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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局關於倉
儲廠驗證法規

商品檢驗法第14條第2項
為提升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環境、安全或衛生之管理，標準檢驗
局得推行相關商品或管理系統之驗證制度。
標準檢驗局依前項規定受理廠商申請商品或管理系統驗證，其申
請條件、程序、驗證證書之有效期限、核 (換) 發、撤銷、廢止及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外銷水產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實施
辦法

外銷水產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作業
程序

外銷食品倉儲廠驗證基準

https://mhrainspectorate.blog.gov.uk/2016/01/26/refrigerated-
medicinal-products-part-1-receipt-and-storage-some-things-
to-consider/ 2



標準局關於倉
儲廠驗證法規

https://www.bsmi.gov.tw/wSite/lp?ctNode=8851&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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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倉儲廠與
驗證基準符合
性（㇐）

硬體空間及材質
 牆距、堆距、柱距、燈距、頂距（五距）
 材質（無毒、非滲透、易清洗、可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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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https://kknews.cc/society/pp36jyz.html

①牆距：0.1~0.3 m
②堆距：0.3~0.5 m
③柱距：0.1~0.3 m
④燈距：> 0.5 m
⑤頂距：0.5~0.9 m
主樣通道> 2 m



我的倉儲廠與
驗證基準符合
性（二）

環境衛生
 （交叉）污染、黴菌、異味、露霜、病媒（五無）
 保持清潔（無垢、無破損、無積水…）

 牆、柱、門窗、地板、天花板、出入口、通風口、排水口…

例如：

控管產品劣化腐敗可以在

入庫驗收

倉庫溫、濕度管理

合適的儲存場所

貨堆方式、棧板隔潮

定期除霜

定期清潔環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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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倉儲廠與
驗證基準符合
性（三）

照明光線>100 米燭光

自動溫度紀錄
感應器設置凍庫最高溫處
警示設備、備援方案
溫度計校驗程序及紀錄

動線規劃
人流、物流、水流、氣流（四流）

消防設備、冷凍設施、機房、監控室、洗手間
清潔及消毒物品與用具

衛生管理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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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倉儲廠與
驗證基準符合
性（四）

• 從業人員（外銷食品倉儲廠驗證基準§12~14）

健康檢查（Ａ肝、肺結核病、傷寒、皮膚病、疹、
膿、瘡、傷）（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5）

 A肝抗體檢驗包括IgM、IgG
 IgM(-)未處於發病期；
 IgG(+)已具抗體，可從事與食品接觸之工作。
 IgG(+)或 A肝疫苗已接種2劑證明，可免再驗。

新進員工應先健檢合格後，始得聘僱。
雇主每年應主動辦理員工健檢至少1次。
日常個人衛生檢查
員工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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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倉儲廠與
驗證基準符合
性（五）

出入庫管制及紀錄
運輸車輛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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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儲作業過程，是指以保管活動為中心，
依客戶需要，從倉庫接收貨品入庫開始到
把貨品完好地運出的全部過程。

卸貨 檢驗 整理入庫 保養保管

揀出與集中裝車運出

入庫

出庫

保管



小補帖（㇐）

9紐西蘭出入庫案例: Loading Dock Safety Equipment



小補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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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食品製造商MYDIBEL倉管案例: Cold storage warehouse with shuttles at -24°C.
00:23”將棧板轉移至輸送系統
01:07”5台存取機(SRM)進行通道儲存
01:19”高層架倉庫(HBW)有57,000貯存位置

02:01”透過光感器及編碼器來進行控制
02:17”每小時貯存處理52個棧板
02:22”每小時取出處理126個棧板



小補帖（三）

11新視界-夏暉物流20150214



申請流程概述
（㇐）

對象：提供外銷水產品儲放服務之低溫
倉儲廠(辦法§4)

申請文件：申請書、合法登記文件、衛
生安全管理系統計畫書(以GHP為基礎
之管制文件)、廠場配置圖(辦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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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概述
（二）

首次驗證：
➯申請文件確認
➯文件書面審查
➯現場評鑑
➯限期缺失矯正
➯驗證報告初/複審
➯驗證決定
➯驗證證書

（3年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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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概述
（三）

驗證費用(商品檢驗規費收費辦法§24)

審查費：NT$10,000
評鑑(複評或追查)費：每人

天NT$ 8,000
登記費：每年NT$12,000
證照費：核發NT$2,000

補(換)發NT$500

每年至少1次追查（3年
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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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格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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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格填寫
（二）

本局統㇐鄉鎮市區以上之行政區域英文名稱

將出現在驗證證書上的倉儲工廠名稱

8碼 請先至食藥署業者登錄平台登錄公司及倉儲廠
填寫倉儲廠的登錄字號
https://fadenbook.fda.gov.tw/pub/index.aspx

指有空間區隔及獨立溫度控制之庫房數

指可鑑別上述庫房之編號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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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格填寫
（三）

• 新申請案件與已登錄但未異動者，免填「異動別」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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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格填寫
（四）

• 新申請案件與已登錄但未異動者，免填「異動別」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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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補帖（四）
食品衛生安全
管理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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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責任與決策決心
經營者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HP)準則

5S…...8S
整理(Sort)、整頓(Straighten)、
清掃(Sweep)、清潔(Sanitary)、
素養(Sentiment)、安全(Safety)、
節約(Save)、學習(Study)

衛生管理及良好衛生規範程序書
建築與設施、設備與器具清洗衛生、從業人
員衛生管理、清潔及消毒物品與用具管理、
廢棄物處理、病媒防治、管理專責人員、出
入庫管理、防止交叉污染、倉儲管制、運輸
管理、客訴處理、量測管制、文件管制、員
工教育訓練…



小補帖（五）
5S vs 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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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 https://www.tanko.com.tw/5s/

安全(Safety)
制定正確作業流程，配置專責人員
監督管理；對不合安全規定處及時
通報處理；加強作業人員安全意識。
預知危險，防患未然。

節約(Save)
減少人力、空間、時間、
庫存、物料消耗等成本，
養成降低成本習慣，加強
作業人員減少浪費意識。

學習(Study)
深入學習各項專業技術知識，學習
同事⾧處，提升自己綜合素養，打
造學習型企業以持續改善。

(Sort)

(Straighten)

(Sweep)

(Sanitary) (Sentiment)



申請表格填寫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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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隨時主動
向本局所轄
分局更新本
表內容異動
情形



申請表格填寫
（六）

建議彩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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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5W+1H
問問自己

 Why（為什麼/目標）：為什麼要申請驗證？是自我要求以提升
並滿足客戶服務嗎？這是最好的方法嗎？我們這樣作想達成的
最終目標(績效)是什麼？

 What（是什麼/對策）：我們申請驗證目的是什麼？是必要的
嗎？需要採取什麼對策？需要什麼流程？需要制定什麼規範？

 Where（在哪兒/國內外市場）：我的倉儲廠地理位置競爭力？
要在何範圍內完成？可以開拓客戶市場嗎？

 Who（誰/負責人）：誰負責？誰決策？誰來作？有足夠的人力
資源嗎？需要員工教育訓練嗎？熟練程度低的人能做嗎？

 When（什麼時候/時間）：什麼時間來作？多少時間完成？完
成期限是什麼時間？哪個時間(程序管制點)由誰做哪件事？

 How（如何/措施）：如何作(軟硬體資源檢視)？採取什麼方法
和措施？措施恰當嗎？流程能否最佳化？如何落實及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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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麼參考資
料嗎?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Q&A問答集(103.11.21)

 低溫食品物流業者衛生安全宣導手冊(103.12出版)

 食材供應商建立衛生管理系統參考手冊(105.12出版)

 食品及農產品通路商企業指引手冊(105.12出版)

 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評核㇐致性釋疑手冊【第二
版】(104.3出版)

 食品衛生管理人員食媒性疾病流行病學調查參考手冊(104.8出
版)

 食品業者登錄Q&A問答集(109.04.29)

 冷凍、冷藏水產品製造業者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之指引
(109.07.01)

 https://www.fda.gov.tw/TC/publications.aspx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aspx?sid=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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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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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節錄
(108.6.12)

 第1章總則§3「本法用詞，定義如下…」（食品、食品器具、食品容
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食品業者、標示、查驗）

 第3章食品業者衛生管理§8-1「食品業者之從業人員、作業場所、
設施衛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均應符合食品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第4章食品衛生管理§15-1「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者，
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
為贈品或公開陳列：1.變質或腐敗。2.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3.有
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4.染有病原性生物，或經流行病
學調查認定屬造成食品中毒之病因。5.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
安全容許量。6.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7.
攙偽或假冒。8.逾有效日期。9.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
害人體健康。10.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

 第4章食品衛生管理§16「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
劑有下列情形之㇐，不得製造、販賣、輸入、輸出或使用：1.有毒者。
2.易生不良化學作用者。3.足以危害健康者。4其他經風險評估有危害
健康之虞者。」

 第5章食品標示及廣告管理§27「 食品用洗潔劑之容器或外包裝，
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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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良好衛生
規範準則節錄
（㇐）
(103.11.7)

 第1章總則§3「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原材料、原料、內外包
裝材料、食品作業場所、食品接觸面、區隔…）
區隔：依場所、時間、空氣流向等條件，予以有形或無形隔離之措施。

 第1章總則§4「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應符合附表㇐場區及環境良
好衛生管理基準之規定。」

 第1章總則§5「食品業者之食品從業人員、設備器具、清潔消毒、廢
棄物處理、油炸用食用油及管理衛生人員，應符合附表二良好衛生管
理基準之規定。」

 第1章總則§6「食品業者倉儲管制，應符合下列規定：
1.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倉庫，應分別設置或予以適當區隔，並有足夠之
空間，以供搬運。

2.倉庫內物品應分類貯放於棧板、貨架上或採取其他有效措施，不得直接
放置地面，並保持整潔及良好通風。

3.倉儲作業應遵行先進先出之原則，並確實記錄。
4.倉儲過程中需管制溫度或濕度者，應建立管制方法及基準，並確實記錄。
5.倉儲過程中，應定期檢查，並確實記錄；有異狀時，應立即處理，確保

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品質及衛生。
6.有污染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之虞之物品或包裝材料，應有防止交叉污
染之措施；其未能防止交叉污染者，不得與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起
貯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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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良好衛生
規範準則節錄
（二）
(103.11.7)

 第1章總則§7「食品業者運輸管制，應符合下列規定：
1.運輸車輛應於裝載食品前，檢查裝備，並保持清潔衛生。

2.產品堆疊時，應保持穩固，並維持空氣流通。

3.裝載低溫食品前，運輸車輛之廂體應確保食品維持有效保溫狀態。

4.運輸過程中，食品應避免日光直射、雨淋、劇烈之溫度或濕度之變動、
撞擊及車內積水等。

5.有污染原料、半成品或成品之虞之物品或包裝材料，應有防止交叉污染
之措施；其未能防止交叉污染者，不得與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起運
輸。」

 第1章總則§8「食品業者就產品申訴及成品回收管制，應符合下列規
定… 」 （1.產品申訴案件之處理，應作成紀錄。）

 第4章食品物流業§16「食品物流業應訂定物流管制標準作業程序，
其內容應包括第七條及下列規定… 」

6.低溫食品之品溫在裝載及卸貨前，應檢測及記錄。

7.低溫食品之理貨及裝卸，應於15℃以下場所迅速進行。

8.應依食品製造業者設定之產品保存溫度條件進行物流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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