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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函
機關地址：11561 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61-2號
傳
真：(02)2653-1062
聯絡人及電話：林詩涵(02)2787-7322
電子郵件信箱：lydialin1109@fda.gov.tw

（郵遞區號）
（地址）

受文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4月1日
發文字號：FDA食字第109130089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產品資料表

主旨：有關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而致經公告輸入食品應檢附
之證明文件延遲抵達事之暫行措施乙事，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及第
4款辦理。
二、經公告輸入食品應檢附證明文件者，應以正本為原則，
惟如確因疫情因素，無法於申請食品輸入查驗時及時提
供證明文件正本，得於「產品資料表」及本署邊境查驗
自動化管理資訊系統之「檢附文件及其他申報資訊」欄
位，依檢附文件性質選取「檢附文件類別」，並勾選
「其他」欄位，並且於其後填寫未附正本之理由及敘明
正本後補(範例如附件)，經本署食品輸入查驗合格後，

――――――――――

核發輸入許可通知。
三、本暫行措施自109年4月1 日 起 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止 (進 口
日)，本署得視疫情發展而修改、提前或延後。
四、採暫行措施者，應依說明二補送正本文件，未補交者，
將以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0條，涉及同法第47條
申報不實，逐案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
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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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業同業公會、桃園縣烹飪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餐飲業職業工會、台灣區玉米
類製品工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大高雄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國際生命科學
會、臺北市香港商業協會、德國工商總會駐台商會、馬來西亞商業及工業協
會、高雄市美國商會、台中市美國商會、台北市英僑商務協會、台北市瑞典商
會、台灣以色列商業文化促進會、台灣加拿大商會、台灣食品技師協會、宜蘭
縣餐飲職業工會、中華民國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新竹縣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新竹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嘉義縣糕餅商業同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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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嘉義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臺南市直轄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糕餅
商業同業公會、台東縣糕餅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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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暨孕嬰童用品工業同業公會、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陸軍後勤指揮部副
食供應中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乳業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無添加餐飲食品
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牛樟芝產業協會、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
會、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食品安全
推廣協會、台北市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工會、台灣冷凍肉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
保健食品學會、台灣食品保護協會、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台灣食品產業發
展協會、台灣食品發展協會、台灣胺基酸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大麥製品工業
同業公會、台灣區冷凍蔬果工業同業工會、台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蜜餞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麵粉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釀造食品工業同業公
會、台灣營養食品協會、台灣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
公會、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臺灣烘焙油脂工業同業公會、台灣
區糖菓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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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會、台北市日本工商會、法國工商會、歐洲在台商務協會、新北市進出
口商業同業公會、台灣特殊營養食品協會、宜蘭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
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中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台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進出口
商業同業公會、高雄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新
竹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新竹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進出口商業同
業公會、南投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進
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嘉義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屏東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植物油
製煉工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禽肉行銷發展協會、
基隆市烹飪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烹飪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烹飪商業同業公
會、高雄巿烹飪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烹飪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烹飪商業同
業公會、台中市烹飪商業同業公會、金門縣飲食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烹飪商
業同業公會、屏東縣烹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日式料理發展協會、桃園縣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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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新北市烹飪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飼料工業同業公會、台東縣進出口商業同業
公會、台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觀光商業同業公會、臺東縣烹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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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工會、臺東縣餐飲業職業工會、雲林縣餐飲業職業工會、台中市餐飲業職業
工會、新竹縣餐飲業職業工會、花蓮縣餐飲業職業工會、苗栗縣餐飲業職業工
會、大高雄餐飲業職業工會、澎湖縣餐飲業職業工會、中華民國食油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家畜肉類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省豆腐商
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灣省食油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灣省製麵商業同業公
會聯合會、台灣省醬類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灣省雜糧商業同業公會聯合
會、台灣區冷凍蔬果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製
冰冷凍冷藏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米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有機
與自然食品協會、台灣素食推廣協會、中華民國營養食品協會、社團法人台灣
連鎖加盟促進協會、台灣省冰果飲品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中華民國西藥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劑生公會全國聯合會、嘉義市餐飲業職業工
會、南投縣餐飲業職業工會、台北巿美國商會、台灣省蔬菜商業同業公會聯合
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養雞協會、台灣優良蛋品發展協會、中華民國酪農協
會、中華民國養羊協會、中華民國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中市糕餅
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巿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台灣省糕餅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苗栗縣糕餅商業同業公會、桃園縣糕餅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糕餅商業同業公
會、雲林縣糕餅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彰化縣糕餅商業同
業公會、台灣區紅糖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澳洲紐西蘭商會、基隆市糕餅商業
同業公會、宜蘭縣糕餅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冷凍
水產工業同業公會、財政部關務署、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財團法
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高雄市
餐飲業職業工會、基隆市報驗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新北市餐飲業職業工會、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臺北市餐
飲業職業工會、台灣省商業會、內政部、財政部、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財政
部關務署臺中關、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法務部、經濟部、經濟部工業局、經
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衛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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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部疾病管制署、澎湖縣政府衛生局、連江縣衛生福利局、基隆市衛生局、高
雄市政府衛生局、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臺東縣衛生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彰
化縣衛生局、嘉義縣衛生局、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新竹市
衛生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雲林縣衛生局、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苗栗縣政府
衛生局、屏東縣政府衛生局、南投縣政府衛生局、金門縣衛生局、花蓮縣衛生
局、宜蘭縣政府衛生局、財團法人台灣食品產業策進會、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
展研究所、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
總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區乳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優良食品
發展協會、中華貨物通關自動化協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報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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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工會、基隆市餐飲業職業工會、嘉義縣餐飲業職業工會、彰化縣餐飲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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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同業公會、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台
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餐飲業工會全國聯合會、財團法人中央
畜產會、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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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食品及相關產品資料表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Information Form for Foods and Related Products
申請書號碼：
Application No

貨物名稱(品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內容物(成分及食品添加物)
Ingredients and Food Additives

製造日期：
Manufactured date

製造批號：
Manufactured lot number

國內負責廠商：(同報驗義務人者，本欄得免填)
Local manufacturer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ephone number
包裝方式 Type of packages：

□散裝 In bulk □袋裝 Bags □罐裝 Cans □瓶裝 Bottles □盒裝 Boxes □桶裝 Bucket
□其他 Other
包裝材料 Packing material：
□紙類 Paper □玻璃 Glass □陶瓷器 ceramic □施琺瑯 enamel □塑膠 plastic □鐵容器 Iron
□鋁容器 Aluminium □鋁箔包 Tetra Pak □其他 Other
產品種類 Type of goods：
□低酸性罐頭 Low Acid Canned □酸化罐頭 Acidified Canned □其他 Other
產品殺菌值 Standard sterilization value (Fo) of goods：
最終產品 pH 值 The finished equilibrium pH value of goods：
檢附文件及其他申報資訊 Attached papers and declaration：
□衛生福利部或食品藥物管理署許可文件 MOHW or TFDA permit document
□輸出國衛生證明 The original document of the product sanitary certificate from exported countries
□輸出國檢疫證明書 The photocopy of the quarantine certificate from exported countries
□輸出國輸臺證明書 The certificate for export to Taiwan
□輸出國認可試驗室檢驗報告 The original document of the test report from authorized laboratories of
exported countries

□食品業登錄字號 Food industry login code：
□產品登錄碼 Product login code：
□其他 Other：經公告輸入食品應檢附證明文件者，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因素，
證明文件正本延遲抵達，先行提送證明文件影本或掃描檔，正本將後續補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