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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細填寫下列問卷並附上所有相關之資料，SGS國際驗証服務公司在收到您傳回之問卷後，將提供一份詳細的驗証

程序計劃書給 貴組織作參考。若本申請書不夠書寫請以附件方式檢附於申請資料中。如果您認為某項問題不適用貴組

織時，請加以註明。貴組織如需進一步相關資訊，請與本公司國際驗証服務處 連絡。 

請務必詳填此頁資料以利客戶資料建檔及證書之登錄申請。 

1. 組織名稱地址, 請註明郵遞區號 

   農產品產銷履歷登錄系統組織代碼:                       

   驗證申請單位名稱                                                                    

   驗證申請單位發票抬頭                                                                                      

   驗證申請單位聯絡地址                                      

   驗證申請單位驗證地址                                       

   統一編號                  組織電話             組織傳真                      

2.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分機      傳真          ____ 

   組織網址:                              email address:                                      

 3.驗証對象 個別 集團 驗證 (詳附件), 

     員工總數(含行政人員)   ,實際生產者人數     , 幾班制:______________ 

4.有任何作業包含在貴單位此驗證範圍內，但不在上述登錄的地址內執行? 是 否, 例如:                         

5. 是否有任何生產流程中的操作或服務是由分包商(外包加工)執行者? 是 否,例如: 

6.希望獲得何種驗證範圍?  一般作物   養殖水產品  水產加工品(勾選此項請跳接 7.1) 

7.希望獲得何種產品的驗證之登錄？農產品產銷履歷 ( TGAP ) 作物名稱 ______________  

  貴單位近年內有無可能繼續申請上列其他驗證服務？請說明:                         

7.1  

Section 1: Scope/Processes 範圍/加工製程 
 

Please define the scope of registration e.g. product produced (please complete this question in detail or 

attach/send supporting information) 

驗證範圍，如所生產之產品(請詳細說明或附上相關資訊) 

 

 

 

 

 

產品驗證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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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Product/Process Information 產品/加工資訊 

Please list below each product family(ies) and product types 

請將每一產品家族和產品類型列於下表 

(A product family shown common process or technology) 

請列出產品家族加工流程或加工技術 

Exp. of product family: production of canned fruit juices and frozen fruit juices (2 product families) 
產品家族的舉例：生產罐裝果汁和冷凍果汁 (2個產品家族) 

Exp. of product types: canned mango juice, canned pineapple juice, canned guava juice and canned strawberry juice. (4 product types) 

產品類型的舉例：罐裝芒果汁、罐裝鳳梨汁、罐裝芭樂汁和罐裝草莓汁 (4個產品類型) 

 

 

Product 
type  

產品類型 

Product Family 產品家族 

1.  2.  3.  4.  

1-1 2-1 3-1 4-1 

1-2 2-2 3-2 4-2 

1-3 2-3 3-3 4-3 

1-4 2-4 3-4 4-4 

1-5 2-5 3-5 4-5 

生產流程圖：以圖示方式標明生產流程各階段可能發生風險之生產資材或設施。 

 Type of flow diagram 生產流程圖類型 

1  

2  

3  

4  

How many individual flow diagrams belong to the scope? 

在此驗證範圍當中有多少生產流程圖? 

      

 

8.貴單位在 SGS登錄服務選項？請勾選。 

  新申請      

   增項驗證(員工變更 生產者變更 生產地點變更或增加 申請品項變更,詳細資料請填附件) 

   證書更新   (客戶編號 TW__________證書號碼_________) 

   恢復驗證   (客戶編號 TW__________證書號碼_________) 

   轉換證書(原驗證公司____________認證範圍與品項_____________證書取得日_____________) 

9. 請問您從哪裡知道SGS國際驗證服務？雜誌 新聞 介紹：__________， 

10.有無相關顧問組織輔導驗證？ 有   顧問組織：______________ 自行發展系統 

11.申請品項主要產期:_________  品項年產批次數量: ___________ 申請品項年產量:        公斤 

12.貴組織希望何時作正式評鑑？_______________貴組織希望證書取得日？_____________ 

問卷填寫者：_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        __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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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驗證問卷(附件) 

 

生產者詳細資料 

 生產者/ 

管理者 
作物別 (地籍資料)地段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備註：1平方公尺=0.3025坪；1坪=3.3058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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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驗證問卷 (附件 ) 

1. 申請者應檢附資料表： 

A. 個別 (單一農產經營業者) 驗證 

A1. 申請者資格證明(如農漁保投保證明,養殖登記證,耕地證明,公司行號登記證等等) 

A2. 種植/養殖/加工區域合法使用證明 

A3. 申請日前至少三個月的產銷履歷紀錄 

A4. 申請日前至少一次自我查核紀錄 

A5. 申請日前至少完成三個月的資訊平台上傳紀錄 

     農產品為(http//:presume.coa.gov.tw)  水產品為(http://tracefish.fa.gov.tw/breedn) 

A6. 依照法規要求保存相關驗証書表以及紀錄書表資料(轉證者適用) 

B. 集團(多數農產品經營業者) 驗證 

B1. 集團資格證明(如產銷班設立合可證明,集團內每一生產者單位設立核可證明 

B2. 種植/養殖/加工區域合法使用證明 

B3. 自訂之總部作業規範及相關作業程序書 

B4. 申請日前至少一次總部自我查核紀錄 

B5. 申請日前至少一次總部對所有成員至少一次之內部稽核紀錄 

B6. 所有成員在申請日前至少三個月之產銷紀錄 

B7. 所有成員在申請日前至少完成一次自我查核紀錄 

B8. 所有成員在申請日前至少完成三個月的資訊平台上傳紀錄 

      農產品為(http//:presume.coa.gov.tw)  水產品為(http://tracefish.fa.gov.tw/breedn)  

B9. 依照法規要求保存相關驗証書表以及紀錄書表資料(轉證者適用) 

 

2.申請水產加工品驗證範圍,需再檢附以下證明文件： 

   2.1 其產品以產銷履歷驗證之農產品為主要原料 

   2.2 食品良好作業規範(食品GMP)證書、優良農產品驗證證書或 ISO22000驗証合格證書之一 

   2.3 提出加工過程中履歷資訊可追溯性之資料及流程文件(含生產流程圖,風險管理表以及查核表) 

   2.4 農產品經營業者加工及流通產銷履歷農產品，應依據操作事實，逐批記錄加工場所基本資

料表、原料與資材取得紀錄表、加工履歷紀錄表、出貨紀錄表、各種檢驗分析表、販賣場

所基本資料、販賣場所販賣過程紀錄表等相關紀錄表單。 

  2.5 依照法規要求保存相關驗証書表以及紀錄書表資料(轉證者適用) 

http://tracefish.fa.gov.tw/breed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