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物標準局（Food Standards Agency）  l  food.gov.uk/sfbb

安全方法：

管理食物過 
敏原的資訊
如何處理過敏原對確保食物與顧客的安全至關重要。
法律要求食品企業提供有關其供應的食品和飲料中使用的過敏原成分的準確資訊。您還需要參考並填寫
本包裝交叉污染部分的「食物過敏」頁面。2021 年，將對預包裝為直接銷售 (PPDS) 的食品的規定進行更
改，這些食品必須在包裝上貼上完整的成分標籤，並明確強調過敏原。

該做些什麼 為什麼  您怎麼做到這一點
顧客資訊 
顧客資訊顧客資訊 PPDS食物必須在包
裝上貼上完整的成分標籤，並明確強調過
敏原。
對於散裝的食物，例如在餐廳食用的食物，
您可以提供過敏原資訊：
•  採用書面形式，例如過敏原清單，寫在

菜單或黑板上
•  向客戶口頭提供資訊（必須以書面形式

驗證）
員工必須知道哪裡可以找到過敏原資訊 

（如配方表、食物標籤），並且能夠處理過
敏原資訊請求。
如果有人問一道菜是否含有某種食物，這
必須包括菜中所有的過敏原成分（以及它
們含有什麼）。 
過敏原資訊必須準確、一致和最新。

對某些食物過敏的顧客需要知道這些資
訊，以便他們能選擇安全食物，避免食物過
敏反應。 

應該有辦法檢查所提供的資訊是準確完
整的。

您在哪裡保存您所提供食物的過
敏原資訊？

 
您的員工是否知道在哪裡可以為
您提供的食物找到準確和最新的
過敏原/成分資訊？
是   否 
您是否訓練過所有員工如何處理
過敏原資訊請求？
是   否 
您多久檢查一次員工在過敏原管
理方面的訓練？
您何時會更新標籤？

對於散裝的食物，例如在餐廳食用的食物，
必須有明確的指示，讓顧客知道在哪裡獲
取過敏原資訊（如果他們需要的話）。

顧客需要這些資訊，以便他們能夠作出安
全和知情的食物選擇。
如果顧客需要過敏原資訊，應該讓您知道，
這樣您就可以幫助他們做出安全的食物
選擇。

您在哪裡展示您的指示讓顧客知
道哪裡可以找到過敏原資訊？

對於散裝的食物，例如在餐廳食用的食物，
最好在菜單上以菜的名稱或描述提供資
訊，特別是如果它們包括頁面上列出的食
物，如巧克力和杏仁片、芝麻油調味汁。烹
飪方法若有改變時，記得要更新菜單。 

這有助於對食物過敏的人發現哪些菜肴含
有某些成分。
記住，您仍然需要有關於所有過敏原成分
的資訊。

您是否在菜單上的菜名或菜品描
述中使用了詳細的資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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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做些什麼 為什麼   您怎麼做到這一點？

如果您的菜單改變了，確保您改變了食
物或飲料的過敏原成分列表，並改變了 
PPDS 食物的成分標籤。
如果您宣傳的食物是「不含過敏原」的食
物，則必須注意，不要添加過敏原，也不要
讓過敏原污染該食物。您還必須確保環境
中沒有該過敏原，並且食物沒有接觸過敏
原的風險。 
重要的是，只有在經過全面風險評估後，當
過敏原交叉污染的風險很高時，才能使用
諸如「可能含有過敏原」聲明之類的預防性
過敏原標籤。您可以透過與當地政府聯絡
或使用歐洲食品飲料網站  （第 39-49 頁）
上的指南來獲得完成風險評估的幫助。

如果您沒有列出正確的成分，那麼對食物
過敏的顧客可能會得到錯誤的資訊，並可
能會引起過敏反應。 
如果過敏原資訊或標籤表明食物「不含」過
敏原，顧客可能會認為接觸該食物沒有過
敏原的風險。即使是非常少量的過敏原也
足以引起過敏反應。

更改菜單時，您是否檢查菜肴的過
敏原含量是否已更新？ 
是   否 
您是否製作「不含過敏原」的餐食或
產品？
是   否 
您如何確保餐食或產不含過敏原？

如果您打算使用任何預防性過敏原
標籤，您是否已完成全面風險評估？
是   否 
您將風險評估保存於何處？

送貨單 
檢查送貨單，確保訂單正確，並提供標籤
資訊。

如果收到錯誤訂單或不同的訂單，食物中
就有可能含有不同的成分。

如果您收到不同的產品，該怎麼
做才能確保您的過敏原資訊是最
新的？

外賣–電話/線上訂單 
如果接受電話訂購或使用網站做廣告和/
或接受訂購，則必須在下訂單之前以及在
交付給顧客時，讓您的顧客知道所供應食
物中的過敏原。
您可以在您的網站、印刷的菜單和傳單上
張貼清晰易懂的聲明，以告知顧客在哪裡
可以獲取過敏原資訊。

這樣，對食物過敏的顧客就可以知道要訂
購的食物中有什麼，這樣他們就可以選擇
對他們食用安全的食物，以免產生過敏反
應。

您如何讓通過電話或通過網站訂
購的顧客知道所供應食物中的過
敏原：

您需要確保您的員工知道如何通過電話
和/或線上為食物過敏的顧客接單。

如果您的員工不知道如何通過電話/線上
為食物過敏的顧客下訂單，這可能會導致
向顧客提供對他們有害的食物

您的員工是否接受過有關如何通
過電話/網站為食物過敏的顧客下
訂單的訓練？   
   是   否 

您必須確保可以清楚地識別出對食物過敏
的顧客的外賣訂單。

如果有食物過敏的顧客不能很容易地確定
為他們準備了哪一餐，他們可能吃錯了一
餐而產生過敏反應。

您如何確定在交貨時為患有食物過
敏的顧客準備的餐點：

https://www.fooddrinkeurope.eu/publication/FoodDrinkEurope-launches-Guidance-on-Food-Allergen-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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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有用的工具和範本可説明您記錄菜肴中的致敏成分。 
您可以在 FSA 網站上找到此工具和其他工具

您可以使用「思考過敏反應」招貼畫來幫助員工訓
練。這個海報還有簡體中文、旁遮普語、孟加拉語和
烏爾都語版本。

使用這幅過敏食譜圖有助您紀錄所供應的食物
中含有的過敏原。員工也可以用這個圖爲顧客
提供資訊。

這些單獨的過敏原菜單可用於一次性菜肴，如「特
殊」菜肴，當配料用完或在輪班之間共用資訊。

https://www.food.gov.uk/business-guidance/allergen-guidance-for-food-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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