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市售食米管理法規及
應注意事項

行政院行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郭子建講師-02-23937231轉548 

103年7月



2

目 錄

壹、市售食米標示緣起

貳、抽檢依據及執行法規

參、抽檢應注意事項

肆、抽檢成果



3

壹、市售米標示緣起

消費者有知道的權利

生產者有標示的義務

管理者有輔導的權利和義務

市售米為何要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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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抽檢依據及相關執行法規

 糧食管理法

 糧食標示辦法

 市場銷售糧食抽查及檢驗辦法

 市售食米抽檢及公布作業流程

 違反糧食管理法案件裁量處分作業要點

 市售包裝食米標示說明



5

糧食管理法第14條

 應標示項目：品名、品質規格、產地、重
量、碾製日期、保存期限、廠商名稱、電
話號碼及地址。

 前項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
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

 糧食之標示，除前二項規定外，適用食品
衛生管理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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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

 主管機關得對市場銷售糧食之標示
實施抽查，並對其品質實施檢驗。

 糧商或糧食零售業者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並應提供糧食來源相關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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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管理法第15條第2、3項

 執行抽查、檢驗之人員，應出示執行職
務之證明文件。

 抽取樣品應給付價款。

 檢驗方法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執行，或
採行其他適當方法為之。

 得委託其他檢驗機關、法人、學術或研
究機構辦理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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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標示辦法

糧食標示辦法第1條

本辦法依糧食管理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訂定之。



9

用辭定義

糧食管理法第4條第6款及糧食標示
辦法第2條：

市場銷售

標示

應標示項目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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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銷售」定義

指於公開場所

對不特定人提供商品

並取得對價關係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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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標示」？

指市場銷售糧食

包裝或容器上所記載

品名、說明文字、圖畫或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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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標示項目

 品名：指糧食類別名稱。

 品質規格：指內容物品質之組合及含量。

 產地：指製造糧食之原料生產地。

 重量：指包裝內容物之淨重。

 碾製日期：指糧食製造之日期。

 保存期限：指自製造日起至食用安全無虞之期限。

 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指製造、輸入或經銷
糧食之廠商申請糧商登記所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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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食米標示格式

列表式

文字條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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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式

品名
（糙米)             

(白米）
碾製日期 103年3月6日

品質規格 CNS一等 重量 5公斤

產地
台灣
（台東縣）

保存期限
(有效日期)

三個月
（102年8月23日）

（委託）製造
（輸入、經銷）
廠商名稱、地址、
電話號碼

ＯＯＯＯ廠商(廠商全稱)

ＯＯ縣ＯＯ鎮ＯＯ路ＯＯ號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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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條列式

品 名：（糙米、白米、胚芽米、發芽米）

品質規格： CNS一等

產 地：台灣（台東縣）

重 量： 5公斤1.5%

碾製日期： 102年5月23日

保存期限：三個月（有效日期：102年8月23日）

（委託）製造（輸入、經銷）廠商名稱：ＯＯＯ

Ｏ廠商(廠商全稱)

地 址：ＯＯ縣ＯＯ鎮ＯＯ路ＯＯ號

電話號碼：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線)  



16

誰來標示?

糧食標示辦法第3條：

由製造、輸入或經銷廠商為之。

倘屬委託製造輸入或經銷者，由
委託人為之。



17

標示格式（1/3）

 糧食標示辦法第4條：

一、以顯著且清晰可辨之中文及通用符號
標示之。

二、中文字體應以正體字為限。國外輸入
之糧食，應於銷售前完成中文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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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格式（2/3）

三、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規定如下：

（一）產地，不得小於0.6公分。

（二）品名、廠商名稱及保存期限，不得
小於0.2公分。

（三）其他應標示事項，不得小於0.2公
分。但表面積不足250平方公分之
包裝或容器，以其他足供消費者認
識之顯著方式為之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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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格式（3/3）

四、產地，應於包裝或容器正面之明顯位置清
楚標示。碾製日期及保存期限，應印刷於
包裝或容器之上，不得以黏貼方式為之。

五、混合二種以上之糧食，應依糧食類別之比
率，由高至低標示之。

六、糧食混合其他食品，以包裝或容器形態出
售，且包裝或容器內單一品項糧食含量達
50%以上者，其有關糧食之標示，應依本
辦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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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方式(1/3)

 品名標示：糧食之品名有國家標準名稱者，應
依國家標準所定之名稱標示；無國家標準名稱
者，以適當品名標示。

 品質規格標示：

糧食之品質規格有國家標準等級且符合相當
等級者，應標示其等級；未達國家標準者，
標示等外，並應依國家標準所定品質規格項
目標示含量。

糧食之品質規格無國家標準者，應標示實際
品質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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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方式(2/3)
 產地標示：

 標示原料之生產地。

 國產糧食應標示國名或臺灣或直轄市、縣（市）行
政區域名稱。

 國外輸入之糧食應標示生產國國名。

 混合二種以上不同國別之糧食者，應分別標示其比
例。

 重量標示：

應以公制標示淨重，並得標示誤差值。

容許誤差範圍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2924包裝食品裝量檢驗法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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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淨量容許負誤差

標示量（公克或公噸）
容許負誤差

百分比（％） 公克或公撮

5------------50 

50----------100

100---------200 

200---------300

300---------500

500---------1000

1000--------10000

10000------15000

15000以上

9.0

－

4.5

－

3.0

－

1.5

－

1.0

－

4.5

－

9

－

15

－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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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方式(3/3)

 碾製日期標示：應依習慣能辨明之
方式標示年月日。

 保存期限標示：得推算為有效日期
者，得標示有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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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銷售糧食抽查及檢驗辦法

第5條：

執行抽查或檢驗，應作成抽查或取樣紀錄。

販賣場所人員拒絕於紀錄上簽章，應於紀錄上記載
該事實、執行時間及地點。

第7條：

廠商對於檢驗結果有異議時，得於收到通知後7日
內申請辦理復查或複驗，並以一次為限。

主管機關應自受理後5日內進行復查或複驗，並將
復查或複驗結果以書面通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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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食米抽檢及公布作業流程

 103.1.9訂定。

自103年元月起，改為按月抽檢、逐月公布
之方式辦理。

抽檢地點：

實體商店：指可供消費者當場購買食米之
商店。

非實體商店：指供消費者利用電話、網路
或其他方式訂購食米之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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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食米抽檢及公布作業流程

市售食米抽檢小組。

每月7日前完成抽樣，原則抽樣20件：

 10件以上為管轄廠商產品。

非實體商店抽檢2-3件。

大包裝（10公斤以上）抽檢1-2件。

品種抽檢1-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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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食米抽檢及公布作業流程

 抽檢不合格產品處理作業：

通知廠商於7日內申請複驗。

外觀品質複驗，由本署、各區分署及臺中
區農改場組成複檢小組辦理。

 公布抽檢結果：次月15日前、次月30日前。

 追蹤抽檢。



 糧食管理法第18條：

抽檢不合格，得命業者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處3-15萬元罰鍰。

標示、宣傳或廣告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
形，處4-20萬元罰鍰，並按次處罰。

經處罰三次仍未改善者，廢止其糧商登記，並註
銷糧商登記證。

 自廢止之日起一年內，不得申請糧商登記。

 得公告不合格廠商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商品
名稱及不合格情節。

罰則規定



 違反糧食管理法案件處分裁量作業要點

 102.9.18修正。

以營利事業主體（糧商）作為計算處罰次數對象
。其任何市售糧食產品，有違反糧食管理法第14

條第2項之情形，一年內經處罰三次，再次查獲者
，廢止其糧商登記，並註銷糧商登記證。

違規情節嚴重者，得逕處法定額度最高罰鍰。

受處分人對處分如有不服，得於處分送達之次日
起30日內，依訴願法第58條第1項規定提起訴願。

罰則規定



市售米抽檢及公布作業流程

不合格產品之限期改善期以15日為原則。

對於違反糧食管理法第14條第2項之產品

，並於裁處書內要求廠商應立即下架。

罰則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