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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掛在嘴邊的都是衛生 衛生!每天掛在嘴邊的都是衛生、衛生!

每天被要求遵守的也都是衛生、衛生!

但是我們仔細想想：

包括要求我們的人、包括被人要求的我們，包括要求我們的人 包括被人要求的我們

到底有多少人實際了解何謂「餐飲衛生」?

而與餐飲衛生相關法令規章又有哪些?而與餐飲衛生相關法令規章又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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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餐飲衛生相關法令規章壹、餐飲衛生相關法令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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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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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人衛生一、個人衛生

二、健康管理二 健康管理

三、衛生教育



清潔的服務：工作中不得有汙染食品行為（如清潔的服務：工作中不得有汙染食品行為（如
飲食、嚼口香糖、吸菸等）

確保儀容整潔：著工作衣帽、戴口罩、穿止滑
工作鞋、戴手套不穿戴任何飾物、不化妝

手部衛生：工作前徹底洗手消毒、不塗指甲油、
不留長指甲 如廁後要洗手 手部受傷不可從不留長指甲、如廁後要洗手、手部受傷不可從
事與食品直接接觸之工作



每年實施健康檢查乙次每年實施健康檢查乙次

檢查是否有自覺症狀與其他症狀

檢查身高 體重 視力 色盲與聽力檢查身高、體重、視力、色盲與聽力

胸部X光檢查 (肺結核，開放?閉鎖?)胸部 光檢查 (肺結核 開放 閉鎖 )
A型肝炎 (IgG、IgM) 、手部皮膚疾病、出
疹 膿瘡外傷 性病 傷寒或法定傳染病等疹、膿瘡外傷、性病、傷寒或法定傳染病等

測血壓與驗尿

糞便中細菌檢查必要時做寄生蟲卵檢查



Q10:食品從業人員接受健康檢查時，A型肝炎應檢查那些項目？Q10:食品從業人員接受健康檢查時 A型肝炎應檢查那些項目？
A10: A型肝炎之檢驗項目包括IgM或IgG二種，鼓勵食品從業人

二項皆檢查或至少需檢查其中一種。倘IgM呈現陰性者，
表示未處於發病期間；IgG測定結果為陽性者，表示已具
有抗體，該員可從事與食品接觸之工作。另，凡食品從業
人員可提出健康檢查I G陽性或A型肝炎疫苗已接種二劑之人員可提出健康檢查IgG陽性或A型肝炎疫苗已接種二劑之
證明者，爾後可免再檢驗該項目。

Q11:食品從業人員患有B型肝炎可否從事食品製造？
A11: 人類感染B型肝炎係經由皮膚、黏膜的傷口，接觸到帶原

者的血液、唾液或其他分泌液所致，因其傳染性較低，故
帶原者仍可從事食品、餐飲等業務，惟仍應注意衛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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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衛生教育訓練：
目的：讓新進人員了解餐飲業特性 作業體目的：讓新進人員了解餐飲業特性、作業體

系及對衛生觀念與實務的重要性

在職人員衛生教育訓練

目的：提醒從業人員衛生的重要性並加強目的：提醒從業人員衛生的重要性並加強

衛生管理

訓練方式：自行辦理 (內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之可辦理衛生教育訓練之工會或訓練機認可之可辦理衛生教育訓練之工會或訓練機
構等舉辦 (外訓)



工作中人員的個人衛生工作中人員的個人衛生工作中人員的個人衛生工作中人員的個人衛生















◎有許多的海產魚貝類可能遭腸炎弧菌污染，而◎有許多的海產魚貝類可能遭腸炎弧菌污染 而

腸炎弧菌屬於嗜鹽菌，因此若以鹽水洗滌，將

增加腸炎弧菌滋生的好機會增加腸炎弧菌滋生的好機會。

◎建議：海產魚貝類最好的洗滌方法為冰冷水振

盪洗滌或直接使用自來水沖洗。

冰冷水：可保鮮又可抑制細菌。

振盪洗滌：可將部分附著在原物料上的細菌摘除。

自來水：因腸炎弧菌無法存活於不含食塩之淡水中，自來水：因腸炎弧菌無法存活於不含食塩之淡水中，
故以自來水沖洗能降低腸炎弧菌的含量。

以鹽水洗滌生蠔餐飲業常犯的危險作業：以鹽水洗滌生蠔。





一、廚房基本設施要求：

1、良好通風及採光

2 牆壁 支柱 地面2、牆壁、支柱、地面

3、樓板、天花板

4、良好排水系統



1、設施1、設施

採光→大於100米燭光，工作檯面200米燭光

良好通風 員工感覺舒適 防止病媒入侵設施良好通風→員工感覺舒適、防止病媒入侵設施

牆壁、地面→不透水、易洗、耐酸鹼

良好排水系統 保持暢通 防止病媒入侵及防止良好排水系統→保持暢通、防止病媒入侵及防止

逆流設施

樓板→表面平滑、易於清洗、防黴、防灰塵吸附

2、器械、器皿

砧板→分類並標示用途、易清洗、消毒、乾燥











常用器皿→清洗後消毒，並妥善放置
餐具→預洗、清洗、消毒餐具→預洗、清洗、消毒
餐橱→不銹鋼、分類存放、定期清潔、保持乾燥

3、冰箱3、冰箱
冷藏室→溫度保持0~7℃，防止品溫回溫及避免

二次污染或交叉汙染為原則二次污染或交叉汙染為原則
熱藏室→溫度保持60℃以上
冰箱應→定期清洗及保養冰箱應→定期清洗及保養
溫度管理要訣→減少開門次數、時間，經常除霜

及遠離熱源，容量50~60%為宜及遠離熱源 容量50 60%為宜

室溫18℃時打開10秒溫度上升5℃，但室溫 30℃時打室溫18℃時打開10秒溫度上升5℃ 但室溫 30℃時打
開15秒溫度上升18℃，若要降至原來溫度至少需時10
分鐘以上分鐘以上



4、調理區

灶台→工作結束後要清洗，盡量避免用

鋼刷洗鍋鋼刷洗鍋

調味區→未使用時要加蓋，調味罐要定

時清洗、消毒

廚餘桶不可放在調理區

5、餐具存放區
利用廚架及有蓋清潔容器防止空中落菌、利用廚架及有蓋清潔容器防止空中落菌、
水滴、飛沫等所造成之污染



溫度與細菌生長繁殖之關係

－18℃~0℃→生長停止，但部分細菌仍可生存

0~7℃→防止食物腐化溫度，細菌繁殖緩慢

7~16℃→某些產生毒素細菌生存溫度

16~49℃→危險溫度。細菌繁殖快速且產生毒素

49 60℃ 部份細菌繁殖溫度49~60℃→部份細菌繁殖溫度

60~74℃→防止細菌繁殖溫度，部分細菌仍能生存

74~100℃→烹調溫度，可殺滅大部分細菌。

100 116℃→家庭水煮式加工溫度，可立即殺滅大部分細菌100~116℃→家庭水煮式加工溫度，可立即殺滅大部分細菌

116~121℃→高壓製罐溫度，如低酸之蔬菜、肉類及禽類



冷藏溫度

冷凍溫度冷凍溫度





食物之貯存食物之貯存



三、用膳場所衛生

1、配膳區→注重個人衛生、避免交互污染、保

持餐具清潔持餐具清潔

2、利用廚架及有蓋清潔容器防止空中落菌、水2 利用廚架及有蓋清潔容器防止空中落菌 水

滴、飛沫等所造成之污染

3、運送途中→避免二次污染

4 用餐區 保持餐桌清潔 隨時注意筷子4、用餐區→ 保持餐桌清潔、隨時注意筷子、

湯匙是否乾淨、調味瓶是否每日清湯匙是否乾淨 調味瓶是否每日清

潔、垃圾桶需隨時清理





交叉污染交叉污染交叉污染交叉污染









Q12:食品從業人員一定需要配戴髮帽口罩及更換工作鞋
嗎？嗎？

A12: 依本準則附表二第1點第4款規定，食品作業場所內
之從業人員 工作時應穿戴整潔之工作衣帽(鞋)之從業人員，工作時應穿戴整潔之工作衣帽(鞋)，
以防頭髮、頭屑及夾雜物落入食品中，必要時應戴
口罩口罩。

Q13:食品從業人員於食品作業場所內工作時，「必要時」
應戴口罩之條件為何？應戴口罩之條件為何？

A13: 食品從業人員於食品作業場所內工作時，必要時應
戴口罩 該「必要時 之條件如下 (1)清潔區戴口罩，該「必要時」之條件如下：(1)清潔區、
包裝區及配膳台之從業人員。(2)從業人員在罹患
上呼吸道疾病之傳染或帶菌期間 (3)中央流行疫上呼吸道疾病之傳染或帶菌期間。(3)中央流行疫
情指揮中心認為有需要配戴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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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藏（物料）室： 5、儲藏（物料）室：

保持乾燥、涼爽、通風，有專人管理及

防止病媒侵入設施；物品分類存放並需避免

陽光直接照射；物料 食品物料不可直接放陽光直接照射；物料、食品物料不可直接放

在地上。



採買應注意事項採買應注意事項：

 1、依法辦理採購及開標、訂定驗收標準

 2、依據菜單盡量採購當期蔬菜、水果等

3 如有加工食品則應注意標示是否完整 3、如有加工食品則應注意標示是否完整

及過期

 4、盡量避免選購半成品及成品



一 水果類選購辨別法：一、水果類選購辨別法：

 果皮完整、顏色鮮艷、沒有斑痕、成熱適度、果體堅
實 無斑點 水份充盈 無腐爛 蟲咬或破傷現象實、無斑點、水份充盈、無腐爛、蟲咬或破傷現象。

 注意事項:吃前清洗很重要，去果皮或切開後，應立即
食用 避免營養流失食用，避免營養流失。



 二、蔬菜類選購辨別法：

 莖葉鮮嫩肥厚、葉面光潤、型態完整、沒有斑痕、破 莖葉鮮嫩肥厚、葉面光潤、型態完整、沒有斑痕、破
裂、無枯萎、有生氣、有彈性、莖部豐碩、斷口部分
水份充盈，無附著泥土。瓜類要選色澤鮮美、果實飽水份充盈 無附著泥土 瓜類要選色澤鮮美 果實飽
滿、表皮無斑點。菜根要選有光澤、無傷痕、皮不乾
縮、肥嫩圓實、新鮮甜美者。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烹調前洗去塵土、沙及蟲等，不易清洗之蔬菜應
將葉片拆開，用清水沖洗。

 烹調前才洗切，即先洗後切，以免營養流失。
油熱或水滾後才下鍋，用大火炒煮之，時間要短，
水盡量少放 以保持其鮮綠 烹調時若加入「蘇水盡量少放，以保持其鮮綠，烹調時若加入「蘇
打」則容易破壞維生素。

 衡量食用人數每次烹調一餐之量，不要一熱再熱， 衡量食用人數每次烹調一餐之量，不要一熱再熱，
營養又遭破壞。

 冷凍蔬菜可按包裝上的說明烹調之，不用時保存冷凍蔬菜可按包裝上的說明烹調之 不用時保存
於冰箱，已解凍者不可再凍。

 貴的菜不一定就是營養成分高，可視菜價及家人
口味而選購口味而選購。



如菜豆 豌豆 敏豆（四季豆） 韭菜如菜豆、豌豆、敏豆（四季豆）、韭菜
花、胡瓜、花胡瓜（小黃瓜）、芥藍花 胡瓜 花胡瓜（小黃瓜） 芥藍
（格蘭菜嬰）、花椰菜等，由於採收期
長 為了預防未成熟的部分遭受蟲害長，為了預防未成熟的部分遭受蟲害，
必須持續噴灑農藥，因此農藥殘留機率
較多，所以應多清洗幾次。



 三、榖類選購辨別法：

 穀粒堅實，均勻完整，沒有發霉，無砂粒、蟲等異物。
麵粉粉質乾爽 無異味異物或昆蟲 色略帶淡黃色麵粉粉質乾爽，無異味異物或昆蟲，色略帶淡黃色。

 米愈精白，維生素及礦物質愈少。

甘藷 馬鈴薯 芋頭外表要清潔完整 堅硬肥大 無 甘藷、馬鈴薯、芋頭外表要清潔完整，堅硬肥大，無
芽無損傷，無感染黴菌。

選購小包裝製品並注意標示及製造日期 選購小包裝製品並注意標示及製造日期。

 現有推廣之小袋裝米，保鮮度甚佳，可多採用。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淘米、洗米次數不要過多，且勿用力搓揉。
多選擇糙米，不要買太精白的食品，除減少營養
份外，可能被摻入外來有害物質。

 多種穀類和花生，保存不當時，易發黴產生黃麴
毒素，故需注意外觀。

 馬鈴薯、蕃薯發芽，或感染黴茵時，就會含有毒
素，切勿食用。素 切勿食用

 調理好的穀類食品，最好趁熱食用。

 購自有信譽的商店或販賣店 購自有信譽的商店或販賣店。

 購買回來後，若發現品質不良時，不可食用。



 四、油脂類選購辨別法：

 質澄清，無沉澱及泡沫，無異物、異味。

 包裝密封完整，無破損，鐵質容器不生

銹。

‧標示清楚，注意有效日期。

‧購自信譽可靠的廠牌及商店。購自信譽可靠的廠牌及商店

‧選小包、不要買散裝及來源不明的廉價油。

選購時要特別注意 不可有酸敗情形‧選購時要特別注意，不可有酸敗情形。



 注意事項:

 油勿燒的太熱(冒煙)。

 大量煎炸食品時，以猪油或香酥油較

宜，沙拉油較不適宜。

 用過的油，不要倒入新油中，炸過的油以炒菜為宜，
儘快用完，勿反覆使用，顏色變黑、質地粘稠，混濁儘快用完 勿反覆使用 顏色變黑 質地粘稠 混濁
不清而有氣泡者，不可再用。

 高溫狀態下，不要加新油高溫狀態下 不要加新油



 五、魚、肉、豆、蛋、乳品類選購辨別法：

 (1)魚 :(1)魚 : 
皮膚光潤、肉色透明、肉質堅挺有彈性，鰓色鮮紅，眼
珠光亮透明，鱗片平整固著有光澤，腹部有彈性，無傷
痕，無惡臭。冷凍品應無解凍現象。活貝之殼不易啟開，
外觀正常無異味。



 (2)肉:
 猪肉呈淡紅色，紅潤有光、無粘液、無滲水、腐
臭或被泥沙污染。牛肉呈赤紅色，脂肪部份色澤
鮮明。滲出水，或內臟過份腫大，顏色不自然者
可能是被灌水，應加留意。家禽類其冠應具固有
顏色，眼睛要明亮，肉質富彈性，冷凍品應無溶
解現象。



 3)豆製品 : 3)豆製品 : 
豆腐、豆干應無酸臭或粘液。
4）蛋：4）蛋：

 外殼粗糙無污物、無破損、對光照射，分界明顯，
整個蛋放入6%食監水中(即6克食鹽加入100㏄水整個蛋放入6%食監水中(即6克食鹽加入100㏄水
中)，可以下沈，打開後蛋黃完整不散開，蛋白濃
厚透明，無血絲異物，輕盪無晃動感覺。厚透明，無血絲異物，輕盪無晃動感覺。

 皮蛋與生蛋一樣，無黑色或黑褐色斑點(有黑色斑
點者 常含鉛旦較高) 蛋白部份呈透明之黃褐色點者，常含鉛旦較高)，蛋白部份呈透明之黃褐色，
內部生成白色像葉狀之「松花」，剝殼時蛋殼裡
面 白色光滑 蛋黃部份表面呈乳色 內部糊狀面，白色光滑，蛋黃部份表面呈乳色，內部糊狀
呈淺藍色，乃至深綠灰色。



 5)乳品

 鮮乳為乳白色的液汁，包裝良好無破損，無分離
及沈澱現象，無酸臭味、濃度適當、不凝固、搖
晃時不會產生很多泡沫，乳汁滴在指甲上形成球
狀。不含任何粒狀或塊狀固體物，氣味良好無酸
味、無脂肪臭、脂肪不分離、無夾雜懸浮物，應
冷藏放置4~7。C最宜。乳粉呈乳白色，粉粒大小
一致，無夾雜物、不成塊狀、無酸味、焦味及其
他不良氣味，沖調後均勻，不應有顆粒狀，並具
有牛乳獨特之風味。罐裝乳品其罐形完整不生銹、
無膨罐。調味乳及發酵乳等應無沈澱、酸敗及其
他不良氣味。



卷末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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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盒食品工廠對食材供應商之衛生管理參考手冊。

 各餐飲業別之 GHP及HACCP 自主管理手冊。各餐飲業別之 GHP及HACCP 自主管理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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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食品業者自主管理之柵欄防堵策略-
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之處置

原料
1. 原材料未自主管理檢驗(§ 48)
2. 未建立追溯系統(§ 48)

製程
1. 廠區環境、從業人員與製程

管理及品質不符食品良好衛

成品
1. 成品標示不實(§45)或不符規定

(§ 47、52)
未建立追蹤系統3. 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而未通報地

方衛生局(§ 47)
4. 有變質腐敗、含有害人體健康物

質等情事(§ 47、49、52)

生規範準則(食安法§ 44)
2. 依公告應設置衛生管理人員

而未設置(§ 47)
3. 食品添加物未符合其規格、

2. 未建立追蹤系統(§ 48)
3. 倉儲或運輸管制不符GHP(§ 44)
4. 未開立電子發票(食安法§ 48)
5. 有變質腐敗、含有害人體健康

物質等情事5. 原料或食品添加物標示不符規定
(§ 47)

6. 業者及其供應商未登錄(§48)或
登錄不實(§47)

使用範圍及限量標準(食安法
§ 52)

4. 未分廠分照(食安法§ 48)

物質等情事(§ 44、52)
6. 檢驗不符衛生標準(§ 48 、52)
7. 發現成品危害衛生安全之虞而

未通報地方衛生局(§ 47)

人(業者或其供應商)→ 
§ 44:處6萬-2億元罰鍰

人→ 
§ 44:處6萬-2億元罰鍰(GHP得

人→ 
§44：處6萬-2億元罰鍰

處置處置處置

§
§ 47:處3-300萬元罰鍰
§ 48:限期改正、屆期不改處3-300

萬元罰鍰
§ 49:處7年以下有期徒刑

§ (
限期改正→罰鍰→歇業→廢
止登記)

§ 47:處3-300萬元罰鍰
§ 48:限期改正、屆期不改處3-

§ 處6萬 億元罰鍰
§45：處4-400萬元罰鍰
§48：限期改正、屆期不改處3-

300萬元罰鍰
物→§

物→
§ 52:沒入、銷毀

§
300萬元罰鍰

物→
§ 52：沒入、銷毀；可改製者採

取適當措施

物
§ 52：沒入、銷毀，標示得限期

回收改正。

食安法§41:查核或檢驗結果結果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即命業者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產品
食安法§49:經查有攙偽或假冒之情事，得處7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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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參考資料：
 http://www2.isu.edu.tw/interface/album.php?dept_mno=0

4& lb id 22404&album_id=2240
 http://www.fda.gov.tw

 高雄市衛生局陳國彥老師 (101 02 17) 高雄市衛生局陳國彥老師 (101.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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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個人衛生道德遵守個人衛生道德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一分耕耘一分收獲

用心工作避免疏忽

嚴守標準作業規範

共創良好團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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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k F Y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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