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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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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審查（初審）

備齊資料 送 件 案件轉至協會

初審結果
轉交

審查（複審）
複審完成

食藥署發函通知
審查結果

本 協 會申 請 廠 商

協會發文通知
申請廠商補件

副本

食 藥 署

若需將公文寄送至非公司登記之地址，
則應額外檢附切結書乙份
（切結內容應清楚列載公文欲寄送之地址）

※補件期限：
限2個月內補齊資料，
必要時得申請延期補件1個月（限乙次）！
依「食品與相關產品查驗登記及許可證管理辦法」第11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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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展延之應備資料
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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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申請展延應備資料

（一）展延申請書乙份

（二）原許可文件正本

（三）原製造廠於近一年內出具之續售同意文件
正本或產品原料成分含量表正本乙份

（四）市售產品乙份

申請展延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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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展延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http://www.fda.gov.tw 首頁> 便民服務> 下載專區> 食品申請作業及表單下載區> 

輸入膠囊錠狀查驗登記新案申請、移轉、展延、變更、補換發申辦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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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da.gov.tw 首頁> 便民服務> 下載專區> 食品申請作業及表單下載區> 

輸入膠囊錠狀查驗登記新案申請、移轉、展延、變更、補換發申辦業務

申請展延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9

(一) 展延申請書乙份
申請展延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請填寫基本資料
↑公司及負責人章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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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許可文件正本

原許可文件有效期限期滿前三個月內辦理

「本書函（簽審文件號碼：
DHC0Axxxxxxxx0）自核發之日起
5年有效，期滿仍需輸入者，請於
期滿前3個月內向本署辦理展延。」

5月18日止有效

申請展延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本書函（簽審文件號碼：
DHCxxxxxxxxxxx）自核發之日
起至◎年◎月◎日止有效，期
滿仍需輸入者，請於期滿前3個
月內向本署辦理展延。」

2月13日止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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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續售同意文件正本或
產品原料成分含量表正本

近1年內

申請商名稱

產品名稱

申請展延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例：送件時間為2017.1.15

• 皆應由原製造廠於近1年內出具正本

• 續售同意文件內容：原製造廠同意申請廠商繼續販售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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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市售產品乙份

• 市售產品應包含完整中文標示

• 中文標示內容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第22條及第28條之規定。

自主管理

申請展延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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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2條

• 食品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
顯標示下列事項：

一、品名。

二、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
含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之。

三、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食品添加物名稱；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

以功能性命名者，應分別標明添加物名稱。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

址。

申請展延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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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原產地（國）。

七、有效日期。

八、營養標示。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前項第二款內容物之主成分應標明所佔百分比，其應標示之產品、主成分項目、
標示內容、方式及各該產品實施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標示之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申請展延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食品」、「多食無益」及警語等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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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及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其標示、

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

形。

• 食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宣傳或廣告。

申請展延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改善體質 排毒素

防止便秘 治失眠 清血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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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展延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http://www.fda.gov.tw 首頁> 法規資訊> 食品、餐飲及營養類> 

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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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展延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http://www.fda.gov.tw 首頁> 法規資訊> 食品、餐飲及營養類> 

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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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延之注意事項

申請展延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所附文件、市售產品之內容物及標示應一致，且亦應與許
可文件原登記內容相符。
﹝如產品係複方原料抑或複方食品添加物，應提供該成分之內容物
（包含成分、賦型劑等之詳確化學名稱及其組成百分比）﹞

 產品使用蘆薈原料時，須提供蘆薈素(Aloin)含量規格。

 產品使用食用氫化油時，須說明究係『完全氫化油(Fully 

hydrogenated oils, FHOs) 』抑或『不完全氫化油
(Partially hydrogenated oils, PHOs 』，並提供該成分之碘
價。



 產品使用魚油原料時，須提供內含『 EPA』及『DHA』之
詳確含量規格。

 產品品名宣稱素食者（例「全素或純素」、「蛋素」、
「奶素」及「植物五辛素」等字樣），須提供原廠出具本
案產品成分（包含加工製程中所使用成分）未添加任何動
物性成分之聲明文件。

 產品有相關宣稱「有機」者，應提供農委會同意之公文。

 有關非疫區牛、羊之BSE證明，展延案時仍須提供2年內由
官方出具之證明文件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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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延之注意事項

申請展延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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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誤繕

＊申請廠商之名稱、地址、負責人

＊原製造廠之名稱、廠址

＊產品之中、英文名稱

＊產品改由其它製造廠產製

＊產品配方改變（即成分或含量改變，

成分包括主成分、副成分、賦型劑、膠囊殼及色素等）

補件時修正

應先申請變更再展延

重新辦理新案查驗登記

常見下列不一致情形：

申請展延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不一致

二、展延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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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申請變更之應備資料
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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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變更應備資料
（一）變更申請書乙份

（二）原許可文件正本（乙份或多份，
多份時應一併檢附明細清冊）

（三）變更登記資料表貳份

（四）依變更項目檢附相關資料
•產品中文或英文名稱
•申請廠商名稱、地址及負責人
•原製造廠名稱及地址
•國外經銷商

申請變更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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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變更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一) 變更申請書

並勾選檢附文件

請填寫相關資料

↑公司及負責人章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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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變更登記資料表

申請變更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請依變更項目，填寫
變更前、後之內容



25

(四) 依變更項目應檢附之資料

1. 產品中文或英文名稱

2. 申請廠商名稱、地址及負責人

3. 原製造廠名稱及地址

4. 國外經銷商

申請變更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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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變更項目應檢附之資料

1.產品之中文、英文名稱變更：

• 切結書乙份

• 原製造廠出具產品名稱

變更之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僅英文名稱變更者

申請變更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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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變更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填寫變更後之中、英文品名

↑公司及負責人章戳
請填寫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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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廠商之名稱、地址、負責人變更：

• 清冊乙份

•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等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 原製造廠續售同意文件正本乙份

僅申請廠商名稱變更者

(四) 依變更項目應檢附之資料

多份許可文件同時辦理

申請變更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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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冊

• 多份許可文件同時辦理同一項目之變更時，應製作乙份清冊，

並檢齊所有許可文件正本

• 清冊內容應載明許可文件字號、產品中英文名稱及有效期限

項次 許可文件字號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 有效期限

1 衛署食字第 號

2 署授食字第 號

3 部授食字第 號

4

5

申請變更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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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製造廠之名稱、廠址變更：

• 清冊乙份

• 官方證明文件乙份

(四) 依變更項目應檢附之資料

申請變更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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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製造廠之廠名變更：

原製造廠廠名變更之官方證明文件乙份

• 原製造廠之廠址變更：

門牌整編：

原製造廠地址變更之官方證明文件乙份

遷廠：

原製造廠為合法製售工廠之官方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申請變更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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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外經銷商變更：

原製造廠出具委託銷售之

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四) 依變更項目應檢附之資料

申請變更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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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之注意事項

• 應重新辦理新案申請：

如產品改由其它製造廠產製

產品之成分配方改變

申請變更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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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申請轉移及遺失補發
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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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申請轉移及遺失補發之應備資料
及注意事項

一、申請轉移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二、申請遺失補發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申請轉移及遺失補發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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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轉移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一、申請轉移之應備資料
【許可文件由甲公司轉移至乙公司，由乙公司提出申請】

申請書表乙份

申請廠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等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原裝完整樣品乙份

食品明細表1式3份

切結書乙份

查驗登記資料表2份

原製造廠出具同意乙公司銷售之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乙
公
司
提
供

原料成分含量表

原製造廠為合法製售工廠之官方證明文件

甲公司同意轉移至乙公司之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原許可文件正本

甲
公
司
提
供

其中 者為相較於新申請案，轉移需額外檢附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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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錠狀、膠囊狀食品查驗登記申請書（轉移）
受文者：衛生福利部
主旨：本公司擬由「例：美國（×××× INC.） 」輸入「例：××××

CAPSULES（○○膠囊食品）」□錠狀■膠囊狀食品一種，申請查
驗登記。

說明：檢附之書件、資料如左（打ｖ記號者）：
（一）申請書表乙份。
（二）原料成分含量表影本乙份。
（三）原製造廠為合法製售工廠之官方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四）申請廠商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乙份。
（五）原裝完整樣品乙份。
（六）食品明細表1式3份。
（七）切結書乙份。
（八）查驗登記資料表2份。
（九）其他有關資料（例：委製關係說明文件影本、原廠委託書正本、

甲公司同意轉移至乙公司之證明文件正本、原許可文件正本）。
備註：
一、詳細之申請手續，請依本署提供之輸入錠狀、膠囊狀食品查驗登記

作業要點說明辦理。
二、凡未依規定檢附說明段所述之（二）、（三）、（四）項任一文件

資料者，抑或所附不符合登記作業要點規定者，該申請案不予登記，
故請提出前詳加確認。

申請商號：○○股份有限公司 蓋章
負 責 人：張○○ 蓋章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X-XXXXXXXXX-XXXXX-X

地 址：台北市○○區○○○路32號
電 話：（02）2×××××××

姓名：張○○小姐
連絡人

電話：（02）2×××××××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4 月 1 5 日

申
請
書
表

有效期限與原核發許可書函一致

勾選檢附文件

填寫相關資料並蓋章

申請轉移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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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成分含量表

˙產品原料成分含量表影本

可請許可文件原持有公司（甲公司）提供。

˙原持有公司未留存致無法提供者，

應由原製造廠重新出具正本文件。

申請轉移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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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製造廠為合法製售工廠
之官方證明文件

˙原製造廠為合法製售工廠之官方證明文件影本

可請許可文件原持有公司（甲公司）提供。

˙原持有公司未留存致無法提供者，

應請原製造廠重新向出產國政府機構請領正本文件。

申請轉移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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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書表乙份

（二）切結書乙份

（三）食品明細表1式3份

申請遺失補發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二、申請遺失補發之應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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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錠狀、膠囊狀食品查驗登記申請書（遺失補發）
受文者：衛生福利部
主旨：本公司擬由「例：美國（×××× INC.） 」輸入「例：××××

CAPSULES（○○膠囊食品）」□錠狀■膠囊狀食品一種，申請查驗
登記。

說明：檢附之書件、資料如左（打ｖ記號者）：
（一）申請書表乙份。
□（二）原料成分含量表影本乙份。
□（三）原製造廠為合法製售工廠之官方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四）申請廠商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乙份。
□（五）原裝完整樣品乙份。
（六）食品明細表1式3份。
（七）切結書乙份。
□（八）查驗登記資料表2份。
□（九）其他有關資料。

備註：
一、詳細之申請手續，請依本部提供之輸入錠狀、膠囊狀食品查驗登記作

業要點說明辦理。
二、凡未依規定檢附說明段所述之（二）、（三）、（四）項任一文件資

料者，抑或所附不符合登記作業要點規定者，該申請案不予登記，故
請提出前詳加確認。

申請商號：○○股份有限公司 蓋章
負 責 人：張○○ 蓋章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X-XXXXXXXXX-XXXXX-X

地 址：台北市○○區○○○路32號
電 話：（02）2×××××××

姓名：張○○小姐
連絡人

電話：（02）2×××××××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4 月 1 5 日

申
請
書
表

有效期限與原核發許可書函一致

勾選檢附文件

填寫相關資料並蓋章

申請遺失補發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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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書表乙份

（二）切結書乙份

（三）食品明細表1式3份

二、申請遺失補發之應備資料

切結內容：原許可書函確實遺失之相關事項

申請遺失補發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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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負責人章戳

申請遺失補發之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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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不予登記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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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許可文件已逾有效期限

2. 非於有效期限期滿前3個月內辦理展延

3. 展延之市售產品未依規定標示

4. 產品配方改變

不予登記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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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產品改由其它製造廠產製

6. 逾補件期限仍未補件

7. 補件期限期滿，卻未完整補齊資料

8. 經書面通知補件，無法提出具體資料

及合理說明

不予登記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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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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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延應申請之日期

• 展延時市售產品未依規定標示

• 產品配方改變

• 產品改由其它製造廠產製者

• 逾補件期限仍未補件

• 補件期限期滿，卻未完整補齊資料

實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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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原許可文件之有效期限為106年4月15日

展延申請日期（以食藥署正式收文日期計算）

106年1月15日～106年4月15日 (O)

106年9月28日 (X)

104年8月7日 (X)

已逾有效期限

未在期滿前三個月內辦理展延

展延應申請之日期

實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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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自94年4月1日起，食品廣告不得引用衛生署

『衛署食字公文字號或同等意義之字樣』，同年

7月1日起，食品不得標示『衛署食字公文字號或

同等意義之字樣』。

（94.02.04.衛署食字第0940401165號函）

本產品經衛署(署授)(部授)食字
第oooooooooo號

查驗登記認定為食品

展延時市售產品未依規定標示

實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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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賦型劑、膠囊殼、色素等所有成分改變或含量改變）

例：

產品配方改變

原核准產品成分為「A, B, C, D, E, F」

現在產品成分改為「A, B, C, D, G, H」 (X)

實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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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賦型劑、膠囊殼、色素等所有成分改變或含量改變）

例：

產品配方改變

實例說明

原核准產品成分之含量為「Sunflower Oil 70 mg, 

Grape Seed Extract 50 mg, Vitamin C 80 mg」

現在產品成分之含量改為「 Sunflower Oil 120 mg,

Tomato Extract 35 mg, Vitamin C 30 mg」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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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原核准產品之製造廠為「A工廠」

現在產品改由「B工廠」生產製造 (X)

產品改由其它製造廠產製者

實例說明

非原製造廠變更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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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補件期限仍未補件

例：協會於106年4月18日發文通知補件

於106年4月18日～106年6月17日補件 (O)

至106年6月17日止未補件 (X)

於2個月內申請延期者～106年7月17日補件 (O)

申請延期者至106年7月17日止未補件 (X)

實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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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協會發文通知補件內容共5項

於補件期限內完整補齊5項 (O)

至補件期限止僅補送4項 (X)

補件期限期滿，卻未完整補齊資料

實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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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令規定及輸入膠囊錠狀食品查驗登記
相關資訊可查詢以下網站：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

http://www.fda.gov.tw

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

http://www.cas.org.tw/TFDA/

• 來電洽詢：
協會諮詢輔導專線電話02-23567417轉審查組



57

謝謝您的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