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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食品追溯追蹤」為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基礎，用
以構築食品在生產、處理、加工、流通與販售整個
過程各階段之資訊銜接，當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時，
可追溯追蹤產品資訊以快速鑑別有疑慮產品而將其
移出市面。 

• 102年公布修訂「食品衛生管理法」(現為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第9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
與規模之食品業者，應依其產業模式，建立產品原
材料、半成品與成品供應來源及流向之追溯或追蹤
系統；並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建立之追溯或追蹤系統，
以電子方式申報其食品相關產品之追溯追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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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稱食藥署)於105年
12月27日召開「通路商業者建立追溯制度之可行
性專家會議」，會中共識為「針對指定規模以上
綜合商品零售業者，以餐盒食品販售行為優先實
施電子申報等追溯追蹤管理，建立模式便可供其
他類別依循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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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福部於107年6月26日公告修正「應建立食品追溯
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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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申報」係指業者應於每月十日前至「非追不可」，以電子方
式申報前一個月之追溯及追蹤資料。 

業者 

網頁登打 
XML 

CSV 

https://ftracebook.fda.gov.tw 

EXCEL匯入 Turnkey介接 

上傳 

入門 基本 專業 



「非追不可」平台中，現行已存在「製造加工業」、
「販售業」及「輸入業」之申報邏輯，其共同之基本填
報項目包括： 

 「基本資料」 

 「產品資訊」 

 「交易對象」 

 「檢驗報告上傳」 
(選填，暫不列於本方案討論) 

 「收貨資料」 

 「交貨資料」 

現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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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內容均與其他既
已存在之其他業態申
報邏輯概略一致，而
細節規劃與既已存在
申報邏輯不同者，簡
報中將以紅色虛線框
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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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量之業態因素-1 

不同連鎖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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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 
 
 

加盟店 

單一共同法人 
應由公司自行統合

後併為申報 

不同法人 
建議比照直營店模式，交由總公司統
合後併為申報； 
若加盟業主不欲將電子申報追溯之資
訊交給總公司統合，則此時加盟業主
即應自行完成申報 

直營店 



不同產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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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業者從其他廠商(如鮮食
工廠、便當店、中央餐廚
廠商等)購買餐盒食品、未
有加工調配行為即販售 

為業者自行調理餐食、製
成餐盒食品後販售 

進貨陳列販售之餐盒食品 

自行製作販售之餐盒食品 

需考量之業態因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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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業者本身之基本資訊，由「非登不可」自動帶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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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本方案於「非追不可」之「業者資
料」從「非登不可」帶入基本資料。 

欄位設計-「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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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象」 

 

14 

「交易對象」要將「提供
餐盒食品的供應商」建檔 

「交易對象」要將「提供餐
盒食品原料(例如白米、高麗
菜等)」的供應商」建檔 

進貨陳列販售之餐盒食品 

自行製作販售之餐盒食品 

進貨 
(即收貨對象) 

出貨 
(即交貨對象) 

供應
商A 

供應
商B 

供應
商C 

供應
商D 

本公司
名稱 

非自然人
買受人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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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建立供應商之「國內供應商」資訊。其中原材
料來自公司內部其他部門時，亦應建1項本公司作為
「國內供應商」之資料。 

 

若單純販售予消費者，則「交易對象」不需建檔，
只要於每月申報交貨資料時勾選「直接販售至消費者」
並填報相關資訊即可； 

若交貨對象為具簽訂合約之客戶，則應建立「國
內客戶」資訊。 

 

另，如有委託運輸之「國內物流商」、或自國外購入
原材料來源之「國外出口商」、或出貨至國外之「國
外客戶」，則亦應分別建立其交易對象資訊。 

欄位設計-「交易對象」 



16 
圖五、於「非追不可」之「交易對象」之建立1筆國內供應商資料示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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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即為進貨之貨品，包括 

「進貨陳列販售之餐盒食品」時的「餐盒食品」本身，及 

「自行製作販售之餐盒食品」時的米、蔬菜、肉品等「原材料」 

 

登打原材料時，應以「同一供貨來源之對象」為建檔單位，
例原材料名稱建檔為如「A供應商之供貨」、「B供應商之供貨」
等（自行代入供應商名稱），並應填報各建檔單位下之所有品
項清單，品項可能包括餐盒食品及自行製作餐盒食品之原料，
而品項清單各個項目僅需填報品名、自編碼、勾選「是否為逕
供販售之餐盒食品」及點選其食品分類4項即可(如表三)，毋需
填報規格等細節基本資訊。 

欄位設計-「原材料資訊」 



「原材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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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
商A 

供應
商B 

供應
商C 

供應
商D 

本公司
名稱 

範例 

要建5個檔及其品項清單︰ 

「供應商A之供貨」 

    品項清單︰ 

 

 

 

「供應商B之供貨」 

    品項清單︰（作法同供應商A） 

「供應商C之供貨」 

    品項清單︰（作法同供應商A） 

「物流業D之供貨」 

    品項清單︰（作法同供應商A） 

「公司內其他部門之供貨」 

    品項清單︰（作法同供應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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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本方案於「非追不可」之「原材料資訊」登打欄位清單、必
填欄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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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業者有向A供應商進貨雞腿便當，亦有
進貨高麗菜等原材料用於自製便當，於填報品
項清單時即應於「A供應商之供貨」項下填列
雞腿便當、高麗菜等之資訊。 

AAA 
 

A供應商之供貨 

*品項自

編碼 
*產品中文名稱 

是否為逕供販

售之餐盒食品 
食品分類 

AAA1 雞腿便當 是 □否 
即食餐盒>餐盒食品>其他製造場所>

盒餐 

AAB1 高麗菜 □是 否 
蔬果製品>生鮮蔬果品及冷凍冷藏蔬

果產品>生鮮冷凍冷藏蔬菜 

「A供應商之供貨」 

若製作餐盒食品之原材是從公司內其他部門取得，
則應建立1項原料為「公司內其他部門之供貨」，並同
樣應填報其下之品項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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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貨陳列販售之餐盒食品」者，針對「原材料資訊」之
原材料品項清單中已勾選「是否為逕供販售之餐盒食品」
之原材料品項，規劃由系統自動轉接該品項資訊至「產品
資訊」。登打者只要確認沒有自行製作餐盒食品，則於
「產品資訊」之「是否有本公司自行製作之餐盒食品」勾
選「否」後，就不用再登打其他資訊。 

(2)「自行製作販售之餐盒食品」者，僅需就整體建立1項產
品資訊，即先於「是否有本公司自行製作之餐盒食品」勾
選「是」，此時規劃由系統直接代入餐盒食品之「產品分
類」預設值、及「產品名稱」固定預設為「本公司自製之
餐盒食品」，登打者僅需填報產品品項清單、公司品牌名
稱或店名，及其他選填項目即可(如表四及圖七)。 

 

欄位設計-「產品資訊」 



「產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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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進貨陳列販售之餐盒食品」 

不用建立「產品資訊」，勾選無自製品即可 

（因為原材料時勾選「為逕供販售之餐盒食品」 

，系統就已能判別為產品） 

「自行製作販售之餐盒食品」 

僅需於「產品資訊」勾選「有自製之
餐盒 食品」及建立品項清單與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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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產品資訊」 

「進貨陳列
販售之餐盒
食品」勾選
「無」後，
就不用再登
打其他資訊 



26 

圖十二、建檔產品資訊 

＊是否有本公司自行製作之餐盒食品? 
    ○ 有   ○ 無（以下免填） 
 

本公司自製之餐盒食品 

系統自動填
入，故業者
免填（也不
允許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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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應於「門市資訊」列出所有門市(包含所有直營店及加盟店) 

系統可直接自非登不可代入
總公司旗下登錄「販售場所」
之登錄字號、公司名稱、聯
絡電話、門市地址等資訊，
惟同一品牌但以其他憑證完
成食品業者登錄之門市，均
應自行建檔；而無論是否代
入資料，均仍應於此區塊補
充勾選「品牌、類別及總公
司供加盟店自行申報之資訊
介接範圍(如有)」等欄位。 

欄位設計-「門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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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本方案於
「非追不可」之
「門市資訊」之
建檔資料 

●直營     
○加盟(併總公司申報，資料合併，申報責任由總公司概括擔負) 
○加盟(併總公司申報，資料分列，申報責任由提報資料者擔負) 
○加盟(不併總公司，自行另外申報)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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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每月申報當月之供應商供應之原材料 

本規劃免除申報數量之要求 

欄位設計-「收貨資料」 

例如當月有向A供應商進貨1項
高麗菜原材料，登打方式為於
收貨明細資料中之「原材料名
稱」選取已於原材料資料建檔
之「A供應商之供貨」，選取
已於交易對象建檔之「A供應
商」，並於其原材料品項清單
中勾選當月有實際收貨之高麗
菜原材料。 

                



32 

圖九、本方案於「非追不可」之「收貨資料」之收貨明細資料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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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每月應申報販售餐盒食品之個數與總重量 
延續「原材料資料」及「產品資料」之單位(例如「A供應商之供貨」、「本
公司自製之餐盒食品」)，不需要登打細項品項的份數及重量。 

     
登打流程係先選取已於產
品資料建檔之餐盒食品，
及針對其品項清單勾選實
際有販售之品項 ； 

欄位設計-「交貨資料」 

而若產品為「本公司自製
之餐盒食品」，則需進一
步勾選該「產品」對應之
「原材料及其中之品項」； 

填入販售該產品之總「份
數」和估算之「總重量(公
斤)」 

並填報物流業者、下游業
者、其他交貨、退貨、加
盟店等分頁資料(呈現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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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店」係由系統直接代入
「門市資訊」中已勾選「加盟
(併總公司申報，資料分列，
申報責任由提報資料者擔負) 

」之門市資訊，總公司登打人
員僅需填入該店於該產品之當
月交貨份數及重量即可。 

勾選其他類別者，均
無須登打加盟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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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型態之補充說明 
直營門市之資訊必須統一由總公司彙總(包括數量逕加總即可)後申報，而加盟
門市部分，建議交由總公司統籌後併為申報，否則加盟業主應自行申報，包
括需自行建立「原材料資訊」、「產品資訊」、「交易對象」及「門市資訊」
(如有加盟業主再下分門市者)，每月並應自行申報「收貨資料」與「交貨資料」 
 

總公司可考量將已申報建檔之「原材料資訊」、「產品資訊」或「交易對象」內容共
享予加盟業主，若加盟業主尚有其他未被共享之「原材料資訊」、「產品資訊」或
「交易對象」資料，即應自行建置資料。 

因公告對象係以連鎖品牌為公告
指定規模，並非僅限於總公司之
單一公司，故屆實施日期後，加
盟業主如未交由總公司統籌完成
電子申報非追不可、亦未自行完
成電子申報，即屬違反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規定，裁罰對象為該
加盟業主，並不及於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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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意見與解決內容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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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意見 

類型 
解決內容說明 

1.人力財力
時間花費問
題 
 

業者反應電子上
傳需花費很多時
間與金錢，甚至
需多請專門人員
進行登打 

透過掌握關鍵資訊之方式，大幅簡化
「非追不可」平台登打之邏輯，應可節
約申報之人力、財力及時間。 

 
例如本原材料與產品之品項均以「供應商」

為建檔單位，而細項品項僅需簡易列於品項清
單即可，毋需像其他業態之方式逐項登打細節
資料，其數量並以建檔單位加總登打即可，所
餘資料，業者可於衛生機關查核時透過內身建
立之追溯追蹤系統提出佐證即可。其他簡化說
明，可參前述衝擊因子分析說明。 



每月「交貨資料」大幅減少i倍之
登打欄位數，意即原本應「逐個
產品」為單位各別登打其交貨資
料，已簡化為以「相同來源(進貨
販售供應商或公司自製)」為單位
完成交貨資料。 42 

電子申報項目數量 
本業態已較其他業態大幅縮減需申報之欄位數量 

簡化處舉例如下 
 

簡化至勾選1項即可，亦至少簡化
減少「2×d(產品品項數)」個勾選
或填寫欄位(意即省去不同種類之
餐盒食品逐一登打其產品分類及
儲運條件)； 

大幅減少b倍之登打欄位數，意即
原本應「逐個原材料品項」各別
登打其收貨資料，已簡化為以
「相同供應商」為單位完成收貨
資料。此外，本方案免除對於
「收貨資料」數量之資料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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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店-簡化申報流程 

本申報邏輯訴求簡化，故直營門市資訊固定應由總公
司統籌申報，而加盟店因存在法人自主性，允許其彈
性選擇交由總公司一併申報、或選擇自行申報。 
此外，對於自行申報之加盟店，系統提供功能使申報
資料可由總公司勾選並共享予加盟店，可簡化加盟業
主之申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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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意見類型 解決內容說明 

2.系統入門不易問題 

 
願意登打之業者不確定該如
何進行與著手，對於系統不
熟悉，認為需花費心力去學
習了解，並希望有較簡化之
方式，例如較為直覺式之登
打方式，或是可合併利用其
既有系統寫程式直接拋出資
料到「非追不可」或直接將
紀錄上傳 

1. 同前項，系統登打邏輯已有簡化。 

2. 如本簡報之圖二，即以圖像化方式幫助各界了解
非追不可各登打欄位對應之實際營業行為之階段(

每月2項目)、及其所需之建檔資料(進門5項目)。 

3. 食藥署持續舉辦說明會、教育訓練、輔導等活動，
配合常見問答集、簡報等資源，及導入實際測試機
操作輔導，協助業者了解系統操作邏輯及欄位登打
方式，而於自行操作時有任何問題，亦可循客服專
線尋求諮詢協助。 

業者意見與解決內容說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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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意見類型 解決內容說明 

3.數據不易掌握問題 

 
業者每日製作販售之餐盒食
品無固定主菜及配菜及數量，
較無確切數字、或部分牽涉
不同部門帳務或移撥等情況。
另有業者反應，既有品保制
度或認證要求之紀錄格式樣
態多元，難以整合 

1. 同第1項，原材料與產品之品項均以「供應商」為建
檔單位，而細項品項僅需簡易列於品項清單即可，毋
需像其他業態之方式逐項登打細節資料，其數量並以
建檔單位加總登打即可，毋需各別品項逐一登打。 

2. 配合非追不可均為每月申報之機制，對應無固定主
菜及配菜及數量、或品保制度或認證要求之紀錄格式
多元等問題，業者即可選擇以月申報之模式，彙總當
月資訊並據以登打即可，所餘各項細項資料，業者可
於衛生機關查核時透過內身建立之追溯追蹤系統提出
佐證即可。 

針對部分原材料來自公司內部其他部門而牽涉不同部門帳務或移撥等情況，本方案已設計登打邏輯，簡要整理如下︰ 
(1) 業者應建立1項公司本身作為「國內供應商」之「交易對象」資料； 
(2) 業者應建立1項「公司內其他部門之供貨」之「原材料資訊」； 
(3) 因此情境下必為自製餐盒食品之型態，故業者應有建立「本公司自製之餐盒食品」之「產品資訊」； 
(4) 業者應於每月「收貨資料」中，申報原材料為「公司內其他部門之供貨」、供應商為公司本身之總重量等資訊； 
(5) 業者應於每月「交貨資料」中，申報「本公司自製之餐盒食品」產品之交貨數量等資訊、且於「對應原材料品項」勾選前

述「公司內其他部門之供貨」原材料及其他供應商來源之原材料(如有)。 

業者意見與解決內容說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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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意見類型 解決內容說明 

4.資料重複登打問
題 

 
業者反應原材料供應商已
輸入交貨資料，零售業需
再輸入類似資料」的狀況；
或某些零售商已有資訊平
台、與「非追不可」平台
無法串接，導致資料輸入
的重工問題 

1. 本規劃所設計之登打邏輯已跳脫其他業態
於針對各品項逐項追溯追蹤之概念，重點在
於掌握關鍵上下游鏈結關係，登打邏輯已與
其他業態不同；且餐盒食品販售業者登打供
應商等追溯資訊為公告對象業者應辦理事項，
其登打資訊與部分供應商本身已登打之資訊
為互相勾稽關係，不應混為一談。 

2. 非追不可提供網頁申報、Excel批次上傳、
Turnkey即用系統及ERP介接等彈性申報途徑
供業者參用，並配合登打邏輯之簡化，業者
自得選擇適合本身業態之方式完成申報作業。

業者意見與解決內容說明-4 



結語 

 食品業者自主管理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賦予之重大義務，其中追溯追蹤管理為產品
從收貨到交貨過程之間，基礎之資訊掌握。 

 業者除了需自行建立之食品追溯追蹤系
統之外，本申報邏輯化繁為簡，導引針對關鍵
上下游廠商、原材料及產品資訊之鏈結，達到
基本之每月管制措施，同時作為產業基本資訊
供衛生機關管理評估參考，共同執行有效之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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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三家以上之綜合商品零售業營業獨立門市之連鎖品牌， 
且資本額三千萬元以上、非百貨公司之「綜合商品零售業」業
者，均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 如未依規定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或未實施強制性檢驗，可

依食安法第48條命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可處新臺幣3
萬元以上3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
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
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重新登錄。 

【檔案下載】https://www.fda.gov.tw/TC/lawContent.aspx?cid=62&id=2928 

綜合商品零售業者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指引 

自檢表(總公司)、自檢表(門市)及強制檢驗規劃書(示例) （docx檔） 

 
上傳自檢表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46&id=67749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46&id=67750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46&id=67750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46&id=67750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46&id=67750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46&id=67750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46&id=67750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46&id=67750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46&id=67750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46&id=67750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46&id=67750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46&id=67750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46&id=67750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46&id=67750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46&id=67750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46&id=6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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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 
上傳自檢表 

使用「販售」業別 

門市 
上傳自檢表 

先登入非登不
可平台 

如何上傳自檢表 









謝謝聆聽！ 

『服務‧專業‧效率』 

『積極‧活力‧誠實』 
『速度‧品質‧公正』 

專業積極主動 

工作團隊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