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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使本會標章申請作業標準化，並方便本會驗證通過之農產品經營者提出有

機標章申請。 

2 範圍 

黏貼式、套印式標章均適用本申請作業指導書（以下簡稱本文件）。標章類

型包括有機標章、有機轉型期標章及進口有機標章，請依不同類型分別填寫

申請表。 

3 說明 

3.1 黏貼式標章 

3.1.1 農產品經營者申請黏貼式有機標章使用時，應依照不同驗證類型分別

填寫申請表，並依下表說明備齊文件。 

類型 應備文件 

生產 1. 申請表（本文件附件二） 

2. 黏貼式標章開封紀錄（本文件附件一） 

3. 年度生產計劃（該年度首次申請時提供） 

4. 栽培管理紀錄 

5. 銷貨紀錄 

6. 產品庫存紀錄（根莖類等適合長時間儲放者適用） 

7. 標章使用記錄 

生產 

（自產農產加工

品） 

1. 申請表（本文件附件三） 

2. 黏貼式標章開封紀錄（本文件附件一） 
3. 年度生產計劃（該年度首次申請時提供） 

4. 栽培管理紀錄 

5. 生產製造紀錄 

6. 銷貨紀錄或出庫紀錄 

7. 產品庫存紀錄 

8. 標章使用記錄 

9. 其他指定文件 

加工 1. 申請表（本文件附件四） 

2. 黏貼式標章開封紀錄（本文件附件一） 
3. 年度生產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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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料採購紀錄、有機完整性證明。 

5. 生產製造紀錄 

6. 銷貨紀錄或出庫紀錄 

7. 原料(半成品)、產品庫存紀錄 

8. 標章使用記錄 

9. 其他指定文件 

分裝與流通 1. 申請表（本文件附件五） 

2. 黏貼式標章開封紀錄（本文件附件一） 

3. 原料採購紀錄、有機完整性證明 

4. 分裝流通紀錄 

5. 原料(半成品)、成品庫存紀錄 

6. 銷貨紀錄或出庫紀錄 

7. 標章使用記錄 

8. 其他指定文件 

*首次申請不須檢附黏貼式標章開封紀錄*（本文件附件一） 

*若生產/加工/分裝/流通作業涉及委外，申請時應提供相關作業紀錄

(包括與委外廠商間之契約、生產計畫或訂單、委外供應商評估紀錄、

出貨單或交易證明等)。 

3.1.2 每捲標章數量為 1,000 枚，核發時以捲計算。 

3.2 套印式標章 

3.2.1 欲申請套印式標章，需驗證通過並持續填寫標章使用紀錄滿一年以上，

且紀錄良好者，方可向本會申請套印式標章。 

3.2.2 若驗證通過之產品因規格等限制，無法使用本會黏貼式標章並依 3.2.1

提供使用紀錄者，應提供本會可有效追蹤印製量之相關管理方式與控

管紀錄，經本會同意，方得於首次申請使用套印式標章。 

3.2.3 向本會提出套印式標章申請審查通過，並簽訂 MOA31 套印式標章契

約後，始得申請套印，若經營者欲使用之套印式標章，係委託非本會

合作廠商印製者，除前述契約外，應另與本會簽訂三方合約。 

3.2.4 申請套印式標章，需提供以下文件供本會審查： 

3.2.4.1 本文件附件六申請表。 

3.2.4.2 本批次套印包材使用計畫，應包括使用期間、品項範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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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頻率等。 

3.2.4.3 本批次標章套印之包裝容器、標示樣稿。 

3.2.4.4 MOA26 包裝標示審核表。 

3.2.4.5 若非第一次申請套印式標章，應同時檢附前次申請套印標章

之使用紀錄、產品銷售紀錄。 

3.2.5 審查核可後依合約內容執行套印，印製後應提供印製廠商之出貨單、

經營者包材使用與出貨相關紀錄等做為收費憑據，本會將依此憑據計

算標章使用費。 

3.2.6 套印式標章或包材印製後，需每季使用本文件附件七向本會回報包裝

容器使用數量與庫存數量。 

3.3 農產品經營者如因文件未齊、經本會催繳後仍無法提供完整資料，本會

得於通知補件七日後逕行退回。 

3.4 本會保留核可標章與否之權利，並有權對標章核發數量做調整。 

3.5 首次申請及產品標示異動者，均應同時填寫 MOA26 包裝標示審核表供

本會審查。 

3.6 標章核發時間皆約 20 個工作天，請提早申請並備足至少一個月之緩衝時

間或庫存量。 

3.7 若有急件需求，本會將自經營者文件備齊後 3 個工作天內完成核發，並

另收取急件費用 500 元/件。  

3.8 因暫時終止繳回本會之標章將由本會代為保管，待資格恢復後退回。但

若經營者暫時終止原因係與標章使用、產品銷售相關者，倘驗證資格恢

復，須重新提出申請，本會將重新審查核發，若為保管之標章不另計算

標章費用。 

3.9 驗證標章限於驗證範圍及有效期限內使用，標章、標示、停止使用應參

照本會 MOA22 產品驗證契約相關規定辦理，請自行參閱。 

3.10 有機產品包裝標示應符合有機農業促進法第十六至二十條、有機農產品

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之標示及標章管理辦法等，若產品有其他相關法規要

求應自行確認是否符合規定，例如食品衛生管理法、糧食管理法、農產

品進出口相關法規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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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黏貼式標章開封紀錄（請依不同類型標章分開填寫） 

□有機 □有機轉型期  □進口有機 

白色封條黏貼處 
(封條遺失請直接填寫序號) 

開封 

日期 

開封者

簽名 

使用完

畢日期 

確認者

簽名 

     

     

     

     

     

     

     

以上資料確認屬實，農產品經營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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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生產業者標章申請表 

農產品經營者/聯絡人/連絡電話： 

寄送地址： 

申請標章類型（不同類型請分開申請）：□有機 □有機轉型期  

本次申請使用產品列表：                                                 前次申請標章剩餘庫存量：           (捲) 

使用期間

(起訖) 
品項 範圍 驗證地段地號/面積 總產量預估(公斤) 

產品規格 

(公克/公斤) 
標章申請量(捲) 

範 例 ：
110/9~111/3 

果菜 食用玉米 美育段0010-0001地號/1公頃 1200 600g 2 

       

       

       

       

       

       

       

       

寄送方式：□自取  □郵寄(運費另計)  □貨運(貨到付款，宅配運費自付)                總計：           (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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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生產業者（含自產農產加工品等）標章申請表 
農產品經營者/聯絡人/連絡電話： 

寄送地址： 

申請標章類型（不同類型請分開申請）：□有機 □有機轉型期 

本次申請使用產品列表：                                           前次申請標章剩餘庫存量：           (捲) 

使用期間

(起訖) 
品項 範圍 驗證地段地號/面積 

原料總量 

(公斤) 

產品總量 

(公斤) 

產品規格 

(公克) 

標章申請

量(捲) 

範 例 ：
110/12~111/2 

咖啡 咖啡豆 美育段0010-0002地號/0.5公頃 100 50 10 5 

        

        

        

        

        

        

        

        

寄送方式：□自取  □郵寄(運費另計)  □貨運(貨到付款，宅配運費自付) 總計：           (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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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加工業者標章申請表 

農產品經營者/聯絡人/連絡電話： 

寄送地址： 

申請標章類型（不同類型請分開申請）：□有機 □有機轉型期 

本次申請使用產品列表：                                            前次申請標章剩餘庫存量：           (捲) 

使用期間

(起訖) 
品項 範圍 供應商 

驗證證書字號或 

進口同意文件 

原料總量 

(公斤/公升) 

產品總量 

(公斤/公升) 

產品規格 

(公克/毫升) 

標章申

請量(捲) 

範 例 ：
110/12~111/

2 
飲品 豆漿  

黃豆：MOA農場 

蔗糖：咖斯口公司 

黃豆：1-000-111001 

糖：AGGR-110-3309-021 

黃豆：5000KG 

糖：150KG 
5000L 600ml 10 

         

         

         

         

         

         

         

         

寄送方式：□自取  □郵寄(運費另計)  □貨運(貨到付款，宅配運費自付) 總計：           (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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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分裝、流通業者標章申請表 

農產品經營者/聯絡人/連絡電話： 

寄送地址： 

申請標章類型（不同類型請分開申請）：□有機 □有機轉型期  □進口有機 

本次申請使用產品列表：                                          前次申請標章剩餘庫存量：           (捲) 

使用期間

(起訖) 
品項 範圍 供應商 

驗證證書字號或 

進口同意文件 

原料總量 

(公斤/公升) 

產品總量 

(公斤/公升) 

產品規格 

(公克/毫升) 

標章申請

量(捲) 

範 例 ：
110/12~111/

2 

短期葉菜 
白菜、青江

菜、紅鳳菜 

MOA 農

場 
1-000-111001 10,000KG 9,900KG 250g 39 

         

         

         

         

         

         

         

         

寄送方式：□自取  □郵寄(運費另計)  □貨運(貨到付款，宅配運費自付) 總計：           (捲) 



 

(財)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標章申請作業指導書 
編號：MOA25 版次：1.8 

制訂：驗證組 第 9 頁/共 10 頁 

首次發行：2014/12/23 一般文件 修訂日期：2022/07/22 
 

  

附件六 套印式標章申請表 

農產品經營者/聯絡人/連絡電話： 

申請標章類型（不同類型請分開表格申請）：□有機 □有機轉型期 □進口有機 

本次申請使用產品列表(依個別產品、規格逐項申請)：                                    

序

號 
品項 品名 

預估總產量 

(公斤/公升) 

包裝規格 

(公斤/公升) 

標章套印數量

(枚) 

預計使用期間 

(起訖) 

前期庫

存數量 

製作 

廠商 

範

例 
果菜 玉米 12000KG 600g/包 20000 110/9~111/2 3680 

芋羋印

刷公司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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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套印式標章使用紀錄（請每月五日前提供前一月份資料，依個別產品、規格逐項填寫） 

農產品經營者/聯絡人/連絡電話： 

申請標章類型（不同類型請分開申請）：□有機 □有機轉型期 □進口有機  

序

號 
品項 品名 

總產量 

(公斤/公升) 

包裝規格 

(公斤/公升) 
使用數量 報廢數量 

剩餘數量/ 

前期庫存數量 

盤點 

日期 

範

例 
果菜 玉米 12000KG 600g/包 5000 500 14500/20000 111.7.10 

1         

2         

3         

4         

5         

6         

7         

8         

9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