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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指南是根據《澳大利亞新西蘭食品標準法典》(《守

則》) 的要求而編寫的，已被澳大利亞各州及地區列

入食品法中。本指南旨在幫助小型企業為零售而準備

基本標籤所用。 

正如本指南所指出，在如下情況中，食品企業需參考   

 《守則》而獲取更多信息：

> 所做的陳述或聲明可能受到管制；或者

> 該食品因附加信息而有特殊標籤要求。

本指南並不涵蓋可適用的所有要求或例外情況，也不

能替代獨立的法律咨詢。尋求有關《食品標準法典》

的副本，可前往澳大利亞新西蘭食品標準 (FSANZ) 網

站: www.foodstandards.gov.au

備註

> 方括號 [1.2.1] 中的參考信息引用《守則》中相關

標準。

> 本指南中的小包裝 指的是總表面積小於100cm2 的

包裝 [1.1.2]。

我們為什麼需要食品標籤?
食品標籤為幫助我們選擇更健康與安全的食品提供了

信息。 它們可以：

> 告訴我們在一個食品中含有什麼樣的營養成分，含

有多少營養成分；

> 對食品中所含的食物過敏原為我們提出警示；

> 告訴我們食品是否過期；

> 在必要時，可以解釋對此食品如何儲存、準備或烹

飪；

> 列出產品成分；

> 提供食品來源信息。

總之，食品標籤為我們提供了食品及如何處理該食品

的基本信息。 

什麼食物必須註明標籤? 

餐飲食品必須標明食品標籤、強制性警告及咨詢聲明

和宣稱、日期標記、使用與儲存指南、原產地、食品

生產的基因技術與輻照。當某食品已含附帶文件提供

了這些信息，其食品標籤上則不需要再次註明。

所有零售包裝食品必須要有標籤，例外情況詳見 

[1.2.1-6, 1.2. 1-7 和 1.2.1-8]。

當這些一般例外情況涉及轉基因食品、輻照食品、發

酵粉碎和加工肉類、卡瓦、蜂皇漿或含有內臟的食品

時，必須根據《守則》規定，以書面形式將信息註明

在標籤上或與該食品一起展示 。

標籤上必須標明什麼

1. 食品的名稱

包裝食品必須不含有誤導消費者的名稱或描述。 

《守則》對某些食品有特別規定的名稱，食品標籤則

必須以此名稱註明。  

具有規定名稱的食品列在 [1.2.2-2]。

沒有規定名稱的其他食品，名稱或描述必須明確標示

該食品的真實性質。 [1.2.2]

2. 批次與加工地點 [1.2.2]

一般來講，食品標籤必須包含食品包裝和準備的地點

及批次（批號）信息。

批次通常指食品的準備和包裝不超過24小時。 

用詞形式并不特定。

只要該產品正確註明日期并標示生產商或包裝商的營

業地址，便可滿足這些要求。 

如果沒有足夠的識別信息，那麼生產商或包裝商必須

出具附加信息。

3. 名稱與地址 [1.2.2]

因退貨回收或聯絡等緣故，標籤必須包含該食品在澳

大利亞或新西蘭的生產商、包裝商、供應商或進口商

的名稱和營業地址。

必須有一個完整的營業地址，其中包括街道號碼、街

道名稱、城鎮或郊區和州。郵政信箱或類似郵政地址

是不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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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必須註明的咨詢說明和警告聲明 
[1.2.3]

除了一些例外情況，食品標籤必須包含成分說明（成

分的定義中包括了添加劑 )。

5. 成分標籤 [1.2.4]

除了一些例外情況，食品標籤必須包含成分說明（成

分的定義中包括了添加劑）。

例外情況包括了酒精飲品；包裝飲用水；小包裝品；

用箔蓋玻璃瓶包裝的牛奶和奶油產品以及名稱即是其

所有成分的食品。 [1.2.4]

如某些成分或成分產品會引起某些消費者產生不良反

應，則必須聲明（包括該成分在作為加工助劑存在

時）。 這些成分的列表，詳見[1.2.3-4]。

對這些成分及其產品的聲明適用于所有食品，其中包

括了以上提到的成分標籤例外情況，以及外包裝內的

表面積大於30cm2的分部包裝標籤。   

所有成分必須以進料重量的降序列出。這即是成分最

重者應列在成分表首位，以此類推。額外添加水必須

在成分表中列出，除非它用作再合成水或重建食品成

分，作為已列入成分表的肉湯、鹽水或糖漿的一部分

或在最終成品中的含量低於5%。

在允許生產過程中的損耗后，計算水和其他揮發性成

分。

如果一種食品含有復合成分（由其他成分製成的成

分），那麼復合成分中所含有的成分既可以分別列

出，也可以在復合成分后直接以降序形式列出。例如: 

牛奶巧克力（糖，奶固體，可可脂，乳化劑476，調

味劑）。

復合成分中任何的食品和添加劑超過了最後成品的

5%，則必須聲明。如果復合成分不到最後成品的 

5%，而其具有某項功能的添加劑會令某些消費者產

生不良反應，則必須聲明。 

對於某些成分，只需要註明食品的通用名稱就足夠

了。例如：跌迷香、百里香和薄荷的混合物可以寫 

“草藥”。食物成分的通用名稱表列于《守則》第10

條。“糖”這個詞，不能使用。

在使用以下通用詞時的特殊條件：

>“穀物”和“澱粉”必須附有所用穀物的具體名

稱；

>    “堅果” 必須附有所用堅果的具體名稱；

> “脂肪” 和“油”必須註明其植物或動物來源。如果

一種脂肪或油來自花生、大豆或芝麻，那麼必須聲

明其來源。二酰基甘油必須標示其名稱。乳製品中

的動物脂肪來源必須註明；和

>   在成分中不包括甲殼類 (甲殼類的必須以甲殼類名

稱分開註明)，“魚”可以使用。

成分名稱可能需要合格化，這樣消費者就不會因成分

的性質被誤導，例如：

奶酪粉

或

干蔬菜

有關食品添加劑，添加劑必須註明其參考類別名稱附

加食品添加劑編號，或者其類別名稱附加其規定名

稱。例如： 

顏色 (102)

或

顏色 (檸檬黃)

如果一種食品添加劑無法歸入《守則》中任何一個類

別，那麼必須以其規定的名稱註明。

添加的調味劑必須註明為：

調料

或

風味

或 者 使 用 規 定 名 稱 或 對 調 料 的 描 述 。 當 添 加 劑 

620，621，622，623，624，625，627，631，或635

用作調味劑時，必須用編碼或添加劑名稱來註明。 

必須註明食品中添加咖啡因。

當一種食品成分或添加劑不時地被另一種相同功能的

成分或添加劑替代時，那麼可以同時註明這兩種成分

或添加劑，並且清晰註明該成分或添加劑為替代品。

比如：成分表中可以註明“紅花或向日葵油”作為可

替代的成分。 [1.2.4]

當一種成分在加工助劑或添加劑生產中使用了基因技

術，那麼在成分名稱、加工助劑或添加劑上可能需要

註明“轉基因”，比如：大豆蛋白分離物 (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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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者為當高度精製食品、加工助劑或添加劑的染色

體或蛋白質已經被除去的情況。當用基因技術生產的

風味成分濃度占最後成品的克/千克或以下時，不需

要註明。 [1.5.2]

當一種食品或成分經過輻照，必須在其標籤或成分列

表上單獨註明，比如：   

經電離輻射處理

或

經輻照處理（食品名稱）

或

草藥 （輻照處理） [1.5.3]

用以確定一種成分、加工助劑或添加劑是否可被鑒定

為轉基因或輻照的信息，必須來自成分提供商。

6. 日期標記 [1.2.5]

一般來講，所有包裝食品保質期在2年或以下的，必

須註明日期標記。

絕大多數包裝食品上的日期標記將以“最佳食用期”

的形式註明。如果某種食品已經過了“最佳食用期”

但仍能安全并適合食用時，則可以繼續售賣。能使

用“最佳食用期”標誌的食品例子包括耐儲存食品 

(諸如餅乾、糖果、罐頭食品等)，冰凍食品，大多數

食用前需要煮熟的生的食品(肉，雞，魚等)或者那些

在變得不安全前已經明顯變質的食品。

如果生產商或包裝商以健康與安全考慮，而認為某種

食品在某個日期后不能食用，則必須以“使用期限”

的形式標明。食品有“使用期限”註明的，不能在該

日期后售賣。

保質期在3個月或以下食品，註明日期標記中必須至

少含有日期和月份。保質期長於3個月的食品則必須

註明月份和年份。

為確保食品在保質期限內保質而所需的儲存條件必須

註明。例如： 

保持冷藏

或

儲存溫度5°C以下

對於保質期少於7天的麵包，可以如以下形式的日期

標記替代“最佳食用期”：

烘烤后 (不超過烘烤后的12小時)

或

烘烤日 (日期) 

7. 健康與安全建議 [1.2.6]

如因維護健康與安全而有必要附加消費者儲存或食用

指南，則必須註明。例如：開封后必須冷藏 

《守則》規定，生竹筍和甜木薯的包裝上必須要有具

體聲明。 

8. 營養信息表 [1.2.8]

一般來講，所有包裝食品的標籤必須含有一份營養信

息列表。

在提供“沒有營養”聲明后，如下食品可以例外：籌

款活動中售賣的食品；小包裝食品；作為單一成分售

賣的水果、蔬菜、肉類、家禽或者魚類；酒精飲料；

草藥、草藥溶液和香料；醋；鹽；茶和咖啡；明膠；

被認定的添加劑和加工助劑；水，包含礦泉水和泉

水；果醬設定劑；製造酒精飲料的工具包；卡瓦和三

明治、麵包卷、麵包棍及類似產品。

針對不能例外的食品，本指南的示例標籤提供了營養

信息表的標準格式。

FSANZ網站 (FSANZ website) 為計算每一個標準營養個

體的營養價值提供了在線工具。

復水食品或在食用前需要控水的食品必須清楚地註明

列表中的營養價值為復水后的或已控水后的食品。

如果對某項未列入標準列表的營養值有要求，那麼營

養列表上必須註明該項要求。《守則》為小包裝上的

營養值要求提供了註明營養信息的另一種途徑。

《守則》規定營養列表中必須包含的附加信息，包

括：膽固醇、脂肪酸、纖維、糖或碳水化合物等。 

[1.2.8]

9. 表征成分（百分比標籤） [1.2.10]

表征成分或表征組合必須以最後成品的百分比含量註

明在標籤上。本指南中的示例標籤顯示了以百分比形

式列出的成分列表。

一種成分或組合成為表征成分或表征組合的情況有：

www.foodstandard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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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食品名稱中就有提到；

> 消費者通常能將食品名稱與此聯繫起來； 或者

> 已在標籤中以詞語、照片或圖片的形式強調出來。

如果某一種食品必須需要復水，只要註明清晰，其百

分比可以占復水後食品的百分比顯示。

當註明百分比為最小百分比時，只要清晰註明，其值

必須是實際或最小百分比含量。

有關註明包裝食品表征成分百分比的要求不適用于標

準1.2.10 - 3中所列的項目。 

10. 原產地 [1.2.11]

食品標籤必須包括確定食品原產地國的單獨聲明。其

組詞形式並不特定，但“產自”，“製自”及其他意義相

近術語必須要有如下定義：

> “產自”“出產于”及意義相近的術語，意味著產品

的每一個成分都是來自所註明國家，並且所有或幾

乎所有的加工生產或製造在該國家進行；和

> “製自”“製造”“澳大利亞生產”及意義相近術語意

味著食品的性質在所註明原產國發生了重大變化，

並且至少50%的該產品生產成本在該國發生。如果

無法滿足該要求，則必須做出符合要求的聲明，例

如：

進口原料澳洲製造

或

本地與進口原料澳洲包裝

標籤上的其他信息，包括照片和圖片，必須不會誤導

或與原產地註明相矛盾。

包裝后的整個或切塊的新鮮水果和蔬菜，在不影響食

品的自然狀態或其質量前提下，必須在其包裝或與食

品相關的標籤上註明其來源國家或者該產品是本地與

進口的混合產品。

11. 健康聲明（營養價值、健康及相關
聲明） [1.2.7]

健康聲明（營養價值、健康及相關聲明）是食品商在

食品標籤（及廣告）中自願發佈的聲明。 

在標準1.2.7中對不允許帶有健康聲明有詳細規定。

營養成分聲明是指出食品中含有的某些營養成分和物

質成分，比如：“低膽固醇”或者“膳食纖維的良好來

源”。  

健康聲明是有關食品與健康的關係。目前有兩種不同

的健康聲明：

> 普通健康聲明指的是食品中的一種營養素或物質成

分及其對人體健康帶來的影響，比如：“鈣對骨骼和

牙齒有益”。

> 高級健康聲明指的是食品中的一種營養素或物質成

分及其對嚴重疾病或嚴重疾病的生物指標所帶來的

影響，比如：“高鈣飲食可降低年齡在65歲及以上

人群骨質疏鬆癥的風險。”

只有當食品符合食品營養成分評分標準(NPSC)時，才

能對食品所出健康聲明。FSANZ網站為幫助計算食品

的營養成分評分提供了在線工具。

相關被認可的聲明包括了經認可機構認可的營養成分

或健康聲明等。

標準1.2.7中對做出以上聲明的條件有詳細陳述。  

澳大利亞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網站 

(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有更詳細信息。

什麼不能在標籤上出現
食品標籤上不得使用虛假、誤導或欺騙的詞彙、宣

稱、聲明、照片或圖片。  

比如：當標籤上的照片或圖片對如何準備食物提出建

議，則需要附帶合格信息，諸如：“菜譜”，“建議食

法”或其他聲明以確保消費者不被包裝上的內容所誤

導。

監管聲明
除在前面已經提到的信息外，可能需要如下監管聲明

和聲稱：

酒精飲料的標籤 [2.7.1]

> 未經《守則》允許，不得有關於一種維他命或礦物

質的聲明。在被允許的情況下，有關該維他命或礦

物質的附加信息必須在標籤上註明，并符合《守

則》中規定的格式 [1.3.2]；

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country-of-origin-food-lab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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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解質飲料、嬰兒配方奶粉、嬰兒食品、運動營養

補充配方食品的聲明是受監管的 [2.9]；

> 《守則》中規定，以下產品的標籤必須帶有附加聲 

明： 

- 含內臟的食品 

- 碎肉 （參考值中指明脂肪含量）

- 發酵粉碎加工和製造的肉類

- 組合肉類或組合生魚產品 

- 水果和蔬菜汁混合物 

- 食用油

- 電解質飲料 

- 卡瓦 

- 咖啡因配方飲料 

- 嬰兒食品

- 嬰幼兒配方奶粉 

- 配方型膳食替代品，補充食品和補充運動食品

- 低鈉鹽。

更多信息 
在FSANZ的網站： www.foodstandards.gov.au 上的“行

業與消費者”標題下可以找到使用指南和情況說明，

為您提供更為詳細的有關《守則》的解釋。

這些指南和鏈接涵蓋: 

> 食品標籤的概述； 

> 來源國的標籤（包括未包裝產品）；

> 對食品的表述（標籤中的真實信息）；

> 成分標籤；

> 百分比標籤；

> 食品添加劑；

> 警告與咨詢聲明；

> 日期標記； 

> 營養價值表；

> 營養、健康和相關聲明；

> 轉基因食品；

其他信息來源: 
食品與藥物管理局

(The Food & Controlled Drugs)

健康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花旗中心大廈 

Citi Centre Building,

11 Hindmarsh Square,

Adelaide SA 5000

電話: 8226 7100
www.sahealth.sa.gov.au/foodstandards

重要提示：本信息即時于2016年9月，以後可能會變

動。故而在使用本信息時請參考最新版的《守則》。

以下內容的更多相關信息請訪問本網站:

> 對於無包裝食品的原產地標籤要求

> 連鎖經營食品店的卡路里熱量(KJ)的展示

> 對酒精飲品的標籤標準。

其他標籤法規 
查詢有關:

重量與度量
國家測量研究所

(National Measurement Institute) 

22-24 Furness Ave 

Edwardstown SA 5039

電話: 1300 686 664

飲料容器存放監管辦法

聯繫:

環境保護局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uthority,

Level 8, Victoria Square, Adelaide SA 5000

電話:  8204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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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如標籤上註明的聲明、聲稱或其他信息是在《守則》要求之外的，必須參考《守則》的條規與禁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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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一種食品以不

同 重 量 或 體 積

來包裝時，每包

裝的分數可以用

千克或其他適當

單位的份數來替

換。

日期標記與儲

存條件

食用分量可以由

每 片、 每 小 包、 

每包或其他測量

單 位 來 替 代 ，

包括公制量杯或 

公制量勺。

所 有 成 分 必

須 以 進 料 重

量 的 降 序 列

出 ， 顯 示 表

征 成 分 的 百

分比含量。 

食品名稱

重量與測量

營養信息版面的信息必須清晰註

明其營養值為平均數值，或者如

果是最少或最多數量則註明這些

營養值為最少或最多數量。

在澳大利亞或新西蘭的公司

名稱及營業地址，以及單獨

的原產地聲明。

可讀性與打印的字體大小 
所有必要的單詞、聲明或表達都為英文。以其他語言註明的信息是允許的，但不能否定或與英文信

息相抵觸。

除了必要的警告聲明，標籤所打印的字體大小并沒有特別要求。但是，所註明信息必須有可讀性，

顯而易見并與背景成鮮明對比。

《守則》規定，警告聲明的字體必須不小於3mm，小包裝則為1.5mm。標準1.2.1第6條1.2.1-25

SERVING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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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食品與藥物管理局 
(The Food and Controlled Drugs Branch),
健康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花旗中心大廈
Citi Centre Building 
11 Hindmarsh Square, Adelaide SA 5000
電話：8226 7100
www.sahealth.sa.gov.au/foodstandards

本網站提供酒精飲品的標籤標準要求 。

Public – I1 – A1

母語非英語者:

有關英文外其他語言的信息，請訪問SA Health的網站，在

食品標準部分中了解相關標籤信息。 

www.sahealth.sa.gov.au/foodstandar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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