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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本指南介绍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食品标准通则》 

(以下简称：《通则》) 中对于食品标签所提出的具体要

求，目前这一《通则》已经被澳大利亚各州及领地广

泛采纳。本指南旨在帮助小本生意业主为其零售的食

品准备基本的标签。 

如指南所述，食品行业可阅读《通则》了解更多的相

关信息，如果:

> 如有做出受规范约束的说法或说明；或者

> 某些食品需要满足提供额外信息这一特殊的标签要

求。

本指南并未包涵全部有关食品标签的要求或特例，因

此不适合取代中立的法律建议。《食品标准通则》

的副本可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食品标准局（机构简

称：FSANZ）网站 www.foodstandards.gov.au 下载。

说明

> 方框 [1.2.1] 代表《通则》中相关的标准。

> 本指南中小包装代表包装面积小于100平方厘米的

包装 [1.1.2] 。

为何使用食品标签？
食品标签可提供产品的有关信息，以便于我们做出更

健康、更安全的选择。标签的作用在于：

> 告诉我们某产品的营养成分及含量；

> 提醒我们某食品中是否含有致敏成分；

> 告诉我们食品是否过期；

> 必要时，解释如何存储，准备或烹调所购买的食

品；

> 列出产品的成分与配料；

> 告诉我们产品的原产地。

简言之，食品标签可以为我们提供食品的成分及食用

的一些基本信息。

哪些食品必须标示标签？ 

餐饮业所使用的食品标签必须注明食品名称、强制性

提醒与建议性说明、日期印记、使用与存储说明、原

产国、基因技术生产的食品及食品辐照等信息。上述

信息如果已记录在跟随食品的文件上，则无需注明在

食品标签上。

供零售业使用的全部预包装食品必须提供食品标签，

特例可参阅 [1.2.1-6, 1.2. 1-7 与 1.2.1-8] 。

在一般特例适用于基因改造食品、辐照食品、发酵食

品或粉碎或生产或加工的肉类、卡瓦胡椒、蜂胶或其

他含有动物内脏的食品时，《通则》中所规定的文字

信息必须书写在食品标签上或陈列在食品旁边。

必须标示什么

1. 食品名称

预包装食品的标签上必须标示食品名称或不至于误导

消费者的描述性文字。对于某些食品而言，如果《通

则》使用指定名称定义某一食品名称，那么这一指定

名称必须书写在食品标签上。 

使用指定名称的食品名单列在 [1.2.2-2] 。

其他无指定名称的食品必须标示食品名称或使用足以

体现这一食品固有性质的描述 [1.2.2] 。

2. 批号与生产/包装地点 [1.2.2]

一般而言，食品标签必须标示食品包装或准备地点及

批号等识别信息。

批号通常指食品在准备或包装过程中用时未超过24小

时。 

无具体的字样需要界定。

如果产品上有注明日期、生产或包装厂家的地址，那

么被视为符合相关的要求。

在没有足够的识别信息时，生产或包装厂家必须使用

额外的信息。

3. 名称与地址 [1.2.2]

出于食品召回及业务联系之目的，食品标签必须包括

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生产厂家、包装厂家、销售商或食

品进口商的名称与企业地址等内容。

标示详尽、完整的企业地址，包括：门牌号码、街道

名称、城镇名称及州名。邮局信箱或类似通讯地址将

会被视为地址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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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强制性建议与提醒性信息 [1.2.3]

强制建议性说明、提醒性说明与某些食品或食品成分

的公开说明应标示在食品标签上。最新、最完整的名

细单可参阅标准1.2.3。

5. 成分标签 [1.2.4]

特例除外，食品标签必须包含食品成分表（成分应包

括添加剂）。

特例适用于酒精饮料、瓶装水、小包装、瓶装锡箔纸

封顶的牛奶与奶油产品、而且食品名称亦是一份全部

成分的完整名单。[1.2.4]

如果某些食品成分或产品的某些成分有可能会导致某

些消费者产生过敏反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公开

说明这样的原料成分（包括：在加工过程中作为一种

加工辅料出现的成分）。这些成分列在 [1.2.3-4] 中。 

公开说明上述成分与产品适用全部食品，包括上述关

于成分标签中所涉及的特例，以及每一份包装（外边

还有一层外部包装）标签的特例，如果每一份的包装

面积大于30平方厘米。  

全部成分必须按照从重至轻的顺序逐一列出。这就是

说重量最重的成分在成分表中第一个出现，以此类

推。额外注入的水必须显示在成分表中，除非加入的

目的是为了补充水分或复原食品的成分，以构成汤

汁、盐水或糖浆的一部分，并且此项已列入成分表，

或所代表的体积小于食品总重的5%。

水或其他易挥发成分的比例是在减去生产过程中水分

流失后计算得出的。

如果某种食品含有一种复合成分（即一种成分由其他

多种成分构成），那么这一复合成分的全部构成成分

都要么逐一列在食品的成分表中，并且按照从大到小

的顺序依次列出。举例说明：牛奶巧克力（糖、牛奶

固体物、可可脂、乳化剂476、香料）。

某种复合成分所含有的全部食品与添加剂的体积达到

或超过最终食品总重的5%时，这样的信息则必须公

开加以说明。如果这一复合成分的体积少于食品总重

的5%时，这时只有起工艺作用的添加剂及有可能导

致过敏的成分才必须公开加以说明。 

在某些成分中，说明某种食品的普通名称就完全可

以。举例说明：‘香料’一词可用于指代迷迭香、百里

香和薄荷的混合物。这一普通食品成分的列表可用于 

《通则》中一览表10中所列的项目。‘糖’一词禁止

使用。

一些具体要求适用于下列普通名称的使用：

>  ‘谷物’或‘淀粉’一词后边必须跟随所使用谷物

的具体名称；

>  ‘坚果’一词后边必须跟随这种坚果的具体名称；

>  ‘脂类’与‘油脂’一词必须解释清楚所用油脂属于

动物性还是植物性。如果脂类或油脂源于花生、大

豆或芝麻，这一信息必须公开加以说明。甘油二酯

油必须公开加以说明。用在乳制品中的动物油脂必

须公开加以说明；而且

>  ‘鱼’一词在不含有甲壳类动物成分时可以使用，如

含有甲壳类动物，则必须说明这一甲壳类动物的具

体名称。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误导消费者有关某一成分的

固有性质，成分名称应做到有凭有据，例如：

乳酪粉

或

脱水蔬菜

在使用食品添加剂时，添加剂必须公开加以说明，要

么采用添加剂的类别名称外加食品添加剂的代码，要

么采用添加剂的类别名称外加添加剂的指定名称，例

如：

色素 (102)

或

色素（柠檬黄/酒石黄）

如果一种食品添加剂在《通则》里无法被具体划分为

某一类，那么在种情况下必须使用其指定名称公开加

以说明。

添加增味剂的做法必须公开加以说明：

添加增味剂

或

增味剂

或者使用这一增味剂的具体名称或相关描述。在使用

增味剂620、621、622、623、624、625、627、631

或635的情况下，则必须使用代码号或添加剂名称公

开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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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咖啡因的任何食品都必须公开加以说明。

有些时候，一种食品成分或添加剂会被另外一种起同

样作用的食品或添加剂所替代，而在这种情况下两种

成分都需要列出，只要另外一种替代性成分或添加剂

被公开加以说明。举例说明，成分表中标示‘红花或

葵花子油’作为替代性成分。[1.2.4]

一种成分，在使用基因技术时作为加工辅料或添加

剂，有可能需要公开加以说明，并在这一成分名称、

加工辅料或添加剂的旁边注明‘基因改造’字样。举

例说明：分离大豆蛋白（基因改造）。

无需遵守这一要求的特例适用于精加工食品、加工

辅料或添加剂，源自已分离的新型DNA或蛋白。无需

公开说明使用基因技术生产的增味剂，只要这样的增

味剂在最终成品中添加的比例低于每一公斤一克。 

[1.5.2]

如果某种食品或食品成分接受过辐照处理，那么这一

信息必须公开加以说明，要么在食品标签上单独说

明，要么标示在成分表里。举例说明：  

受过游离辐照处理

或

辐照过（食品名称）

或

香料（辐照过） [1.5.3]

在决定是否必须公开说明某种成分、加工辅料或添加

剂为基因改造或受过辐照，这样的信息只能从食品配

料供应商处获取。

6. 日期印记 [1.2.5]

一般而言，任何保质期为两年或少于两年的预包装食

品必须有日期印记。

‘最佳赏味期’ 字样的日期印记将会被使用在绝大多数

的预包装食品上。注明‘最佳赏味期’日期印记的食

品在过期后仍可销售，只要这样做是安全的，而且

确实可以食用。使用‘最佳赏味期’字样的食品包括

在常温下保存的食品、冷冻食品、绝大多数的生鲜食

品--即需烹调后方可食用的食品--（例如：生肉、鸡

肉、鱼）或一些变质后可轻易被识别的食品。

如果生产或包装厂家出于健康安全原因考虑认为，某

些食品在过了一定期限后不能再被食用，这种情况下

必须使用‘有效期’字样的日期印记。标注‘有效

期’字样的食品在过期后不可以继续销售。

保质期为三个月或少于三个月的食品必须标示有效期

至月与日。保质期超过三个月的食品必须标示有效期

至年与月。

某一种食品的保存如果需满足任何存储要求，那么这

样的信息也必须明确标示。举例说明： 

冷藏

或

存储温度5°C或以下

像面包这样保质期为七天的食品，‘最佳赏味期’日期

印记有可能被下列任何一种形式的日期印记所替代：

烘烤时间（某一时间不会超过烘烤后12个小时）

或

烘烤于（日期） 

7. 健康与安全建议 [1.2.6]

如果保存与使用某一种食品有额外的信息，而且这样

的信息有助于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安全与健康，那么这

样的信息必须明确标示。举例说明：开启后需冷藏。

《通则》规定，预包装的生笋或甜木薯必须标注有特

殊说明。  

8. 营养成分表 [1.2.8]

一般而言，任何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必须有一份营养成

分表。

假定无营养诉求做出，那么无营养成分表的这一特例

适用于下列食品：筹款募捐活动上出售的食品、小

包装、水果、蔬菜、单一食材出售的肉类、禽类或

鱼类、酒精饮料、香料、香料浸剂与调味料、食醋、

盐、茶与咖啡、明胶、已释义的添加剂或加工辅料、

包括泉水、矿泉水在内的水、果酱定型复合物、生产

酒精饮料的酿造套包、卡瓦胡椒与三明治、面包卷、

面包圈及同类产品。

非特例食品的营养成分表之格式可以参照本指南中所

提供的样本。

FSANZ网站提供线上工具，可用来计算营养成分表中

每一项营养成分的营养价值。

需要复原处理的食品或在食用前需要排干水分的食品

必须清楚地说明各项营养价值为食品复原或排干水分

后的价值。

www.foodstandard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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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一营养指标并未陈列在标准的营养成分表里，

那么营养成分表里必须包括这一指标。在某一营养指

标是在一个小包装上，《通则》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

公开说明这一营养信息。

《通则》规定在涉及胆固醇、脂肪酸、纤维素、糖分

或碳水化合物等营养指标的时候，营养成分表里必须

注明额外的信息。 [1.2.8]

9. 主要成分（百分比标签） [1.2.10]

在标签中，主要成分或配料必须公开说明该成分在最

终食品成品中所占的百分比。本指南中的标签事例解

释了如何在成分表中公开说明这一百分比。

某种成分或食材被视为主要成分或食材，如果：

> 这一成分或食材名称在食品名称中被提及；

> 这一成分或食材通常会让消费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

食品的名称；或者

> 这一成分或食材会被字词、照片或图片加以突出与

强调。

在某种食品必须经过复原的情况时，这一百分比有可

能需要公开说明使用的百分比为复原后的百分比，只

要清楚陈述这一点即可。

这一百分比必须公开说明是实际或最低百分比，只要

使用的是最低百分比，陈述清楚这一点即可。

标示包装食品主要成分所占比例这一要求并不包括陈

列在标准1.2.10 - 3 中的项目。

10. 原产国 [1.2.11]

标签必须包括一份单独的说明，明示食品的原产国。

字样形式未被界定，但是‘的产品’‘生产于’或类

似的字样有以下意思：

> ‘的产品’、‘生产于’ 及类似字样的意思是指每一种

主要成分产自已注明的国家，而且全部或实际全部

生产与加工都是在这一国家内完成的 ；而且

> ‘生产于’、‘加工于’、‘澳大利亚生产’ 及类似字样意

思是指食品的性质是在这一所谓产地的国家转变

的，而且生产成本的50%发生在这一国家。如果这

一规则未得到满足，那么一个有根有据的说法有可

能需要提出一个有凭有据的说法，举例说明：

使用进口原料在澳大利亚生产

或

使用本地或进口原料在澳大利亚包装

其他标签信息包括：照片与图片不可误导或与原产国

之说明前后矛盾。

已包装的完整或切割的新鲜水果与蔬菜应该可以清楚

看到果蔬的本质与质量，而且在包装上或与食品相关

联的标签上必须标示原产国或食品属于本地与进口产

品的混合。

11. 保健说法 (营养、保健与相关说法) 
[1.2.7]

保健说法（营养、保健与相关说法）属于自愿性说

明，可以由食品企业在食品标签（与广告）上自行做

出。

有些保健说法不可以随意做出，有关详情请参阅标准

1.2.7。

有关营养内容的说法是关于食品中某些营养成分或物

质内容，例如：‘低胆固醇’或‘优良途径获取的膳食

纤维’。 

保健说法是关于一种食品与身体健康的关系。保健说

法一般有以下两种：

> 普通保健说法指食品中的一种营养成分或物质及其

对身体健康的功效，举例说明：‘钙有利于骨骼与

牙齿的健康’。

> 复杂保健说法指食品中的一种营养成分或物质及其

对身体一些严重疾病或一种严重疾病的生化指标所

能起到的功效，举例说明：‘高钙膳食可降低65岁及

以上人群患上骨质酥松症的风险’。

保健说法只有达到营养评分标准(NPSC)才允许使用。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食品标准(FSANZ)网站上有在线工具

可以用来计算某一种食品的营养分数。

相关说法是采用认可，即营养内容或保健说法获得相

关权威机构的认可。

满足做出上述任何一个说法的要求可以参见标准 

1.2.7。 

进一步的信息可以从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获取。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country-of-origin-food-lab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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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标示什么
标签禁止包括展示或表达错误、误导或欺骗性的文

字、说明、说法、照片或图片。  

举例说明：标签上的照片或图片解释这一食品应如何

准备有可能需要配以可靠的信息，例如‘食谱’、‘食

用建议’或其他说明性文字，以保证消费者不会被包

装上的内容所误导。

管制说明
除了之前陈述的信息外，下列是一些适用的管制说法

与说明：

酒精饮料标签 [2.7.1]

> 关于维生素与矿物质的说法或说明除非《通则》

许可外一般不可以提及。在许可的说法或说明做出

时，标签必须按照《通则》的界定的格式标示有关

维生素与矿物质的额外信息 [1.3.2] ；

> 有关电解质饮料、婴幼儿配方奶粉、婴幼儿食品、

配方运动食品补剂都将受到管制 [2.9] ；

> 《通则》界定的额外标签说明必须标示下列食品标

签上：

- 含有能动物内脏的食品 

- 肉馅（脂肪含量）

- 发酵、粉碎、加工、生产的肉制品

- 成型肉制品或成型生鱼制品 

- 水果或蔬菜汁混合 

- 食用油

- 电解质饮料 

- 卡瓦胡椒 

- 配方咖啡因饮料 

- 婴幼儿食品

- 婴幼儿及后期配方 

- 配方替代餐、食品补剂及运动食品补剂

- 减钠盐

详情 
使用者指南与事实说明单用事例更为详尽地解释《通

则》之内容。这样的信息可以从FSANZ网站上标题为

行业与消费者下查询：www.foodstandards.gov.au

上述指南与链接介绍下列内容： 

> 食品标签概述； 

> 原产国标签（包括未包装产品）；

> 食品介绍（标签真实性）；

> 成分标签；

> 比例标签；

> 食品添加剂；

> 提醒性与建议性说明；

> 日期印记； 

> 营养信息表；

> 营养、保健与相关说法； 

> 基因改造食品。

信息可以从下列途径获取： 
The Food and Controlled Drugs,

卫生部食品与管制药品局
地址： Department of Health,
 Citi Centre Building,
 11 Hindmarsh Square,
 Adelaide SA 5000
 电话：8226 7100
 网址：www.sahealth.sa.gov.au/foodstandards

重要记录，上述信息在2016年9月为最新的信息，但

是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在使用上述信息时应同时

参照最新版本的《通则》。

如需更多有关下列领域的信息时，可登陆网站查阅：

> 为包装食品的原产国标签要求；

> 多场所食品生意标示千焦 (kJ)；

> 关于酒精饮料的标准饮料标签要求影印本。

其他标签立法 
咨询有关：

重量与度量
全国度量学院
(National Measurement Institute) 
地址： 22-24 Furness Ave 
 Edwardstown SA 5039
电话： 1300 686 664

饮料盒堆积/存放法规
联系方式：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uthority,
环境保护局 (EPA)
地址： Level 8, Victoria Square, Adelaide SA 5000
电话： 8204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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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标签除提供《通则》所要求的信息外，还需要标示说明、说法或其他信息，然后相关的参考必须根据《通则》

规则或适用的禁令做出。

BEST BEFORE  9 DEC 17
STORE AT OR BELOW -18oC

NUTRITION INFORMATION
SERVINGS PER PACKAGE - 4
SERVING SIZE - 175g

INGREDIENTS
WHEAT FLOUR, MEAT (MINIMUM 
25%), WATER, ANIMAL AND
VEGETABLE FAT, ONION POWDER, 
HYDROLYSED VEGETABLE 
PROTEIN, EGG, THICKENER(410),
SUGAR, MINERAL SALT (450),
SALT, COLOUR (150a), HERBS, 
PRESERVATIVE (223).

FINEFOOD CO,
20 MAIN ST,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PRODUCT OF AUSTRALIA

QUANTITY PER
175g SERVING

1615kJ

25.9g

20.6g

10.0g

23.6g

1.2g

471mg

ENERGY

PROTEIN

FAT – Total

-  Saturated

CARBOHYDRATE

- Sugars

SODIUM

All values are average quantities

QUANTITY
PER 100g

923kJ

14.8g

11.8g

5.76g

13.5g

0.7g

269mg

Meat Pies

700g

如果包装食品采用

重量或体积计量单

位计算每一份的重

量，那么也可考虑

采用千克或其和适

合的计量单位代替

计算每一份的重

量。

日期印记与 

存储要求。

一份的字样可以使

用一片、一盒、一

包或其他普通度量

单位包括公制量杯 

或 公制汤匙 替换。

成分说明按照

添加重量从大

到小的顺序列

出主要成分的

百分比。

食品名称。

重量与度量。

营养成分表必须清楚地标示营养价

值是基于平均量计算得来，或者如

果部分是最少或最大量，则表示上

述营养价值是最小或最大量。

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企业名称与地

址以及一份单独的原产国说明。

易于辨认与印刷尺寸 
全部所用的字词、说明或表达方式均用英语书写。只要与英语原版信息一致，已译成其他语种的信息可与英语

原版一并使用。

作为特例考虑时，所要求的提醒性说明印刷字体大小不受具体要求限制。但是，信息必须易于辨认，醒目突

出，并与背景形成鲜明的反差。

《通则》所要求的提醒性说明在小包装上必须使用小于3毫米或1.5毫米的字体书写。标准1.2.1第6条1.2.1–25。

SERVING SUGGESTION



第1页 《预包装食品标签指南》

欲知详情
卫生部食品与管制药品局 
(The Food and Controlled Drugs Branch),
地址：  Department of Health,
 Citi Centre Building 
 11 Hindmarsh Square, Adelaide SA 5000
 电话：8226 7100
 网址： www.sahealth.sa.gov.au/foodstandards

有关酒精饮料的标准饮品标签要求之信息可从上述网站
获取。

Public – I1 – A1

其他语言：
如果需要已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有关信息，可登陆南澳卫生
部（SA Health）网站，进入食品标准章节后查询有关标签
的信息：www.sahealth.sa.gov.au/food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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