重要者如：該進口商

92
93
94
95
96

21 U.S.C. 384b(a)(1)(A) (as amended by FSMA § 302).
21 U.S.C. 384b(a)(2) (as amended by FSMA § 302).
21 U.S.C. 384b(d) (as amended by FSMA § 302).
21 U.S.C. 384b(e) (as amended by FSMA § 302).
21 U.S.C. 384b(a)(1)(B) (as amended by FSMA §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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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有三年以上進口食品至美國之歷史，且未受行政處罰或司法調
查，亦無重大食安不良紀錄；該食品未在進口警示 (import alert) 或
召回範圍內；該進口商必須建立品質保證計畫 (quality assurance
program) 97 並確認其外國供應商具備設施驗證；98 以及每年定期繳
納管理使用費。 99 通過 FDA 合格進口商審核並公告者，除通常提
供之進口資訊外，僅須於進口時向 FDA 提供 VQIP 申請號碼與確認
合格碼 (VQIP Affirmation of Compliance Code)，若經 FDA 評估為
正確資訊，即可立即放行。100 而該進口商除得享快速通關待遇外，
即便因故有須加強檢驗之特殊情形，FDA 亦將盡可能加速實驗室分
析，並於食品進口目的地或該進口商偏好之地點，進行檢驗和抽
樣。 101 前述須加強檢驗之特殊情形，係指進口食品涉及公共衛生
風險之情形，例如若特定進口食品種類或進口商所使用之外國供應
商與疾病爆發有關，FDA 於調查此類疾病時，即可針對 VQIP 下進
口食品進行檢驗與抽樣。 102 此外，因 FDA 仍係以風險分析為基礎
來監管進口食品，即使沒有具體資訊指出進口食品與疾病爆發有
關，FDA 仍可針對合格進口商之進口食品進行不定期微生物抽樣檢
查 (microbiological sampling) 或定期稽核式檢驗 (audit examination) 等，以確認相關進口商符合相關規定。無論如何，FDA 對於
97

依據企業準則，品質保證計畫書之具體內容宜 (should) 包括：(1)公司品質政策聲
明；(2)組織結構及相關人員之職能與職責；(3)食安政策及程序；(4)食品防衛政策
和程序；(5)員工資格；(6)計畫執行程序；及(7)相關紀錄之建立與保存程序。FDA,
FDA’S Voluntary Qualified Importer Program: Guidance For Industry, at 15-18

98
99
100
101
102

(2016).
Id. at 10.
Id. at 8-9.
Id. at 6.
Id. at 5.
Id.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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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食品是否進行抽樣檢查及是否許可入境保有絕對的公權力，103
而若入境檢查時發現食品進口商不符適格要件或有走私等違法活
動，FDA 得撤銷其資格。 104

三、第三方認驗證制度與進口食品安全驗證
在舊法時代，FDCA 並未要求 FDA 積極制定驗證相關制度，或
明確要求相關驗證或保證之權限。因此，FSMA 乃針對該法第 801
條增加更為細緻之規定，正式賦予 FDA 要求進口食品附隨驗證之權
限，並明定較為細緻之監管制度。FSMA 於 FDCA 第 801 條(a)項新
增下列文字：「若進口食品應遵守而未遵守第 801 條第(q)項要求提
供食品驗證或其他形式之保證 (assurance) 之規定，則該項食品應
被拒絕入境。」 105 依據 FSMA 第 303 條之規定，FDA 會考量相關
進口食品之健康風險程度與輸出產地之食安風險紀錄，來決定是否
要求提出驗證；如果 FDA 認定該食品輸出國之食安監管系統和相關
標準，不足以確保相關進口食品能達到與美國製造、加工、包裝的
同類產品相等之安全程度，可要求特定驗證機構 (certifying entities，包括 FDA 代理機構、出口國政府代表或其他符合資格規定之
第三方稽核員) 提出食品驗證或其他 FDA 認為適當之保證，包括詳
細貨運紀錄或經驗證之製造、加工及包裝工廠清單等， 106 以證明
103
104
105

Id. at 4.
Id. at 21.
FSMA § 303(a) (“Section 801[a] [21 U.S.C. 381(a)] is amended by inserting after
the third sentence the following: ‘With respect to an article of food, if importation
of such food is subject to, but not compliant with, the requirement under subsection
[q] that such food be accompanied by a certification or other assurance that the
food meets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of this Act, then such article shall be refused

106

admission.’”).
21 U.S.C. 381(q)(1) (as amended by FSMA §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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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食品符合美國食品安全相關法律規定，俾利 FDA 對該食品作入境
許可之決定。 107 此外，FDA 亦得要求核發驗證機構更新驗證，如
有驗證不實之情形，其可拒絕接受驗證並禁止食品入境。108 惟 FDA
應敘明原因，並給予食品輸出國與主管機關溝通和改正之機會。 109
FSMA 第 307 條第三方認驗證制度除為食品安全驗證之核心
外，亦為前述外國供應商查證計畫與自願性合格進口商計畫之重要
配套措施。FSMA 要求 FDA 在新法頒布後的兩年內，建立認證機構
(accreditation body) 110 制度，由認證機構認證、或由 FDA 直接認
證第三方驗證機構 (accredited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111 再
107
108
109
110

21 U.S.C. 381(q)(2) (as amended by FSMA § 303).
21 U.S.C. 381(q)(4) (as amended by FSMA § 303).
21 U.S.C. 381(q)(7) (as amended by FSMA § 303).
所謂認證機構係指對第三方驗證機構實行認證的執行機構。Accreditation of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ies To Conduct Food Safety Audits and To Issue Certifications, 21 C.F.R. § 1.600 (2016) (“Accreditation body means an authority that
performs accreditation of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ies.”). 應注意者，雖然 FDCA
第 808(a)(4)條之用語為「第三方稽核員」，FDA 卻認為第三方稽核員係指受驗證
機構雇傭或與其約定執行稽核之人員，且有資格接受認證者只有驗證機構，故於
第三方認驗證施行細則中，FDA 將「稽核員」一詞自認證機構定義中刪除，並同
時說明該細則中所謂「經認證之第三方驗證機構」應與 FDCA 第 808(a)(4)條所稱
之「第三方稽核員」具有相同意義。Accreditation of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ies
To Conduct Food Safety Audits and To Issue Certifications, 80 Fed. Reg. 74,570, at
74, 578-79 (Nov. 27, 2015). 下文之內容若涉及 FSMA，將依條文用語使用第三
方稽核員；若涉及第三方認驗證施行細則，則依施行細則用語稱之為第三方驗證

111

機構，此合先敘明。
21 C.F.R. § 1.600. 最終施行細則將經認證之第三方驗證機構定義為由經認許之
認證機構，或(在直接認證之情況下) 由 FDA 認定符合相關規定，且經認證可執
行食安稽核及發給工廠驗證之第三方驗證機構。Id. (“Accreditation means a determination by a recognized accreditation body [or, in the case of direct accreditation, by FDA] that a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 meets the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of this subpart. Accredited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 means a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 that a recognized accreditation body [or, in the case of direct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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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三方驗證機構透過不同稽核措施，判定外國食品業者設施是否
符合美國食品安全標準與規定，並發放驗證證書。而第三方驗證機
構得為個人或組織，亦得為外國政府機關或代表、外國商業協會、
或其他經 FDA 認許為適當者。112 除此之外，FSMA 要求 FDA 在新
法頒布後的 18 個月內制定模範認證標準，包括對稽核報告之監管
要求，以及各經認許之認證機構均應確保第三方稽核員或驗證機構
及其代理人符合該標準。 113 然而，FDA 均未於法定時限內制定施
行細則或模範標準。
FSMA 將稽核 (audit) 依其目的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為諮詢
性稽核 (consultative audit)，目的在於協助食品業者判斷其是否符合
FSMA 相關規定，稽核結果僅供食品業者參考。114 第二類則為管制
性稽核 (regulatory audit)，目的在於確認食品業者是否符合 FSMA
相關規定，此稽核結果可用以判定進口食品得否依第 801(q) 條取

creditation, FDA] has determined meets the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of this subpart
and is accredited to conduct food safety audits and to issue food or facility certifications to eligible entities. An accredited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 has the same
meaning as accredited third-party auditor as defined in section 808[a][4] of the
FD&C Act.”) 其中，所謂直接認證即係指由 FDA 對第三方驗證機構所作成之認
證。Id. (“Direct accreditation means accreditation of a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
112

by FDA.”)
Id.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 has the same meaning as third-party auditor as
that term is defined in section 808[a][3] of the FD&C Act and means a foreign
government, agency of a foreign government, foreign cooperative, or any other
third party that is eligible to be considered for accreditation to conduct food safety
audits and to certify that eligible entitie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FD&C Act. A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 may be a single individual or an organization. Once
accredited, a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 may use audit agents to conduct food

113
114

safety audits.”)
21 U.S.C. 384d(b)(2) (as amended by FSMA § 307).
21 U.S.C. 384d(a)(5) (as amended by FSMA §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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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驗證或食品工廠得否取得第 806 條所規定之工廠驗證。 115 無論
何種類型之稽核，稽核執行完成 45 日內，第三方稽核員均應準備
稽核報告；若為管制性稽核，則無論是否核發驗證，第三方稽核員
均應將稽核報告提交至 FDA。 116 此外，FDA 亦得主動要求現場稽
核報告 (onsite audit report) 或所有相關文件。 117 若第三方稽核員
在稽核過程中發現有可能導致食安危機之事由，應迅速通報 FDA。118
應進一步說明者為，FDA 於 2015 年 11 月發布有關第三方認驗
證之最終施行細則， 119 分別將 FDA、認證機構、第三方驗證機構
以及外國食品業者於 FSMA 下之義務詳加闡明，本文解析如圖 1。
應先說明者，此施行細則中所稱之「稽核」，基本上指經認證之第
三方驗證機構以系統性、功能獨立性之方法，檢驗受稽核者是否符
合其所適用之 FSMA 相關規定。120 根據該細則之規定，首先，FDA

115

21 U.S.C. 384d(a)(7) (as amended by FSMA § 307).
21 U.S.C. 384d(c)(3)(A) (as amended by FSMA § 307). 又依第三方認驗證制度最
終施行細則，諮詢性稽核報告應註明被稽核業者名稱、工廠名稱與地址 (包括工
廠專屬識別碼，unique facility identifier，簡稱 UFI)、內部食安負責人員、稽核施
行日期和範圍，以及稽核過程中所觀察之食品、程序與業者食安系統有所缺漏而
應改正之處。如為管制性稽核，其報告除上述內容外，另應註明改正措施之規畫、
受稽核業者有無以抽樣或實驗室分析方法執行其預防控制計畫，以及稽核前兩年
受稽核業者是否對其設施、程序與食品進行重大變革。21 C.F.R. §§ 1.652(a)-(b).
117
21 U.S.C. 384d(c)(3)(B) (as amended by FSMA § 307).
116

118
119
120

21 U.S.C. 384d(c)(5) (as amended by FSMA § 307).
Accreditation of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ies To Conduct Food Safety Audits
and To Issue Certifications, 80 Fed. Reg. at 74,570.
21 C.F.R. § 1.600. (“Audit means the systematic and functionally independent
examination of an eligible entity under this subpart by an accredited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 or by FDA. An audit conducted under this subpart is not considered an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704 of the FD&C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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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reditation Body

˙外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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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直接認證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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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Party Auditor / Certification Body

授權

稽核／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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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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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FSMA 第三方認驗證制度設計解析。(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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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許認證機構時，應考量該機構之法律權限、能力、有無利益衝突
情形、該機構所遞交之品質保證計畫及認證資料保存管理等層面。
就認證機構之法律權限而言，該機構須證明其作為政府實體或具有
契約權限之法人，對第三方驗證機構進行評估，以判定其是否具有
稽核與驗證能力之必要權限，包括認證機構必須有權審查相關紀
錄、對於第三方驗證機購之表現進行現場稽核、執行監測，以及於
驗證機構不符認證要件時暫停、撤回或縮小認證範圍等。 121 所謂
認證機構之能力，係指該機構須具備符合此細則中相關要件之能
力，以及實施認證計畫所需資源；包括維持營運之財力，以及具有
相關知識、經驗與技術，足以有效評估或監督第三方驗證機構之充
足人力。 122 在利益衝突部分，要求認證機構於申請 FDA 認許時，
應證明其已實行避免利益衝突之措施且有能力符合此細則所規定
之相關要件；包括確保認證機構與第三方驗證機構間並無財務、管
理與控制關係、禁止負責認證者自第三方驗證機構收受餽贈，以及
於網站上公布其所認證之第三方驗證機構名單等。 123 此外，認證
機構必須提交品質保證程序 (quality assurance procedures) 計畫，包
括檢討缺失與迅速執行有效的改正措施，用以監督和評估其人員、
代理人以及認證系統之實效性； 124 且該機構亦須建立紀錄管理程
序，以於必要期間內控管、保存相關資料。 125
就監督方式而言，認證機構監督第三方驗證機構之方式為年度
表現評估，透過檢視第三方驗證機構之自我評估 (self-assessment)、

121
122
123
124
125

Id. § 1.611(a).
Id. § 1.612.
Id. §§ 1.613, 1.624.
Id. § 1.614.
Id. §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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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性稽核報告、通報 FDA 獲驗證食品業者之食安表現，監管第三
方驗證機構之表現。 126 除監督第三方驗證機構外，認證機構亦必
須就上述監督措施進行年度自我評估，視情形採取改正措施並將自
我評估結果作成書面報告提交至 FDA。 127
其次，第三方驗證機構本身亦應具備相關法律權限、足夠專業
能力與人員訓練、避免利益衝突機制、品質保證計畫及資料管理系
統。所謂第三方驗證機構法律權限係指透過法律規定或契約關係，
得對外國食品業者設施依 FSMA 各項規定與標準進行食安稽核工
作，如檢視相關資料、進行現場稽核與撤銷驗證等權限；且第三方
驗證機構應於進行食安稽核工作前，要求受稽核業者提供 30 日營
運時間表，以利其執行突襲式稽核 (unannounced audits)。 128 再
者，第三方稽核員或認證機構應具備營運財力，以及有足夠知識、
經驗、技術的人員或代理人； 129 並提出避免利益衝突之措施，說
明其將如何避免和受稽核業者產生金錢上利益衝突。 130 此外，第
三方驗證機構必須建立一套紀錄管理程序，保存並控管驗證相關資
料至少四年，供 FDA 隨時調閱稽核紀錄。131 值得注意者為，FSMA
對稽核代理人並未設有明確條件限制， 132 而 FDA 提出之施行細則

126
127

Id. § 1.621.
Id. § 1.622. 除每年提交自我評估報告外，認證機構應就下列事項立即通知
FDA：(1)核發認證予第三方驗證機構；(2)撤回、暫停認證，或改變特定第三方驗
證機構之認證範圍；(3)未依相關要件核發驗證。此外，若發生下列事項，認證機
構亦應於 30 日內通知 FDA 並說明原因：(1)拒發認證予第三方驗證機構；(2) 內

128
129
130
131
132

部體系大幅更動而改變相關認證方法。
Id. § 1.651.
Id. § 1.642.
Id. § 1.643.
Id. § 1.658.
FSMA 將稽核代理人定義為「第三方稽核員之員工或代理人。雖非直接受認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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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要求第三方驗證機構所任用的代理人具備足以從事稽核工作之
適當經驗及知識，每年亦須參加食品安全訓練課程。 133 第三方驗
證機構亦應符合如同認證機構一般進行自我評估，並且每四年申請
核證更新。 134
最後，FSMA 雖將進口食品監管責任交予進口業者、外國供應
商以及第三方認驗證系統，FDA 仍應適當監督第三方認驗證制度整
體運作狀況。FDA 應於官方網站上公布已受認許之認證機構及受認
證之第三方驗證機構名單。 135 FDA 於港埠檢查時，應根據第三方
稽核員之書面認證，決定該食品業者之設施或產品是否符合相關規
定，例如前述自願性合格進口商計畫對食品設施之規定、FDA 食品
認證要求、甚至是外國供應商查證計畫。 136 為確保認證機構和第
三方稽核員等確實遵守 FSMA 相關規定，FDA 應至少每四年重新評
估一次各相關機構之執行能力，並隨時對於已獲驗證之食品設施進
行現場稽核； 137 如已獲驗證之食品或工廠遭認定與食品安全事件

關所認證，但足以代表第三方稽核員從事食品稽核工作者。」21 U.S.C. 384d(a)(1)
133
134
135
136

(as amended by FSMA § 307).
21 C.F.R. § 1.650.
Id. §§ 1.655, 1.661.
Id. § 1.690.
21 U.S.C. 384d(c)(2)(B) (as amended by FSMA § 307). 施行細則草案原規定外國
供應商驗證計畫下之進口商，可以要求外國供應商進行管制性稽核，而將稽核報
告用於驗證程序中；惟 FDA 考量到此規定可能造成誤解，為釐清第三方驗證機
構在 FSVP 下並無義務使用管制性稽核報告，最終仍將此規定自最終施行細則中
移除。See also Accreditation of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ies To Conduct Food
Safety Audits and To Issue Certifications, 80 Fed. Reg. at 74,632 (“To clarify that
the use of [the regulatory audit reports of] an accredited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 for FSVP purposes is not required by this rule, we are removing this provi-

137

sion.”).
21 U.S.C. 384d(f) (as amended by FSMA §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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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具有因果關係、第三方稽核員經評估後發現不符要件或拒絕檢
查，FDA 得撤銷認證或第三方稽核員之資格。 138

四、國際合作
據統計，每年約有來自超過 150 個國家及地區、價值兩兆美元
的進口食品透過 300 個以上的港埠進入美國境內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n.d.a)。為有效控管進口食品安全，FSMA 除將監管
重心置於進口商、建立外國供應商查證計畫與自願性合格進口商計
畫，並強調第三方認驗證外，亦在這些基礎之上強化 FDA 與外國政
府機關之合作關係，以構築完整的進口食品監管體系。FSMA 所設
計 之 國 際 監管 合 作 方 式包 含 協 助 外國 政 府 建 構食 品 安 全 相關能
力、簽訂各類合作協議及國外食品業者查廠計畫，並成立 FDA 國外
辦公室，協調辦理上列合作事項。
FSMA 指示 FDA 於新法通過兩年內，諮詢相關政府組織、食品
業者代表、外國政府、非政府組織與其他利益團體之意見後，制定
綜合性計畫，與外國政府建立合作關係並協助其建構食品安全能
力，提高其公務機關及食品生產者之技術、科技和監管食品安全能
力，間接輔助整體進口食品監管。139 FDA 與外國政府合作之方向，
包括簽署雙邊和多邊安排及協定 (包括出口國責任歸屬)、共享電子
安全資料、相互承認檢驗報告、培訓外國政府人員和食品生產者、
調和食品法典委員會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所制定之
國際標準，以及實驗方法與檢測技術之多方接納等。 140
依據 FSMA 之規定，FDA 應積極與外國政府簽訂協定，以促進
138
139
140

21 U.S.C. 384d(c)(6)(A) (as amended by FSMA § 307).
FSMA § 305 (a)-(b).
Id. § 30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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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國食品供應商工廠之查驗工作。 141 FSMA 亦要求 FDA 對外國
工廠、供應商與食品之查驗資源進行整合管理，將監管重心置於其
認定存在高風險之對象，以確保美國進口食品安全。 142 值得注意
者為，FDA 依法必須於 FSMA 通過後第一年內查驗至少 600 處外國
食品業者，並且在往後五年間，每年增加一倍查驗數量。143 亦即，
2016 年時 FDA 應檢測高達 19,200 處外國食品業者；於經費年年不
足之情況下 (詳見後述)，FDA 若不透過與其他國家政府機關進行雙
邊合作或藉由第三方稽核員來提高查驗效能，恐難達成 FSMA 之規
定。於執行外國查驗程序中，倘若出口食品之外國工廠、倉庫或其
他設施之所有者、經營者、代理人或政府機關，在不具有正當理由
之情形下，拒絕讓 FDA 查驗人員或其他經 FDA 指定之人員進入工
廠進行查驗，FDA 得拒絕該工廠、倉庫或設施所生產之食品輸入美
國境內；若外國工廠、倉庫或其他設施之所有者、經營者、代理人
未於 FDA 提出查驗要求後 24 小時或雙方約定之合理時間內允許查
驗，應視為其已拒絕查驗。 144

肆、制度設計罅隙與應對建議——代結論
FSMA 乃 1938 年 FDCA 制定後，七十多年來規模最大之食品
安全立法。FSMA 不僅提高 FDA 預防、監測及應對食品安全問題之
能力，更賦予其廣泛之行政權力與創新之管制工具，以確保進口食
品安全。重要的是，FSMA 將全球食品供應鏈不同階段之食品業者
整合入其監管體系中，佐以其他重要制度設計確保其效率與效果，
141
142
143
144

21 U.S.C. 384c(a) (as amended by FSMA § 306).
Id.
21 U.S.C. 350j(a)(2)(D) (as amended by FSMA § 201).
21 U.S.C. 384c(b) (as amended by FSMA §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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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上大略符合當代公共衛生法學及美國國家醫學研究所之核心
建議 (Stewart & Gostin, 2011: 89)。FSMA 足堪為美國食品安全監
管之里程碑，相關規定及施行細則之執行，將為美國或其他面臨相
同問題國家之監管制度帶來許多影響。然而，FSMA 同時面臨許多
不同層面的問題；本文最後一部分嘗試指出 FSMA 可能之制度設計
罅隙，並提供可能因應方向作為結論。

一、無相應預算支持 FDA 依 FSMA 框架執行監管
FDA 執行 FSMA 之經費來源，自法案提出乃至國會辯論期間，
均屬爭論不斷之議題，包含國會是否應確保預算足以支應 FDA 行政
監管工作、FDA 得否向食品業者收取使用費或查驗費以鞏固財源等
問題。誠如 FDA 局長 Margaret A. Hamburg 所言，FDA 每年獲得的
資金與其人員編制、任務執行及 FSMA 相關規定之落實息息相關，
例如 FSMA 規定的查驗日程與數量，勢必大幅增加 FDA 查驗部門
之負擔 (Hamburg, 2011b)。此外，考量農產品與食品之複雜性和多
樣性 (Käferstein & Abdussalam, 1999; Käferstein, Motarjemi & Bettcher, 1997; Motarjemi, van Schothorst, & Käferstein, 2001:
340-341)，以及不同生產國家與地區之特殊情形，如何兼顧不同類
型食品生產者並對其採取適合之管制方式，亦增加 FDA 制定及執行
預防控制、外國查廠與進口監管措施之困難度。因此，FDA 顯然需
要足夠之資金、技術及人力資源，方可執行 FSMA 之監管要求，確
保食品業者之自我管理不因監管密度過低而不合標準。然而，考量
收取費用增加食品業者經營成本、域外行政執行困難及聯邦稅法規
定繁雜等因素，FSMA 未授權 FDA 向食品業者收取登記之註冊費
用，亦無相關查驗行政費 (僅在因食品安全問題須複檢時，方得收
取一定行政費用)；FDA 其他經費來源可能僅包含聯邦預算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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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合格進口商計畫管理費，以及第三方認驗證制度使用費

145

等雜項。
根據估計，初期五年推動 FSMA 所需花費行政管制成本至少約
14 億美元 (Shelton, 2011)，而新法通過的隔 (2012) 年竟已明顯缺
乏聯邦預算規畫以執行 FSMA (Hartman, 2011)， 146 顯然很難期待
綿長之全球食品供應鏈上各業者會確實執行食品安全措施。雖 FDA
於 2016 年起陸續公布 VQIP 指導準則及第三方認驗證制度之使用
費徵收規定，但就聯邦預算分配而言，美國總統川普卻於 2018 財
政 年 度 預 算 提 案 中 大 幅 刪 減 食 品 安 全 預 算 (“Trump’s budget,”
2017)。縱使 FDA 頒布第三方認驗證之使用費徵收制度，未來整體
財政資源是否足以執行 FSMA 之規定，恐仍有疑問。
面臨這種財務與人力資源不足之窘境，FDA 恐難有效監督執行
FSMA 向食品業者自我管理傾斜之制度設計。許多食品業者，無論
是進口商或外國供應商，可能因此僅提出陽春版的預防控制措施或
品質保證計畫來滿足 FSMA 形式要件 (“Jolley,” 2011)，而 FDA 卻
無經費與人力仔細審視、給予修正意見。陽春版的自我管理計畫，
往往因大幅精簡而未能符合某工廠真正需求，亦無法明確指出某工

145

2016 年 12 月，FDA 在 FDCA 第 808(c)(8) 條之授權下，公布第三方認驗證制度
下使用費徵收規定，該施行細則已於 2017 年 1 月 13 日生效。根據此施行細則之
規定，各機構向 FDA 申請認許或直接認證時須繳交申請費，經認許之認證機構
以及經認證之驗證機構，也須向 FDA 繳納年費，以支應 FDA 執行第三方認驗證
制度所需成本。Amendments to Accreditation of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ies
To Conduct Food Safety Audits and To Issue Certifications To Provide for the User

146

Fee Program, 81 Fed. Reg. 90,186, 90,187, 90,193 (Dec. 14, 2016).
原文指出：“And some of the Republicans from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have
proposed a $285 million cut to FDA funding in fiscal 2012, 11.5% less than 2011,
even though the agency is seeking additional funds to pay for new food safety legislation.”

美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淺析

381

廠之食品安全風險，遑論妥善降低風險、預防食品安全問題。因此，
FSMA 制度設計所欲達成之「業者自我管理、FDA 積極監督」監管
狀態將不復存在，僅存業者自我寬鬆管理，終將導致市場失靈；直
到食品安全問題爆發後，各業者之管理瑕疵才會浮上檯面。

二、進口食品監管之資源、語言與文化限制
FSMA 規定 FDA 必須於新法通過後一年內查驗至少 600 處外國
食品業設施，並於五年期間每年將查驗數量提昇一倍，已如前述。147
惟 FDA 依法應於 2016 年時查驗高達 19,200 處外國食品業設施，
於經費與人力不足之情況下，FDA 恐難達成 FSMA 之任命。更困難
者為，FDA 境外查驗食品工廠之執行，亦維繫於相關人員是否能突
破語言與文化障礙，有效與外國政府協調合作，實際達成查驗目
的。舉例而言，FDA 曾因誤讀中國製造商之名稱而造成查驗錯誤工
廠，以致未能及時應對與追溯食品安全事件；FDA 亦曾發生海外當
地主管機關事前通風報信，縱容違法食品業者漏夜搬家，導致無法
繼續追查之情事。因此，FDA 能否跨越資源、語言及文化限制，成
功克服此類在法令規範外的現實障礙，實為 FSMA 關於進口食品安
全監管相關規定能否成功運作之關鍵之一。
為符合 FSMA 國際合作之相關要求，FDA 已挑選若干國家設立
外國辦公室 (如中國、印度、墨西哥)；FDA 海外辦公室除進行法規
訓練並提供適當協助外，實際上亦能扮演有效協調平台之角色，緩
解文化與語言限制，幫助 FDA 查驗人員有效執行外國查廠工作，並
嘗試與當地政府機關合作，共同確保其出口至美國之產品安全無
虞。FDA 雖建立 11 個外國辦公室，積極調查當地訊息，協助 FDA

147

21 U.S.C. 350j(a)(2)(D) (as amended by FSMA §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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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地篩除不符標準之進口食品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n.d.b)，但因相關經費與人力問題，卻令 FDA 不得不縮減人員編制，
若干辦公室之關閉或整併均已進行中。如何利用如雙邊食品安全協
定或其他合作備忘錄等補充手段，處理在 FSMA 規定下懸而未決之
經費、語言及文化問題，仍為一大挑戰。

三、第三方認驗證之潛在問題
在國會通過 FSMA 立法之前，第三方認驗證實際上一直屬於食
品供應者與零售業者供需關係間，透過契約進行之私領域管制行
為。大型零售業者挾其經濟實力，依據消費者對於品質及安全的需
求，透過契約及第三方認驗證，要求上游食品供應者 (農場、運輸
業者、處理加工業者等) 以取得符合該國國家標準或其他私營標準
(private standards) 之驗證，作為採購其食品之前提要件。雖然 FSMA
新增之第三方認驗證制度，將對低度開發與開發中國家之出口機
會，以及經濟能力較弱之小型農場或製造商造成某程度之衝擊 (例
如造成市場分配不平等之情形)，多數評論原則上仍肯認第三方認驗
證制度將能彌補 FDA 管制疲弱與經費人力缺乏之現況。
惟第三方認驗證仍有許多潛在問題。其一，第三方認驗證係食
品安全衛生領域之新興產業模式，各類認驗證公司品質參差不齊，
稽核員之經驗及訓練程度常有不足。又第三方認驗證公司仍屬以追
求利益最大化為宗旨之營利事業，為求最小化稽核程序與人員訓練
成本，常常容易淪為「清單治理」(checklist governance) 的形式上
監管 (Albersmeier, Schulze, Jahn, & Spiller, 2009)，亦即稽核員對於
其所稽核食品工廠之特殊環境風險無暇詳細考察，而僅針對定型化
檢查清單一一打勾確認即告完畢，對消費者食品安全之保障未必有
益。因此，其是否能有效代理政府執行食品安全監管，特別是對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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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食品製造與加工之監管，仍須後續觀察。
其次，第三方認驗證可能產生利益衝突之問題 (Lin, 2013)。第
一種利益衝突與其商業模式有關，因食品業者得選擇執行稽核之廠
商，為了彼此競爭取得業務，第三方認驗證機構時有壓力需自動放
寬檢查標準來爭取客戶，否則食品業者將會尋找選擇其他「較有彈
性」之機構。第二種利益衝突則為 FSMA 制度設計所致，因法律允
許外國政府機關申請成為認證機構或第三方稽核員，許多出口導向
之國家被迫面臨「為美國食品安全把關」與「促進本國出口經濟」
兩重疊任務之間選擇兩難。然而，FSMA 針對利益衝突之避免措施，
著眼於認證機構與驗證機構間、驗證機構與外國食品業者間之金錢
上或附屬關係，雖施行細則限制認證與稽核人員執行業務間收取金
錢或禮物， 148 實質上卻無法處理上述兩種利益衝突問題。
2001 年美國境內之哈密瓜李斯特菌 (Listeria) 汙染事件即為一
適例 (“Information,” n.d.)：受好市多 (Costco) 等大型零售業者委
託進行第三方認驗證之 Primus Labs 公司，將其業務分包給另一地
區性稽核公司，對 Jensen Farms 執行相關檢查後，給予 96 分的優
秀 (superior) 認證，因而引發這起橫跨 28 州、33 人死亡、數百人
感染之食品安全事件 (Flynn, 2013)。
最後，面臨第三方認驗證制度之諸多潛在問題，FSMA 之制度
設計卻無法提供系統性、有效之政府監督。從圖 1 仔細觀察可悉，
從 FDA 至終端外國食品業者之第三方稽核制度係以一綿長、多層次
之授權鏈 (delegation chain) 為基礎， 149 從 FDA、認證機構、第三
148
149

21 C.F.R. §§ 1.624, 1.657.
此所謂授權鏈，係指由 FDA 至第三方驗證機購之代理人或承包商間，層層下放
監管權力之多層次授權結構；其授權途徑如下：FDA—認證機構—第三方驗證機
構 (—其代理人或承包商)。21 C.F.R. § 1.600 (“Audit agent means an individual
who is an employee or other agent of an accredited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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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驗證機構再到承包商，經過多層次授權後始進行外國食品業者之
稽核工作；其中核證機構、第三方驗證機構乃至承包商，均得為外
國政府機關或私人企業協會，而 FDA 對於此漫長且細節之過程，能
有多少了解與控制？歸根究底探討 FSMA 之制度設計，其因考量
FDA 之人力與經費有其極限而將監管責任轉予第三方共同分擔；惟
同樣地，操作上殊難想見 FDA 如何在經費與人力不足之條件下維持
有效的政府監督，第三方認驗證之實效非毫無疑問。

四、聯邦政府權責分配之疊床架屋問題未解
在聯邦層次上，FDA 及 USDA 等約 12 個聯邦政府機關，皆多
少有與食品安全衛生有涉之監管權限，其管轄權重疊且權責不明處
甚多 (例如：三明治之管制涉及多達六個聯邦機構，若算入州級機
構則更複雜)。 150 此一疊床架屋問題導致美國食品安全監管效率不

who, although not individually accredited, is qualified to conduct food safety audits
on behalf of an accredited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 An audit agent includes a
contractor of the accredited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 but excludes subcontractors or other agents under outsourcing arrangements for conducting food safety
audits without direct control by the accredited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
150
此些聯邦機構包括：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Food
Safety and Inspection Service (FSIS),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
(APHIS, within the USDA), Grain Inspection, Packers and Stockyards Administration (GIPSA), 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 (AMS), 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ARS), 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 (NMF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U.S. Customs Service (until 2003,
when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ssumed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and Firearms (ATF). U.S. GAO, Food Safety and Security:
Fundamental Changes Needed to Ensure Safe Food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Restructuring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ommittee on Governmental Affairs, U.S. Senate, Oct. 10, 2001),
GAO-02-47T, at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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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浪費資源及監管空窗等問題 (Hammonds, 2004)。
儘管此些問題存在已久，FSMA 不僅並未對食品安全之聯邦權
責加以釐清、精簡或統一交由 FDA 管轄，其規範客體甚至未涵蓋由
USDA 所監管之所有食品 (包括牛肉、豬肉、家禽、部分蛋類等製
品)。因此，主管機關權責分配不清之狀況在 FSMA 生效後依然未獲
解決，而管轄權衝突導致之管制效率問題亦未有所改善。即使 FSMA
要求 FDA 及 USDA 合作制定某些安全標準，然而 FSMA 終究未能
依循 GAO 之建議，將所有與食品安全監管相關之職權交由單一的
機關執行 (Stewart & Gostin, 2011: 89)。

五、其他問題：強制召回、小農豁免、進口商定義
FSMA 實行前，絕大多數之召回皆由食品業者主動發起 (或由 FDA
施壓後「自願」發起)。因此，問題食品召回之主要問題，並非其是否
為「強制」。反之，癥結點乃在於食品業者主動召回之執行狀況，缺
乏相關施行細則及機關予以積極監督，導致常有問題食品過期後仍尚
未完成召回之情事 (“Jolley,” 2011)。在進口食品與進口商責任層面，
食品召回意謂著成本費用極高之處理程序，而 FDA 於強制召回之行政
命令發出後，如何進行相關後續追蹤或完成時限等要求，仍屬未知。
此外，依據 FSMA 以及相關施行細則之規定，國內小型食品業
者

151

151

21 U.S.C. 350g(l)(1)-(2) (as amended by FSMA § 103). 國內小型食品公司包括：(1)

或小型農場

152

得豁免適用 FSMA 關於預防管制措施、安全

由 FDA 依據 FSMA 授權所定義之「非常小型之企業」(very small business) 及 (2)
該 食 品 業 者 前 三 年 所 製 造 之 食 品 ， 直 接 銷 售 予 合 格 終 端 使 用 者 (qualified
end-users) 之比例高於銷售予其他購買者，且其銷售之所有食品年銷量營業額低
於 50 萬美元之「年銷量營業額有限之公司」(limited annual monetary value of
sales)，得豁免適用 FSMA 關於預防管制措施等相關規定。21 U.S.C. 350g(l)(4)(B)
(as amended by FSMA § 103)，此處之合格終端使用者意指：(1)食品消費者，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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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標準以及食品蓄意攙假等相關規定；概括而言，此等豁免規定
可分為「完全豁免」及「仍應適用修正規定」兩種，若屬後者之情
形，雖施行細則賦予較長之法規遵循時間，小型食品業者與 (或) 小
型農場仍須於此期間經過後，遵循修正規定。 153 而於進口食品方
面，小型進口商或自小型供應商進口食品之進口商僅需提供書面保
證，說明其對外國供應商所執行之食品安全控制程序、保證該供應
商所製造食品符合相關規定，並由合格人員執行相關措施，即可進
口食品至美國境內。相較於一般進口商所須執行之外國供應商查證
措施，小型業者無須耗費時間金錢使自己符合專業需求度較高的危
害分析與風險評估等要求。此種制度設計雖嘗試維持市場競爭之公
平性，但在某程度上亦削弱了 FSMA 原先所希冀達成之監管目標。
大型進口商可能透過切割式採購，分別自外國小型供應商進口食品
以取得豁免資格；許多低度開發或開發中國家之食品供應商以小型
為主 (如中國境內 10 人以下食品製造業約占 80%) (Lin, 2013)，更
可能全面豁免於 FSMA 較嚴格之進口監管規定。蓋小型生產者與跨
國企業集團對食品安全問題所造成之挑戰雖不盡相同，FSMA 仍應
琢磨考量監管成本、市場競爭與公共健康間利弊，維持監管系統之
健全與平衡。
最後，FSMA 進口監管制度中，外國供應商查證計畫與自願性
合格進口商計畫兩大部分對「進口商」之定義不盡相同。於外國供
應商查證計畫下，FSMA 將「進口商」定義為「食品抵達美國境內
時，該食品在美國之所有人或受貨人，若該食品進入美國境內時仍

與該出售食品之公司位於同一州；或距離不超過 275 英哩之餐廳或食品零售店，
152
153

且該餐廳或食品零售店購買之食品係為將直接銷售予消費者。
請參考前揭註 21。
請參考 21 C.F.R. §§ 112.5, 112.6, 117.5(a), 117.201, 121.5, 507.5(d), 5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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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在美所有人或受貨人，則其外國所有人或受貨人在美國之代理
人或代表，視為進口商。」154 而於自願性合格進口商計畫下，FSMA
對「進口商」之定義為「將食品從國外帶入美國境內或致使食品被
帶入美國境內者」。 155 因此，前者之進口商必須位於美國境內，
而後者所稱之進口商（包括食品製造商、所有人、受貨人、或海關
登記之進口商）則可位於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兩者之身分亦有可
能但不必然重疊。FDA 對於進口商之雙重定義，可能使相關制度在
適用上產生混淆與紊亂，於 VQIP 企業準則草案評論期間內，曾有
評論意見指出類似問題。 156 惟 FDA 並未因而修改草案文字，仍於
154

21 U.S.C. 384a(a)(2) (as amended by FSMA § 301) (“[T]he term ‘importer’ means,
with respect to an article of food—[A] the United States owner or consignee of the
article of food at the time of entry of such article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r [B] in
the case when there is no United States owner or consignee as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A], the United States agent or representative of a foreign owner or consignee of the article of food at the time of entry of such article into the United

155

States.”).
21 U.S.C. 384b(g) (as amended by FSMA § 302) (“[T]he term ‘importer’ means the
person that brings food, or causes food to be brought, from a foreign country into

156

the customs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rlos Alvarez Antolinez,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ent on Proposed Rule on
Accredited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FDA-2011-N-0144-0041 (“The definition of
importer in this draft guidance appears to be unclear to the EU stakeholders. The
fact that it is not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ose used in other FSMA implementing rules,
or by US Customs, generates considerable confusion. In this regard,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is draft guidance and the proposed rule on FSVP is of particular
concern give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rogrammes.”); American
Frozen Food Institute, Comment on Proposed Rule on Accredited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FDA-2011-N-0144-0045 (“This situation adds significant confusion
for the trade community [and likely for FDA and CBP as well] in determining who
is actually liable for meeting which regulation or handling which part of a given
transaction. Importers will be required to change the terms of their negotiations
with business partners on every food purchase order in order to add clarity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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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QIP 企業準則中維持以下說明：若進口商僅符合 VQIP 企業準則之
定義，而非 FSVP 下所稱之進口商時，該 VQIP 進口商須確保 FSVP
進口商遵守相關規定。 157 故最終企業準則其實並未解決雙重定義
問題，另一方面，對 VQIP 進口商而言，確保 FSVP 進口商遵守相
關規定之要求，可能既不合理也不切實際。 158
經濟全球化係近年食品安全事件層出不窮之重要背景因素，國
際間頻繁的商品、服務、人員與資本流動，亦使食品安全問題嵌入
無國界之全球化體系中。全球委外商業模式驅使下，初端食品製造
業者與終端消費者間之食品供應鏈綿長且複雜，各個國家與地區中
不同業者分別參與食品供應鏈之不同階段，從育種、農牧場、製造、
加工、運輸、再加工、再運輸、批發、零售直至消費者餐桌，致使
進口食品安全管制面臨極大挑戰，已如前述。美國 FSMA 立法者於
此食品安全治理全球化趨勢中，透過包含外國供應商查證、自願性
合格進口商計畫、第三方認驗證等諸多創新管制模式，並大幅擴張
FDA 之監管權限。本文以 FSMA 立法改革主軸、規範架構及重要條

these liabilities. Doing so will add time and cost to change fundamental systems
157
158

such as Purchase Order Management tools.”).
FDA, FDA’S Voluntary Qualified Importer Program: Guidance For Industry, at 8-9
(2016).
American Feed Industry Association, Comment on Proposed Rule on Accredited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FDA-2011-N-0144-0047 (“It is not practical, nor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a VQIP importer b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e FSVP importer’s compli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FSVP regulations if the VQIP importer and
the FSVP importer are not one and the same.”); Chih-Hung Lin, Comment on
Proposed Rule on Accredited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FDA-2011-N-0144-0028
(“In practice, it would be technically impossible for the foreign supplier to ‘ensure’
his/her FSVP or HACCP importer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FSVP or
HACCP regulations, particularly when the foreign supplier is a small sized firm or
beginner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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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介紹為分析基礎，詳細檢視 FSMA 關於進口食品監管之相關規
範，並從制度設計之角度出發，就其管制優勢與潛在問題進行深度
探討。FSMA 足堪美國食品安全監管之里程碑，更將為面臨相同問
題之我國監管制度帶來許多影響與啟示，本文指出制度設計罅隙及
可能因應方向，期能供未來管制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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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gether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
expansion of food supply chains, food safety has emerged as a challenging global governance issue which transcends borders and impacts public health in individual nation-states. This challenge is
shared by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regulatory flaws and food safety outbreaks are
commonplace. The 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was recently introduced to address the regulatory inadequa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ims to expan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in regulating food
products as well as to monitor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based on a
“preventive” regulatory philosophy. The new law also mandates a
series of reforms in the regulatory system governing import food
safety, with the general objective of ensuring the same level of safety
and law compliance between domestic and imported products. This
article judiciously examines the three major axes of regulatory reform under the 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with a particular
analytical focus on the import safety rules, including the Foreign
Supplier Verification Program, Voluntary Qualified Importer Program, and Third Party Audit and Certification Systems.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offering an in-depth evaluation on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rising from the innovative institutional designs of the new law.

Key Words: food safety, US FDA 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import regu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