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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列印

漁業目
溯源水產品資訊登錄管理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110年2月20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1101346417A號訂定發布全文
11點，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110年8月24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1101263884A號令修正「溯源
水產品資訊登錄管理作業規範」第十一點及第二點附件二，並自即日生效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執行溯源水產品溯源資訊項目及標示方
式，特訂定本規範。
二、申請生鮮水產品之溯源水產品追溯條碼（以下簡稱追溯條碼，圖樣如附件一）之
農產品經營者（以下簡稱申請者），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直接從事漁業生產之自然人（以下簡稱漁民）。
(二) 依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設立登記之農業產銷班。
(三) 漁會、農會、漁業生產合作社或依法設立之農漁民團體。
(四) 依法設立之農產品初級加工廠。
(五) 依法設立之具生產實績之農業企業機構。
(六) 依法設立之水產品加工廠。
(七) 其他經本會專案核准者。
申請水產加工品之追溯條碼之申請者，應符合前項第三款至第七款資格之一，並
具備下列條件。
(一) 取得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驗證（HACCP）、ISO22000或FSSC22000證
書。
(二) 加工廠（場）之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前項水產加工品之品項及其說明如附件二。
三、申請者申請追溯條碼前，應於水產品生產追溯查詢系統（以下簡稱追溯系統，網
址：http://ap.fishqrc.org.tw/）完成資料登錄，列印「溯源水產品追溯條碼申請表」
（以下簡稱申請表，如附件三），並檢附下列文件，郵寄至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
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初審單位）提出申請：
(一) 資格與生產證明文件（詳如附件四）。
(二) 溯源水產品資訊登錄管理作業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詳如
附件五）。
(三) 溯源水產品追溯條碼使用切結書，並經申請者簽章（詳如附件六）。
(四) 其他經本會指定之文件。
初審單位應核對前項所附資料（以下簡稱申請書表）與追溯系統登載資料是否完
備正確，並於受理後十四個工作日內完成初審作業。初審合格者，將申請書表送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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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複審；初審不合格者，以電子郵件、簡訊或郵寄紙本方式通知申請者於接獲通知
之翌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由初審單位造冊送本會駁回其申請。
本會於收件後十個工作日內辦理複審作業。複審合格者，送由追溯條碼發放管理
單位（以下簡稱發放管理單位）依申請者選定之傳送方式，於三個工作日內，寄送驗
證碼予申請者；複審不合格者，以電子郵件、簡訊或郵寄紙本方式通知申請者並副知
初審單位，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十五個工作日內補正送複審單位；屆期未補正者，由
本會駁回其申請。
四、前點第三項之發放管理單位，為本會指定或遴選之相關團體或機構。
五、申請者取得追溯條碼後，始得以溯源水產品名義銷售，並以在追溯系統所登載之
產品為限（以下簡稱使用者）。
使用者應以印製黏貼或套印方式，將追溯條碼用於其生產、集貨、運銷之水產品
及水產加工品本身或包裝資材。但以散裝、裸賣方式銷售或以告示牌或其他方式進行
行銷、宣傳行為者，不在此限。
使用者應對使用追溯條碼最終銷售型態之水產品及水產加工品負完全責任，並應
妥善管理追溯條碼以防止他人冒用，且不得轉借他人使用。如有商業需求，應依相關
法令標示事項及簽訂合約。
六、本會或初審單位應不定期派員至使用者之生產、加工、代工、集貨或運銷現場，
查核追溯系統內容是否與實際現況相符。查核內容應包含但不限於產品標示及資料正
確性查核。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抽查轄區內貼有追溯條碼之水產品及水產加工品之外包
裝資訊是否與追溯系統之網頁內容相符，及使用者網頁資料內容之合宜性。
使用者應於本會、初審單位或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前二項查核、抽查時，
提供至少一年水產品原料進出貨單據（其生產者為取得追溯條碼之漁民）、卸魚聲明
或放養量申（查）報、廠區（場所）平面配置圖、原物料配方表、加工品製程相關資
料及具追溯條碼之漁民名單或其他本會指定之文件。
七、使用者登載於追溯系統之資料有異動時，應自行於該系統辦理異動作業，並列印
申請表（同附件三）及檢附相關佐證或其他本會指定之文件，向初審單位提出申請，
初審作業程序依第三點第二項規定辦理，本會於收件後十個工作日內確認異動資料無
誤後通知發放管理單位進行系統資訊異動。
八、使用者不再使用追溯條碼時，應於追溯系統辦理終止作業並填寫申請表（同附件
三），向初審單位提出申請，初審作業程序依第三點第二項規定辦理，本會於收件後
十個工作日內確認無誤後，終止使用者權利。
經查證使用者資格消滅、未繼續使用追溯條碼、將追溯條碼轉借他人使用，或受
他人冒用者，本會得終止其使用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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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拒絕接受第六點查核、抽驗者，本會得視情節輕重，暫停使用追溯條碼權
利一年或終止之。
九、經本會確認產品標示查核結果，有網頁內容與外包裝資訊不符、網頁資料內容不
合宜、產品標示未依規定、產品製造不符國內食品安全衛生相關規定，或無法具體證
明其原料來源者，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本會得暫停使用者使用追溯條碼權利，通知使用者於接獲通知翌日起十五
個工作日內改正，並副知初審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發放管理單位，
發放管理單位應公布於追溯系統。
(二) 使用者應於改正期限屆滿前向本會提出改正措施，改正完成後始得申請恢
復使用；屆期未改正者或改正不完全，由本會終止其使用權利。
經本會確認產品原料來源非國產水產品者，暫停使用者使用追溯條碼三個月，並
通知使用者於接獲翌日起十五個工作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或改正不完全，由本會
終止其使用權利。經暫停使用追溯條碼自每次暫停日起，往前回溯一年內累計達二次
者，終止使用追溯條碼權利。
產品安全品質抽驗結果不符國內食品安全衛生及水產動物用藥相關規定者，除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外，並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 使用水產動物用藥品使用規範之藥品或非水產動物用藥品使用規範之藥
品，其殘留量超過安全容許量者，得視情節輕重暫停使用追溯條碼三個月以下
或至移動管制結束。
(二) 產品抽驗結果不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
者，得視情節輕重暫停使用追溯條碼三個月以下或至移動管制結束。
(三) 使用禁用之動物用藥品者，終止使用追溯條碼權利。
(四) 違反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經暫停使用追溯條碼自每次暫停日起，往前回溯
一年內累計達二次者，終止使用追溯條碼權利。
十、本會依第八點或第九點終止使用追溯條碼權利，應通知使用者、發放管理單位及
初審單位，並註銷追溯條碼及公布名單於追溯系統；依第八點第三項或前點終止使用
追溯條碼權利者，本會得於終止日起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
經暫停或終止使用追溯條碼，使用者應回收或塗銷已黏貼（或套印）、印製於告
示牌或其他使用方式之追溯條碼。
有冒用或仿冒追溯條碼、或經暫停或終止仍繼續使用追溯條碼者，依刑法等相關
法規追究相關責任。
十一、(刪除)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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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溯源水產品追溯條碼圖樣
一、 追溯條碼上方標示「溯源水產品」文字，條碼下方標示申請者追溯
號碼，此號碼係由直轄市、縣(市)代碼(2碼)+類別代碼(2碼)+流水
號(6碼)組成，共10碼(如下圖)；另可依個別使用需求，於生產追
溯系統登載生產或出貨批號，以茲識別不同批次產品。

二、 申請者追溯號碼編碼原則：
（一） 直轄市、縣(市)代碼：參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03年7月25日主
統法字第1030300463號函之排序原則，並按申請者聯絡地址
所在直轄市、縣(市)給予2碼編碼，說明如下表：
直轄市、縣(市)代碼
新北市01
臺北市02
桃園市03
臺中市04
臺南市05
高雄市06
宜蘭縣07
新竹縣08
苗栗縣09
彰化縣10
南投縣11
雲林縣12
嘉義縣13
屏東縣14
臺東縣15
花蓮縣16
澎湖縣17
基隆市18
新竹市19
嘉義市20
金門縣21
連江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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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類別代碼：依申請者身分類別給予2碼編碼，說明如下表：
身分類別
漁民
農業產銷班
農漁民團體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
農業企業機構
水產品加工廠
其他經本會專案核准者

代碼
11
12
13
14
15
16
17

（三） 流水號：相同直轄市、縣(市)及身分類別者，依序給予6碼流
水號編碼。
三、 追溯條碼可依核發之原圖比例縮放成不同尺寸，以黏貼或套印方式
標示在水產品及水產加工品本身或包裝資材上，並得使用於該等產
品之銷售告示牌或其他行銷宣傳方式。

四、 上圖之追溯條碼，結合生產、出貨批號，可追溯至生產批次資訊之
水產品或漁民以外之申請者識別不同生產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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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水產品資訊登錄管理作業規範第二點附件二修正規定
溯源水產品加工品適用品項
申請溯源水產品加工品，應遵循以下加工品基本說明。
大類

項目

蒸煮 熟食
品

基本說明

產品品項

以加熱處理方式經高溫煮
熟，無添加任何調味料及
添加物，或僅添加鹽，再
冷凍(藏)。

熟食(白蝦)
熟食(魩仔魚)
熟食(小卷)
熟食(櫻花蝦)
蒲燒(白燒)魚(臺灣鯛)
蒲燒(白燒)魚(日本鰻)
蒲燒(白燒)魚(黑鰻)
蒲燒(白燒)魚(鯰魚)*註1
調味貝類(九孔)

冷凍 蒲燒(白燒) 經清洗、選別、切塊後，
(藏) 魚
進行蒲燒(白燒)之加工製
調理
品，再冷凍。
品
調味貝類

調味魚排

經清洗、選別、去殼後，
進行調味調理再冷凍之產
品。
經清洗、選別、切塊後，
進行調味調理再冷凍之產
品。

裹粉頭足類 經清洗、選別、切塊後，
進行裹粉預炸再冷凍之產
品。(原型塊狀頭足類重量
應達60%以上)
裹粉魚排
經清洗、選別、切塊後，
進行裹粉預炸再冷凍之產
品。(原型塊狀魚排重量應
達60%以上)

調味貝類(文蛤)
調味魚排(臺灣鯛)
調味魚排(虱目魚)
調味魚排(鱸魚)
調味魚排(旗魚)
調味魚排(石斑)
調味魚排(烏魚)
調味魚排(鬼頭刀)
調味魚排(土魠)
裹粉頭足類(魷魚)
裹粉頭足類(透抽)
裹粉頭足類(花枝)
裹粉魚排(塊)(臺灣鯛)
裹粉魚排(塊)(虱目魚)
裹粉魚排(塊)(鱸魚)
裹粉魚排(塊)(烏魚)
裹粉魚排(塊)(鬼頭刀)
裹粉魚排(塊)(土魠)
裹粉魚排(塊)(旗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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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理魚排*

經清洗、選別、切塊後，
註1
進行水產品重組、調味調
理再冷凍之產品。(主原
料應為單一魚種，添加蔬
果須為國產原料外，水產
品使用應達60%以上。)
魚精(冷凍) 經清洗、選別後，再蒸煮
或熬煮或萃取之加工品，
再冷凍。

罐頭 魚精(常溫) 經清洗、選別後，進行調味
製品
調理封裝於密閉容器內，於
封裝前或封裝後，施行商業
滅菌，而可於室溫下長期保
存之加工製品。(主原料、
蔬果須為國產原料)
罐頭

乾鹽 魚鬆
製品

一夜干

經清洗、選別後，再進行
調味、翻炒之加工製品，
如：魚鬆、魚酥、魚脯。

經清洗、選別、三去、浸
泡鹽水後，以自然或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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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粉魚排(塊)(水鯊)
裹粉魚排(塊)(鯰魚)*註1
調理魚排(虱目魚排)

魚精(冷凍)(鰻魚)
魚精(冷凍)(虱目魚)
魚精(冷凍)(鱸魚)
魚精(冷凍)(烏魚)
魚精(冷凍)(鯖魚)
魚精(常溫)(鰻魚)
魚精(常溫)(虱目魚)
魚精(常溫)(鱸魚)
魚精(常溫)(烏魚)
魚精(常溫)(鯖魚)
罐頭(臺灣鯛)
罐頭(鱸魚)
罐頭(鮪魚(正鰹))
罐頭(鯖魚)
罐頭(九孔)
罐頭(虱目魚)
魚鬆(虱目魚)
魚鬆(臺灣鯛)
魚鬆(鱸魚)
魚鬆(鮪魚(鰹魚))
魚鬆(鬼頭刀)
魚鬆(旗魚)
魚鬆(狗母魚)
魚鬆(烏魚)
一夜干(午仔魚)
一夜干(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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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風乾使其產生風味之
加工製品，再冷凍。

鹽漬鯖魚

煉製 魚丸*註1
品

黑輪*註1
甜不辣*註1

一夜干(石斑)
一夜干(竹筴魚)
一夜干(鯖魚)
一夜干(烏魚)
經清洗、挑選後，加入食鹽 鹽漬鯖魚
進行鹽漬之加工品，再冷
凍。
經清洗、選別後，再加鹽擂
潰及蒸煮之加工製品，再冷 魚丸(虱目魚)
凍。(主原料應為單一魚種，
添加蔬果須為國產原料外，
水產品使用應達65%以上。) 魚丸(鬼頭刀)
經清洗、選別後，再加鹽擂 黑輪
潰及蒸煮、油炸之加工製
品，再冷凍。 (主原料應以
溯源水產品為主，其使用
應達65%以上，如需添加其
甜不辣
他魚種調味，其來源亦應
為溯源水產品，並應明確
標示使用比例。)

註：1.「調理魚排」、「魚丸」、「黑輪」、「甜不辣」、「蒲燒(白燒)魚(鯰
魚)」、「裹粉魚排(塊)(鯰魚) 」屬專案申請品項。
2.表列品項將視實際執行情形，由初審單位提送至本會研議調整。
3.烏魚子不適用本表，請逕依規定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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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溯源水產品追溯條碼申請表
※請詳閱填表注意事項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新增申請
申請類別
□異動，異動資料項目：
(說明一)
□終止，終止使用原因：
一、基本資料
身分類別
□ 漁民
□ 農業產銷班
□ 農漁民團體
□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
(擇一打勾)
□ 農業企業機構
□ 水產品加工廠
□ 其他經本會專案核准者
申請單位或
申請單位：
*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姓名：
(說明二)

漁船船名及統 漁船船名:
統一編號: CT一編號
定置漁場名稱

漁場名稱:

申請單位之統一編號或立案字號

申請單位之設立日期

(漁民或漁業產銷班免填)

(漁民免填)

*

申請者姓名
聯絡電話*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說明三)

聯絡地址*
輔導單位*
二、水產品資料
*

*

水產品 、產地

(右邊欄位不敷使用時，請自行

產品品項：

產地：

另加頁面敘述)

養殖場位置*
(漁民填寫；右邊欄位不敷使用
時，請自行另加頁面敘述)

縣
市

市鄉
區鎮

漁船作業海域*
*

定置漁場設置地點
主要集貨場址*

□同聯絡地址
□地址：

申請者(單位)簡介
(右邊欄位不敷使用時，請自行
另加頁面敘述；說明四)

水產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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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

縣
市

市鄉
區鎮

小段

地號

(右邊欄位不敷使用時，請自行
另加頁面敘述；說明四)

自有網站之網址

http://

追溯條碼取得方式

追溯條碼使用方式
申請者簽名(章)

□無

三、追溯條碼取得與使用方式
請選擇以下任一方式發送驗證碼，由申請者至「水產品生產
追溯系統」網站(http://ap.fishqrc.org.tw/)下載
□以電子郵件寄送給申請者 (請檢視已留有電子郵件)
□以簡訊寄送給申請者 (請檢視已留有手機號碼)
□郵寄至聯絡地址
□直接套印在包裝資材上□逐枚黏貼□其他：
(以上所填資料均係屬實，若有不實或誤繕，本人願負一切責任)

(漁民團體、農產品初級加工場、農業企業公
司、水產品加工廠或其他經本會專案核准者，應
加蓋負責人及公司章)
負責人章

四、初審作業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
同意書(詳如附件五)
追溯條碼使用切結書(詳如附
件六)

初審
結果
初審
單位

□已檢附並簽署

□未檢附(含未簽署)

□已檢附並簽署

□未檢附(含未簽署)

□符合，另通過品項為：
□不符合(通知補正，不符合原因：

公司章

)
承辦人員
簽名或蓋章

單位主管
簽名或蓋章

機關首長
簽名或蓋章

五、複審作業
複審
結果
複審
單位

□符合，另通過品項為：
□不符合(通知補正，補正原因：
)
承辦人員
簽名或蓋章

單位主管
簽名或蓋章

機關首長
簽名或蓋章

※填表注意事項：
說明一：申請者填寫項目如下：
申辦類別為「新增申請」者，各項資料均須填寫；申辦類別為「異動」者，填寫基本資料及異
動的資料項目；申辦類別為「終止」者，填寫基本資料及終止使用原因。
說明二：填寫項目有「*」者為必填資料；有加底線者為：會於生產追溯系統申請者專屬網頁呈現該等
資料內容；其餘資訊不對外公開。
說明三：「申請者姓名」欄：請依身分類別，填寫漁民本人、產銷班班長、漁民團體、農產品初級加
工場、農業企業機構、水產品加工廠或其他經本會專案核准者之負責人姓名。
說明四：申請者亦可提供本人(單位)及水產品簡介資料之電子檔給初審單位，由該單位協助登載於生
產追溯系統，或由申請者自行上傳資料至該系統。
說明五：申請身分類別為漁民團體、農產品初級加工場、農業企業機構、水產品加工廠者，應保留至
少一年國產原料進出貨或相關單據備查，並至水產品生產追溯查詢系統登打進出貨資料等相關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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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申請溯源水產品追溯條碼應檢附資格及生產證明文件
一、 漁民：
（一） 國民身分證（以下簡稱身分證）影本
（二） 生產證明文件：
1. 從事遠洋漁業者：應檢附遠洋漁業作業許可證明書及至少三
個航次之卸魚聲明書。
2. 從事沿近海捕撈漁業者：應檢附漁業執照及至少一個月或三
個航次卸魚聲明書。
3. 從事定置漁業者：應檢附定置漁業權執照及至少近一年之定
置網類捕獲魚貨紀錄表。
4. 從事養殖漁業者：應檢附放養量申（查）報證明文件或養殖
實績證明文件。
二、 農業產銷班：
（一） 班長之身分證影本
（二） 班員名冊
（三） 經班會決議申請追溯條碼之會議紀錄影本
（四） 生產證明文件：
1. 從事水產養殖者：應檢附班員之放養量申(查)報書證明文件
或養殖實績證明文件。
2. 特定漁業產銷班：應檢附班員之漁業執照及至少一個月或三
個航次之卸魚聲明書影本。
三、 農漁民團體、農產品初級加工場、農業企業機構、水產品加工廠：
（一） 負責人或代表人之身分證影本。
（二） 依法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 加工廠(場)廠區(場所)平面配置圖。
（四） 加 工 廠 之 危 害 分 析 重 要 管 制 點 (HACCP) 、 ISO22000 或
FSSC22000證書。
（五） 加工廠(場)之食品業者登錄字號(項目：工廠/製造場所)。
8

（六） 具農漁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資格者，因無設立加工廠或自
有加工廠產能不足而委外代工者，應檢附加工廠代工契約文
件(影本)，未來應配合本會辦理現場查核。
（七） 生產證明文件：
1. 水產品使用國產原料證明之文件：至少近3個月進貨單據影
本(其生產者為取得追溯條碼之漁民或本會指定之文件)，及
放養量查(申)報書或卸魚聲明書。
2. 農業企業機構資格者：應檢附放養量申(查)報書、養殖登記
證，或至少一個月或三個航次之卸魚聲明書及漁業執照等影
本。
3. 具農漁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資格者，因生產量能不足而有
外購原料之需求者：
(1) 合作社外購原料僅限社員養殖或漁撈之品項(其生產者為
取得追溯條碼之漁民)。
(2) 農業企業機構外購原料僅限具生產實績之品項(其生產者
為取得追溯條碼之漁民)。
（八） 申請加工品應另檢附：
1. 加工廠加工能力切結文件。
2. 原物料配方表。
3. 加工品製程相關文件。
4. 若具粉料外之其他副原料，需簽國產原料切結書，並提供近
3個月國產來源單據(需溯及生產農民或佐證文件，並應留存
一年以上提供查證)。
5. 申請專案品項者，除前揭文件外，另應檢附國產水產品採購
切結書，並配合本會辦理政策，倘未來經追蹤查核未符合上
開切結事項，且未提出具體說明或申請展延者，本會得終止
該加工品項。
四、 經本會專案核准資格者：應檢附本會核准文件之影本及指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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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廠(場)加工生產能力切結書
1. 本公司(廠、場、社)謹遵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相關規定生產製造。
2. 本公司(廠、場、社)基於誠信原則同意配合依據溯源水產品資訊登
錄管理作業規範進行關於生產追溯、加工製程能力與衛生品質安全
事項的查核與檢驗。
3. 本公司(廠、場、社)具生產(產品品項)
之
加工品項之能力。
4. 如有違反上述內容，主管機關得終止已核准之追溯條碼之加工品品項，
若造成第三人之損害，立切結書人願負一切賠償責任。

此

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公司章

〈簽名〉
負責人章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10

日

國產原料使用切結書
本公司(廠、場、社)生產製造之(產品品項)

。其

中成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使用來源為國
內生產並符合農產品相關法規規範之農產品，且依農產品可追溯性
之原則留存一年之相關佐證文件，倘有未遵守前述事項，主管機關
得終止已核准之追溯條碼之加工品品項。

此

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公司章

〈簽名〉
負責人章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11

日

國產水產品採購切結書
本公司(廠、場、社)保證使用專案申請之原料(魚種)

，每

年至少採購________公噸，原料來源為取得溯源條碼之漁民，亦配
合辦理相關政策。倘未來經追蹤查核未符合上開切結事項，且未提
出具體說明或申請展延者，主管機關得終止已核准之追溯條碼之加
工品品項。

此

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公司章

〈簽名〉
負責人章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12

日

附件五

溯源水產品資訊登錄管理作業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
同意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強化生產者之產品自主管理責任，發給
溯源水產品追溯條碼，揭露生產者資訊，促進在地生產在地消費，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相關規定蒐集臺端之個人資料，並向臺端說明以下事項。
一、特定目的：一三八農產品交易、一三九農產品推廣資訊、一四七漁業行政
二、個人資料之類別：
識別類Ｃ○○一 辨識個人者：姓名、聯絡地址、聯絡電話、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特徵類Ｃ○一一個人描述：性別、出生年月日
其他各類資訊Ｃ一三二 未分類之資料：水產品、產地、取得標章類別、生產
者或水產品簡介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利用期間：溯源水產品追溯條碼有效使用期間。
2. 利用地區：中華民國領域。
3. 利用對象：本會及民眾。
4. 利用方式：若有以下情形時(包括但不限於)：消費者投訴、水產品資料查
詢、更新等，本會亦可能利用臺端所提供之個人資料與您聯繫
四、臺端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向本會行使當事人權利，請填寫本會個
人資料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書，郵寄至本會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執行小組。
五、臺端若不提供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審查發給溯源水產品追溯條碼。
六、本會為保障臺端的權利，於辦理溯源水產品資訊登錄管理作業時，將收取臺端
之身分證影本，以利作為當事人確認身分之用。(本會瞭解身分證正反面記載
個人及善意第三人資料，但因該證件格式及內容為內政部之規定，本會無權更
動其內容，但保證收取後將妥為保管。)
=========================================================================
本人已瞭解上述說明事項，同意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所列之個人資料類別蒐集本人
之個人資料，且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此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人：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13

日

附件六

溯源水產品追溯條碼使用切結書
溯源水產品追溯條碼(以下簡稱追溯條碼)申請使用者同意依據「溯源水產品資
訊登錄管理作業規範」(以下簡稱管理作業規範)就追溯條碼之使用及相關事項俾遵
守辦理：
一、依據「溯源水產品溯源資訊項目及標示方式」使用追溯系統以登載基本資料，
以利消費者得以透過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掃描，或於追溯系統網站輸入追溯
號碼等方式，查詢溯源水產品之基本資料，並維持資料之正確性。
二、使用追溯條碼限使用於生產、集貨、運銷且在追溯系統所登載之水產品品項本
身或包裝資材、行銷、宣傳上，並保證使用追溯條碼之追溯水產品非自遊艇或
小船釣獲之漁獲物。
三、追溯條碼不得轉借他人使用，且應妥善管理以防止他人冒用，於追溯條碼暫
停、終止使用期間，不得於水產品品項本身、包裝資材或其行銷、宣傳行為等
任何管道繼續使用追溯條碼。
四、為善盡安全管理責任，會依據管理作業規範保留相關規定之文件至少1年以
上，並配合管理作業規範規定之查核單位(包括直轄市、縣(市)政府、農委
會、初審單位等)進行追溯系統資料正確性查核(包括基本資料、水產品品項及
相關資訊等)等事項，不得藉任何理由推諉、妨礙或拒絕。
五、不使用政府禁用或未依「水產動物用藥品使用規範」之動物用藥，並符合衛生
福利部規定之動物用藥未超過安全容許量規定，且動物用藥之使用及使用除須
依獸醫師(佐)處方藥品之相關規定外，其品目、使用對象、用途、用法、用
量、停藥期及使用上應注意相關之規範，均應遵守。
六、若有違反管理作業規範相關規定及上開所列事項之情形時，應自負相關責任，
且主管機關得按「溯源水產品資訊登錄管理作業規範」規定辦理終止使用追溯
條碼之權利。
此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申請者名稱)
負責人章

代表人：

（簽名/章）

公司章

(註：非以漁民身分類別申請者，請填寫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14

日

附件七

已申請臺灣水產品生產追溯條碼加工品之補件程序及資料
一、填具溯源水產品追溯條碼申請表，並檢附資格所需文件送至初審單
位。
二、屆期未提出補件、未具體說明者，或未來實地查證不具有留存資料
者，本會得終止申請品項或追溯條碼。
身分別補正文件

加 共同
工
品
文
件
補正

(補正)專案品
項(虱目魚排、
虱目魚丸、蒲
燒(白燒)鯰
魚) 、裹粉鯰魚
排(塊))

補正文件說明─農漁民團體
1.加工廠代工契約文件
2.代工加工廠之食品業者登錄字號(項目：工廠
/製造場所)
3.代工加工廠之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CCP)、
ISO22000 或 FSSC22000 證書
4.代工加工廠之廠區平面配置圖
*合作社外購原料僅限社員養殖或漁撈之品項(其
生產者為取得追溯條碼之漁民)
1. 加工廠加工能力切結文件
2. 原物料配方表
3. 加工品製程相關文件
4. 若具粉料外之其他副原料，需簽國產原料切
結文件，並提供近 3 個月國產來源單據(需溯
及生產農民或佐證文件)。
除提供上述共同文件外，應留存一年內採購為取
得追溯條碼之養殖或漁撈生產者之進貨單據、供
應商批次名單(須包含：生產者姓名、QR code
號碼、批次使用量)，或本會指定之文件供現場
查察。
除前揭文件外，另應檢附國產原料採購數量切結
書，並配合本會辦理政策，倘未來經追蹤查核未
符合上開切結事項，且未提出具體說明或申請展
延者，本會得終止該加工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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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文件說明─農業企業機構
身分別補正文件
1. 加工廠代工契約文件
2. 代工加工廠之食品業者登錄字號(項目：工廠
/製造場所)
3. 代工加工廠之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CCP)、
ISO22000 或 FSSC22000 證書
4. 代工加工廠之廠區平面配置圖
*外購原料僅限農企業機構具生產實績之品項
(其生產者為取得追溯條碼之漁民)
加 共同
1. 加工廠加工能力切結文件
工
2. 原物料配方表
品
3. 加工品製程相關文件
文
4. 若具粉料外之其他副原料，需簽國產原料切
件
結文件，並提供近 3 個月國產來源單據(需溯
及生產農民或佐證文件)。
補正
除提供上述共同文件外，應留存一年內採購為取
得追溯條碼之養殖或漁撈生產者之進貨單據、供
應商批次名單(須包含：生產者姓名、QR code
號碼、批次使用量)，或本會指定之文件供現場
查察。
(補正/新申請) 除前揭文件外，另應檢附國產原料採購數量切結
專案品項(虱目 書，並配合本會辦理政策，倘未來經追蹤查核未
魚排、虱目魚
符合上開切結事項，且未提出具體說明或申請展
丸、蒲燒(白
延者，本會得終止該加工品項。
燒)鯰魚) 、裹
粉鯰魚排(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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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文件說明─水產品加工廠
身分別補正文件
1.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項目：工廠/製造場所)
2. 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CCP)、ISO22000 或
FSSC22000 證書
3. 廠區平面配置圖
加 共同
1. 加工廠加工能力切結文件
工
2. 原物料配方表
品
3. 加工品製程相關文件
文
4. 若具粉料外之其他副原料，需簽國產原料切
件
結文件，並提供近 3 個月國產來源單據(需
溯及生產農民或佐證文件)。
補正
除提供上述共同文件外，應留存一年內採購為
取得追溯條碼之養殖或漁撈生產者之進貨單
據、供應商批次名單(須包含：生產者姓名、QR
code 號碼、批次使用量)，或本會指定之文件
供現場查察。
(補正/新申請)
除前揭文件外，另應檢附國產原料採購數量切
專案品項(虱目
結書，並配合本會辦理政策，倘未來經追蹤查
魚排、虱目魚
核未符合上開切結事項，且未提出具體說明或
丸、蒲燒(白燒) 申請展延者，本會得終止該加工品項。
鯰魚) 、裹粉鯰
魚排(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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