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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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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二十一條(查驗登記)

 第一項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
及食品用洗潔劑，其製造、加工、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非經中
央主管機關查驗登記並發給許可文件，不得為之；其登記事項有變更者，
應事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審查核准。

 第四項

第一項許可文件，其有效期間為一年至五年，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期滿仍需繼續製造、加工、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者，應於期滿前三
個月內，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展延。但每次展延，不得超過五年。

 第五項

第一項許可之廢止、許可文件之發給、換發、補發、展延、移轉、註銷
及登記事項變更等管理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相關規定

案別 有效期限

展延 五年

移轉 與原核發許可證一致

補（換）發 與原核發許可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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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查驗登記申辦流程及表單下載



申請步驟(紙本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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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至食藥署網站下載最新申請書表及相關規定

步驟 2
備齊申請相關資料

步驟 3
親送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並臨櫃繳納審查費用

步驟 3
檢附即期支票或郵政匯票

(抬頭：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與申請資料一併郵寄至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



食藥署 本 協 會申 請 廠 商

審查（複審）
複 審

完 成
食藥署發函通知

審查結果

初 審

完 成

協會發文通知
申請廠商補件

副本

備齊資料 繳費送件 案件轉至協會

審查（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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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管理辦法」第11條規定

查驗登記流程圖

紙本或線上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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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路徑：
食藥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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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新案申請、移轉、展延、
變更、補換發申辦業務」

相關規定及申請表單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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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路徑：
食藥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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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新案申請、移轉、展延、
變更、補換發申辦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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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路徑：
食藥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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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新案申請、移轉、展延、
變更、補換發申辦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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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路徑：
食藥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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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新案申請、移轉、展延、
變更、補換發申辦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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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申請移轉相關事項說明



【許可文件由甲公司移轉至乙公司，由乙公司提出申請】

（一）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移轉申請書乙份

（二）切結書乙份

（三）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表乙份

（四）食品添加物標籤、包裝彩色照片各乙套

（五）原製造廠或原經銷商出具同意供貨予乙公司之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六）食品添加物許可證正本

（七）甲公司同意移轉至乙公司之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乙公司提供

甲公司提供

申請移轉應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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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王○○

A-000000000-00000-1

（02）2×××××××

10074台北市○○區○○○路1號

（02）2×××××××

張○○小姐

申請移轉應備資料-申請書

 確認申請書為最新表單
 許可證由甲公司移轉至乙公司，

應由乙公司提出移轉申請
 有效期限與原核發許可證一致

二氧化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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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王○○

11111111

（02）2×××××××

10074台北市○○區○○○路1號

（02）2×××××××
張○○小姐

二氧化矽

Silicon Dioxide

申請移轉應備資料-切結書

 確認切結書為最新表單
 各項欄位皆應完整填寫
 單方食品添加物中英文品名須與

正面表列品項名稱、大小寫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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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移轉應備資料-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表

甲公司基本資料

乙公司基本資料

請填代號

各項目欄位請以許可證最新資訊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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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移轉應備資料-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表

單方食品添加物英文品名及成分名稱
須與正面表列品項名稱、大小寫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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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目欄位請以許可證最新資訊填全



申請移轉應備資料-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表

請填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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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目欄位請以許可證最新資訊填全



申請移轉應備資料-
食品添加物標籤、包裝彩色照片各乙套

標籤包括：

原文標籤(國產者免附)

中文標示樣張

包裝彩色照片：

 標示內容應清晰可辨識

以上文件，不同包裝皆須檢附

Silicon diox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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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移轉應備資料-食品添加物中文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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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字樣

中、英文品名

食品添加物名稱 (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分別標明)

淨重、容量或數量

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輸入產品強制標示國內負責廠商)

有效日期 :        年 月 日

使用食品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原產地（國）

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許可證字號

(依中華民國103年9月9日部授食字第1031301967號公告)

用途

「產品登錄碼」字樣及其登錄碼

(依中華民國105年3月8日部授食字第1051300040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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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申請展延相關事項說明



（一）食品添加物許可證有效期限展延申請書乙份

（二）食品添加物許可證正本

（三）原製造廠或經銷商近一年內出具之續售同意文件正本乙份

（四）所使用各個原料為食品級之證明文件

輸入者提供

國產者提供

申請展延應備資料

範例：
原許可證有效期限為111年5月3日
應於111年2月3日～111年5月3日辦理申請展延
（以食藥署收文日期計算）

※注意，以下情形皆不予展延：

111年1月3日→ 太早送件，未於期滿前三個月內辦理

111年6月3日→ 許可文件已逾期有效期限

 應於原許可證有效期限期滿前三個月內辦理
 每次展延其有效期間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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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王○○
A-000000000-00000-1

（02）2×××××××

10074台北市○○區○○○路1號
（02）2×××××××
張○○小姐

申請展延應備資料-申請書

 確認申請書為最新表單
 各項欄位皆應完整填寫
 同時申請多張許可證展延時，

請分別提供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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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廠 台灣申請商

原製造商授權申請商販售申請產品
或 申請商委託原製造商製造申請產品

之證明文件正本

經銷商

經銷商授權申請商販售申請產品
或 申請商委託經銷商供貨申請產

品之證明文件正本

原製造廠同意授權經銷商得經銷申
請產品 或 原製造廠受經銷商委託

製造申請產品之證明文件正本

 輸入者檢附

 近一年出具之正本文件

輸入業者申請展延應備資料-
續售同意文件正本

製造廠直接供貨者

24



申請商

製造廠

產品名稱

2022年1月1日

加蓋原廠章戳或出
具人簽名

申請展延應備資料-
續售同意文件正本(範例)

一年內出具
25



產品成分倘為單方食品添加物，應提供食品添加物許可證字號

(注意有效期限是否於效期內)

產品若為國內製造廠自行產製者，應提供產品製程及近期之產

品檢驗成績書正本

成分 百分比(%) 許可證字號

dl-alpha-tocopheryl
acetate  

83 衛署添輸字第xxxxxx號

L-ascorbic acid 5 衛部添輸字第oooooo號

Dextrin 12

國產業者申請展延應備資料-
所使用各個原料為食品級之證明文件

產品成分含量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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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業者申請展延應備資料-
所使用各個原料為食品級之證明文件(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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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者工廠登記項目：

僅登記非食品相關製造業

同時登記食品、食品添加物或其他

非食品相關製造業

申請展延注意事項-分廠分照

 取得所轄縣市政府同意該工廠可限期

改正，以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0條第3項規定之公文書或文件

→許可證有效期限為限期改正之日期

 未取得所轄縣市政府同意該工廠可限

期改正，以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10條第3項規定之公文書或文件

→不予展延
28



申請展延注意事項-不一致之情形

不一致之情形 處理辦法

申請廠商之名稱、地址、負責人

另案辦理變更原製造廠之名稱、廠址

產品之中、英文名稱

產品改由另一家製造廠產製

重新申請新案

產品配方改變（即成分或含量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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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展延注意事項-公告規格修正

衛生福利部針對食品添加物之規格標準於許可證前次核可展延至今曾公告

修正者，應提供符合最新規格標準之規格表正本及檢驗成績書正本

範例：

 產品於106年取得許可證

 衛生福利部於109年9月29日
衛授食字第1091302006號發
布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
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第三條附
表二，其中修改範圍包含「L-
半胱胺酸鹽酸鹽」

 原製造廠提供載有符合最新規
格標準之規格表正本及檢驗成
績書正本各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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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路徑：
食藥署（http://www.fda.gov.tw/）首頁> 公告資訊> 本署公告> 區域檢索> 
關鍵字搜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申請展延注意事項-公告規格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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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路徑：
食藥署（http://www.fda.gov.tw/）首頁> 公告資訊> 本署公告> 區域檢索> 
關鍵字搜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申請展延注意事項-公告規格修正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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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路徑：
食藥署（http://www.fda.gov.tw/）首頁> 公告資訊> 本署公告> 區域檢索> 
關鍵字搜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申請展延注意事項-公告規格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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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路徑：
食藥署（http://www.fda.gov.tw/）首頁> 公告資訊> 本署公告> 區域檢索> 
關鍵字搜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申請展延注意事項-公告規格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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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申請變更相關事項說明



(ㄧ) 食品添加物變更登記事項申請書乙份

(二) 食品添加物許可證正本

(三) 食品添加物許可證清冊乙份

 清冊中應載明許可證字號、中文名稱、有效期限

 檢齊公司持有之所有食品添加物許可證，以便一次完成加註變更事項

(四) 依變更項目檢附相關資料

申請變更應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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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王○○
A-000000000-00000-1

（02）2×××××××

10074台北市○○區○○○路1號

（02）2×××××××
張○○小姐

申請變更應備資料-申請書

 確認申請書為最新表單
 多張許可證申請同一個變更項

目時，檢附一份申請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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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變更應備資料-食品添加物許可證清冊

項次 許可證字號 產品中文名稱 有效期限

1 衛署添輸字第xxxxxx號 二氧化矽 111.5.3

2 衛部添輸字第oooooo號 二氧化矽 111.5.3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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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載明許可證字號、中文名稱、有效期限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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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變更

包裝變更

申請商號名稱、負責人、地址變更

製造廠名稱變更

製造廠地址變更

依變更項目檢附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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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正本乙份

原製造廠出具英文名稱變更之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國產者免附）

名稱變更應檢附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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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廠出具包裝變更之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包裝變更應檢附之相關資料

 文件應載明欲增列或變更之包裝內包材、外包材、

包裝量

 外包裝圖樣改變，不需辦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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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乙份

申請商號名稱、負責人、地址變更

應檢附之相關資料

※自民國98年4月13日起由縣、
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
不再作為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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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證明文件(範例)

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
(發文機關：經濟部商業司、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台北市政府建設局...等)

經濟部商業司
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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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者：

 製造廠所出具廠名變更之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若產品改由另一家製造廠產製，應重新申辦查驗登記

國產者：

 變更完成之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乙份

 未領有工廠登記證明者，則須檢附變更完成之公司登記或商

業登記證明文件乙份

製造廠名稱變更應檢附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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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者：

 原製造廠出具廠址變更之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文件應敘明廠址變更之原因係地址整編抑或工廠遷移

 屬遷廠者應重新申辦查驗登記

國產者：

 變更完成之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乙份

 未領有工廠登記證明者，則須檢附變更完成之公司登記

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乙份

 政府機關出具之門牌整編證明文件

製造廠地址變更應檢附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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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核准產品之製造廠為「A工廠」

「A工廠」遷廠（輸入者）

 產品改由「B工廠」生產製造(非原製造廠變更公司名稱)

上述二者皆應重新辦理新案查驗登記

輸入業者申請變更注意事項-重新辦理新案之情形

A工廠

B工廠

從X地址遷廠至Y地址



工廠登記之證明文件(範例)

經濟部工業局
工廠公示資料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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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申請補(換)發相關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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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 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許可證補(換)發申請書乙份

(二) 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表乙份

(三) 食品添加物許可證正本

(四) 切結書乙份

(申請商應具結聲明原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許可證作廢之文件正本)

換發者提供

補發者提供

申請補(換)發應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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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王○○

A-000000000-00000-1

（02）2×××××××

10074台北市○○區○○○路1號

（02）2×××××××

張○○小姐

申請補(換)發應備資料-申請書

 確認申請書為最新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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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商號基本資料

製造廠名稱及地址

中英文品名

成分英文名稱及含量

產品劑型、內外包材及包裝量

申請補(換)發應備資料-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表

各項目欄位請以許可證最新資訊填全
51



申請補發應備資料-切結書(範例)

切結書

主旨：本公司所持有「二氧化矽
Silicon Dioxide(衛署添輸字第
XXXXXX號)」，因原證遺失，原食
品添加物查驗登記許可證作廢，故申
請許可證補發，請查照。

具切結商號：
負責人：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年 月 日

○○股份有限公司
王○○

1234567
10074台北市○○區○○○路1號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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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地址、電話、承辦人員分機

發文日期、發文字號

補件期限

新案（產品之中英文品名）
展延、變更（許可證字號）

補件內容

協會補件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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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廠商之公司名稱

正式補件之日期

請列出「協會發文字號」

請載明「補送文件之內容」或
「需申請延期補件」

空白處請加蓋
「公司」及「負責人」章戳

正式補件資料請寄至協會：

100409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51號9樓

請以正式「回覆公文」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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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補件之「最終補件期限」

發文日期、發文字號

申請延期補件
之「產品品名」或「許可證字號」

協會地址、電話、承辦人員分機

同意延期補件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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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協會於111年5月3日發文通知補件

於2個月內申請延期者：應於111年8月2日完成補件

於111年5月3日～111年7月2日補件或申請延期補件

以郵戳為憑
補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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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補件期限未補件者：

補件時限已過仍未補送相關資料者

 屆期仍未完整補齊者：

補件時限已屆滿，惟未完整補齊相關資料者

例：協會發文通知補件內容共計4項

至補件期限止僅補送2項

於補件期限內完整補齊4項

不予登記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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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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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諮詢輔導專線電話(02)23567417轉審查組

相關資訊查詢



網頁路徑：
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http://www.cas.org.tw/）首頁>相關連結與業務
>TFDA食品查驗登記專區（http:// www.cas.org.tw/TFDA/）

CAS協會-TFDA食品查驗登記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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