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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食品安定性試驗之審查重點與考量 

廖姿雅1
 

前言 

健康食品乃「健康食品管理法」中所指具有保健功效，並標示或廣告其具該功效之

食品。其中，保健功效係指增進民眾健康、減少疾病危害風險，且具有實質科學證據之

功效，非屬治療、矯正人類疾病之醫療效能，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健康食品之安定性試驗乃在研究產品品質及標示之保健功效成分/品管指標成分，受

到環境因素如溫度、濕度及光線等影響隨時間變化之趨勢，據以確認或推估有效期限 

(expiry date/shelf-life)，以確保產品在有效期限內仍具有其宣稱之功效與良好之品質。 

為確保健康食品於有效期限內仍具有其宣稱之功效與品質之一致性，應於原材料、

製程中及成品之品質進行管控，並執行成品之安定性試驗。以下就健康食品之原材料品

質管制、製程中品質管制、成品品質管制及安定性試驗資料，分別敘述申請健康食品查

驗登記時，所須提供之資料及審查重點與考量。 

 

原材料之品質管制 

依據「健康食品工廠良好作業規範」，原材料係指原料與包裝材料。其中，原料為

成品可食部分之構成材料，包括主原料、副原料及食品添加物。食品添加物係指食品在

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等過程中，用以著色、調味、防腐、漂白、乳化、

增加香味、安定品質、促進發酵、增加稠度、增加營養、防止氧化或其它用途而添加或

接觸於食品之物質。內包裝材料係指與食品直接接觸之食品容器如瓶、罐、盒、袋等，

及直接包裹或覆蓋食品之包裝材料，如箔、膜、紙、蠟紙等。 

原材料之品質管制，應詳訂原料及包裝材料之品質規格、檢驗項目、驗收標準、抽

樣計畫及檢驗方法等，並確實實行。所有原料應檢送供貨來源、供貨規格及廠方驗收規

格；除上述文件外，如產品具空膠囊者，另應提供該空膠囊配方；若為微生物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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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應提供購菌來源及菌種鑑定報告；若產品含可供食品用之中藥材產品，另應提供基原

鑑定報告。如功效原料係外購者，應檢送供貨來源、供貨規格、檢驗報告、該原料之簡

略製程、合法工廠文件影本及廠方驗收規格。 

原料有農藥、重金屬或其他毒素等污染之虞時，應確認其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後方

可使用，並應提供相關之檢驗規格、分析方法與檢驗報告。功效原料之製程若使用有機

溶劑 (如乙醇等)，應於原料檢驗規格中管控，並提供檢驗結果。若膠囊或其他添加物含

動物來源之物質，應提供無牛海綿狀腦病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 風險

之證明。可供食品用之中藥材原料檢驗規格，可參考“台灣中藥典”訂定規格，並提供檢

驗結果。 

食品添加物應檢送供貨來源、供貨規格、廠方驗收規格及食品添加物許可證影本。

食品添加物之使用應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規定。 

內包裝材料應定期由供應商提供安全衛生之檢驗報告，供應商或規格改變時，應重

新由供應商提供檢驗報告。內包裝材料可依據「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訂定規格，

並提供檢驗結果。 

 

製程中之品質管制 

產品製程概要須由健康食品之製造廠出具，其中，應包括原料調理、加工流程及加

工條件等，且應標示產品之所有原料與其加入之時序。若產品製程具萃取者，應說明萃

取方法及其溶劑；若產品製程含濃縮者，應說明濃縮之倍數。 

製造產品時應嚴密管控製程之物理條件，如時間、溫度、水活性、pH、壓力、流速

等因子，且可於產品製程中尋找重要管制點，並訂定檢驗項目、檢驗標準、抽樣及檢驗

方法等，以確保產品品質。用於消滅或防止有害微生物之方法，如殺菌、照射、低溫消

毒、冷凍、冷藏、控制 pH 或水活性等，應適當且足以防止食品在製造及儲運過程中劣

化。加工中與產品直接接觸之冰塊，其用水應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並在衛生條件下製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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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之品質管制 

依據「健康食品工廠良好作業規範」，成品係指經過完整的製造過程並包裝標示完

成之產品。成品之品質管制，應詳訂成品之品質規格、檢驗項目、檢驗標準、抽樣及檢

驗方法。檢驗項目應包含一般性狀、保健功效成分/品管指標成分之含量、微生物限量及

成品型態特點建立之檢測項目。例如產品型態為膠囊及錠劑者，檢驗項目應包含崩散性

試驗。成品之製程若使用有機溶劑 (如乙醇等)，應於成品之製程中或檢驗規格中管控，

並提供檢驗結果。若產品經濃縮之製程，則應於產品檢驗規格中管控原料殘留之農藥、

重金屬或其他毒素等污染物。一般而言，保健功效成分/品管指標成分之含量可接受的規

格為標示值±20%以內。 

保健功效成分鑑定報告應提供三批工廠生產線所製之產品結果報告，且報告日期應

在三年內。其中，鑑定報告應包含保健功效成分之定性及定量試驗結果。其鑑定方法應

具專一性，且應檢附確效等相關資料。經審查通過，但保健功效詳確成分未明者，其相

關保健功效成分標示，原則得以品管指標成分替代。 

應提供三批產品衛生檢驗規格、分析方法及檢驗報告，且報告日期宜在三年內。報

告內容應符合健康食品衛生標準規定，具一般性狀、一般衛生指標菌、病原菌、重金屬

及砷限量。成品應符合健康食品有關之衛生標準，並不得含有其他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

或異物。此外，若成品之特性具食品衛生標準規定者，另應符合該標準，如一般食品衛

生標準、飲料類衛生標準、藻類食品衛生標準、乳品類衛生標準等。 

 

安定性試驗資料 

依據健康食品查驗登記審查原則，安定性試驗資料包含計畫書與結果報告。其中，

安定性試驗計畫書應包含產品基本資料 (如產品名稱、型態、批號、批量、製造日期及

包裝容器等)、試驗條件、試驗間隔、預定之有效期限與儲存溫度、測試項目、分析方

法及驗收標準。安定性試驗報告為審核產品有效期限之依據，應提供三批工廠生產線所

製之產品的安定性試驗結果及結論，此報告日期應在三年內，且應經執行人與核准人簽

名。 

安定性試驗之測試項目與其驗收標準應根據該產品之物化特性、型態特點及其保健

功效成分/品管指標成分等擬訂。一般而言，測試項目可分為物理、化學、生物、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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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劑/抗氧化劑等，所選擇之測試項目應根據該產品於儲存期間對其品質、安全性或功

效性可能具影響性之項目。例如產品型態為膠囊及錠劑者，檢驗項目應包含崩散性試驗。

原則上，保健功效成分/品管指標成分之含量可接受的規格為標示值±20%以內。 

執行產品之安定性試驗時，其產品之內包裝材料應與上市產品相同。若產品使用不

同內包裝材料時，則每種包裝材質之產品均須進行安定性試驗。試驗間隔應能充分地掌

握產品品質之安定性。在實施安定性試驗以前，應先建立合適之具安定性指標的分析方

法，且此分析方法應經確效。 

原則上，產品執行安定性試驗時，應以所有變因進行試驗設計與檢測，此變因包括

保健功效成分/品管指標成分之含量不同或包裝量不同等。若有適當之科學依據時，可採

用部分變因設計試驗，如矩陣設計 (matrixing design) 或籃狀設計 (bracketing design)。

若僅採用部分變因進行試驗，衛生主管機關可視個案情況，縮短其宣稱之有效期限。 

基本上，安定性試驗以長期試驗為主，加速試驗為輔，並依產品特性佐以中間試驗、

開罐試驗、偏離試驗等，以確保該產品在有效期限內之安定性。長期試驗若目的為標示

產品有效期限與建議儲存溫度時，應依建議儲存條件進行安定性試驗。加速試驗為使用

較嚴苛的試驗條件，加速產品之物化特性產生變化，加速試驗資料可用於評估長期試驗

之變化，並可評估產品於短時間偏離標示之儲存條件時(如運銷過程)產生的影響。中間

試驗非屬必要之試驗類型，但當加速試驗結果產生顯著變化，或以試驗結果推估有效期

限時，無法支持宣稱之有效期限，得以選擇介於長期試驗與加速試驗間之儲存條件進行

中間試驗。其中，顯著變化定義為： 

1. 保健功效成分/品管指標成分的含量與初期值差異超過±10%；或用生物學或免疫學

試驗方法之結果不符合其規格； 

2. 外觀、物理性和功能試驗 (如：顏色、相分離、再懸浮性、結塊性、硬度、崩散度) 

不符合其規格； 

3. 酸鹼度不符合其規格； 

4. 降解產物不符合其規格。 

若產品為多次使用 (包裝開封後須在特定時間內食用完畢) 者，則應使用至少一批

產品進行開罐試驗加以確認。開罐試驗之試驗條件應與標示之開罐儲存條件相同，並以

最大包裝依建議攝取量進行開罐次數模擬。開罐試驗之測試項目與其驗收標準應根據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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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之物化特性、型態特點及其保健功效成分/品管指標成分擬訂。一般而言，開罐試驗

與長期安定性試驗之測試項目及其驗收標準應相同。原則上，錠劑與膠囊可不執行開罐

性試驗；但若有其他特殊考量時，則應執行開罐性試驗，以確保產品之品質。若為暸解

產品於運銷時，短時間偏離標示之儲存條件所造成的影響，應使用至少一批產品進行運

銷之偏離模擬試驗。試驗時間的長短應考量模擬偏離狀態時之最大值。偏離試驗之測試

項目與其驗收標準應根據該產品之物化特性、型態特點及其保健功效成分/品管指標成分

擬訂。一般而言，測試項目及其驗收標準應與長期安定性試驗相同。 

若以外推法暫定產品之有效期限時，則將依提供之安定性試驗資料的適當性而定，

詳見附件一與附件二。若產品為冷凍存放者，則不可使用有效期限外推。於合併不同批

次之長期安定性試驗結果前，應先進行統計分析 (如：ANCOVA)，以確認不同批次之

迴歸線是否有共同的斜率與Y軸截距。由於安定性試驗數據之樣本數有限，顯著水準 (p

值) 採用0.25。若經檢定各批次之斜率與截距無顯著的差異 (即p值大於0.25)，則可合併

不同批次之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並推定有效期限。若各批次之斜率與截距存在顯著的差

異 (即p值小於0.25)，則須對各批次之數據個別進行統計分析，且產品之有效期限乃為

各批次所推定之最小有效期限。有效期限之外推應根據長期安定性試驗結果，長期安定

性試驗結果之數據隨時間遞減 (或遞增)，若數據隨時間遞減，則有效期限即為單尾95%

信賴區間 (one-sided 95 percent confidence limit) 下限與允收標準 (acceptance criteria) 

下限相交的時間點；若數據隨時間遞增，則有效期限即為95%上限單尾信賴區間與允收

標準上限相交的時間點。 

原則上，產品的有效期限應根據長期安定性試驗結果而訂定。若申請查驗登記時，

提供之安定性試驗結果未達預定的有效期限，則應持續執行安定性試驗至預定之有效期

限。 

 

其他考量 

標籤上之儲存溫度應量化，且應避免標示為常溫或室溫，其儲存溫度之標示可依據

長期安定性試驗之條件。若有短期溫度、濕度偏離的安定性試驗支持，產品可適當地標

示儲存溫度之範圍。必要時可標明特別之儲存規定。 

若產品為多次使用 (包裝開封後須在特定時間內食用完畢) 者，應檢附模擬實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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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況時之安定性試驗資料，做為開封後使用期限之支持性資料，並於標籤上標示開封

後之使用期限與儲存條件。 

 

結語 

健康食品之品質與原材料、產品製程、包裝方式、儲存條件及儲存時間息息相關，

唯有適當地管控與驗證，方可製造出品質具一致性的產品，並可確認產品於有效期限內

仍具有其功效性與良好之品質。就安定性試驗之審查觀點而言，健康食品應符合健康食

品與食品相關之法規，且不得含有其他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以保障民眾之食用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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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一般儲存條件產品之有效期限推定 

加速試驗是否具顯著

變化 

中間試驗是否具顯著變

化 

長期試驗之變異或

降解程度 

加速試驗之變異或降解程

度 

統計分析資料 暫定之有效期限(月) 

加速試驗6個月內可

見變異或降解，但未

達顯著變化 

--- 長期試驗產品降解

及變異程度極小 

加速試驗產品降解及變異

程度極小 

無須檢附統計分析資料 Y=2X或X+12，取其較短者。 

加速試驗可見產品降解或

變異 

檢附長期試驗統計分析資料 Y=2X或X+12，取其較短者。 

未檢附長期試驗統計分析資料 Y=1.5X或X+6，取其較短者。 

長期試驗可見產品

降解或變異 

--- 檢附長期試驗統計分析資料 Y=2X或X+12，取其較短者。 

--- 未檢附長期試驗統計分析資料 Y=1.5X或X+6，取其較短者。 

加速試驗6個月內可

見變異或降解，且已

達顯著變化 

中間試驗無顯著變化 --- --- 檢附長期試驗統計分析資料 Y=1.5X或X+6，取其較短者。 

--- --- 未檢附長期試驗統計分析資料 Y=X+3 

中間試驗可見顯著變化 --- --- --- Y=X 

    X：長期安定性資料涵蓋期間 

    Y：暫定之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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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冷藏產品之有效期限推定 

加速試驗是否具顯著變化 長期試驗之變異或降解程度 加速試驗之變異或降解程度 統計分析資料 暫定之有效期限(月) 

加速試驗6個月內可見變異或降解，

但未達顯著變化 

長期試驗產品降解及變異程

度極小 

加速試驗產品降解及變異程度極小 無須檢附統計分析資料 
Y=1.5X或X+6，取其較

短者。 

加速試驗可見產品降解或變異 

檢附長期試驗統計分析資料 
Y=1.5X或X+6，取其較

短者。 

未檢附長期試驗統計分析資料 Y=X+3 

長期試驗可見產品降解或變

異 
--- 

檢附長期試驗統計分析資料 
Y=1.5X或X+6，取其較

短者。 

未檢附長期試驗統計分析資料 Y=X+3 

加速試驗3個月內可見變異或降解，

且已達顯著變化 
--- --- --- 

Y=X 

(可要求提供偏離試驗) 

加速試驗6個月內可見變異或降解，

且已達顯著變化 
--- --- --- Y=X 

    X：長期安定性資料涵蓋期間 

    Y：暫定之有效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