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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力勤農產有限公司販售逾期肉品背景說明 

一、 本局106年4月26日透過其他管道得知本市「力勤農產有限公

司」(臺中市清水區吳厝三街119巷9號)疑販售過期食品，是日

下午4時立即展開稽查至106年4月27日凌晨2時，106年4月27日

上午9時持續稽查至下午5時，現場查獲遭割除標籤效期之「冷

凍豬腸」及逾期之「冷凍雞腿」與現場無法釐清產品效期之

「冷凍去骨豬肉」等3項問題產品，期間並商請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警察及衛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協助支援稽查，經本局封存共計1萬

5608.4公斤。 

二、 106年5月5日將調查事證整卷第一次移送地檢署偵辦。 

三、 106年5月6日再次針對檢舉人所提供照片影片逐一檢視，發現

疑有撕標行為，並於106年5月8日第二次移請地檢署併案偵

辦。 

四、 106年5月6日召開記者會說明並發佈新聞稿重申，對於該不肖

業者，本市除處以重罰外，並移送臺中地檢署偵辦，追究刑事

責任。 

五、 本局於106年5月7日針對檢舉人舉發所提供3個凍庫進行查核，

均無查獲違規事證。 

六、 本局持續針對本市下游業者進行查核，亦函請各縣市衛生局同

步清查，經部分縣市查獲之疑慮產品，全數退回力勤農產有限

公司，由本局進行封存。 

七、 下游業者名單資料除函移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外，並請中央衛

福部同步協助，展開跨縣市清查作業，以防範有相關問題產品

於市面流通。 

八、 透過各公工協會及市場管理員週知本市食品業者，自我檢視食

材效期，落實業者自主管理。 

九、 為釐清逾期產品是否流入市面，本局循出貨單將下游業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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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予所在地衛生局展開跨縣市追查，經部分縣市回報確有逾

期肉品情事，隨即於106年5月16日第三次移送地檢署併案偵

辦，追究業者刑事責任。 

十、 臺中地檢署於106年9月13日以中檢宏宙106他3731字第104310

號函復本局「被告力勤農產有限公司等涉犯詐欺、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等案，經查無具體犯罪事證，已予結案」。 

十一、 臺中地檢署於106年9月15日以中檢宏宙106他3731字第105752

號函復本案業經該署偵結，該逾期肉品無保留證物之必要，本

局並於106年9月25日完成逾期產品監督銷毀。 

十二、 綜整力勤事件大事紀及相關企業列表詳如附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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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力勤案後續處辦情形 

一、 本局重懲不法業者： 

（一） 對力勤農產有限公司裁處1,200萬罰鍰 

1.經比對相關資料，確認逾期產品為「冷凍雞腿」及「冷凍

豬腸」，本局業於 106年 5月 6日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第 15條第 1項第 8款，經審酌行政罰法第 18條所列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所得利益，以衛福部 105 年 5 月 12 日公告食安法第

44條第 1項罰鍰裁罰基準「A（違規次數）、B（資力加權）、

C（工廠非法性加權）、D（違規行為故意性加權）、E（違規樣

態加權）、F（違規品影響性加權）、G（其他裁量參考加權）

計算裁罰金額，於 106 年 5 月 8 日以中市衛食藥字第

1060044231、10600442311 號函行政裁處共計新臺幣 600 萬

元整。 

 

表 1 106年 5月 8日裁罰 300萬元依據（冷凍雞腿） 

代碼 裁罰基準 加權倍數 備註 

A 違規次數 1 第 1次違規：6萬 

B 資力加權 1 
資本額 2000萬; 

銷售額<240萬 

C 工廠非法性加權 1 輸入業者無須設廠 

D 
違規行為故意性

加權 
2 

過失*1 

故意*2 

E 違規樣態加權 1 逾期食品 

F 
違規品影響性加

權 
2 食用完畢未能回收*2 

G 

其他裁量參考加

權 

(本府衛生局裁量

權) 

12.5 

放置 5個點*5 

逾期食品量多*5 

業者不配合、媒體關注

*2.5 

裁罰計算方法 A*B*C*D*E*F*G=6*1*1*2*1*2*1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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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6年 5月 8日裁罰 300萬元依據（冷凍豬腸） 

代碼 裁罰基準 加權倍數 備註 

A 違規次數 1 第 1次違規：6萬 

B 資力加權 1 
資本額 2000萬; 

銷售額<240萬 

C 工廠非法性加權 1 輸入業者無須設廠 

D 
違規行為故意性

加權 
2 

過失*1 

故意*2 

E 違規樣態加權 1 逾期食品 

F 
違規品影響性加

權 
2 食用完畢未能回收*2 

G 

其他裁量參考加

權 

(本府衛生局裁量

權) 

12.5 

放置 5個點*5 

逾期食品量多*5 

業者不配合、媒體關注

*2.5 

裁罰計算方法 A*B*C*D*E*F*G=6*1*1*2*1*2*12.5=300 

 

1. 另依檢舉人提供之資料，本局協請相關縣市衛生局查證，並於

106 年 5 月 16 日再度約談業者提出說明，確認販售逾期之史密

斯大腸頭、AGR大腸頭及西班牙枝骨違規事證明確，依違反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條第 1項第 8款，經審酌行政罰法第 18條

所列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所得利益，於 106年 5月 16日以中市衛食藥字第

1060047788 號函再予以行政裁處新臺幣 600 萬元整，連同第 1

次處分 600萬元整，罰鍰合計達 1,200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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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6年 5月 16日裁罰 600萬元依據 

代碼 裁罰基準 加權倍數 備註 

A 違規次數 1 第 2次違規：30萬 

B 資力加權 1 
資本額 2000萬; 

銷售額<240萬 

C 工廠非法性加權 1 輸入業者無須設廠 

D 
違規行為故意性加

權 
2 

過失*1 

故意*2 

E 違規樣態加權 1 逾期食品 

F 違規品影響性加權 2 食用完畢未能回收*2 

G 

其他裁量參考加權 

(本府衛生局裁量

權) 

5 

逾期產品銷售數量多且銷售

範圍除本市外，尚擴及臺南

市、南投縣、新北市及臺北市

等 5縣市*5 

裁罰計算方法 A*B*C*D*E*F*G=30*1*1*2*1*2*5=600 

 

（二） 業者提出訴願，經本府訴願委員會決定：｢力勤公司訴願理由駁

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處分｣ 

本案前述裁罰計 1200 萬元整之行政裁處，力勤公司不服向本

府提出訴願，業經本府法制局以 106 年 8 月 16 日府受法訴字

第 10601768731 號函與 106 年 8 月 15 日府受法訴字第

10601732211 號函本府訴願委員會決定「罰鍰部分撤銷，由原

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 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其

餘訴願駁回」，本局後於 106年 9月 7日邀請專家學者召開研

商會議，並依會議決議「本局堅持捍衛食安立場不變，依衛福

部裁罰基準原則，參考專家學者意見後另為適法處分」辦理行

政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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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局堅決捍衛市民食安，106年 10月 5日已另為適法之處分， 

   重新裁罰新臺幣 1,032萬元整 

本案原裁罰 1200萬元係以查獲貯存及銷售外縣市事實，共計開

立 3張裁處書（300萬、300萬、600萬）；後參酌本府訴願委員

會之建議，改以 5個違規品項、8個行為數，依據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第 44條第 1項裁罰標準予以適法重懲 1032萬元。 

 

表 4力勤公司裁罰金額試算表 

序號 品名  

A 

違規

次數

(第 1

次：

6萬) 

B 

資力

加權 

C 

工廠

非法

性加

權 

D 

違規

行為

故意

性加

權 

E 

違規

樣態

加權 

F 

違規

品影

響性

加權 

*G 

其他

裁量

參考

加權 

總金額

(萬) 

1 冷凍豬腸(貯存)  6 1 1 2 1 2 6 144 

2 冷凍雞腿(販賣貯存)  6 1 1 2 1 2 6 144 

3 
史密斯大腸頭(販賣) 

林 0強 6 1 1 2 1 2 7 168 

4 林 0文 6 1 1 2 1 2 5 120 

5 

AGR大腸頭(販賣) 

成龍號 6 1 1 2 1 2 7 168 

6 陳 0雄 6 1 1 2 1 2 5 120 

7 黃 0倫 6 1 1 2 1 2 5 120 

8 西班牙枝骨(販賣)  6 1 1 2 1 2 2 48 

 總計  1032 萬 
 
*本局 G 值參考加權為逾有效日期，仍未自主管理銷毀而卻予以貯存，顯與常情有
違，力勤公司辯稱係待報廢，惟現場並未張貼報廢標籤，未設立報廢專區，亦已置
放多日未及時處理報廢，企圖蒙蔽逾期食品事實，未遵循產品先進先出原則，力勤
公司為領有公司登記之食品業者，且從事食品業 10 餘年，又為本市知名輸入食品
業者，理應具備一定之安全衛生管理制度，卻未善盡自主管理責任等，均足顯其應
受責難之程度及所生之影響非屬輕微而有加權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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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續積極處辦作為：銷毀與持續查核 

(一) 106年 9月 25日銷毀力勤公司逾期肉品 

本局查獲力勤農產有限公司疑遭割除標籤效期之「冷凍豬腸」

及逾期「冷凍雞腿」，經力勤公司於 106年 9月 19日提出逾

期產品銷毀計畫書，本局於 106年 9月 25日下午 2時派員監

督業者載運至屏東縣「楓田實業有限公司」，全數銷毀完畢。 

(二) 持續稽查力勤農產有限公司相關企業，尚未發現不法情事 

1. 本局掌握相關資料持續針對力勤農產有限公司關係企業

（奇崴食品有限公司、兆基冷凍有限公司、兆烽企業有限

公司及兆強行等）進行稽查，經查核力勤農產有限公司與

兆基冷凍有限公司均具有進出口資格，兆烽企業有限公司

則從事國內肉品銷售。 

2. 現場稽查力勤農產有限公司之冷凍肉品及包裝標示尚符合

規定，已輔導業者肉品之銷售紀錄及進口資料，須依規定

保存備查。力勤農產有限公司等相關企業公司，本局已列

入不定期加強稽查對象，目前尚未發現不法情事，未來仍

將持續追蹤列管。 

 

表 5力勤等相關公司稽查情形一覽表 

日期 稽查事由內容 當日稽查結果 

5/7 針對本案檢舉人提供產品貯存之 3處冷

凍庫 

1. 富琨冷凍倉儲股份有限公司（南屯

區工業區 20路 39-1號） 

2. 達駿冷凍公司（西屯區工業區 8 路

6號） 

3. 建利冷凍廠（烏日區慶光路 98號）

進行稽查 

經現場查核，並未查獲力勤公司

逾期產品，餘未查獲違規情事。 

 

5/8 針對本案關聯四址進行稽查： 

1. 力勤農產有限公司（北屯區同榮路

253巷 8號 2樓 

2. 西屯區漢成六街 38號 1樓 

經現場查核，力勤農產有限公

司、兆基冷凍有限公司及兆烽企

業有限公司均為住家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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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稽查事由內容 當日稽查結果 

3. 兆基冷凍有限公司（北屯區同榮路

253巷 8號 2樓） 

4. 兆烽企業有限公司（北屯區同榮路

253巷 8號） 

5/11 針對力勤農產有限公司販售予台南巨

通商行遭退回松阪豬肉、台南成龍號退

回 AGR大腸頭進行封存 

本局確認數量封存。 

5/13 針對力勤農產有限公司販售予富穠企

業有限公司退回 AGR大腸頭、楓葉肝連

進行稽查 

本局確認數量封存。 

5/17 針對力勤提供之下游業者-力勤農產有

限公司販售予富產食品行進行稽查 

本局確認數量封存。 

5/17 針對力勤農產有限公司販售予台南上

論食品有限公司退回菊花肉進行稽查 

經本局、食藥署及台南市政府衛

生局查明案內產品未逾期，已函

知業者產品無逾期。 

5/19 針對力勤農產有限公司販售予新北冠

軍冷凍食品公司小腸頭遭 5/19 退回、

及富產食品行 5/18 退回 AGR 大腸頭產

品進行稽查 

1. 新北冠軍冷凍食品小腸頭：

經本局查明案內產品未逾期 

2. 富產食品行退回 AGR 大腸

頭：確認數量並封存。 

5/26 鼎峯冷凍倉儲公司賣給奇崴 196T 豬前

腳之事稽查力勤農產有限公司、兆基冷

凍有限公司案稽查 

1. 經本局稽查奇崴食品有限公

司（負責人為力勤負責人之

妻）105 年 7 月 6 日已變更

為兆基冷凍有限公司（負責

人同力勤負責人梁俊仁），原

奇崴食品有限公司已註銷。 

2. 經本局查明，鼎峯冷凍未隨

之變更，仍以「奇崴食品有限

公司」為抬頭開立出貨單。 

5/26 確認並盤點經本局封存在案之逾期產

品品項（冷凍去骨豬肉、冷凍豬腸、冷

凍雞腿、史密斯大腸頭、AGR 大腸頭）

與數量 

確認無誤。 

6/14 針對本案產品貯存之冷凍庫再次稽查 

1. 富琨冷凍倉儲股份有限公司（南屯

區工業區 20路 39-1號） 

2. 達駿冷凍公司（西屯區工業區 8 路

6號） 

經現場查核，2家均未查獲力勤

公司逾期產品，另 1家無存放力

勤之產品，餘未查獲違規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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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稽查事由內容 當日稽查結果 

3. 建利冷凍廠（烏日區慶光路 98號）

進行稽查行稽查 

7/18 本局於 106 年 7 月 18 日派案前往兆基

冷凍有限公司辦公室及冷凍倉儲抽驗

於 106年 3-5月輸入之冷凍豬腳，稽查

有無庫存品。 

確認已無庫存。 

8/21 確認並盤點經本局封存在案之逾期產

品與數量。 

確認無誤。 

10/2 針對本案關聯三址進行稽查： 

1. 力勤農產有限公司（北屯區同榮路 

253巷 8號 2樓 

2. 兆基冷凍有限公司（北屯區同榮路 

253巷 8號 2樓） 

3. 兆烽企業有限公司（北屯區同榮路 

253巷 8號） 

經現場查核，力勤農產有限公

司、兆基冷凍有限公司及兆烽企

業有限公司產品標示尚符合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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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食安精進措施 

歷經力勤食安事件，本局參考本市食安139政策，結合中央食安五環之

｢源頭管理｣及｢加強懲處黑心廠商｣，提出以｢系統性強化業者自主管理

責任｣、｢召開專家會議研商食品有效日期訂定之管理｣、｢強化冷凍倉

儲業者管理｣、｢持續落實後市場監測機制｣等改革方案，透過跨局處、

跨領域協力治理，以期精進本市食安綜效。 

一、 系統性強化業者自主管理責任，建置逾期食品藥物通報網 

(一)與業者對談，瞭解業界困境並提出解決方法 

因冷凍肉品逾期案件頻傳，凸顯業者管理不當現象的存

在，本局特與本市業者及相關公協會進行意見交流，建立良好

溝通平台，今(106)年度6月8日邀集水產品、肉品業者及8月9

日黃豆製品產業，召開食品業者自主管理研商會議，期透過座

談說明會方式，進行產業風險溝通及食品衛生管理政策之意見

交流，理解業者面臨困境，以詢求適當之管理策略，以達政府

管理、業者施行、消費者滿意之三贏之局面。 

表 6辦理食品業者座談會一覽表 

時間 會議名稱 會議決議 

106年6月8日 食品業者自主

管理研商會議 

1. 包括建立上游輸入商販售食

品需提供「輸入食品許可通

知」給下游業者確認購入產品

的有效期限。 

2. 食品業需確定產品無逾期才

能流通販售，原物料及廢棄品

分區存放管理並標示清楚。 

3. 業者銷毀逾期食品需留存完

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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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會議名稱 會議決議 

106年8月9日 黃豆製品產業

提升座談會 

1.業者稽查分級： 

業者予以分級，合理分配稽查能

量，就沒有登錄之業者會加強衛

生安全品質要求，就稽查紀錄良

好之業者減低稽查頻率。 

2.黃豆製品全登錄： 

請業者共同推動同業完成登錄，

整體提升本市黃豆製品產業形

象。 

3.杜絕使用非法添加物 

以合法食品添加物替代。 

4.消費者教育 

教育消費者，應認明黃豆製品有

無冰藏或熱藏貯存，選購豆腐等

黃豆產品。 

 

   (二)建置逾期食品藥物通報網頁，便利業者即時通報不合格產品 

為協助業者落實自主管理，本局於106年6月8日辦理「食

品業者自主管理研商會議」，會議中達成多項共識，包括建立

上游輸入商販售食品需提供「輸入食品許可通知」給下游業者

確認購入產品的有效期限、食品業需確定產品無逾期才能流通

販售，原物料及廢棄品分區存放管理並標示清楚、業者銷毀逾

期食品需留存完整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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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局在會議中加強輔導業者應建立業者自主下架

回收通報機制，確保民眾飲食安全，前於 106年 5月 24日函

請業者於採購原物料、半成品及成品時，落實驗收機制，符

合允收標準始得入庫，如發現有逾期產品，請立即下架回

收，退回上游廠商並於 24小時內填報「臺中市食品業者自主

下架回收通報單」並傳真至本局。 

通報單內容包括違規產品來源廠商、規格、數量及有效

日期等資訊，協助食品業者落實自主管理。 

圖 1臺中市食品業者自主下架回收通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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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通報作業更快速便捷，建立一套食品業者自主下架

回收通報作業系統「逾期食品藥物通報系統」，透過線上申

請帳號，經審核中帳號通過後，即可進行線上逾期食品通

報。 

圖 2「逾期食品藥物通報系統」頁面 

 

圖 3線上通報填表畫面 



14 
 

線上逾期食品通報系統，提供業者更加多元與便捷之逾

期食品通報管道，期使加強業者管理之量能，達到「食在安心

健康」，以維護國人之消費與健康權益。 

 

二、 召開專家會議研商有效日期之管理 

除業者應落實自主管理責任施行先進先出，也應了解自

身產品如何訂定效期。食品藥物管理署102年公布之「市售包

裝食品有效日期評估指引」說明，食品製造業者有責任自行評

估，或委由相關食品專家執行有效日期訂定評估計畫，有效日

期訂定之原則，應以客觀之指標評估，包含「物理試驗」、

「化學試驗」、「微生物試驗」等，可以數值化的指標，評估

流程應經過嚴謹之步驟(如下圖)。 

圖 4「市售包裝食品有效日期評估指引」建議訂定有效日期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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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局於稽查時發現業者對於效期之訂定欠缺相關知

能，未能落實執行，為確保民眾飲食安全，爰於106年9月5日

下午假本局2-2會議室辦理「冷凍肉品、水產品業者之有效日

期訂定與管理」專家學者會議共同研商。本次會議產官學代表

建議事項包含： 

(一) 先從單一類別及特定包裝之產品開始推動，如「完整包

裝之生鮮肉品」。 

(二) 有效日期之評估及訂定需考量之變因多，應由業者個別

負起自主管理之責，不宜由衛生單位制定。 

(三) 衛生單位扮演角色應為利用末端查核、抽驗等把關機

制，佐以業者訂定之效期評估文件，確認產品儲存條件

與效期合理性，確保市售食品於效期內之安全。 

圖 5「冷凍肉品、水產品業者之有效日期訂定與管理」會議 

囿於食品樣態多樣，且食品之有效日期會受到所使用之

原料、製造過程、運輸、儲存及販售環境等因素影像，宜由業

者依據該指引自行制訂。本局將以「強化業者專業知能」、

「實地查核輔導」、「產品抽驗」等方向加強業者落實效期評

估合理性： 

(一) 強化業者專業知能：舉辦衛生講習或印製宣導單張等方

式強化業者專業知能。 

(二) 實地查核輔導：查核製程環境衛生、人員衛生、儲存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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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管理有無符合並落實「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GHP)。 

(三) 產品抽驗：利用末端抽驗確保市售食品於效期內之安全

衛生。 

 

三、 強化凍庫倉儲業者管理 

因台灣終年高溫多濕，為避免食物變質、營養價值降低及

減少損耗，儲存環境之控管為食品衛生安全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針對冷凍庫管理除定期除霜、維持冷凍庫內環境清潔外，應設

置溫度指示器，並設置自動記錄器或定時紀錄，以確保冷凍庫

內食品溫度保持攝氏-18度以下。 

本局針對冷凍製造、輸入、貯存、運送等相關業者進行輔

導查核，有關冷凍庫內環境清潔與溫度控管已有顯著改善，惟

部分業者未能落實食品先進先出之管理原則，經本局查獲貯存

逾期冷凍食品之違規案件，此項缺失常見於輸入業者，由於輸

入產品數量龐大及品項繁多並分散儲存於不同冷凍庫中，若無

相對應之管理措施，則難以確實掌握冷凍庫內產品品項、數量、

保存期限等資訊。 

為避免相關案件持續發生，本局針對相關業者規劃「加強

源頭管理」、「實地輔導查核」、「強化法規教育」三大方向改善

精進目標，以維護民眾權益及食品衛生安全。 

(一) 加強源頭管理 

冷凍食品若經製造加工流入食品鏈，將不易追查，故本局

採取源頭管理方式，透過本府經發局所提供冷凍倉儲資料加強

查核，藉由源頭管理，監督業者，達到自主管理之目的。 

(二) 實地輔導查核 

本局辦理「冷凍倉儲暨物流業稽查專案」，共計查核 14 家

業者；查核項目包含冷凍倉儲是否存放逾期食品及有無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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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GHP)等。稽查結果：其中 3 家業

者不符合 GHP 規範，已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且複查完竣；其他

稽查項目之稽查結果尚與規定相符。 

(三) 強化法規教育 

1. 106 年 8 月 31 日函請冷凍倉儲暨物流業者，遵循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第 7 條第 5 項、第 8 條第 1 項及第 15 條規定。 

2. 「逾期食品藥物通報系統」已建置完成，並函令業者依食安法

第 7 條第 5 項規定，落實通報責任。 

3. 未來將規劃相關講習或教育訓練，加強業者落實自主管理觀念，

以維護自身之商譽及民眾之食品衛生安全。 

圖 6透過 3面向努力強化冷凍倉儲及物流業自主管理 

    為確實落實食安 5環政策，首重源頭控管並配合加強稽

查，輔導倉儲業者建立租賃者詳細資料、儲放食品類別及產

品之效期。嚴格管制並落實先進先出之原則，以及確實執行

逾期食品的通報，避免逾期廢棄物流入食品鏈，以提升產業

食品安全認知。 

本局另將加強冷凍倉儲與回收及廢棄物管理，鼓勵強化各

冷凍倉儲業者之自主管理，本局並將適時表揚優良廠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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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另針對違規業者亦將嚴懲重罰、加重刑責、公布違規業

者、提高檢舉獎金、鼓勵民眾檢舉等，達到全面強化對逾期及

劣質食品的管理、查緝與處分。 

 

四、 持續落實後市場監測機制 

(一) 中央邊境管理 

食藥署係依據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執行查驗，

依據前開辦法，一般抽批查驗率為2-10%。倘產品經檢驗不合

格，即責令業者將該批產品辦理退運或銷毀，並針對該業者

嗣後輸入同產地、同號列之肉品提高查驗機率，最高提高至

100%逐批查驗。 

另統計105年度邊境輸入豬肉計3,316批，檢驗142批(檢

驗率4.28%)，檢驗結果均符合規定；輸入豬雜碎計862批，檢

驗38批(檢驗率4.41%)，檢驗結果均符合規定。 

另查邊境報驗資料，力勤農產有限公司自100年起輸入豬

肉計224批，檢驗15批(檢驗率6.70%)，檢驗不合格1批(檢驗

不合格率6.67%)；輸入豬雜碎計112批，檢驗7批(檢驗率

6.25%)，檢驗不合格3批(檢驗不合格率42.86%)。 

奇崴食品有限公司(現更名為「兆基冷凍有限公司」)自

100年起輸入豬肉計302批，檢驗26批(檢驗率8.61%)，檢驗不

合格1批(檢驗不合格率3.85%)；輸入豬雜碎計135批，檢驗11

批(檢驗率8.15%)，檢驗不合格1批(檢驗不合格率9.09%)。 

有鑒於此案，衛生局已主動函文食藥署建請中央加強力

勤等相關公司邊境抽驗，本局並配合後續追蹤稽查，而對力

勤、兆基、兆烽等相關公司已列入定期加強稽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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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合格產品資訊 

編

號 
產品 業者 受理日期 發布日期 產地 不合格原因 

現行查驗

方式 

後續處

理情形 

1 冷凍豬腳 
兆基冷凍

有限公司 
106/05/24  106/06/28 美國 

檢出 Ractopamine 

0.005 ppm  

加強抽批

查驗 

退運銷

毀 

2 

豬肉 

（冷凍去

骨之豬後

腿肉、肩

胛肉、腰

內肉、大

里脊及其

切割肉） 

力勤農產

品有限公

司 

102/06/10 102/07/09  加拿大 
檢出 Ractopamine 

0.5 ppb  

一般抽批

查驗 

退銷運

毀 

3 

豬雜碎 

（冷凍豬

腳） 

力勤農產

品有限公

司 

101/10/16 101/11/07 美國 
檢出 Ractopamine 

1.3 ppb  
逐批查驗 

退銷運

毀 

4 

豬雜碎 

（冷凍豬

腳） 

力勤農產

品有限公

司 

101/10/16 101/11/07 美國 
檢出 Ractopamine 

0.8 ppb  
逐批查驗 

退銷運

毀 

5 

豬雜碎 

（冷凍豬

腳） 

奇崴食品

有限公司 

（現更名

「兆基冷

凍有限公

司」） 

101/09/25 101/10/25 美國 
檢出 Ractopamine 

2.2ug/kg  

加強抽批

查驗 

退銷運

毀 

6 

豬雜碎 

（冷凍豬

腳） 

力勤農產

品有限公

司 

101/05/04 101/06/06 美國 
檢出 Ractopamine 

8.5ug/kg  
逐批查驗 

退銷運

毀 

7 

豬肉 

（冷凍帶

骨豬腹

肉） 

奇崴食品

有限公司 

（現更名

「兆基冷

凍有限公

司」） 

100/09/13 100/10/04 美國 
檢出 Ractopamine 

3.94 ppb  

加強抽批

查驗 

退銷運

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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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市場抽驗： 

輸入食品除由食藥署在邊境把關外，衛生局平日亦加強

市面端肉品抽驗，檢驗動物用藥、乙型受體素(俗稱瘦肉精)

等。經統計105年度抽驗畜肉品29件、家禽肉品件4件及水產

品15件，共48件；抽驗結果除家禽肉品1件不合格外，餘均符

合規定。106年度(截至8月底止)抽驗畜肉品101件、家禽肉品

件33件及水產品35件，共169件；抽驗結果餘均符合規定。 

 

(三) 節慶專案抽驗： 

105年配合節慶(如端午、中元及中秋節等)專案，抽驗畜

肉品16件、家禽肉品件62件，共78件；抽驗結果餘均符合規

定。106年配合節慶(如端午、中元及中秋節等)專案，抽驗畜

肉品68件、家禽肉品件52件及水產品40件，共160件；抽驗結

果除家禽肉品1件不合格外，餘均符合規定。 

今年度截至8月底止，市售肉品總抽驗件數(後市場加上

節慶專案)已較105年度增加2.6倍，不合格率從0.79%降至

0.3%。 

 

 

 



21 
 

圖 7  105及 106年市售肉品抽驗件數比較 

 

表 8 105及 106年市售肉品抽驗件數不合格情形 

 

總抽驗件數 不合格件數 不合格率

105年度 126 1 0.79%

106年度

(8月底止)
329 1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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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為讓民眾「吃得安心又安全」，建立從農場到餐桌的安全體系，

市府團隊在食安政策提出「食安139 臺中向前走」的目標，期盼讓政

府、業者與民眾三方共同捍衛食安，形成本市食藥安全防護網，達到

「政府有能、業者有品、民眾有責」。 

意即推動「風險管理、分級認證、檢驗CSI」之政府有能措施、落

實「自主管理、非登不可、產學聯盟」之業者有品行動及強化「食安

教育、吹哨檢舉、資訊公開」讓民眾有責之作為。 

今年更以「食安139」政策穩固的根基，積極配合中央「食安五

環」政策，執行「源頭控管、重建生產管理、提高查驗能力、加重生

產者及廠商責任、全民監督食安」五面向改革，因應食安問題。另本

市於106年10月5日經中央公佈再次榮獲｢106年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

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第一階段高額獎勵金新臺幣2千3百萬元整。 

為發揮更大的行政組織效能，明年1月1日本市將率先成立「食品

藥物安全處」作為專責機關，可望成為全國第一個成立食品藥物安全

處的地方政府。 

市府團隊期盼站在市民的立場，以行動的政府、積極的態度，打

造一個食安模範城市。 

圖 8食品藥物安全處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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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力勤事件大事紀    

日期 內容 

4/26-27 
接獲檢舉販售逾期食品，經本局查獲遭割除標籤效期之冷凍

豬腸及「冷凍雞腿」、冷凍去骨豬肉未標示有效日期。 

5/5 

1. 經比對相關資料，確認逾期產品為「冷凍雞腿」及「冷凍

豬腸」，共計裁處新臺幣 600萬元整。 

2. 將調查事證整卷第一次移送臺中地檢署偵辦 

5/6 
召開記者會說明並重申本府堅決捍衛食安，對於不肖業者

除處以重罰外，並移送臺中地檢署偵辦，追究刑事責任 

5/8 
經綜整檢舉人提供照片、影片，第二次移請臺中地檢署

併案偵辦 

5/16 

1.循出貨單展開跨縣市追查下游業者，依據相關縣市衛

生局回報稽查結果，裁處新臺幣 600萬元整 

2.第三次移送台中地檢署併案偵辦 

5/18 針對逾期產品，函請業者提具銷毀計畫書 

5/31 本局再次函請業者提具逾期產品銷毀計畫書 

6/22 針對逾期產品未提銷毀計畫書，本局予以裁處 

8/16-17 訴願委員會駁回力勤公司訴願理由，本局另為適法處分 

9/7 邀請專家學者召開研商會議，另為適法處分 

9/13 
臺中地檢署來函「被告力勤農產有限公司等涉犯詐欺、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等案，經查無具體犯罪事證，已予結案」。 

9/25 辦理力勤公司逾期肉品監督銷毀事宜。 

10/5 
分別於 106 年 10 月 5 日以中市衛食藥字第 1060082760 號

函暨 1060083085號函重開裁處計 1032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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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力勤農產有限公司相關企業列表 

公司名稱 設立時間 負責人 地址 備註 

奇崴食品

有限公司 

92.4.22 王雅倫 

（梁俊仁之

妻） 

台中市西屯區漢

成六街 38號 1

樓 

105年 7月 6

日已變更為

兆基冷凍有

限公司 

兆基冷凍

有限公司 

105.7.6 梁俊仁 台中市北屯區同

榮里同榮路 253

巷 8號 2樓 

 

力勤農產

有限公司 

93.3.18 梁俊仁 同上  

兆烽企業

有限公司 

88.11.11 梁俊仁 同上  

兆強行 105.4.1 

（設立） 

106.6.3 

（歇業） 

梁俊仁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