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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申請使用與管理綠色食品標誌須知 

 第一章  標誌申請目的與條件 

ㄧ、財團法人台灣綠色食品暨生態農業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綠生會)，為促進兩

岸經貿發展，提升台灣企業在大陸市場的知名度與競爭力，對於輸出綠色食

品到大陸的企業申請使用綠色食品標誌者，依本須知的規定向綠生會提出

申請。 

二、本須知所稱企業，係指將台灣產製的綠色食品輸出到大陸市場的公司、農民

團體、農業合作社等或具綠色食品出口資格的法人業者。 

三、本須知所稱綠色食品，是指產自優良生態環境、按照綠色食品標準生產、實

行全程品質控制並獲得綠色食品標誌使用權的安全、優質食用農產品及相

關產品。 

四、綠色食品的產品類別、項目及代碼如附件 1，綠生會得選定產品類別優先辦

理，並在綠生會網站公布。 

五、台灣地區企業(以下簡稱申請人)申請使用綠色食品標誌，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具有法人資格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二)具有綠色食品生產的環境條件與生產技術。 

(三)具有完善的品質管制與品質保證體系，並至少穩定運作ㄧ年。 

(四)具有與生產規模相應的生產技術人員與品質控制人員。 

(五)具有穩定的生產基地。 

(六)申請前三年內無品質安全事故與不良誠信紀錄。 

(七)與綠色食品檢查員或檢測機構不存在利益衝突。 

六、申請人申請使用綠色食品標誌，其產品應具備下列條件： 

(ㄧ)產品項目須列在綠色食品產品適用標準目錄 (註 1)。 

(二)產品或產品原料的產地環境，符合綠色食品產地環境品質標準(註 2)。 

(三)農藥、肥料、添加劑等資材的使用，符合綠色食品生產技術標準(註 3)。 

(四)產品品質符合綠色食品產品品質標準(註 4)。 

(五)包裝、貯運條件符合綠色食品包裝、貯運標準(註 5)。 

七、申請人應向綠生會提出申請，並提交下列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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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標誌使用申請書(附件 2)及調查表(附件 3)。申請種植產品或食用菌產 

品未達最小規模者，不予受理。 

(二)證明文件：如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或農地容許使用證明、商

標註冊等文件影本，其上記載「與正本相符」。 

(三)產品生產技術規程與品質管理規範。 

(四)基地圖、加工廠平面圖、基地清單（含合法使用證明）、農戶清單等。 

(五)採購原料、使用相關資材及儲運等合約、協議、購銷發票，及生產加工

紀錄。 

(六)預定包裝產品包裝標籤或其設計樣張(附件 4)。 

(七)其他相關證明資料。 

第二章  申請與審查程序 

八、綠生會於接到申請人所送的文件資料，應在 10個工作日內完成書面審查，

並填造「綠色食品受理審查報告」(註 6)。經審查符合規定者，向申請人發

出「綠色食品申請受理通知書」(註 6)，並通知申請人繳交驗證審查費；不

符合規定者，通知申請人補正資料或以書面說明不予受理的理由，且本生產

週期不再受理其申請。 

九、符合前條規定的申請案，綠生會於收到驗證審查費後，向申請人發出「綠色

食品現場檢查通知書」(註 6)，並組成檢查組，在產品或產品原料生產週期

內進行現場檢查。現場檢查工作除因作物生長期影響得適當延後外，綠生會

應在申請文件審查合格後 45個工作日內完成，並填造「綠色食品現場檢查

意見通知書」送申請人(註 6)。 

十、為査驗申請人產品及生產環境的品質，由檢查組或選定的定點檢測機構對申

請產品及產地環境抽取樣品送檢。但有下列情形者，免做環境檢測： 

(一)申請人提供一年內「環境品質監測報告」原件或影本，符合綠色食       

品產地環境檢測項目與品質要求者。 

(二)檢查組確認產地環境品質符合「綠色食品產地環境調查、監測與評       

價」規範之免測條件者。 

十一、定點檢測機構應在接到前項樣品之日起，產品樣品在 20個工作日內、環

境樣品在 30個工作日內完成檢驗工作，並出具產品檢驗報告及產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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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報告，送綠生會及申請人。檢驗不合格者，由綠生會將申請資料退回

申請人並告知理由。 

十二、綠生會收到產品檢驗報告及產地環境監測報告之日起 20個工作日內提出

「綠色食品初審報告」，並同申請文件、檢查報告、檢驗(監測)報告送請

複審。 

十三、申請產品經複審合格者，由綠生會通知申請人繳交當年度標誌使用費。申

請人在繳交標誌使用費，並簽訂「綠色食品標誌使用合同」後，獲頒綠色

食品標誌使用證書(以下簡稱證書)，成為標誌使用人。 

第三章  證書的頒發與管理 

十四、證書為標誌使用人使用綠色食品標誌的憑證，證明其產品符合綠色食品標

準。 

十五、證書採取「一品一證」方式，即每項通過綠色食品標誌審查合格的產品頒

發一張證書。 

十六、證書上記載獲證企業名稱、同意使用的產品名稱、商標名稱、產品資訊編

碼、核准產量、產品編號、標誌使用有效期限、頒證機構、頒證日期等內

容。 

十七、證書分中文、英文兩種版本，由標誌使用人依需求提出申請。 

十八、證書有效期限為三年，依證書上登載之日起算。 

十九、標誌使用人在證書有效期內享有下列權利： 

(一)在獲證產品及其包裝、標籤、說明書上使用綠色食品標誌。 

(二)獲證產品在大陸市場行銷活動的廣告宣傳、展覽、銷售等使用綠色食

品標誌。 

二十、標誌使用人在證書有效期內應履行下列義務： 

(一)依綠色食品標準執行，保持產地環境與產品品質穩定可靠。 

(二)遵守標誌使用合同及依相關規範使用綠色食品標誌。 

(三)配合綠生會及相關單位檢視作業。 

(四)提供獲證產品相關統計資料及其他相關情況。 

(五)不得將綠色食品標誌用於非同意的產品及其經營性活動。 

(六)企業內部設置檢查員，負責綠色食品品質管理與標誌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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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證書有效期屆滿前，使用人需要繼續使用綠色食品標誌者，應在有效期

屆滿三個月前，提出下列資料申請續展： 

(一)第七點之(一)、(二)、(四)、(五)、(六)款規定的文件。 

(二)本使用標誌週期之綠色食品原料使用憑證。 

(三)本使用標誌週期之綠色食品證書影本。 

(四)產品檢驗報告。但標誌使用人能提供本使用標誌週期第三年的有

效年度抽檢報告合格者，得免檢附。 

(五)環境品質監測報告。但產地環境未改變者，得免予檢測與評價。 

二十二、綠生會接到申請續展資料後，應在 40 個工作日內完成相關檢查、檢驗

及資料核對工作，再送請複審。經審查合格者，由標誌使用人續簽綠色

食品標誌使用合同，並頒給新的證書。不合格者，不予續展，並告知理

由。 

二十三、標誌使用人逾期未提出續展申請，或申請續展未獲通過者，自證書屆滿

翌日起不得再使用綠色食品標誌，並繳回標誌使用證書。 

二十四、標誌使用人在證書有效期內，就其產地環境、生產技術、品質管制等未

發生變化，而單位、產品、商標等名稱有一項或多項變更者，應在事實

發生確定後 10 個工作日內，向綠生會提出證書變更申請。 

證書變更應檢附下列文件資料： 

(一)證書變更申請書。 

(二)證書原件。 

(三)變更標誌使用人單位名稱或商標名稱者，須提出登記核可或商標

註冊證明文件。 

(四)如獲證產品為預包裝食品者，須提交變更後的預包裝食品標籤設

計樣張。 

二十五、標誌使用人在證書有效期內，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申請註銷並繳回證書： 

(一)放棄標誌使用權者。 

(二)產地環境、生產技術等發生變化，無法達到綠色食品標準要求者。 

(三)因不可抗力致喪失綠色食品生產條件者。 

(四)因停產或解散、破產、撤銷、廢止登記等其他原因喪失法人資格者。 

(五)其他喪失使用證書之原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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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標誌使用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取消其標誌使用權，並收回標誌使用證

書： 

(一)生產環境不符合綠色食品環境品質標準者。 

(二)產品品質不符合綠色食品產品品質標準者。 

(三)年度檢查不合格且經限期改正仍不改正者。 

(四)未遵守標誌使用合約規定且經限期改正仍不改正者。 

(五)違反規定使用標誌與證書情節重大者。 

(六)以欺騙、賄賂等不正當手段取得標誌使用權者。 

綠生會對於被取消標誌使用權之人，三年內得拒絕其再申請，情節重大

者，得不再接受其申請。 

第四章  企業年度檢查工作 

二十七、對企業使用綠色食品標誌者，須辦理實施年度檢查(以下簡稱年檢)，檢

查範圍包含產品品質、控制體系狀況、使用綠色食品標誌情況以及是否

按規定繳納年度標誌使用費等。 

二十八、產品品質及控制體系狀況的主要檢查內容： 

(一)綠色食品種植原料產地的環境品質、基地範圍、生產組織結構等情

況。 

(二)企業內部綠色食品檢查管理制度的建立及落實情況。 

(三)綠色食品原料購銷合約、發票以及出入庫等紀錄。 

(四)綠色食品原料與生產投入資材的採購、使用、保管制度及其執行情

況。 

(五)種植、加工的生產操作規程及綠色食品標準執行情形。 

(六)綠色食品與非綠色食品的防止混雜控制措施及落實情況。 

(七)必要時，得抽取樣品送定點檢測機構辦理產品品質檢驗；檢驗費用

由標誌使用人負擔。 

二十九、綠色食品標誌使用情況的主要檢查內容： 

(一)有無按照證書核准的產品名稱、商標名稱、獲證單位與其資訊碼、

核准產量、產品編號及標誌使用期限等使用綠色食品標誌。 

(二)產品包裝設計與印製是否符合「綠色食品商標標誌設計使用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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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的規定。 

三十、標誌使用人繳納標誌使用費情況的檢查內容，主要為有無按照合同的約定，

按時足額繳納標誌使用費。 

三十一、綠生會就年檢結果，做出年檢合格、限期改善、不合格等建議，並通知

標誌使用人。 

三十二、年檢結果列為限期改善者，標誌使用人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依限期完成

改善，並將改善措施及結果送綠生會。 

三十三、標誌使用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年檢結果為不合格： 

(一)具有第二十六點第(一)、(二)、(四)、(五)、(六)款之情節者。 

(二)未使用綠色食品原料經限期改正仍不改正者。 

(三)拒絕接受企業年度檢查者。 

(四)經發現其他情節重大違規行為者。 

三十四、獲證產品的標誌使用年度為第三年者，其年檢工作得由續展審核檢查代

之。 

三十五、企業年度檢查工作應建立執行檔案，並保存三年以上。 

第五章  企業設置內部檢查員 

三十六、申請人在企業組織應置有內部檢查員（以下簡稱內檢員）。內檢員是指

企業內部負責綠色食品品質管制與標誌使用管理的專業人員。 

三十七、內檢員的職責： 

(一)宣導綠色食品標準。 

(二)按照綠色食品標準與管理要求，協調、指導、檢查及監督企業內部

綠色食品原料採購、基地建設、投入資材使用、產品檢驗、包裝印

製、防偽標籤及廣告宣傳等工作。 

(三)負責企業綠色食品相關資料與資訊的彙總、統計及編製工作。 

(四)負責企業綠色食品證書、合同管理與增加綠色產品項目及續展工

作。 

(五)對企業內部員工有關綠色食品知識的培訓。 

三十八、內檢員應具備下列各款資格條件： 

(一)具備一定的農產品品質安全與綠色食品知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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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該企業工作三年以上的經歷，有一定的組織、協調能力者。 

(三)熟悉與本行業有關的規定、綠色食品品質的管制、標誌管理的相關

規定及企業的管理制度者。 

(四)接受專門講習培訓，並取得資格者。 

三十九、內檢員的註冊與管理： 

(一)由企業有資格的人員申請，經企業推薦送綠生會。 

(二)綠生會得辦理或薦送人員參加內檢員的培訓，對成果驗收合格者，

綠生會協助註冊。 

(三)不再履行相關職責的內檢員，其資格自動失效。 

四十、企業應保持內檢員的穩定性、連續性，需替換人選時，應通知綠生會及按

相關程序辦理。 

第六章  其他事項 

四十一、企業銷售綠色食品到大陸市場，經發現產品品質或綠色食品標誌管理有

缺失者，依相關規範處理。 

四十二、申請人對於申請案的受理、現場檢查、審查結果與頒發證書、或年度檢

查等事項的決定有疑義者，得於接到書面通知之日起 15個工作日內提

出申訴或異議。 

四十三、企業應於每年 12 月 10日前，將當年綠色食品產品產量、年產值、年銷

售額、出口量、出口值、監測面積等統計資料送交綠生會。 

四十四、本須知公布於綠生會網站，修正時亦同。 

【備註】 

註 1.參見作業手冊 C篇之「綠色食品產品適用標準目錄」。 

註 2.參見作業手冊 C篇之「綠色食品產地環境品質標準」。  

註 3.參見作業手冊 C篇之「綠色食品生產技術標準」，使用農藥者依「綠色食品

農藥使用準則」；使用肥料者依「綠色食品肥料使用準則」，使用食品添加劑

者依「綠色食品添加劑使用準則」規範辦理。 

註 4.參見作業手冊 C篇之「綠色食品產品標準」。 

註 5.參見作業手冊 C篇之「綠色食品包裝、貯運標準」。 

註 6.檢查相關通知書或報告書格式，請參見作業手冊 B篇「檢查組檢查篇」。 

註 7.前項各款備註之相關資料可在綠生會網站(www.tgff.org.tw)查詢。 

http://www.tgf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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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綠色食品類別、項目及代碼表 

大類 類別 項目 代碼 

Ⅰ農林產品及

其加工產品 

      

01  小麥   Ⅰ- 01 

02  小麥粉   Ⅰ- 02 

  03  大米   Ⅰ- 03 

  04  大米加工品   Ⅰ- 04 

  05  玉米   Ⅰ- 05 

  06  玉米加工品   Ⅰ- 06 

  07  大豆   Ⅰ- 07 

  08  大豆加工品     

    (1)  熟製大豆 Ⅰ- 08 - (1) 

    (2)  豆粉 Ⅰ- 08 - (2) 

    (3)  豆漿粉 (速溶豆粉) Ⅰ- 08 - (3) 

    (4)  豆漿 Ⅰ- 08 - (4) 

    (5)  豆腐 Ⅰ- 08 - (5) 

    (6)  豆腐花 (豆腐腦) Ⅰ- 08 - (6) 

    (7)  豆腐干 Ⅰ- 08 - (7) 

    (8)  臭豆腐類 Ⅰ- 08 - (8) 

    (9)  腐竹類 Ⅰ- 08 - (9) 

    (10) 膨化豆製品類 Ⅰ- 08 - (10) 

    (11) 發酵類 Ⅰ- 08 - (11) 

    (12) 大豆蛋白 Ⅰ- 08 - (12) 

    (13) 豆芽 Ⅰ- 08 - (13) 

    (14) 豆粕 Ⅰ- 08 - (14) 

    (15) 其他豆製品 Ⅰ- 08 - (15) 

  09  油料作物產品     

    (1) 花生 Ⅰ- 09 - (1) 

    (2) 油菜籽 Ⅰ- 09 - (2) 

    (3) 芝麻 Ⅰ- 09 - (3) 

    (4) 胡麻籽 Ⅰ- 09 - (4) 

    (5) 向日葵籽 Ⅰ- 09 - (5) 

    (6) 其他油料 Ⅰ- 09 - (6) 

  10  食用植物油及其製品     

    (1) 大豆油 Ⅰ- 10 - (1) 

    (2) 花生油 Ⅰ- 10 - (2) 

    (3) 菜籽油 Ⅰ- 10 - (3) 

    (4) 芝麻油 Ⅰ- 10 - (4) 

    (5) 棉籽油 Ⅰ- 10 - (5) 

    (6) 玉米油 Ⅰ- 10 - (6) 

  

  

  

  

  

  

(7) 米糠油 

(8) 葵花籽油 

Ⅰ- 10 - (7) 

Ⅰ- 10 - (8) 

(9) 胡麻油 Ⅰ- 10 - (9) 

    (10)亞麻仁油 Ⅰ- 10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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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類別 項目 代碼 

    (11)茶籽油 Ⅰ- 10 - (11) 

    (12)棕櫚油 Ⅰ- 10 - (12) 

    (13)橄欖油 Ⅰ- 10 - (13) 

    (14)色拉油 Ⅰ- 10 - (14) 

    (15)食用調和油 Ⅰ- 10 - (15) 

    (16)其他食用植物油及其製品 Ⅰ- 10 - (16) 

  11  糖料作物產品     

    (1) 甘蔗 Ⅰ- 11 - (1) 

    (2) 甜菜 Ⅰ- 11 - (2) 

    (3) 其他糖料 Ⅰ- 11 - (3) 

  12  機製糖     

    (1) 甘蔗糖 Ⅰ- 12 - (1) 

    (2) 甜菜糖 Ⅰ- 12 - (2) 

    (3) 其他糖 Ⅰ- 12 - (3) 

  13  雜糧     

    (1) 穀物雜糧 Ⅰ- 13 - (1) 

    (2) 豆類雜糧 Ⅰ- 13 - (2) 

    (3) 薯類雜糧 (不含馬鈴薯) Ⅰ- 13 - (3) 

    (4) 其他雜糧 Ⅰ- 13 - (4) 

  14  雜糧加工品(包括雜糧

粉等) 

  Ⅰ- 14 

  15  蔬菜 (包括瓜果類)     

    (1) 蔬菜類 (含菜用瓜)   

    ─葉菜類(菠菜、芹菜、大白菜、圓

白菜、油菜等) 

Ⅰ- 15 - (1) - 01 

    ─瓜菜類(黃瓜、冬瓜、絲瓜、西葫

蘆等) 

Ⅰ- 15 - (1) - 02 

    ─塊根類(蘿蔔、胡蘿蔔、牛蒡、榨

菜等) 

Ⅰ- 15 - (1) - 03 

    ─茄果菜類(茄子、番茄、辣椒等) Ⅰ- 15 - (1) - 04 

    ─蔥蒜類(大蒜、蒜頭、韭菜、洋蔥

等) 

Ⅰ- 15 - (1) - 05 

    ─菜用豆類(四季豆、豇豆等) Ⅰ- 15 - (1) - 06 

    ─甘藍類(花椰菜、芥藍等) Ⅰ- 15 - (1) - 07 

    ─薯芋類(馬鈴薯、生薑、山藥、魔

芋、葛根等) 

Ⅰ- 15 - (1) - 08 

    ─水生菜類(蓮藕、茭白等) Ⅰ- 15 - (1) - 09 

    ─其他蔬菜(百合、蕨菜等) Ⅰ- 15 - (1) - 10 

    (2) 瓜果類 (含果用瓜)   

  

  

  

  

  

  

─西瓜 Ⅰ- 15 - (2) - 01 

─甜瓜 

─草莓 

─其他瓜果 

 

  

Ⅰ- 15 - (2) - 02 

Ⅰ- 15 - (2) - 03 

    Ⅰ- 15 - (2)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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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類別 項目 代碼 

  16  冷凍保鮮蔬菜     

    (1) 冷凍蔬菜 Ⅰ- 16 - (1) 

    (2) 保鮮蔬菜 Ⅰ- 16 - (2) 

    (3) 乾製蔬菜 Ⅰ- 16 - (3) 

    (4) 蔬菜罐頭 Ⅰ- 16 - (4) 

    (5) 其他冷凍保鮮蔬菜 Ⅰ- 16 - (5) 

  17  蔬菜加工品   Ⅰ- 17 

  18  鮮果類     

    (1) 蘋果 Ⅰ- 18 - (1) 

    (2) 梨 

(3) 柑橘 

Ⅰ- 18 - (2) 

    ─柑 Ⅰ- 18 - (3) - 01 

    ─橘 Ⅰ- 18 - (3) - 02 

    ─橙 Ⅰ- 18 - (3) - 03 

    ─柚 Ⅰ- 18 - (3) - 04 

    ─其他柑橘 Ⅰ- 18 - (3) - 05 

    (4) 熱帶亞熱帶水果   

    ─香蕉 Ⅰ- 18 - (4) - 01 

    ─鳳梨 Ⅰ- 18 - (4) - 02 

    ─荔枝 Ⅰ- 18 - (4) - 03 

    ─龍眼 Ⅰ- 18 - (4) - 04 

    ─其他熱帶亞熱帶水果 Ⅰ- 18 - (4) - 05 

     (5) 其他園林水果   

    ─桃 Ⅰ- 18 - (5) - 01 

    ─獼猴桃 Ⅰ- 18 - (5) - 02  
  ─葡萄 Ⅰ- 18 - (5) - 03  
  ─柿子 Ⅰ- 18 - (5) - 04 

    ─其他園林水果 Ⅰ- 18 - (5) - 05 

  19  乾果類 (包括堅果)     

    (1) 核桃 Ⅰ- 19 - (1) 

    (2) 板栗 Ⅰ- 19 - (2) 

    (3) 松子 Ⅰ- 19 - (3) 

    (4) 開心果 Ⅰ- 19 - (4) 

    (5) 紅棗 Ⅰ- 19 - (5) 

  

  

  

20  果類加工品 

(6) 其他乾果 

  

Ⅰ- 19 - (6) 

  

  

  

  

  

  

  

  

 

21  食用菌及山野菜 

(1)  水果加工品 

(2)  乾果加工品(包括烘焙/炒製

堅果與籽類) 

(3)  其他果類加工品 

  

Ⅰ- 20 - (1) 

Ⅰ- 20 - (2) 

Ⅰ- 20 - (3) 

  

    (1)  食用菌 Ⅰ- 21 - (1) 

     (2)  山野菜 Ⅰ- 2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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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類別 項目 代碼 

  

  

22  食用菌及山野菜加工

品 

  

  

(1)  食用菌加工品 

  

Ⅰ- 22 - (1) 

    (2)  山野菜加工品 Ⅰ- 22 - (2) 

  23  其他食用農林產品     

    (1)  農作物   

    ─水稻 Ⅰ- 23 - (1) - 01 

    ─高粱 Ⅰ- 23 - (1) - 02 

    ─薯類(包括作為糧食作物的馬鈴

薯) 

Ⅰ- 23 - (1) - 03 

    ─其他農作物 Ⅰ- 23 - (1) - 04 

    (2)  熱帶作物   

    ─咖啡豆 Ⅰ- 23 - (2) - 01 

    ─椰子 Ⅰ- 23 - (2) - 02 

    ─腰果 Ⅰ- 23 - (2) - 03 

    ─香料 Ⅰ- 23 - (2) - 04 

    ─其他熱帶作物 Ⅰ- 23 - (2) - 05 

    (3)  食用林產品   

    ─油茶籽 Ⅰ- 23 - (3) - 01 

    ─竹筍 Ⅰ- 23 - (3) - 02 

    ─人蔘 Ⅰ- 23 - (3) - 03 

    ─西洋蔘 Ⅰ- 23 - (3) - 04 

    ─枸杞 Ⅰ- 23 - (3) - 05 

    ─其他食用林產品 Ⅰ- 23 - (3) - 06 

    (4)  其他食用農林產品 Ⅰ- 23 - (4) 

  24  其他農林加工產品   Ⅰ- 24 

Ⅱ畜禽類產品       

25  豬肉   Ⅱ- 25 

  26  牛肉   Ⅱ- 26 

  27  羊肉   Ⅱ- 27 

  28  禽肉     

    (1)  雞肉 Ⅱ- 28 - (1) 

    (2)  鴨肉 Ⅱ- 28 - (2) 

    (3)  其他禽肉 Ⅱ- 28 - (3) 

  29  其他肉類 (如兔肉等)   Ⅱ- 29 

  30  肉食加工品     

  

  

  

  

  

  

  

  

(1)  生製品 

(2)  熟製品 

(3)  畜禽副產品加工品 

(4)  肉禽類罐頭 

(5)  其他肉食加工品 

  

Ⅱ- 30 - (1) 

Ⅱ- 30 - (2) 

Ⅱ- 30 - (3) 

Ⅱ- 30 - (4) 
 

   Ⅱ- 30 - (5)  
31  禽蛋   

    (1)  雞蛋 Ⅱ- 31 - (1) 

     (2)  鴨蛋 Ⅱ- 3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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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類別 項目 代碼 

  

  

  

32  蛋製品 (如鹹蛋、皮蛋

等) 

(3)  其他禽蛋 

  

Ⅱ- 31 - (3) 

Ⅱ- 32 

  33  液體乳 (包括巴氏殺菌

乳、酸乳等) 

  Ⅱ- 33 

  34  乳製品     

    (1) 乳粉 (全脂、全脂加糖、脫

脂、嬰幼兒、中老年奶粉等) 

Ⅱ- 34 - (1) 

    (2)  奶油 Ⅱ- 34 - (2) 

    (3)  乾酪 Ⅱ- 34 - (3) 

    (4)  煉乳 Ⅱ- 34 - (4) 

    (5)  乳清粉 Ⅱ- 34 - (5) 

    (6)  其他乳製品 Ⅱ- 34 - (6) 

  35  蜂產品     

    (1)  蜂蜜 Ⅱ- 35 - (1) 

    (2)  蜂王漿 Ⅱ- 35 - (2) 

    (3)  蜂花粉 Ⅱ- 35 - (3) 

    (4)  蜂膠 Ⅱ- 35 - (4) 

    (5)  其他蜂產品 Ⅱ- 35 - (5) 

Ⅲ水產類產品       

36  水產品     

    (1)  淡水產品   

    ─魚類 Ⅲ- 36 - (1) - 01 

    ─甲殼類(蝦、蟹等) Ⅲ- 36 - (1) - 02 

    ─貝類 Ⅲ- 36 - (1) - 03 

    ─藻類 Ⅲ- 36 - (1) - 04 

    ─其他類淡水產品 Ⅲ- 36 - (1) - 05 

    (2)  海水產品   

    ─魚類 Ⅲ- 36 - (2) - 01 

    ─甲殼類(蝦、蟹等) Ⅲ- 36 - (2) - 02 

    ─貝類 Ⅲ- 36 - (2) - 03 

    ─藻類(海帶、紫菜等) Ⅲ- 36 - (2) - 04 

    ─實足類(魷魚、章魚等) Ⅲ- 36 - (2) - 05 

  

   

  

  

37  水產加工品 

  

  

  

  

─其他類海水產品(海蜇、海參等) 

(1)  淡水加工品 

─水產冷凍品(冷凍品、冷凍加工

品) 

─魚漿製品 

Ⅲ- 36 - (2) - 06  

Ⅲ- 37 - (1) - 01 

  Ⅲ- 37 - (1) - 02 

  ─乾醃製品 Ⅲ- 37 - (1) - 03 

    ─藻類加工品(螺旋藻等) Ⅲ- 37 - (1) - 04 

    ─罐製品 Ⅲ- 37 - (1) - 05 

    ─其他淡水加工品 

 

  

Ⅲ- 37 - (1)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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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類別 項目 代碼 

    (2)  海水加工品   

    ─水產冷凍品(冷凍品、冷凍加工

品) 

Ⅲ- 37 - (2) - 01 

    ─魚漿製品 Ⅲ- 37 - (2) - 02 

    ─乾醃製品(蝦米、魷魚乾、干貝、

乾海帶、紫菜、烤魚片、魷魚絲、

休閒魚乾等) 

Ⅲ- 37 - (2) - 03 

    ─藻類加工品(海苔等) Ⅲ- 37 - (2) - 04 

     ─罐製品 Ⅲ- 37 - (2) - 05 

    ─其他海水加工品  Ⅲ- 37 - (2) - 06 

Ⅳ飲品類產品       

38  瓶(罐)裝飲用水   Ⅳ- 38 

  39  碳酸飲料   Ⅳ- 39 

  40  果蔬汁及其飲料     

    (1)  果汁飲料 Ⅳ- 40 - (1) 

    (2)  蔬菜汁飲料 Ⅳ- 40 - (2) 

    (3)  其他蔬果汁及飲料 Ⅳ- 40 - (3) 

  41  固體飲料     

    (1)  果汁粉 Ⅳ- 41 - (1) 

    (2)  咖啡粉 Ⅳ- 41 - (2) 

    (3)  乳精 Ⅳ- 41 - (3) 

    (4)  其他固體飲料 Ⅳ- 41 - (4) 

  42  其他飲料     

    (1)  含乳飲料及植物蛋白飲料 Ⅳ- 42 - (1) 

    (2)  茶飲料及其他軟飲料(冰紅

茶、奶茶等) 

Ⅳ- 42 - (2) 

    (3)  其他飲料 Ⅳ- 42 - (3) 

  43  冰凍飲品     

    (1)  冰淇淋 Ⅳ- 43 - (1) 

    (2)  雪糕 Ⅳ- 43 - (2) 

    (3)  冰棒 Ⅳ- 43 - (3) 

    (4)  雪泥 Ⅳ- 43 - (4) 

    (5)  甜味冰 Ⅳ- 43 - (5) 

    (6)  食用冰 Ⅳ- 43 - (6) 

  

  

  

  

  

44  精製茶 

  

  

(7)  其他冰凍飲品 

  

(1)  綠茶 

(2)  紅茶 

Ⅳ- 43 - (7) 

  

Ⅳ- 44 - (1) 

Ⅳ- 44 - (2) 

    (3)  烏龍茶 Ⅳ- 44 - (3) 

    (4)  緊壓茶 Ⅳ- 44 - (4) 

     (5)  其他精緻茶 Ⅳ- 44 - (5) 

  45  其他茶 (如代用茶：花

類、葉類、果類、根

莖類、混合類)  

  Ⅳ-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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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類別 項目 代碼 

  46  白酒   Ⅳ- 46 

  47  啤酒   Ⅳ- 47 

  48  葡萄酒   Ⅳ- 48 

  49  其他酒類     

    (1) 黃酒 (紹興黃酒、即墨老酒、

福建老酒、竹葉青等) 

Ⅳ- 49 - (1) 

    (2) 果酒 (枸杞果酒、沙棘酒、山

楂酒、藍莓酒、桑葚酒、石榴

酒、獼猴桃酒、五味子酒等) 

Ⅳ- 49 - (2) 

    (3) 露酒 (蔘茸酒、三鞭酒、蟲草

酒、靈芝酒等) 

Ⅳ- 49 - (3) 

    (4) 其他酒 (米酒等) Ⅳ- 49 - (4) 

Ⅴ其他產品       

50  方便主食品     

    (1)  米製品 (米粉等) Ⅴ- 50 - (1) 

    (2)  麵製品 (掛麵等) Ⅴ- 50 - (2) 

    (3)  非油炸方便麵 Ⅴ- 50 - (3) 

    (4)  方便粥 Ⅴ- 50 - (4) 

    (5)  速凍食品 (水餃、餛飩、湯圓

等) 

Ⅴ- 50 - (5) 

    (6)  其他方便主食品 Ⅴ- 50 - (6) 

  51  糕點     

    (1)  焙烤食品 Ⅴ- 51 - (1) 

    (2) 膨化食品 (米酥、雪餅、薯

片、鍋巴、蝦條等) 

Ⅴ- 51 - (2) 

    (3)  其他糕點 Ⅴ- 51 - (3) 

  52  糖果 (包括糖果、巧克

力、果凍等) 

  Ⅴ- 52 

  53  果脯蜜餞  (包括果脯

類、涼果類、話化類、

果糕、果丹類等) 

  Ⅴ- 53 

  

  

  

54  食鹽 

  

  

  

(1)  海鹽 

(2)  井礦岩 

(3)  湖鹽 

  

Ⅴ- 54 - (1) 

Ⅴ- 54 - (2) 

    Ⅴ- 54 - (3) 

    (4)  其他食鹽 Ⅴ- 54 - (4)     

  55  澱粉(包括澱粉加工品)  

(1)  澱粉 (玉米、木薯、甘薯、

馬鈴薯、紅薯、小麥澱粉及

粉絲、粉條、粉皮等) 

(2)  變性澱粉 

 

Ⅴ- 55 - (1) 

 

 

Ⅴ- 55 - (2) 

    (3)  澱粉糖 (葡萄糖、麥芽糖等) Ⅴ- 55 - (3) 

    (4)  糖醇 (山梨醇、木醣醇等) Ⅴ- 55 - (4) 

    (5)  其他澱粉 Ⅴ- 5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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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類別 項目 代碼 

  56  調味品 (含發酵製品)     

    (1)  味精 Ⅴ- 56 - (1) 

    (2)  醬油 Ⅴ- 56 - (2) 

    (3)  食醋 Ⅴ- 56 - (3) 

    (4)  料酒 Ⅴ- 56 - (4) 

    (5)  複合調味料 (如雞精等) Ⅴ- 56 - (5) 

    (6)  醬醃菜 (如榨菜等) Ⅴ- 56 - (6) 

    (7)  辛香料 Ⅴ- 56 - (7) 

    (8)  調味醬 Ⅴ- 56 - (8) 

    (9)  水產調味料 (蠔油、蝦油、

魚露等) 

Ⅴ- 56 - (9) 

    (10)  其他調味料、發酵製品 (包

含西餐調味品、調味食品

原料、湯料、火鍋調料等) 

Ⅴ- 56 - (10) 

  57  食品添加劑     

    (1)  食用香精香料 Ⅴ- 57 - (1) 

    (2)  食用著色劑 (含焦糖色素) Ⅴ- 57 - (2) 

    (3)  甜味劑 Ⅴ- 57 - (3) 

    (4)  防腐、抗氧、保鮮劑 Ⅴ- 57 - (4) 

    (5)  增稠、乳化劑 Ⅴ- 57 - (5) 

    (6)  品質改良劑 Ⅴ- 57 - (6) 

    (7)  營養強化劑 Ⅴ- 57 - (7) 

    (8)  其他食品添加劑 (檸檬酸、乳

酸、酶製劑、酵母等) 

Ⅴ- 5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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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綠色食品標誌使用申請書 
 

初次申請□  續展申請□  增報申請□ 

 

 

 

 

 

申請人（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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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證聲明 

本企業已仔細閱讀「企業申請使用與管理綠色食品標誌須知」內容，充分瞭

解綠色食品相關標準和技術規範等有關規定，自願向綠生會申請使用綠色食品

標誌。現鄭重聲明如下： 

1.保證「綠色食品標誌使用申請書」中填寫的內容和提供的有關文件資料全部真

實、準確。 

2.保證申請前三年內無品質安全事故和不良誠信記錄。 

3.保證嚴格按「企業申請使用與管理綠色食品標誌須知」、綠色食品相關標準和

技術規範等有關規定組織生產、加工和銷售。 

4.開放所有生產環節，接受實施的現場檢查和年度檢查。 

5.凡因產品質量問題給綠色食品事業造成的不良影響，願負相關責任。 

 

 

 

法定代表人（簽章）：               申請人(簽章)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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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申請人基本情況 

 

註：1.申請人為非商標持有人，需附相關授權使用的證明文件影本。 

2.申請人簡介應包括申請人(企業)註冊時間、註冊資本、生產規模、員工組成、發展

狀況及經營產品等情況。 

3.可根據需要增加頁數。 

 

 

  

企業名稱 

（中文） 

（英文） 

聯繫地址 
 

郵政區號 
 

網址  

營業執照註冊號  首次獲證時間  

企業法定代表人  電話  手機  

聯絡人  電話  手機  

傳真 
 

 
Email  

年生產總值 

（萬元） 
 

年利潤 

（萬元） 
 

 

 

 

 

申 

請 

人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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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申請產品基本情況 

產品名稱 商標 
產量 

（公噸） 

是否有

包裝 
包裝規格 

綠色食品包

裝印刷數量 
備註 

       

       

       

       

       

       

註： 1.續展產品名稱、商標變化等情況需在備註欄說明。 

     2.若此表不夠，可附頁。 

表三  申請產品銷售情況 

產品名稱 年產值(萬元) 
年銷售額 

(萬元） 

年出口量 

（公噸） 

年出口額 

(萬美元) 

     

     

     

     

註：1.年出口數量、金額以估計銷售大陸的資料列。 

2.可根據需要增加行數。 

 

填表人（簽章）：                       內檢員（簽章）： 
 
註：內檢員適用於已取得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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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填寫說明 

 

一、本申請書一式三份，送綠生會二份、申請人留存一份。 

二、申請書應如實填寫，所有欄目不得空缺，未填部分請說明理由。 

三、本申請書無簽名、蓋章無效。 

四、申請書的內容可列印或用藍、黑鋼筆或簽字筆填寫，語言規範準確、印

章（簽名）端正清晰。 

五、申請書可從綠生會網站（www.tgff.org.tw）下載，用 A4紙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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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一、種植產品調查表 

及申請文件清單 
 

 

 

 

 

 

 

申請人（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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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植產品調查表 

表 1  種植產品基本情況 

名稱 
面積 

（公頃） 

年產量 

（公噸） 
基地類型 基地位置 

     

     

     

     

     

註 1：基地類型填寫方式，A為企業自營，B為委託專業農，C為企業+農民團體+農戶，D為其他。 

註 2：種植最小規模為糧油作物面積 33.4公頃；露地蔬菜、水果面積為 6.7公頃；設施蔬菜 3.4公頃； 

     茶葉 6.7公頃。 

表 2  產地環境基本情況 

產地是否遠離工礦區和公路鐵路幹線？  

產地周圍5km，主導風向的上風向20km內

是否有工礦污染源？ 
 

綠色食品生產區和常規生產區域之間是

否有緩衝帶或物理屏障？請具體描述。 
 

註：相關標準見「綠色食品 產地環境品質」以及「綠色食品 產地環境調查、監測與評價」。 

表 3 種子（種苗）處理 

種子（種苗）來源  

種子（種苗）是否經過包衣等處

理？請具體描述處理方法。 

 

 

播種（育苗）時間  

註：已進入收穫期的多年生作物（如果樹、 茶樹等）不填寫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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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栽培措施及土壤處理 

採用何種耕作模式(輪作、間

作或套作)？請具體描述。 
 

採用何種栽培類型（露地、

保護地或其他）？ 
 

是否休耕？  

秸稈、農家肥等使用情況 

名稱 來源 年用量(公噸/公頃) 無害化處理 

秸稈    

綠肥    

堆肥    

沼肥    

    

註：“秸稈、農家肥等使用情況”欄不限於表中所列品種，視具體使用情況填寫。 

 

表 5 有機肥使用情況 

   

 

 

 

註：該表應根據不同產品名稱依次填寫，包括商品有機肥和餅肥。 

 

 

產品 

名稱 

肥料 

名稱 

年用量 

(公噸/公頃) 

商品有機肥有效成分 

氮磷鉀總量（%） 

有機質 

含量（%） 
來源 

無害化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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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化學肥料使用情況 

 

產品名稱 肥料名稱 

有效成分（%） 
施用

方法 

施用量 

(公斤/公頃) 

當地同種作物習慣 

施用無機氮肥 

氮 磷 鉀 種類 
用量 

(公斤/公頃) 

 

        

      
  

      
  

      
  

      
  

註：1.相關標準見「綠色食品 肥料使用準則」。 

2.該表格可根據不同產品名稱依次填寫。 

3.該表格包括有機-無機複混肥使用情況。 

 

表 7 病蟲草害與農業、物理和生物防治措施 

當地常見病蟲草害。  

簡述減少病蟲草害發生的生態

及農業措施。  

採用何種物理防治措施？請具

體描述防治方法和防治物件。  

採用何種生物防治措施？請具

體描述防治方法和防治物件。  

註：若有間作或混作作物，請同時填寫其病蟲草害防治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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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病蟲草害防治與農藥使用情況 

作物名稱 農藥通用名稱 登記證號 防治對象 使用方法 

 

    

    

    

    

    

    

    

註：1.相關標準見「綠色食品 農藥使用準則」。 

2.若有間作或混作作物，請同時填寫其病蟲草害農藥使用情況。 

3.該表可根據不同產品名稱依次填寫。 

4.農藥使用方法填寫噴霧、溝施、燻蒸、土壤處理等。 

 

 

表 9 灌溉情況 

是否灌溉  

灌溉方式  

灌溉水來源  

全年灌溉用水量

（公噸/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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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收穫後處理及初加工 

收穫時間  

收穫後是否有清潔過程？請描述方法。  

收穫後是否對產品進行挑選、分級？請

描述方法。 
 

收穫後是否有乾燥過程？請描述方法。  

收穫後是否採取保鮮措施？請描述方

法。 
 

收穫後是否需要進行其他預處理？請

描述過程。 
 

使用何種包裝材料？包裝方式？  

倉儲時採取何種措施防蟲、防鼠、防

潮？ 
 

請說明如何防止綠色食品與非綠色食

品混淆？ 
 

 

表 11 廢棄物處理及環境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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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基地清單 

序號 經營基地村里名 農戶數 種植作物 種植面積 預計產量 負責人員 

       

       

       

合計       

 

 

表 13 農戶清單 

序號 農戶姓名 基地村里名 種植作物 種植面積 預計產量 

      

      

      

合計      

      申請人（簽章）：             

 

      填表人（簽章）：                      內檢員（簽章）： 

 

 

 

註：內檢員適用於已取得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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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表填表說明 

一、本表適用於收穫後，不添加任何配料和添加劑，只進行清潔、脫粒、乾燥、

分選等簡單物理處理過程的產品（或原料）。如原糧、新鮮蔬果、飼料原料

等。 

二、本調查表一式三份，送綠生會二份、申請人留存一份。 

三、本表應如實填寫，所有欄目不得空缺，未填部分請說明理由。 

四、本表無蓋章、簽字無效。 

五、本表的內容可列印或用藍、黑鋼筆或簽字筆填寫，語言規範準確、印章（簽

名）端正清晰。 

六、本表可從本綠生會網站（www.tgff.org.tw）下載，用 A4紙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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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植產品申請文件清單 

1.綠色食品標誌使用申請書和種植產品調查表。 

2.法人及相關證明文件：如商業證明、營利事業登記、工廠登記證、商標註

冊等影印本(記載與正本相符)。 

3.品質管理規範(組織架構、人員分工、資材供應管理、種植及採收過程管

理、倉儲運輸管理等)， 需要批准人簽字或申請人蓋章。如有平行生產的，

請提供平行生產管理制度。 

4.產品種植規程。 

5.基地行政區劃圖、基地位置圖和地塊分佈圖。 

6.基地清單：就企業直營或自有基地經營方式、委託專業農經營方式、以企

業+農民組織(農會、合作社、產銷班)+農戶的經營方式及其他經營方式，

分別列出座落、面積及合法使用證明或相關權屬證明。 

7.農戶清單；對於農戶數在 50戶以下，請申請人提供全部農戶清單；超過

50戶以上者，請申請人提供產銷班等內控組織資料。 

8.有效期 3年以上的種植產品訂購合約或協議。 

9.生產紀錄(能反映生產過程及資材使用情形)。 

10.環境品質監測報告、產品檢驗報告。 

11.預包裝食品標籤設計樣張。 

12.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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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二、加工產品調查表 

   及申請文件清單 

 

 

 

 

 

 

申請人（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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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工產品調查表 

  表 1 加工產品基本情況 

產品名稱 商標 
年產量 

（公噸） 
有無包裝 包裝規格 備註 

      

      

      

      

      

      

註：續展產品名稱、商標變化等情況必須在備註欄說明。 

 

表 2 加工廠環境基本情況 

加工廠地址  

加工廠是否遠離工礦區和公

路鐵路幹線？ 
 

加工廠周圍5km，主導風向的

上風向20km內是否有工礦企

業、醫院、垃圾處理場等？ 

 

 

綠色食品生產區和生活區域

是否具備有效的隔離措施？

請具體描述。 

 

 

註:相關標準見「綠色食品 產地環境品質」。  



 

32 

 

 

表 3 產品加工情況 

  

工藝流程及工藝條件 

各產品加工工藝流程圖

（應體現所有加工環節，

包括所用原料、添加劑、加

工助劑等），並描述各步驟

所需生產條件（溫度、濕

度、反應時間等）。 

 

 

 

 

 

是否建立生產加工記錄管

理程序？  

是否建立批次號追溯體

系？  

是否存在平行生產？具體

原料運輸、加工及儲藏各

環節中進行隔離與管理，

避免交叉污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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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加工產品配料情況 

產品名稱  年產量（公噸）  出成率（%）  

主輔料使用情況表 

名稱 比例（%） 年用量(公噸) 來源 

 
   

 
   

 
   

食品添加劑使用情況 

名稱 比例(‰) 年用量(公噸) 用途 來源 

 
    

 
    

 
    

加工助劑使用情況 

名稱 有效成分 年用量(公噸) 用途 來源 

     

     

     

是否使用加工水？請說明其來源、年用

量(公噸)、作用，並說明是否使用淨水

設備。 

 
 

主輔料是否有預處理過程？如是，請提

供預處理工藝流程、方法、使用物質名

稱和預處理場所。 

 

註：1.相關標準見「綠色食品 食品添加劑使用準則」。 

2.主要與輔助料“比例（%）”應扣除加入的水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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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平行加工 

是否存在平行生產？如是，請列出常規

產品的名稱、執行標準和生產規模。 

 

 

常規產品及非綠色食品產品在申請人生

產總量中所占的比例？ 

 

 

請詳細說明常規及非綠色食品產品在工

藝流程上與綠色食品產品的區別。 

 

 

在原料運輸、加工及儲藏各環節中進行

隔離與管理，避免交叉污染的措施。 

□ 從空間上隔離 (不同的加工設備)   

□ 從時間上隔離 (相同的加工設備) 

□ 其他措施，請具體描述： 

 

表 6 包裝、儲藏及運輸 

包裝材料（來源、材質）、包裝充填劑。 
 

 

包裝使用情況。 □可重複使用  □可回收利用  □可降解 

庫房是否遠離粉塵、污水等污染源和生活

區等潛在污染源？ 

 

 

庫房是否能滿足需要及類型（常溫、冷藏或

氣調等）。 

 

 

申報產品是否與常規產品同庫儲藏？如

是，請簡述區分方法。 

 

 

申請人運輸情況（工具、措施等）。 
 

 

註：相關標準見「綠色食品 包裝通用準則」和「綠色食品 貯運運輸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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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設備清洗、維護及有害生物防治 

加工車間、設備所需使用的清洗、消毒

方法及物質。 

 

 

包裝車間、設備的清潔、消毒、殺菌方

式方法。 

 

 

庫房中消毒、殺菌、防蟲、防鼠的措施，

所用設備及藥品的名稱、使用方法、用

量。 

 

 

 

表 8 污水、廢棄物處理情況及環境保護措施 

加工過程中產生的污水的處理方式、排放

措施和管道。 

 

 

加工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處理措施。 
 

 

其他環境保護措施。 
 

 

 
申請人（簽章）：    
 
 
 

 
填表人（簽章）：                           內檢員（簽章）： 
 
 

 

 

 

註：內檢員適用於已取得資格者。  



 

36 

 

 

調查表填表說明 

一、本表適用於已符合按照綠色食品生產相關要求的植物和微生物產品為原料，

進行的加工和包裝的食品，如米麵及其製品、食用植物油、酒類等。 

二、本調查表一式三份，送綠生會二份、申請人留存一份。 

三、購買綠色食品原料標準化生產基地原料或綠色食品產品分包裝的申請人需

填寫此表。 

四、本表應如實填寫，所有欄目不得空缺，未填部分應說明理由。 

五、本表無蓋章、簽字無效。 

六、本表的內容可列印或用藍、黑鋼筆或簽字筆填寫，語言規範準確、印章（簽

名）端正清晰。 

七、本表可從本綠生會網站（www.tgff.org.tw）下載，用 A4紙列印。 

 

 

 

 

 

 

 

 

  



 

37 

 

 

二、加工產品申請文件清單 

1.綠色食品標誌使用申請書和加工產品調查表。 

2.法人及相關證明文件：如商業證明文件、營利事業登記、工廠登記證、農地

容許使用證明、商標註冊等影印本(記載與正本相符)。 

3.工廠所在地行政區域圖(市、縣或鄉鎮的行政圖，標明加工廠位置)。 

4.加工廠區平面布局圖(包含廠區各建築物、設備及周圍土地利用情況)。 

5.加工廠所使用證明文件(如為委託加工，提供委託合約書、委託加工廠的營

業執照)。 

6.品質管理規範： 

(1)綠色食品生產、加工、經營者的簡介與管理方針和目標； 

(2)管理組織機構圖及相關成員的責任與權限； 

(3)可追溯體系； 

(4)內部檢查體系； 

(5)文件和紀錄管理體系。 

7.生產加工管理規程： 

(1)加工規程、技術參數； 

(2)產品的包裝材料、方法和儲藏、運輸環節規程； 

(3)汙水、廢棄物的處理規程； 

(4)防範綠色食品與非綠色食品交叉汙染的規程(存在平行生產的企業需提

交)； 

(5)運輸工具、機械設備及倉儲設施的維護、清潔規程； 

(6)加工衛生管理與有害生物控制規程； 

(7)生產批次管理規程。 

8.原料固定來源和購銷證明： 

(1)對於購買綠色食品原料，需提供基地、購銷合約和發票等影印資料； 

(2)對於購買綠色食品產品或附產品，申請人須提供有效期內的證明文件影

本、購銷合約和發票等影印資料； 

(3)對於購買未獲綠色食品證明，原料含量在 2％～10％ (食鹽大於或等於



 

38 

 

5％) 者，申請人需提供(3年以上有效期)的購銷合同和發票影本，綠色

食品檢測機構出具的檢測報告； 

(4)對於購買未獲綠色食品證明，原料比例小於 2％（食鹽小於 5%）者，申

請人需提供固定來源的證明文件(且不得含有綠色食品禁用成分)。 

9.生產加工紀錄(能反映生產過程及資材使用情形)。 

10.加工水檢測報告(必要時)。 

11.產品檢驗報告。 

12.主原料取得有機認證證明文件。 

13.預包裝食品標籤設計樣張。 

14.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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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三、食用菌產品調查表 

   及申請文件清單 

 

 

 

 

 

申請人（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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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食用菌產品各項調查表 

表 1 申請產品基本情況 

產品名稱 
種植規模 

（萬袋/萬瓶/公頃） 

鮮品/乾品 

年產量（公噸） 
基地位置 

    

    

    

    

    

    

 註：食用菌最小規模以土栽方式為 3.4公頃；以介質栽培至少 50萬袋。 

表 2 產地環境基本情況 

產地是否位於生態環境良好、無污染地區？  

產地是否遠離工礦區和公路鐵路幹線？  

產地周圍5km，主導風向的上風向20km內是

否有工礦污染源？ 
 

綠色食品生產區和常規生產區域之間是否

有緩衝帶或物理屏障？請具體描述。 
 

請描述產地及週邊的動植物生長、佈局等情

況。 
 

註：相關標準見《綠色食品 產地環境品質》和《綠色食品產 地環境調查、監測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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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質組成/土壤栽培情況 

產品名稱 成分名稱 比例(%) 年用量(公噸) 來源 

 
    

    

註：1.比例指某種食用菌基質中每種成分占基質總量的百分比。 

    2.該表可根據不同食用菌依次填寫。 

 

表 4 菌種處理 

菌種（母種）來源  接種時間  

菌種自繁還是外購？

是否經過處理？若處

理，請具體描述處理

方法。 

 

 

 

 

 

表 5 污染控制管理 

基質如何消毒？  

菇房如何消毒？  

請描述其他潛在污染源(如

農藥化肥、空氣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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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病蟲害防治措施 

常見病蟲害  

採用何種物理、生物防治措

施？請具體描述。 
 

農藥防治 

產品名稱 農藥名稱 登記證號 防治對象 使用方法 

     

    

註：1.相關標準見《綠色食品 農藥使用準則》。 

2.該應按食用菌品種分別填寫。 
表7 用水情況 

基質用水來源  基質用水量（公斤/公噸）  

栽培用水來源  栽培用水量（公噸/公頃）  

 

表8 採後處理 

採收時間  

產品收穫時存放的容器或工具？材質？

請詳細描述。 
 

收穫後是否有清潔過程？如是，請描述

清潔方法。 
 

收穫後是否對產品進行挑選、分級？如

是，請描述方法。 
 

收穫後是否有乾燥過程？如是，請描述

乾燥方法。 
 

收穫後是否採取保鮮措施？如是，請描

述保鮮方法。 
 

收穫後是否需要進行其他預處理？如

是，請描述其過程。 
 

使用何種包裝材料？包裝方式？包裝規

格？是否符合食品級要求？ 
 

產品收穫後如何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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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食用菌初加工 

請描述初加工的工藝流程和條件： 

 

產品名稱 原料名稱 原料量(公噸) 出成率（％） 成品量(公噸) 

     

     

     

 

表 10 廢棄物處理及環境保護措施 

 

 

表 11 基地清單 

序號 合作社名 農戶數 
食用菌
品種 

食用菌 
面積 

預計 
產量 

負責人員 

       

       

       

合計       

 
填表人（簽章）：                   內檢員（簽章）： 
 

註：內檢員適用於已取得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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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表填表說明 

 

一、本表適用於食用菌鮮品或乾品，食用菌罐頭等深加工產品還需填寫《加工產

品調查表》。 

二、本調查表一式三份，送綠生會二份、申請人留存一份。 

三、本表應如實填寫，所有欄目不得空缺，未填部分應說明理由。 

四、本表無蓋章、簽字無效。 

五、本表的內容可列印或用藍、黑鋼筆或簽字筆填寫，語言規範準確、印章（簽

名）端正清晰。 

六、本表可從綠生會網站（www.tgff.org.tw）下載，用 A4紙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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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用菌申請文件清單 

1.綠色食品標誌使用申請書和食用菌調查表。 

2.法人及相關證明文件：如商業證明、營利事業登記、工廠登記證、農地容許

使用證明、商標註冊等文件影印本(記載與正本相符)。 

3.品質管理規範(包括基地組織、人員分工，資材供應、管理，種植過程管理，

產品收後管理，倉儲運輸管理等。如有平行生產的，應提供平行生產管理制

度)。 

4.栽培管理規程(包括菌種來源、培育、培養基製作，病蟲害控制等栽培管理

措施，收穫、採收後處理等)。  

5.基地行政區劃圖、基地位置圖和地塊分佈圖。 

6.基地來源(若申請人自有基地，應提供產權證等證明。若申請人為委託模式

請提供有效期 3年以上的委託生產合同或協議兩份）、基地清單。栽培車間

分佈圖（工廠化生產）。 

7.農戶清單(農戶姓名、種植品種及面積、預計產量等)；對於農戶數在 50

戶以下，請申請人提供全部農戶清單；超過 50戶以上者，請申請人提供產

銷班等內控組織資料(負責人、農戶數、種植面積、預計產量等)。 

8.有效期 3年以上的種植產品訂購合約或協議。 

9.生產紀錄（能反映種植過程及投入品使用情況，僅續展申請人提供）。 

10.環境品質檢測報告（包括基質、灌溉水、加工水）及產品檢驗報告。 

11.非轉基因證明材料（必要時），如使用豆粕、菜籽粕等做基質。 

12.預包裝食品標籤設計樣張；  

13.其他申請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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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綠色食品商標標誌設計使用注意事項 

一、台灣地區企業在其獲證產品包裝上使用綠色食品標誌之設計依本注意事項

辦理。 

二、企業對綠色食品標誌的圖形、中英文字體、顏色等基本要素，可根據需要按

比例進行縮放，但不得對要素間的尺寸做任何更改。 

三、企業須按照“綠色食品標誌圖形、中英文文字與企業資訊碼”組合形式設計

在獲證產品包裝；企業對獲證產品包裝設計樣稿，需先送審查同意。 

四、“綠色食品標誌圖形、中英文署式”於綠生會網址：(www.tgff.org.tw）下

載。 

五、綠色食品標誌設計使用規範 

 
(一 )企 業資訊碼

（GFXXXXXXXXXXXX)

是賦予每個綠色食

品企業的唯一數位

編碼，應與《綠色食

品標誌使用證書》上

的企業資訊碼相一

致： 

企 業 資 訊 碼 與

中、英文居中署式組

合時，須左右對齊。 

綠色食品標誌圖

形及中、英文署式依

規定顏色處理。 

 

(二)企業資訊碼與

中文居中署式組合

時，須左右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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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資訊碼與

英文居中署式組合

時。 

 

六、綠色食品企業資訊碼為每一獲證企業建立一個可在續展後繼續使用的企業

資訊碼。企業資訊碼印在產品包裝上，並與綠色食品標誌商標（組合圖形）

同時使用。沒有按期續展的企業，在下一次申報時將不再沿用原企業資訊碼，

而使用新的企業資訊碼。 

七、企業資訊碼的編碼形式為 GFXXXXXXXXXXXX。GF是綠色食品英文“GREEN FOOD”

頭一個字母的縮寫組合，後面為 12位元阿拉伯數字。 

八、獲得證書的產品實行“一品一號”原則；綠色食品產品編號於編訂後通知。  

九、為了規範綠色食品統計工作，獲得證書的企業應按「企業申請使用與管理綠

色食品標誌須知」，提供相關的統計資料： 

(一)按綠色食品產品類別設置統一的統計代碼，共 8位數碼。根據綠色食品

申報產品類別，選定產品統計代碼。 

(二)按照設立的統計指標，以及有關統計方法，填報“申報產品產量、產品

年產值、年銷售額、出口值、出口額、監測面積”等統計資料送綠生會。 

(三)統計資料填寫的重點是： 

1.完整性：填報的統計指標及資料是否齊全。 

2.規範性：統計資料的整理、彙總、推算、報送等過程是否合乎要求，計

量單位是否正確等。 

3.邏輯性：統計指標及其資料之間的關係是否矛盾、數量關係是否平衡。 

4.合理性：統計資料與農產品生產、食品加工業相關指標是否吻合。 

(四)年度統計報表資料統計及登錄的截止日期為每年的 12月 10 日。 

十、綠生會對企業提供統計資料執行保密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