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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目的: 針對產銷履歷驗證承接業務報價之標準。 

2.0   範圍: 農產品產銷履歷認證範圍內之業務 

3.0 程序 

3.1 人天安排經審核通過完畢之後，各項所需費用依照以下表一收費標準收取。 

 

一般作物 

首次驗證費 

個別驗證 

(1) 文件審查費 $10,000 

(2) 現場評鑑費  $12,000 

(3) 證書費 $5,000 

(4) 檢驗費:水質檢驗費(一件為限) $4,400 

(5) 檢驗費:土壤檢驗費(一件為限) $4,400 

(6) 檢驗費:產品檢驗費(一件為限) $6,300 

集團驗證 

(1) 文件審查費 $20,000 

(2) 總部審查費  $12,000 

(3) 現場評鑑費  $6,000*√n 

(4) 證書費 $5,000 

(5) 檢驗費:水質檢驗費(一件為限) $4,400 

(6) 檢驗費:土壤檢驗費(四件為限) $4,400 

(7) 檢驗費:產品檢驗費(四件為限) $6,300 

註：驗證通過後，每年定期追查費用收費如下。 

定期追查費用 

個別驗證 
(1)現場評鑑費  $12,000 

(2)檢驗費:產品檢驗費(一件為限) $6,300 

集團驗證 
(2)現場評鑑費  $6,000*√n 

(4)檢驗費:產品檢驗費(四件為限) $6,300 

一般作物備註:n為產銷履歷實際運作戶數，集團驗證土壤及產品檢驗以 4件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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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水產品 

初期驗證費用 

個別驗證 

項目 對外收費 

(1) 文件審查費 
初次$10,000元 

增項$5,000元/次 

(2) 現場查核費 $25,000元/次 

(3) 證書費 
初次$5,000元 

增修 2500元/次 

(4) 檢驗費 依檢驗項目收費 

集團驗證 

(1) 文件審查費 
初次$20,000元 

增項 10,000元/次 

(2) 現場查核費 $25,000元/場區 

(3) 證書費 
初次$10,000元 

增修 5,000元/次 

(4) 檢驗費 依檢驗項目收費*√n 

 
註：驗證通過後，每年定期追查費用收費如下。 

後續維護費用 

個別驗證 

項目 對外收費 

(1)追蹤查核費 $20,000元/次 

(2)年費 $5,000元/年 

(3)檢驗費 依檢驗項目收費 

集團驗證 

(1)追蹤查核費 $12,500元/場區 

(2)年費 $10,000元/年 

(3)檢驗費 依檢驗項目收費*√n 

    表一 

     養殖水產品說明: 

     每日之作業時間: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 30 分前以半日計，逾中午 12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以一日計。 

     一.初期驗證費用 

      1.文件審查費用 

       1.1 集團驗證收費以個別驗證費用之 2 倍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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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增項費用依初次收費標準減半收取。 

    2.現場查核費用 

       2.1 查核費用包括稽核人員酬勞、差旅費及驗證機構行政費用等。 

       2.2 個別驗證戶如養殖規模大於 10 公頃或員工數多於 50 人，得加計 1 次費用。 

       2.3 集團驗證總部查核以 2 場區計費；現場查核區數，依申請驗證總漁戶數開根號後無

條件進位取整數計算，每戶查核以 1 場區計算。 

    2.4 每驗證案之查核次數以一年一次，若有需要之時，須取得客戶以及產品經理同意，

方得增加查核次數。 

    2.5 個別驗證之增項查核以 0.5 次計費，集團驗證同現場查核場區數計費方式。 

      3.證書費 

       3.1 證書費為初次核發與增修證書所需之審查、登錄及雜項費用。 

    3.2 證書增修費用依初次核發收費標準減半收取為原則。 

  二.後續維護費用 

    1.追蹤查核費 

     1.1 年費為按年繳交之證書維護費用 

      2.年費 

       2.1 年度追蹤查核以每年一次為原則，若有需要之時，須取得客戶以及產品經理同意， 

          得增加查核次數，集團驗證場區數之計費同現場查核計費方式。 

    三.檢驗費 

       檢驗費收費數額以表二為準。 

      1.個別驗證 

        以取一件樣品為原則，若遇特殊狀況者，如同時申請三種魚種等等，則報請產品經理核

示，並詳實告知客戶相關資訊。 

      2.集團驗證 

    √n為依申請驗證總漁戶數開根號後無條件取整位數之數值，並依此決定為抽樣件數，

若遇特殊狀況者，如同時申請三種魚種等等，則報請產品經理核示，並詳實告知客戶相

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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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水產品應施檢項目收費數額 

檢驗項目 收費數額 

硝基呋喃代謝物+氯黴素 9,000元 

孔雀綠及其代謝物 3,000元 

恩氟喹羧酸 3,000元 

銅 600元 

有機錫 5,000元 

四環素 3,600元 

     表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