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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於2019年修正第4條，明文承認預
警原則，其意義不僅是該原則的法律化，更將直接影

響該法本已建立之預防性下架措施。本文認為，此次

修正將創設預警性下架的下架處分類型，並使下架處

分形成三種不同功能類型。本文嘗試梳理各類型不同

的制度功能、指導原則、法定要件與程序、規範依據

與內涵、法律效力等。本次修法在理論澄清及方向指

引上值得肯定，但仍有大量的規範不足，非行政命令

或法規解釋所得填補，亟待進一步修法補充。

摘 要

本
期
企
劃

李仲軒 Chung-Hsien Lee*

預防性下架vs.預警性下架：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中 

下架處分的運用
Preventive Actions vs. Precautionary Actions: 
Analyzing Off-shelves Measures in the Act 

Governing Food Safety and Sanitation

www.angle.com.tw      7

       *  中央研究院法律所博士後研究人員（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Law, Academia Sinica）；現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 
究人員（Postdoctoral Researche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關鍵詞： 下架（off-shelves measures）、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
科學實證原則（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evidence）、預防原則
（prevention principle）、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

DOI：10.3966/241553062019110037002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於2019年修正第4條，明文承認預
警原則。其意義不僅是該原則的法律化，更將直接影

響該法本已建立之預防性下架措施。本文認為，此次

修正將創設預警性下架的下架處分類型，並使下架處

分形成三種不同功能類型。本文嘗試梳理各類型不同

的制度功能、指導原則、法定要件與程序、規範依據

與內涵、法律效力等。本次修法在理論澄清及方向指

引上值得肯定，但仍有大量的規範不足，非行政命令

或法規解釋所得填補，亟待進一步修法補充。

摘 要

劃
企
期
本

李仲軒 Chung-Hsien Lee*

預防性下架 vs.預警性下架：
分析下架處分

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中
的運用

Preventive Actions vs. Precautionary Actions:
Analyzing Off-shelves Measures

in the ActGoverning Food Safety and Sanitation

預防性下架vs.預警性下架：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中 
下架處分的運用

www.angle.com.tw      7

       *  中央研究院法律所博士後研究人員（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Law, Academia Sinica）；現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 
究人員（Postdoctoral Researche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關鍵詞： 下架（off-shelves measures）、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
科學實證原則（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evidence）、預防原則
（prevention principle）、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

DOI：10.3966/241553062019110037002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於2019年修正第4條，明文承認預
警原則。其意義不僅是該原則的法律化，更將直接影

響該法本已建立之預防性下架措施。本文認為，此次

修正將創設預警性下架的下架處分類型，並使下架處

分形成三種不同功能類型。本文嘗試梳理各類型不同

的制度功能、指導原則、法定要件與程序、規範依據

與內涵、法律效力等。本次修法在理論澄清及方向指

引上值得肯定，但仍有大量的規範不足，非行政命令

或法規解釋所得填補，亟待進一步修法補充。

摘 要

劃
企
期
本

李仲軒 Chung-Hsien Lee*

預防性下架 vs.預警性下架：
分析下架處分

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中
的運用

Preventive Actions vs. Precautionary Actions:
Analyzing Off-shelves Measures

in the ActGoverning Food Safety and Sanitationin the Act Governing Food Safety and Sanitation



www.angle.com.tw      23

2019 amendment to Articles 4 of the Act Governing Food 
Safety and Sanitation literally legalizes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the relevant fiel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either intentionally or inadvertently this amendment has 
impacted existing off-shelves measures and in effect 
formulated a three-pronged regulatory system with three 
sorts of off-shelves measures in its toolkit. That is, the 
newly amended legislation not only brings in precautionary 
off-shelves measure but also brings about a novel system 
of off-shelves measures as such.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systemize and rationalize this amendment by means of 
distributing appropriate attributes to different forms of off-
shelves measures. It is expected to effect reconciliation in 
the legal system and carve out theoretical space for further 
researches. However, it is still suggested that the legislator 
had better take further actions to make more comprehensive 
arrangements for the thorough integrity of the law. 

壹、前言

立法院於2019年3月22日三讀通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部分條文修正案」，並已於2019年4月3日修正公布。其中，食

品安全風險管理章第 4 條的修正，使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明文化而特別受到關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

稱食安法）第4條第5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對重大或突發性

食品衛生安全事件，必要時得依預警原則、風險評估或流行病

學調查結果，公告對特定產品或特定地區之產品採取下列管

理措施：一、限制或停止輸入查驗、製造及加工之方式或條

件。二、下架、封存、限期回收、限期改製、沒入銷毀。」

立法者於修法理由中，明確表示：「中央主管機關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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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或突發性食品衛生安全事件之處理，於有充分科學證據

時，得以預防原則（prevention principle）為基礎；在科學證

不足時，得以預警原則為基礎，故修正第5項。」該項修訂雖

僅寥寥數字，但對食管法中的「預防性下架」之法律要件、對

象及救濟方式等基本法律問題，卻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亟待釐

清。本文之主要目的即是由法釋義學的觀點，對上述問題予以

初步廓清，並期能對未來更深入全面的研究提供基礎。

貳、 下架處分之法律依據、法律要件、事前程序及
監督與救濟方式

本次修法的重點之一在於嘗試將預警原則予以法律化，但

即便食管法已明文承認預警原則，並不表示預警原則法律化的

任務已然完成。預警原則法律化，至少必須使該原則的要件適

用明確，概念上可操作，從而具有相當之穩定性，並能與現存

之法律體系相互融貫整合。同時，其必須存在法律上之效果

或一定之效力。預警原則是否能在不同事件類型中實現法律

化，預警性下架機制的建立是一個重要的觀察點。

在進入實質討論前，有必要先對於相關用語進行定義釐

清。「預防性下架」是一般常見用以指涉本次修法所建立的下

架機制的概念用語，但立法者於修法理由中將預警原則與預防

原則並陳對立，參諸食管法第 4 條第5項及第1項，顯見依照立

法者所採用語，允宜正名為「預警性下架」，而舊法中已經存

在之下架處分類型，實應稱之為「預防性下架」。故以下行文

為求清晰，將以此方式分別指涉新舊法所各自建立，而於現行

法下並存的兩種下架處分。惟用語的決定乃進行討論所需之權

宜設施，更根本上的實質爭議在於下架處分的類型是否存在預

警性下架的模式，以及其要件與效果為何。詳言之，是否會基

於三個不同的規範基礎、法律要件、事前程序及監督與救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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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相應出現三種不同性質的下架處分？即：一、出於危險防

禦所產生之下架處分；二、本於科學證據原則、事先預防原

則的風險評估、流行病學調查結果，所形成的預防性下架處

分；三、本於預警原則的預警性下架處分。系爭實質問題，詳

見下述討論。

一、為實現危險防禦所為之下架處分

下架的侵益處分本已存在於修法前的食管法，但於食管法

中「下架」之用語僅在該法第4條中出現一次。食管法既未曾

對於「下架」作出定義，則其基本意涵必須透過釐清與其他相

關處分之關係來加以探尋。

各級主管機關依據食管法第5條第1項，針對食品衛生安全

監測發現有危害食品衛生安全之虞時，應依據科學實證，採行

必要之管理措施。所謂必要之管理措施，食管法第41條第1項

第4款設有「停止販賣」之處分，並依據第47條第13款，對不

遵行該處分者，得課處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

業、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

錄。同法第52條第1項第4款則規定，命停止販賣之產品如經查

無違規情形，應撤銷原處分，並予啟封。一般認為上述規定雖

未出現「下架」用字，但實為預防性下架處分的規範基礎之

一1。此類預防性下架具有暫時性處分的特性2，即當「事實得

透過查驗結果加以證實」，但尚未有明確證據時，在等待查驗

結果以完成事證蒐集程序前，為確保消費者健康，執行預防性

下架措施。

1  參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頒訂之食品衛生安全預防性下架原
則。

2  林三欽，風險行政範疇中暫時性行政處分之運用：以食品衛生管理法
為例，行政院101年學術研討會：環境資源、食品安全、暫時性處分
─風險治理規範之研究，行政院法規會，2012年12月，135-157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