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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以自動販賣機販售食品自主衛生管理指引 

 

 自動販賣機販售食品之標示規定 

 

 加碼介紹︰以通訊交易方式訂定之食品或餐

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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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動販賣機販售食品 
自主衛生管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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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安全管理規範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食安法)第3條第7款 

– 食品業者︰指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

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或從事食品

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加工、

輸入、輸出或販賣之業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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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產銷流程 

原料進貨
及驗收 

人員管理 

作業場所 

製程衛生 

運輸
管制 

產品進貨及驗收 

販賣衛生管制 

標示規定 

製程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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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貨及驗收 

原料進貨
及驗收 

人員管理 

作業場所 

製程衛生 

運輸
管制 

產品進貨及驗收 

販賣衛生 
管制 

標示規定 

製程衛生 

 訂定及確認驗收規格，應有紀錄且可追溯來源 

– 確保符合食安法規定，如衛生標準等 

 應分類分區存放，通風良好、乾燥、整潔、管控溫

溼度、具防止病媒污染措施，避免直接接觸地面 

– 防止變質、腐敗及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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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管理與作業場所 

原料進貨
及驗收 

人員管理 

作業場所 

製程衛生 

運輸
管制 

產品進貨及驗收 

販賣衛生 
管制 

標示規定 

製程衛生 

 注意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HP)準則 

– 有關「食品從業人員」之健康檢查及衛生操作規範 

– 指派「管理衛生人員」管控及記錄準則所定衛生工作 

– 確認場區、建築、供水、洗手設施等符合GHP準則附件一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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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衛生 

原料進貨
及驗收 

人員管理 

作業場所 

製程衛生 

運輸
管制 

產品進貨及驗收 

販賣衛生 
管制 

標示規定 

製程衛生 

 食品操作人員注意洗手或(及)消毒，並保持服裝儀容整體清潔 

 作業場所避免藏污納垢 

 器具、容器與設備應保持清潔乾淨 

 需管制溫濕度等事項者，應建立管制方法，並作成紀錄 

 食品添加物之使用應注意三專管理 

 應採有效措施防止異物混入 

 成品應分類分區存放，通風良好、乾燥、整潔、管控溫溼度、具防止

病媒污染措施，避免直接接觸地面，並依產品標示適當貯存 

 陳列之食品應符合對應之衛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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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管制 

原料進貨
及驗收 

人員管理 

作業場所 

製程衛生 

運輸
管制 

產品進貨及驗收 

販賣衛生 
管制 

標示規定 

製程衛生 

 應依製造業者設定之貯存方式進行運輸，不得擅改

其條件 

 應避免日光直射、雨淋、劇烈之溫度或濕度變動、

撞擊及車內積水等 

 應有防止交叉污染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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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衛生管制 

原料進貨
及驗收 

人員管理 

作業場所 

製程衛生 

運輸
管制 

產品進貨及驗收 

販賣衛生 
管制 

標示規定 

製程衛生 

• 冷凍(藏)櫃應於明顯
處置溫度指示，並
定時記錄 

• 冷凍應保持在負
18℃以下；冷藏應
保持在7℃以下凍結
點以上；並應定期
除霜，保持清潔 

自動販賣機溫度管理 

• 應保持清潔，定期清洗機器設備，並有效
防止病媒侵入 

• 應妥善保存、整齊堆放，避免污染及腐敗 
• 應遵行先進先出原則 
• 應定期檢查，異狀時應立即處理 
• 逾有效日期或沒賣完而回收者，應依廢棄

物清理法相關法規清除及處理 
• 應派專人定期負責自動販賣機之維護、保

護及環境衛生安全 

自動販賣機衛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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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進貨
及驗收 

人員管理 

作業場所 

製程衛生 

運輸
管制 

產品進貨及驗收 

販賣衛生 
管制 

標示規定 

製程衛生 

自動販賣機販售食品 
之標示規定 

（106年6月2日公布，106年7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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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規定項目 

機台外部標示 

食品標示 
（包裝食品/散裝食品/機台調製食品） 

其他標示規定 
（過敏原、基因改造食品原料、重組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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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台標示 
 應於機台外部明顯標示 

–業者名稱或姓名 

–地址 

–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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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標示 

• 依食安法第22條及其
相關規定 

包裝食品 

• 品名 
• 內容物及食品添加物名稱 
• 食品負責廠商或製造廠商名稱、電話號

碼、地址及登錄字號 
• 原產地 

• 有效日期 
• 過敏原 
• 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 重組肉 

散裝食品 

• 品名。 
• 內容物及食品添加物

名稱 
• 食品負責廠商或製造

廠商名稱、電話號碼、
地址及登錄字號 

• 原產地 
• 過敏原 
• 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 重組肉 

機台調製食品 

■ 應標示於產品外包裝或容器外 
■ 得以標記(標籤)或標示牌(板)等型式，採張貼懸掛、

黏貼或其他足以明顯辨明之方式為之，且應予固定 
使用標記（標籤）者，字體長度及寬度各不得小於零點二
公分；其他標示型式者，各不得小於二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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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於106年12月11日預告「食品過敏原標示規定」草案，酌

予增加至11項如下: 

(一)甲殼類及其製品。 

(二)芒果及其製品。  

(三)花生及其製品。 

(四)芝麻、葵花籽及其製品。 

(五)牛奶、羊奶及其製品。 

(六)蛋及其製品。 

(七)堅果類及其製品：包括杏仁、榛果、核桃、腰果、胡桃、巴西堅果、

開心果、夏威夷豆、松子、栗子等。 

(八)含麵筋蛋白之穀物及其製品：包括小麥、大麥、黑麥、燕麥等。 

(九)大豆及其製品。 

(十)使用亞硫酸鹽類或二氧化硫等，其終產品以二氧化硫殘留量計每公

斤十毫克以上之製品。 

(十一)鮭魚、鯖魚、鱈魚、小鱗犬牙南極魚(圓鱈)、馬舌鰈(扁鱈)等魚

類及其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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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疑義 
 設於店內之果汁機及咖啡機，待消費者至櫃台結帳

後可自行取用果汁及咖啡之販售型態，非屬本規定

之規範對象。 

 超商賣場設置之各式冷凍冷藏等設備，雖供消費者

自行選購產品，但由賣場有人員提供服務及後續結

帳作業，非屬本規定規範對象。 

 不論自動販賣機設置之場所(例公司賣場內)，均應

依本規定標示(包括機台外部標示及食品產品標示) 

 機台外部應標示之業者資訊，係指設置機台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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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可至本署食品標示諮詢服務平台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List?ClType=3) 

搜尋「自動販賣機販售食品之標示規定-懶人包」參考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List?ClType=3
http://www.foodlabel.org.tw/FdaFrontEndApp/Law/List?Cl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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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未依規定標示者 

– 包裝食品型態，涉違反食安法第22條規定 

– 散裝(含機台調製)食品型態，涉違反食安法第25條

第2項規定 

 標示不實者 

– 涉違反食安法第28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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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訊交易方式 
訂定之食品或餐飲服務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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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簡介 

名廚年菜誰來煮?近九成型錄說不清 

華人健康網 / 102年1月18日 
單位:家 

(經濟部商業司，2016) 

網路商店販售商品類型分布 

食品類約 11.3% 

餐飲服務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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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消費者保護法(消保法)第17條 

– 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

約之公平化 

– 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公告規定其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 

– 違反前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

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 

– 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者，主管機關得隨時派

員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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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及定義 
 通訊交易(消保法第2條) 

– 係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

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

使消費者未能檢視食品及餐飲類之商品而與企業經

營者所為之買賣者。 

 

 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 

 企業經營者：係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

營業者。 

 定型化契約：指以企業經營者提出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作為契約內容之全

部或一部而訂立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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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原則 
 係保障「企業和消費者間的交易(Business to 

Consumer, B2C)」之型態 

 

 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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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記載事項 
一、企業經營者資訊 

二、定型化契約解釋原則 

三、商品資訊 

四、付款方式說明 

五、契約履行及確認機制 

六、商品交付、交付期日及交付方式 

七、商品訂購數量上限 

八、受領物之檢視義務 

九、消費爭議之處理 

十、訴訟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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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記載事項-企業經營者資訊 

應載明企業經營者之名稱、代表人、事
務所或營業所及電話或電子郵件等消費
者得迅速有效聯絡之通訊資料和受理消
費者申訴之方式。 

• 消保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方式訂
立契約時，應提供相關資訊，提供消費者聯繫或日後產生
消費爭議時進行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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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記載事項-商品資訊-1 
(一) 企業經營者應提供下列資訊，但法令對於商品或食品之標示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1. 品名。 

2. 內容物名稱及淨重、容量或數量；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分別標明，必
要時應記載食品之尺寸大小。 

3. 食品添加物名稱。 

4. 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5. 原產地(國)。 

6. 以消費者收受日起算，至少距有效日期前___日以上或製造日期後___日內。 

7. 食品或餐飲服務郵購買賣業者，如屬「應申請登錄始得營業之食品業者類別、
規模及實施日期」公告之販售業者，應記載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8.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特定產品指定之標示事項，亦應一併標示。 

9. 交易總價款，並應載明商品單價、商品總價、折扣方式等資訊。 

 □ 含運費 

 □ 不含運費；運費計價_________。 

•  如有運費約定，其計價及負擔方式應於交
易前詳細記載，如未記載，視同運費由企
業經營者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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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記載事項-商品資訊-2 

(二) 企業經營者應提供其投保產品責任險證明文件影本或於契約上揭露
相關資訊。 

(三) 企業經營者應主動揭露委託(任)廠商、監製廠商或薦證代言人等相
關資訊，但主動揭露顯有困難者，應確實充分說明揭露委託(任)、
監製或薦證等之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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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記載事項-付款及履約 

企業經營者應提供付款方式之說明供消費者參閱。企業經營者提供之付
款方式如有小額信用貸款或其他債權債務關係產生時，企業經營者須主
動向消費者告知及說明如債權債務主體、利息計算方式、是否另有信用
保險或保證人之設定或涉入等資訊。 

企業經營者應於消費者訂立契約前，提供商品之種類、數量、價格及其
他重要事項之確認機制，並應於契約成立後，確實履行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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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記載事項-商品交付 

(一) 企業經營者應載明商品交付期日或期間，並提供交付地點供消費者
選擇。企業經營者如採取收到貨款後再寄送商品者，應於收受貨
款後三日內(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將商品寄出或交付予消費者。 

(二) 交付(運送)方式：_________(溫度：□冷藏□冷凍□常溫□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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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 

第二條 

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但書所稱合理例外情事，指通訊交易之商品
或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消費者，將排除消費者保
護法第19條第1項解除權之適用： 

一、易於腐敗(如餐盒或蔬果等)、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蛋
糕或鮮奶等)。 

二、(下略) 

• 準則第2條已將告知義務列為合理例外情事之要件，企業經營者如果未
履行告知義務，消費者仍可主張適用7日解除權。 

• 特殊性質之商品或服務不適用7日解除權之規定，不影響消費者依民法或其他
法規規定可主張之權利，例如商品如果有瑕疵，消費者仍可依民法第354條以
下規定向企業經營者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請求更換新品、減少價金或解
除契約等。 

消保法第19條  

• 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回
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 

• 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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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記載事項-訂購數量與受領 

企業經營者於必要時，得揭露商品數量上限資訊，並得就特定商品訂定
個別消費者每次訂購之數量上限。 

消費者逾越企業經營者訂定之數量上限進行下單時，企業經營者僅依該
數量上限出貨或提供服務。 

消費者於收受商品後，應按物之性質，依通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
物，如發現有應由企業經營者負擔保責任之瑕疵時，應即通知企業經營
者。 

 依據「民法」第356條買受人應按物之性質，依通常程
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物。如發見有應由出賣人負擔保
責任之瑕疵時，應即通知出賣人。買受人怠於為前項之
通知者，除依通常之檢查不能發見之瑕疵外，視為承認
其所受領之物。不能即知之瑕疵，至日後發見者，應即
通知出賣人，怠於為通知者，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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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記載事項-爭訟事宜 
企業經營者應就消費爭議說明採用之申訴及爭議處理機制、程序及相關
聯絡資訊。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
服務發生消費爭議時，消費者得向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
團體或消費者服務中心或其分中心申訴。企業經營者對於消
費者之申訴，應於申訴之日起十五日內妥適處理之。消費者
依第一項申訴，未獲妥適處理時，得向直轄市、縣 (市) 政
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 

 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雙方同意以○○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47條及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9規定之小額訴
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消費者保護法」第47條：消費訴訟，得由消費關係發生地之法院管轄。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9：小額事件當事人之一造為法人或商人者，
於其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約定債務履行地或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
法院時，不適用第12條或第24條之規定。但兩造均為法人或商人者，不
在此限。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PmcnT343NAhWHXBQKHaICB4EQjRwIBw&url=http://www.jreast.co.jp/tc/customer_support/information_center.html&psig=AFQjCNE002KOnV56GuxBZhMhp2BDQqS8RQ&ust=1465108210581684


38 

呈現方式示例-1 

預購DM應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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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方式示例-2 

品名 

交易金額 

內容物淨重 

付款及交付
(運送)方式 

解約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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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方式示例-3 

有效日期 

企業經營者資訊 

內容物 

產品責任險及食
品業者登錄字號 

網路平台企業經營者資訊 



41 

電子檔可至本署網站
(http://www.fda.gov.tw) 
「業務專區 > 食品 > 餐飲衛生 > 
5. 餐飲業定型化契約專區 > 以通
訊交易方式訂定之食品或餐飲服務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項下下載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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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之定型化契約規範，企業經營
者在定型化契約中所用之條款，應本平等互惠之

原則，以避免雙方權益受損。 

 為減少企業經營者訂定不利於消費者之契約內容，
規定不應記載事項，以維護消費者之基本權益。 

以通訊交易方式 
訂定之食品或餐飲服務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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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記載事項-1 
(一)不得約定拋棄契約審閱期間及審閱權。 

(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對消費者個人資料為契約目的必

要範圍外之利用。 

(三)不得約定企業經營者得片面變更契約內容。 

(四)不得約定企業經營者得片面變更標的物之份量、數量、重

量等商品資訊，消費者不得異議之條款。 

(五)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不得為不實、誇張、

易生誤解或涉及醫療效能之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 

(六)不得約定企業經營者得任意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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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記載事項-2 
(七)不得約定免除或減輕企業經營者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及

食品衛生管理法等法規應負之責任。 

(八)不得約定企業經營者得保管或收回消費者持有之契約。 

(九)不得約定剝奪或限制消費者依法享有之契約解除權。 

(十)不得約定如有糾紛，限以企業經營者所保存之交易資料為

認定標準。 

(十一)不得約定企業經營者交付商品時得收回訂貨單。 

(十二)不得為其他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平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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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未符合規定者，得依消保法第56條之一處分︰ 

– 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

七條第一項公告之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者，除法律另

有處罰規定外，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

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經再次令其

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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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選購四部曲 

看 

查 

慎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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