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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壹 前言

一、緣起

1.協會已承接此查驗登記計畫自95年迄今，

並成立「審查組 。並成立「審查組」。

2.為業者使瞭解查驗登記之作業程序及相關注意

事項，並輔導正確申辦查驗登記及加強自主管

理概念，自99年迄今已辦理第三場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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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二、法源

1 食品衛生管理法第十四條第一項1.食品衛生管理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其輸入非經中央主管
機關查驗登記並發給許可證，不得為之。登記事項有變機關查驗登記並發給許可證 不得為之 登記事項有變
更者，應事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審查核准。

2 83年11月28日衛署食字83071329號公告2. 83年11月28日衛署食字83071329號公告

輸入膠囊錠狀食品依規定辦理查驗登記

3.94年5月25日衛署食字第0940403675號公告

食品與相關產品查驗登記業務委託辦法

4.查驗登記審查之法規依據
（1）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量暨規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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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量暨規格標準
（2）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一、申請書

二、核准、駁回、補件之處理原則二 核准 駁回 補件之處理原則

三、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量暨三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量暨

規格標準規格標準

四、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四、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五 核可資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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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可資料查詢



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一、申請書一、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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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http://www.fda.gov.tw/）首頁>便民服務>下載專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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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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首頁>便民服務>下載專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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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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首頁>便民服務>下載專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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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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首頁>便民服務>下載專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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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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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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二、核准、駁回、補件

之處理原則之處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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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http://www.fda.gov.tw/）首頁>便民服務>下載專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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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膠囊錠狀
食品查驗登記核准、駁回、補件之處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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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首頁>便民服務>下載專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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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膠囊錠狀食品查驗登記核准、駁回、
補件之處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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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首頁>便民服務>下載專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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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膠囊錠狀食品查驗登記核准、駁回、
補件之處理原則」補件之處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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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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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產品配方組成之分類：

◎食品添加物（例如：維生素B1、葉黃素、碳酸鈣）◎食品添加物（例如：維生素B1、葉黃素、碳酸鈣）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量暨規格標準」

◎原料（例如：月見草、琉璃苣、朝鮮薊）◎原料（例如 月見草 琉璃苣 朝鮮薊）

「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不包括一般傳統性食用原料
（雞鴨魚肉 五穀雜糧 蔬菜水果 調味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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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鴨魚肉、五穀雜糧、蔬菜水果、調味料等）



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三、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

及限量暨規格標準及限量暨規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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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http://www.fda.gov.tw/）首頁>法規資訊>
食品、餐飲及營養類>「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量暨規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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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首頁>法規資訊>食品、餐飲及營養類>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量暨規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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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首頁>法規資訊>食品、餐飲及營養類>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量暨規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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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首頁>法規資訊>食品、餐飲及營養類>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量暨規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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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首頁>法規資訊>食品、餐飲及營養類>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量暨規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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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四、可供食品使用原料

彙整一覽表彙整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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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http://www.fda.gov.tw/）首頁>業務專區>食品>
食品業務資訊查詢連結>「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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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路徑 TFDA首頁 業務專區 食品 食品業務資訊查詢連結
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首頁>業務專區>食品>食品業務資訊查詢連結>
「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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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首頁>業務專區>食品>食品業務資訊查詢連結>
「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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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首頁>業務專區>食品>食品業務資訊查詢連結>
「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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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首頁>業務專區>食品>食品業務資訊查詢連結>
「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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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路徑 TFDA首頁 業務專區 食品 食品業務資訊查詢連結
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首頁>業務專區>食品>食品業務資訊查詢連結>
「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30



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TFDA首頁>業務專區>食品>食品業務資訊查詢連結>
「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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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五、核可資料查詢五、核可資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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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食品藥物消費者知識服務網（ http://consumer.fda.gov.tw/ ）
首頁>整合查詢中心>食品>核可資料查詢>「食品核備資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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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路徑 食品藥物消費者知識服務網首頁 整合查詢中心 食品
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食品藥物消費者知識服務網首頁>整合查詢中心>食品>
核可資料查詢>「食品核備資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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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食品藥物消費者知識服務網首頁>整合查詢中心>食品>
核可資料查詢>「食品核備資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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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書之下載及相關規定之查詢方式
網頁路徑：食品藥物消費者知識服務網首頁>整合查詢中心>食品>
核可資料查詢>「食品核備資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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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查驗登記申請流程
T F D A 本 協 會申 請 廠 商

備齊資料 向TFDA繳費送件 案件轉至協會備齊資料 向TFDA繳費送件 案件轉至協會

審查（初審）
※補件期限：

審查（初審）

有疑義時協會TFDA核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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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疑義時協會
請示TFDA

TFDA核判
並裁示

協會發文通知 副本

1個月（限乙次）！

TFDA退件回協會
再重新審查

協會發文通知
申請廠商補件

副本

再重新審查

不同意初審判定時

審查（複審）
複 審TFDA發函通知

初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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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複審）完 成
TFDA發函通知

審查結果 完 成



肆、新案、轉移、補換發申請之相關事項說明

一、新案申請之應備資料及注意事項

二 轉移申請之應備資料及注意事項二、轉移申請之應備資料及注意事項

三、補換發申請之應備資料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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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案申請之應備資料一 新案申請之應備資料

（一）申請書表乙份

（二）原料成分含量表正本、影本各乙份

（三）原製造廠為合法製售工廠之官方證明文件正本乙份（三）原製造廠為合法製售工廠之官方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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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切結書乙份

（八）查驗登記資料表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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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錠狀、膠囊狀食品查驗登記申請書

申 受文者：行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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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請
書 （一）申請書表乙份。

（二）原料成分含量表正本、影本各乙份（原廠於一年內簽發）。

（三）原製造廠為合法製售工廠之官方證明文件正本乙份。（當地衛生主管
機關於近二年內簽發）。

（四）申請廠商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乙份

書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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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選檢附文件
填寫相關資料並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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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章申請商號 ○○股份有限公司 蓋章

負 責 人：王○○ 蓋章

地 址：台北市○○區○○○路1號
電 話：（02）2×××××××

姓名：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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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絡人
電話：（02）2×××××××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3 日



ABC INC. 123 BELLMO STREET, HUNTINTO BEACH, NEW JERSEY U.S.A.
INGREDIENTS LIST成 INGREDIENTS LIST  

PRODUCT NAME: ABC CAPSULES                                                                                                   1/13/2012

ACTIVE 
L-Carnitine 20 mg
Retinyl Acetate (10000 I U ) 10 mg

成
分
含 所有原料及食品添加物詳細名稱及含量Retinyl Acetate (10000 I.U.) 10 mg

Silicon Dioxide 10 mg
Collagen (from pig) 10 mg
Ashita-Ba Leaves Powder (Angelica keiskei) 10 mg
Coenzyme Q10 20 mg
Aloe Leaves Powder (Aloe vera) 10 mg

含
量
表

所有原料及食品添加物詳細名稱及含量

Aloe Leaves Powder (Aloe vera) 10 mg
Soy Extract (contains Isoflavones 30 mg, phosphatidylserine 40 mg) (solvent: ethyl acetate) 100 mg
Grape Skin Extract (contains proanthocyanidin 150 mg) (solvent: acetone) 200 mg
Selenium Yeast (from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contains Selenium 200 mcg) 20 mg

EXCIPIETTS

表
範
例 EXCIPIETTS

Silicon Dioxide 10 mg
Stearic Acid 20 mg
Soybean Oil 20 mg

SOFTGEL CAPSULES SHEL

例

錠狀：所有賦型劑名稱及含量
SOFTGEL CAPSULES SHEL
Gelatin 400 mg
Glycerin 200 mg
Water 30 mg
Titanium Dioxide 3 mg

膠囊狀：膠囊成分、色素成分詳細名稱及含量

AVERAGE CAPSULES WEIGHT: 1093 mg±10%
CAPSULES COLOR: WHITE
DIRECTION FOR USE: TAKE 1-2 CAPSULES DAILY AS A DIETARY SUPPLEMENT
原廠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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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 Smith
Laboratory Manager

原廠簽名或蓋章



ABC INC. 123 BELLMO STREET, HUNTINTO BEACH, NEW JERSEY U.S.A.
INGREDIENTS LIST成 INGREDIENTS LIST  

PRODUCT NAME: ABC CAPSULES                                                                                                   1/13/2012

ACTIVE 
L-Carnitine 20 mg
Retinyl Acetate (10000 I U ) 10 mg

成
分
含 Retinyl Acetate (10000 I.U.) 10 mg

Silicon Dioxide 10 mg
Collagen (from pig) 10 mg
Ashita-Ba Leaves Powder (Angelica keiskei) 10 mg
Coenzyme Q10 20 mg
Aloe Leaves Powder (Aloe vera) 10 mg

含
量
表

有關「有機」之宣稱（不論品名、成分名稱、明細
Aloe Leaves Powder (Aloe vera) 10 mg
Soy Extract (contains Isoflavones 30 mg, phosphatidylserine 40 mg) (solvent: ethyl acetate) 100 mg
Grape Skin Extract (contains proanthocyanidin 150 mg) (solvent: acetone) 200 mg
Selenium Yeast (from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contains Selenium 200 mcg) 20 mg

EXCIPIETTS

表
範
例

表、產品標示等），需提供「農委會同意之公文」。

EXCIPIETTS
Silicon Dioxide 10 mg
Stearic Acid 20 mg
Soybean Oil 20 mg

SOFTGEL CAPSULES SHEL

例
(續)

錠狀：所有賦型劑名稱及含量

有關海豹油來源之品種學名應確認，並核對是否為保

育類品種；若是，應先向農委會申請審核通過後，申

請案始准予登記。SOFTGEL CAPSULES SHEL
Gelatin 400 mg
Glycerin 200 mg
Water 30 mg
Titanium Dioxide 3 mg

請案始准予登記。

AVERAGE CAPSULES WEIGHT: 1093 mg±10%
CAPSULES COLOR: WHITE
DIRECTION FOR USE: TAKE 1-2 CAPSULES DAILY AS A DIETARY SUPPLEMENT
原廠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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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 Smith
Laboratory Manager



ABC INC. 123 BELLMO STREET, HUNTINTO BEACH, NEW JERSEY U.S.A.
INGREDIENTS LIST成 INGREDIENTS LIST  

PRODUCT NAME: ABC CAPSULES                                                                                                   1/13/2012

ACTIVE 
L-Carnitine 20 mg
Retinyl Acetate (10000 I U ) 10 mg

動物性原料來自牛、羊者，需提供BSE來源說明：

1 原料來自非疫區 且最終產品生產地也在非疫區

成
分
含 Retinyl Acetate (10000 I.U.) 10 mg

Silicon Dioxide 10 mg
Collagen (from pig) 10 mg
Ashita-Ba Leaves Powder (Angelica keiskei) 10 mg
Coenzyme Q10 20 mg
Aloe Leaves Powder (Aloe vera) 10 mg

1.原料來自非疫區，且最終產品生產地也在非疫區，

則可由原廠自述之即可。

2. 產品來自疫區：

含
量
表 Aloe Leaves Powder (Aloe vera) 10 mg

Soy Extract (contains Isoflavones 30 mg, phosphatidylserine 40 mg) (solvent: ethyl acetate) 100 mg
Grape Skin Extract (contains proanthocyanidin 150 mg) (solvent: acetone) 200 mg
Selenium Yeast (from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contains Selenium 200 mcg) 20 mg

EXCIPIETTS

應檢附官方2年內出具產品所使用之原料非直接或間接

來自BSE 發生國家之衛生證明文件正本；惟倘牛、羊

原料來自美國者，則應檢附美國農業部就案內產品簽發

表
範
例 EXCIPIETTS

Silicon Dioxide 10 mg
Stearic Acid 20 mg
Soybean Oil 20 mg

SOFTGEL CAPSULES SHEL
錠狀：所有賦型劑名稱及含量

原料來自美國者，則應檢附美國農業部就案內產品簽發

之證明文件正本（包括檢疫證明書FSIS FORM 9060-
5、衛生證明書FSIS FORM 2630-9及輸台證明書FSIS 

例
(續)

SOFTGEL CAPSULES SHEL
Gelatin 400 mg
Glycerin 200 mg
Water 30 mg
Titanium Dioxide 3 mg

FORM   9285-1）。

3. 動物性來源酵素亦需提供動物來源及BSE證明。

AVERAGE CAPSULES WEIGHT: 1093 mg±10%
CAPSULES COLOR: WHITE
DIRECTION FOR USE: TAKE 1-2 CAPSULES DAILY AS A DIETARY SUPPLEMENT
原廠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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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 Smith
Laboratory Manager

原廠簽名或蓋章



切結書
切

茲於例：101 年 5 月 3 日向
□錠 狀

貴署申請輸入 食品查驗登記，
■膠囊狀

切
結
書

填寫相關資料並蓋章
中文品名： ○○膠囊食品

英文品名： ××××× CAPSULES

保證業已完全瞭解並願負責遵守食品衛生管理法對成分、標示及廣告之規定，

書

且亦不違反健康食品管理法、藥事法之相關規定。所使用之名稱、商標、圖案、

標籤、仿單、包裝、標示等，均無仿冒或影射他人已註冊之商標情事。如有違

反 除自負法律上一切責任外 並同意貴署撤銷該品之查驗登記 此 據反，除自負法律上一切責任外，並同意貴署撤銷該品之查驗登記。 此 據

謹 呈

行政院衛生署

具切結商號：○○股份有限公司 蓋章

負責人：王○○ 蓋章

營利事業統一編號：12345678

地址：台北市○○區○○○路1號

電話：（02）2××××××××
姓名：張○○小姐

連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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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絡人
電話：（02）2××××××××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3 日



食
輸入錠狀（膠囊狀）食品明細表

產 品 中 文 例：○○膠囊食品食
品
明

產 品
名 稱

中 文 例：○○膠囊食品

英 文 例：××××× CAPSULES 

申
請
商

名 稱 例：○○股份有限公司 （蓋章）

地 址 例：台北市○○區○○○路1號
明
細
表

商
號

負責人 例：王○○（蓋章） 電 話 例：(02)2×××××××
營利事業統一編號 例：12345678 

成 例：
FISH OIL, GELATIN, GLYCERIN, WATER表 , , ,

1若成分來源為動物，成分後加註其動物名
稱，如猪、牛…等。

2 成分經萃取 成分後加註「 t t 字樣
分

出 產 國 例：美國

製 製 例：×××××× INC

2.成分經萃取，成分後加註「extract」字樣。

製
造
廠
名
稱
、
地

製
造
廠

例：×××××× INC.
××××× ××××× ××××××××，U.S.A.

委託
製造
者或

屬OEM之產品「製造廠名稱地址」項
欄位應同時載明委製者與製造廠之名
稱及地址地

址

者或
國外
經銷

發 文
字 號

署授食字第 號

稱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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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明細表係申請有效期間展延時必備之文件，請妥為保存。
2.本品銷售時應依食品衛生管理法之規定標示。
3.本明細表請以打字或利用電腦處理填全，如經塗改或未加蓋核發單位之騎

縫章者無效。



查查
驗
登登
記
資資
料
表表

請填寫產品基本資料請填寫產品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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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案申請之應備資料一 新案申請之應備資料

（三）原製造廠為合法製售工廠之官方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1.由原產國原產國衛生主管機關於近二年內針對工廠出具文件正本

(非商業登記)(非商業登記)

2.屬委託製造之產品應一併檢附委託製造證明正本

3.外文非屬英文者，請政府立案翻譯社翻譯

4.以影本為證明文件者，需經公證機構認證文件與正本相符4.以影本為證明文件者 需經公證機構認證文件與正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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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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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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院衛生署申 受文者：行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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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請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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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選檢附文件

書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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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相關資料並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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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蓋章
地 址：台北市○○區○○○路1號地 址：台北市○○區○○○路1號
電 話：（02）2×××××××

姓名：張○○小姐
連絡人

電話：（02）2×××××××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3 日

許可文件由甲公司轉移至乙公司，由乙公司
提出之轉移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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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3 日



二、許可文件轉移申請之應備資料二 許可文件轉移申請之應備資料
【許可文件由甲公司轉移至乙公司，由乙公司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表乙份（ ）

（二）原料成分含量表＊

（三）原製造廠為合法製售工廠之官方證明文件＊（三）原製造廠為合法製售工廠之官方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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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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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製造廠出具同意乙公司銷售之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十）甲公司同意轉移至乙公司之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49

（十）甲公司同意轉移至乙公司之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十一）原許可文件正本



輸入錠狀、膠囊狀食品查驗登記申請書（補、換發）
受文者 行院衛生署申 受文者：行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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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請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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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選檢附文件

書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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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補發：登報聲明作

廢之該頁整版報紙正本乙份 換發：原許可文件正本）

填寫相關資料並蓋章

廢之該頁整版報紙正本乙份、換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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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蓋章
地 址：台北市○○區○○○路1號地 址：台北市○○區○○○路1號
電 話：（02）2×××××××

姓名：張○○小姐
連絡人

電話：（02）2×××××××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3 日

原持有之許可書函因遺失或毀損等原因，
擬補（換）發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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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5 月 3 日



二、許可文件補換發申請之應備資料二 許可文件補換發申請之應備資料
（一）申請書表乙份

（二）原料成分含量表＊（二）原料成分含量表＊

（三）原製造廠為合法製售工廠之官方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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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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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查驗登記資料表2份
（九）遺失補發：登報聲明作廢之該頁整版報紙正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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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換發：原許可文件正本



伍、常見實例分享伍、常見實例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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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 駁回實例

成分不一致（成分含量表與原文標籤）成分不一致（成分含量表與原文標籤）

例例：
成分含量表列載成分含「Vitamin C, Acerola」2項

原文標籤列載成分含「Vitamin C, Acerola, Maltitol, 

Cranberry Extract, Silicon Dioxide」5項 (X)

原文標籤列載成分含「Vitamin C, Acerola」2項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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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 駁回實例

含量不一致（成分含量表與原文標籤）

例：

成分含量表列載「 i S 46成分含量表列載「Magnesium Stearate 46 mg」

原文標籤列載「Magnesium Stearate 80 mg」 (X)

原文標籤列載「Magnesium Stearate 46 mg」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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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駁回實例
文件前後之成分或含量不一致

例：例：

原附成分含量表列載「Glucosamine HCl, Vitamin D3, 
Shark cartilage」
補送成分含量表列載「Glucosamine HCl, Vitamin D3,補送成分含量表列載 Glucosamine HCl, Vitamin D3, 
Shark cartilage, Calcium Carbonate, Stearic Acid」 (X)

原附成分含量表列載「Grape Seed Extract 100 mg, 
Pine Bark Extract 60 mg Green Tea 280 mg」Pine Bark Extract 60 mg, Green Tea 280 mg」
補送成分含量表列載「Grape Seed Extract 150 mg,

(X)
55

Pine Bark Extract 70 mg, Green Tea 220 mg」 (X)



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 駁回實例

總重量不一致總重量不一致

例：

成分含量表所列各成分之含量總和「1405 mg」

成分含量表記載「T t l W i ht 1214 (X)成分含量表記載「Total Weight: 1214 mg」 (X)

成分含量表記載「Total Weight: 1405 mg」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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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 )



伍、常見實例分享－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駁回實例

◎文件、包裝、標示之成分或含量不一致。

(請見P.53、54、55)

◎各成分之含量總重與平均重量不一致。

(請見P.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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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 駁回實例

外觀色澤不符外觀色澤不符

例：

成分含量表記載產品「Appearance: Green Capsules.」

產品實物外觀呈現「黃色」 (X)

產品實物外觀呈現「綠色」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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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 駁回實例

外觀色澤不符外觀色澤不符

例例：

產品實物外觀之空膠囊殼為「透明無色」」

原文標籤列載膠囊殼成分 (X)原文標籤列載膠囊殼成分 (X)

原文標籤列載膠囊殼成分 (O)

59

( )



伍、常見實例分享－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駁回實例

不需查驗登記之產品不需查驗登記之產品

例例：

「粉末狀 (X)「粉末狀」 (X)

「非打錠製得之圓球狀」 (X)非打錠製得之圓球狀」 ( )

「需經沖泡溶解後飲用之顆粒狀」 (X)

「需以開水或飲料沖調之發泡錠」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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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泡錠不須辦理
「輸入錠狀膠囊狀
食品查驗登記食品查驗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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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駁回實例

◎依文件判定產品應有之外觀色澤◎依文件判定產品應有之外觀色澤

與實際樣品明顯不符。 (請見P.58、59)

◎不需查驗登記之產品。 (請見P.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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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 駁回實例

食品添加物過量
例：例：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量暨規格標準

第 葉酸 形態屬膠囊狀、錠狀且標示有每 限於補充食品第
八
類

葉酸

Folic 
Acid

形態屬膠囊狀 錠狀且標示有每

日食用限量之食品，在每日食用

量中，其葉酸之總含量不得高於

限於補充食品
中不足之營養
素時使用。

產品每錠含F li A id 600 每日建議食用兩錠 (X)

028
Acid 量中，其葉酸之總含量不得高於

800 μg。

產品每錠含Folic Acid 600 μg，每日建議食用兩錠 (X)

產品每錠含F li A id 850 每日建議食用一錠 (X)產品每錠含Folic Acid 850 μg，每日建議食用一錠 (X)

產品每錠含Folic Acid 600 μg，每日建議食用一錠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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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每錠含Folic Acid 600 μg，每日建議食用一錠 (O)



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 駁回實例

食品添加物過量食品添加物過量

例：例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量暨規格標準

第 聚乙烯吡咯烷酮 本品可使用於錠狀食品；
七
類
082

Polyvinylpyrrolidone  用量為5%以下。

產品每錠含PVP 45 mg，總重量730 mg (X)

082

產品每錠含PVP 45 mg 總重量730 mg (X)

產品每錠含PVP 12 mg，總重量730 mg (O)

64

g g ( )



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駁回實例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不符

例：

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 駁回實例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量暨規格標準

第八類 L-胱胺酸 本品可於特殊營養食品中 限於補充食
101 L-Cystine 視實際需要適量使用。 品中不足之

營養素時使
用用。

第十一類 咖啡因 本品可使用於飲料；用量
以食品中咖啡因之總含量

限作調味劑
使用052 Caffeine 以食品中咖啡因之總含量

計為320 mg/kg以下。
使用

使用於膠囊錠狀食品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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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駁回實例

衛生署未准許用於食品之添加物衛生署未准許用於食品之添加物

例：

「玻尿酸 Hyaluronic Acid (X)「玻尿酸 Hyaluronic Acid」 (X)

「本多酸 Pantothenic Acid」 (X)」 ( )

「甜菜鹼 Betaine HCl」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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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駁回實例

使用藥物成分使用藥物成分

例：

「銀杏葉 Ginkgo Leaf」 (X)

「胎盤素 Placenta Extract」 (X)胎盤素 Placenta Extract」 (X)

「葡萄糖胺硫酸鹽 Glucosamine Sulfate」 (X)

「軟骨素硫酸鹽 Chondroitin Sulfat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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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駁回實例

◎食品添加物之用量或使用範圍不符規定◎食品添加物之用量或使用範圍不符規定。

(請見P.63、64、65)

◎產品使用衛生署未准許之添加物或藥物成分。

(請見P 66、67)(請見P.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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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 駁回實例

原料使用非傳統供食用之部位

例：
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草、木本
植物類(2)

山桑；
鳥嘴梅

Bilberry Vaccinium myrtillus L.,                 
V i i li i L

果實
植物類(2) 鳥嘴梅 Vaccinium uliginosum L.

產品以Bilberry之「葉」為原料 (X)

產品以Bilberry之「果實」為原料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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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駁回實例

原料使用非傳統供食用之品種

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 駁回實例

例：
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草、木
本植物

茵陳 Artemisia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erg, 
Artemisia glacialis L.,

花、
莖、

類(1)
Artemisia glacialis L., 
Artemisia frigida Willdenow, 
Artemisia abrotanum L.

葉

產品使用「Artemisia iwayomogi 為原料 (X)

Artemisia abrotanum L.

產品使用「Artemisia iwayomogi」為原料 (X)

產品使用「Artemisia capillaris」為原料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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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 駁回實例

原料之每日最高攝食量超出食用安全限量
例：例：
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微生物 輔酵素 Coenzyme 每日最高攝食量不得超過30 mg。須微生物
及其來
源製取

輔酵素
Ｑ10

Coenzyme 
Q10

每日最高攝食量不得超過30 mg。須
加註警語「15歲以下小孩、懷孕或
哺乳期間婦女及服用抗凝血藥品

之原料 （warfarin）之病患，不宜食用」字
樣。

產品每顆膠囊含CoQ10 38 mg，每日建議食用一顆 (X)

產品每顆膠囊含 每日建議食用兩顆產品每顆膠囊含CoQ10 20 mg，每日建議食用兩顆 (X)

產品每顆膠囊含CoQ10 20 mg，每日建議食用一顆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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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每顆膠囊含CoQ10 20 mg，每日建議食用一顆 (O)



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駁回實例

原料之使用方式不符

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 駁回實例

例：

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草、木
本植物

甜菊葉 Stevia 
leaves

Stevia rebaudiana
Bertoni

葉 限供茶包。

類(1)

使用於膠囊錠狀食品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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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駁回實例

原料之使用方式不符

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 駁回實例

原料之使用方式不符

例：

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草、木 人參 Ginseng Panax ginseng 根 不得單一原料
本植物
類(2)

Radix C.A. Meyer 使用。

產品100%以「人參粉」單一原料充填於膠囊 (X)」 ( )

產品以「90%人參粉＋10%玉米澱粉」充填於膠囊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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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壹、草、木本植物類(1)

1、 本表係業者向本署申請辦理國產食品產製前配方審查，本署就業 者1 本表係業者向本署申請辦理國產食品產製前配方審查 本署就業 者
資料彙整而成，本署將隨時新增，惟不包括一般食品原料。

2、本表所列品項未來若科學研究顯示有食用安全疑慮時，將重新評估
審核其食用安全性。審核其食用安全性。

3、本表所列品項若經本署中醫藥委員會或本署食品藥物管理局－藥品
組評估不以食品管理時，將由該二單位另行公布。

4 本表所列品項可供為茶包 膳食調理包原料或經萃取後作為飲料4、本表所列品項可供為茶包、膳食調理包原料或經萃取後作為飲料、
錠狀、膠囊狀、粉末狀、顆粒狀等食品之原料，惟不得涉及中藥固有
成方及其加、減方。
本表「部位 欄位所列之「全草 係指「根 「莖 「葉5、本表「部位」欄位所列之「全草」，係指「根」、「莖」、「葉」
及「花」。

6、本表所列品項中有食用限量、限用產品型態或警語者，請依該限制
使用並標示相關之警語。

編
號 中文名稱 外文名稱 學名 部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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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雞母珠；相思子；

紅珠木；雞母子
Rosary pea Abrus precatorius L. 根



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駁回實例
原料之使用方式不符

例：

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 駁回實例

例：
可供食品使用原料彙整一覽表

草 木 西番蓮 花 果實得草、木
本植物
類(1)

西番蓮 Passion Passiflora incarnata L., 
Passiflora edulis Sims, 

花、
葉

果實得
供為一
般食品類(1) Passiflora quadrangularis

L.

般食品
原料。

產品每錠含西番蓮花直接乾燥 (X)
產品每錠含西番蓮花萃取物 (O)產品每錠含西番蓮花萃取物 (O)
產品每錠含西番蓮果實直接乾燥(萃取物)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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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駁回實例

使用非傳統供膳食之植物
舉例如下：
「鋸棕櫚 Saw Palmetto」 (X)

淫羊藿「淫羊藿 Horny Goat Weed」 (X)
「北美升麻 Black Cohosh」 (X)

奶薊「奶薊 Milk Thistle」 (X)
「熊果 Bearberry」 (X)
「纈草「纈草 Valeriana officinalis」 (X)
「蒺藜 Tribulus terrestris」 (X)
「虎杖「虎杖 Polygonum cuspidatum」 (X)
「半夏 Pinellia ternata」 (X)
「連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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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翹 Forsythia suspensa」 (X) 



伍、常見實例分享－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駁回實例

未經衛生署評估核定得供食品成分
舉例如下：
「芸香素 Rutin」 (X)

退黑激素「退黑激素 Melatonin」 (X)
「納豆激酶 Nattokinase」 (X)
「超氧化物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Superoxidase Dismutase」 (X)
「5-羥基色胺酸 5-HTP 5-Hydroxytryptophan」 (X)
「 烯丙基半胱氨酸「S-烯丙基半胱氨酸 SAC S-Allyl Cysteine」 (X)
「共軛亞麻油酸 CLA Conjugated Linoleic Acid」 (X)
「人參皂苷「人參皂苷 Ginsenoside」 (X)
「GABA Gamma-Amino Butyric Acid」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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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駁回實例
◎原料使用非傳統供食用之部位或品種。

(請見P.69、70)

◎每日最高攝食量超出食用安全限量 (請見P 71)◎每日最高攝食量超出食用安全限量。 (請見P.71)

◎原料之使用方式不符規定。◎原料之使用方式不符規定。

(請見P.72、73、74、75)( )

◎原料使用非傳統供膳食之植物。 (請見P.76) 

◎未經衛生署評估核定得供食品成分。 (請見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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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駁回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駁回實例

屆期（即60天或90天）仍未完整補齊

例：

協會發文通知補件內容共5項協會發文通知補件內容共5項

至補件期限止僅補送4項 (X)

於補件期限內完整補齊5項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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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補件實例

80
無簽發日期？



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實例

已提供Vitamin D3之
詳確化學名稱、添加量

及國際單位(IU)！
81

及國際單位(IU)！



伍、常見實例分享－補件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補件實例

重量100 mg不明確重量100 mg不明確
是「Pantothenic Acid 100 mg」？

還是「Calcium Pantothenate 100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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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實例

配方、文件、產品實物
之外觀色澤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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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
－補件實例

萃取步驟所使用溶劑之

詳確化學名稱？

殘留量規格？

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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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溶劑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量暨規格標準

1.本品可使用於香辛料精
油之萃取；精油樹脂中
之殘留量為30 ppm以

第十五類
溶劑

5 丙酮
Acetone

之殘留量為30 ppm以
下。

2.本品可於其他各類食品
中視實際需要適量使溶劑 Acetone 中視實際需要適量使
用，但最終產品中不得
殘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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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實例

已列出「銀杏果 成分
已列出「月見草」成分
之品種學名及使用部位！

已列出「銀杏果」成分
之品種學名及使用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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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補件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補件實例

「福岡法務局北九州支局「福岡法務局北九州支局」
當地衛生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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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實例

已列出製造廠
名稱及廠址！

2010年10月
簽發！簽發！

88當地衛生主管機關（保健所）出具！



伍、常見實例分享－補件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補件實例

出具單位為衛生主管機關！

已列出製造廠名稱及廠址！已列出製造廠名稱及廠址！

本文件在簽發日March 14, 
2011的180天內有效！

已簽署已簽署
並加蓋出具單位章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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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實例

已列出製造廠名稱及廠址！已列出製造廠名稱及廠址！

於7/01/2009簽發
至7/01/2012有效！

已經公證與正本相符！

90官方證明文件如何引用他案之正本？



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補件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 補件實例

「衛署食字」X衛署食字」

「署授食字「署授食字」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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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見實例分享－核准、補件實例伍 常見實例分享 核准 補件實例

有「包裝 欄位X有「包裝」欄位X

無「包裝」欄位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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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補件之公文通知補件之公文

協會地址、電話、承辦人員分機

發文日期、發文字號

新案（產品之中文或英文品名）
展延、變更（許可字號）

補件期限

展延 變更（許可字號）

補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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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延期補件之公文同意延期補件之公文

協會地址、電話、承辦人員分機

發文日期、發文字號

申請延期補件

延期補件之最終補件期限

申請延期補件
之產品品名或許可字號

延期補件之最終補件期限

94



＊請申請廠商以「回覆公文」正式補件請申請廠商以 回覆公文」正式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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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件／申請延期補件補件／申請延期補件
之「產品品名」

空白處請加蓋空白處請加蓋
「公司」及「負責人」章戳

正式補件資料請寄至協會：

10074台北市中正區

南昌路1段51巷1號11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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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路1段51巷1號11樓
（親自送件為同地址10樓）



財團法人台灣優良農產品發展協會

協會網址：http://www.cas.org.tw/

聯絡電話 轉審查組聯絡電話：(02)23567417轉審查組

承辦人員分機：#53林小姐、承辦人員分機：#53林小姐、

#52葉小姐、

#55林小姐、

#50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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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聆聽感謝您的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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