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輸銷巴西養殖水產品規定
業者說明會

輸銷巴西養殖水產品規定
業者說明會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二組
111年5月18日



大綱
背景說明
輸銷巴西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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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1

 查92年我業者有輸銷水產品至巴西之需求，
經洽結果須由輸出國填答問卷，並經巴方
審核通過後始可辦理廠場登錄。

 惟問卷涉及多個權責單位，然多次補充資
料後仍無法通過巴方審查，本案自96年間
起即陷入膠著。

 為突破困境，本局於98年2月間決議以輸歐
盟漁產品衛生管理架構薦送我歐盟驗證水
產品加工廠，終於同年7月間獲巴西農業部
(MAPA)同意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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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00年起巴國針對進口養殖水產品實施
新措施，輸出國需提送資料送巴西海撈及
養殖水產品部(MPA)進行風險評估；後續
由MAPA辦理衛生條件審查通過後，始得
輸入。

 本局曾於103年研議爭取拓展該市場，囿
於巴方風險評估程序透明度不足未完全揭
露限制，經農政相關權責機關評估尚無法
配合巴方評估作業而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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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2



 110年6月發現MAPA被授權輸銷巴西動物源
產品之國家列表網頁已標註台灣為可輸銷捕
撈(Extrativa)及養殖(Cultivo)水產品國家，經
查證係巴方採認我方管理系統，毋需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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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3



 本局即先英譯葡文法規並洽巴方確認翻譯
正確性，再就巴方要求聲明事項及開立衛
生證明合作模式，數次與各權責機關溝通
協商並續洽巴方釐清法規疑義後，終取得
分工合作共識。

 本局依巴方衛證要求並配合機關間分工及
國內產品樣態擬訂衛證格式，終於今年4月
26日獲MAPA同意我新訂之「輸銷巴西養殖
水產品衛生證明」，至此開啟養殖水產品
輸銷至巴西市場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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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4



依據：2018年9月25日第35/2018號指令
 第1條：本指令授權MAPA動物源產品檢驗
局(DIPOA)確認衛生檢查系統和認可國外廠
場的程序。

 第2條：依巴西法令判定無國家動物健康安
全危害疾病之國家或地區，且有意將動物
源產品輸銷至巴西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I-其衛生檢查系統等效性之事先認可；
II-有意出口廠場之資格；以及
III-於DIPOA登記動物源產品。

註：巴西法規中譯倘有不周全處，請以葡文為準。

輸銷巴西資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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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條：DIPOA將對認可的等效國家及
核可廠場進行定期稽核，以確保維持核
准的條件，並於任何時候暫停全部或部
分國家或廠場的核可資格：
I-衛生檢查系統的妥協；或
II-廠場及其生產產品的衛生標準不佳。

 第23條：DIPOA被授權排除5年內未曾外
銷巴西的國外廠場。

註：巴西法規中譯倘有不周全處，請以葡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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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銷巴西資格-2



 廠場登錄：歐盟驗證加工廠向本局申請薦
送並獲MAPA公告登錄在官方網站，即取得
巴西廠場登錄資格。

 原料類別登錄：目前已登錄加工廠場僅有
海撈(EX)類別獲巴方登錄，有輸銷養殖(AQ)
水產品需求者，請於5月底前提出申請。

 產品標籤登記：由廠商向DIPOA申請擬輸銷
產品之標籤登記。

 以上皆符合後，始可輸銷該項產品至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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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銷巴西資格-3



 如何申請廠場登錄：
有意願之歐盟驗證加工廠填妥表格，經轄屬分局審
核後送本局複核，並透過駐巴經濟組轉致巴方

1.新申請：使用表1新增廠場登錄表(Tabela 1: HABILITAÇÃO)

2021年5月27日WTO G/SPS/N/BRA/1184/Add.2/Corr.3通知規定

(1)Número de 
Controle
(estabelecimento)

Control Number 
(establishment)
廠場登錄號碼

(2)Nome empresarial do 
estabelecimento / Nome 
empresarial da administradora do 
Barco Fábrica / Nome do Barco 
Fábrica

Business name of the establishment 
or the management company of 
Factory Vessel/ Name of Factory 
Vessel
加工廠名稱或加工船/凍結船所屬
公司名稱或船名

(3)Endereço completo do 
estabelecimento
fabricante/estocagem

Full address of the 
manufacturer / storage 
establishment
廠場完整地址

(3)Código
Postal

Postal 
code
郵遞區號

(3)Cidade
City
城市

(3)Estado/ 
Província

State/ 
Province
州/省

(4)Tipo de 
Operação

Type of 
operation
生產類型

(5)Finalidade
Purpose
目的

(7)Área(s)
Area(s)
領域

(6)Categoria(s)
Category(s) 
產品類別

(8)Espécie(s)
Species
種類

(9)Forma de 
Obtenção

Form of 
obtainment
原料來源

(3)州/省: 描述廠場所在州或省
(4)生產類型: 魚類:分切(AB);加工(PC); 儲存(ES)
(5)目的: 食用 (Comestível)
(6)領域: 依表3縮寫填寫，魚類填入PES
(7)產品類別: 依表 6僅註明類別代碼
(8)種類:依表4縮寫填寫，魚填入Peixes
(9)原料來源(僅魚類須填寫): 養殖(AQ);捕撈或野生(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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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銷巴西資格-廠場登錄-1



2021年5月27日WTO G/SPS/N/BRA/1184/Add.2/Corr.3通知規定

ÁREAS / AREAS /領域
PESCADO E SEUS DERIVADOS / FISH AND ITS DERIVATIVES /魚類及其衍生物

CÓDIGO / 
CODE /
代碼 CATEGORIAS / CATOGORIES /產品類別

1 PRODUTOS EM NATUREZA / PRODUCTS IN NATURE /本質未改變之產品
2 PRODUTOS NÃO SUBMETIDOS A TRATAMENTO TÉRMICO / PRODUCTS NOT SUBJECT TO HEAT TREATMENT /產品未經熱處理
3 PRODUTOS SUBMETIDOS A TRATAMENTO TÉRMICO / PRODUCTS SUBJECT TO HEAT TREATMENT /產品經熱處理

4 PRODUTOS SUBMETIDOS A TRATAMENTO TÉRMICO-COCÇÃO / PRODUCTS SUBJECT TO HEAT TREATMENT-COOKING /產品經烹調之
熱處理

5 PRODUTOS PROCESSADOS TERMICAMENTE -ESTERILIZAÇÃO COMERCIAL / PRODUCTS PROCESSED THERMALLY- COMMERCIAL 
STERILIZATION /加工產品經商業熱處理

6 PRODUTOS COM ADIÇÃO DE INIBIDORES / PRODUCTS WITH ADDITION OF INHIBITORS /產品添加抑菌劑
7 PRODUTOS SUBMETIDOS À HIDRÓLISE / PRODUCTS SUBMITTED TO HYDROLYSIS /產品經水解處理

8
PRODUTOS COMPOSTOS POR DIFERENTES CATEGORIAS DE PRODUTOS CÁRNEOS, ACRESCIDOS OU NÃO DE INGREDIENTES / 

PRODUCTS COMPOSITE PRODUCTS BY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MEAT, WITH OR WITHOUT ADDITION INGREDIENTS /由不同類
別肉類組成之複合性產品,無論是否添加其他成分

9
PRODUTOS COMPOSTOS POR DIFERENTES CATEGORIAS DE PRODUTOS DE PESCADO, ACRESCIDOS OU NÃO DE OUTROS 

INGREDIENTES / PRODUCTS COMPOSED BY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FISH PRODUCTS, WHETHER OR NOT ADDED TO OTHER 
INGREDIENTS /不同類別魚類組成之複合性產品,無論是否添加其他成分

Tabela 6. CÓDIGO DAS CATEGORIAS / Table 6. CATEGORY CODE /表6.產品類別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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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銷巴西資格-廠場登錄-2



2.申請更新資料：使用表2更新廠場登錄表(Tabela 2: 
ALTERAÇÃO CADASTRAL)

2021年5月27日WTO G/SPS/N/BRA/1184/Add.2/Corr.3通知規定

(3)州/省: 描述廠場所在州或省
(4)生產類型: 魚類:分切(AB);加工(PC); 儲存(ES)
(5)目的: 食用 (Comestível)
(6)領域: 依表3縮寫填寫，魚類填入PES
(7)產品類別: 依表 6僅註明類別代碼
(8)種類:依表4縮寫填寫，魚填入Peixes
(9)原料來源(僅魚類須填寫): 養殖(AQ);捕撈或野生(EX)

ALTERAÇÃO CADASTRAL / REGISTRATION UPDATION /登錄更新
(1)Número de 

Controle 
(estabelecimento)

Control Number 
(establishment)
廠場登錄號碼

(2)Nome empresarial do 
estabelecimento / Nome 
empresarial da administradora do 
Barco Fábrica / Nome do Barco 
Fábrica

Business name of the establishment 
or the management company of 
Factory Vessel/ Name of Factory 
Vessel
加工廠名稱或加工船/凍結船所屬
公司名稱或船名

(3)Endereço completo do 
estabelecimento
fabricante/estocagem

Full address of the 
manufacturer / storage 
establishment
廠場完整地址

(3)Código
Postal

Postal code
郵遞區號

(3)Cidade
City
城市

(3)Estado/ 
Província

State/ 
Province
州/省

(4)Tipo de 
Operação

Type of 
operation
生產類型

(5)Finalidade
Purpose
目的

(7)Área(s)
Area(s)
領域

(6)Categoria(s)
Category(s) 
產品類別

(8)Espécie(s)
Species
種類

(9)Forma de 
Obtenção

Form of 
obtainment
原料來源

Situação Anterior: / Previous Situation: /先前名單:

Situação Actual: / Current Situation: /目前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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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銷巴西資格-廠場登錄-3



3.取消登錄：使用表5刪除廠場登錄表(Tabela 5: EXCLUSÃO)

2021年5月27日WTO G/SPS/N/BRA/1184/Add.2/Corr.3通知規定

巴西廠場登錄規定可至本局網站查詢：
首頁-商品檢驗-外銷水產品專區-巴西官方水
產品輸入規定項下
https://www.bsmi.gov.tw/wSite/ct?xItem=92245&ctNode=8836
&mp=1

(1)Número de Controle
(estabelecimento)

Control Number (establishment)
廠場登錄號碼

(2)Nome empresarial do estabelecimento / Nome empresarial da administradora do Barco Fábrica / Nome 
do Barco Fábrica

Business name of the establishment or the management company of Factory Vessel/ Name of Factory Vessel
加工廠名稱或加工船/凍結船所屬公司名稱或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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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銷巴西資格-廠場登錄-4



 查詢巴西公告輸出國廠場登錄名單
https://sistemas.agricultura.gov.br/pga_sigsif/pages/view/sigsif/consultah
abilitacaoestrang/indexEstabelecimentoEstrangeiro.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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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銷巴西資格-廠場登錄-5



依據：2017年1月11日第1/2017號指令
106年1月18日起由原本的紙本作業改採網路登記
 第1條：於聯邦檢查服務(SIF)登錄廠場及國外經
授權輸銷巴西廠場之動物源產品登記、更新、變
更、審核和註銷之程序。

 第11條：產品標籤登記由廠場每10年更新㇐次並
提出申請。

 第17條：如有產品登記不符合情形，DIPOA須通
告輸出國衛生主管機關，且如適用時給予矯正期
限；如未能符合相關措施，DIPOA將取消登錄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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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銷巴西資格-產品標籤登記-1

註：巴西法規中譯倘有不周全處，請以葡文為準。



依據：2017年3月29日第9013/2017號指令
(RIISPOA)
 第433條：未在DIPOA事先更新登記的情況下，
不得對配方、製造過程或產品標籤進行任何修
改。

依據：2020年9月4日第53/2020號指令
 定義具商業價值可進行國家貿易主要魚種的通
用名稱和相應的學名。

15
註：巴西法規中譯倘有不周全處，請以葡文為準。

輸銷巴西資格-產品標籤登記-2



 取得聲明文件-
1. 加工廠負責人或
指定代理人身分
證明文件。

2. 僅以中文記載之
證件(如我國身
分證)，需翻譯
為葡文，惟毋需
公證；建議以護
照為佳。

｛葡文資訊｝

帳號管理者及
加工廠資訊

加工廠負責
人簽署

本局分局人員
簽署/戳印

聲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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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銷巴西資格-產品標籤登記-3



 線上系統PGA-SIGSIF
http://sistemasweb.agricultura.gov.br/pages/PGA-SIGSIF.html

 上傳聲明文件及身分證明文件，以取得登錄權限。
 交由線上系統使用者(㇐般為懂葡文的貿易商)進
行產品標籤之登記作業(另行授權亦須提供聲明文
件，惟無需輸出國官方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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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銷巴西資格-產品標籤登記-4



僅限冷凍養殖魚類

產品基本資訊(項次1-14)
出口商、進口商、起運地、輸
入地、運輸方式、加工廠名稱、
代碼及地址、產品名稱、魚種
(學名)、產品批號或生產日期、
包裝方式、數量及重量等

Modelo conforme Circular N° 183/2014/DIPES/CGI/DIPOA
FMF-021-067/1版/11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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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證明申請-衛證格式-1



產品衛生聲明事項(項次15.I)
a) 於出口國主管機關官方管制之衛生設施中卸魚、處理、
包裝、準備、加工、儲存和運輸，且符合官能、寄生蟲、
化學、微生物或病毒學檢查標準和條件，至少與國際食
品衛生法典(CODEX)的標準和操作規範等效*；

b) 魚及其產品應自官方核可輸銷巴西之廠場、加工廠及冷
凍船衛生條件下獲得，且該等廠場經系統驗證實施優良
製造規範(GMP)、衛生標準操作程序(SSOP)以及危害分
析重要管制點(HACCP)；

c) 貨物符合出口國主管機關訂定有關魚及漁產品法規之所
有品質及安全要求，且有官方殘留物和污染物監視計畫，
適合人類食用，並考量於正常運輸時間內出口；

d) 雙枚貝類
e) 冷凍魚及其製品於儲存過程中未解凍，魚體中心溫度不
高於-18°C*；

f) 冷藏條件
g) 冷凍魚及其產品於冷凍前未添加磷酸鹽或類似物*；
h) 倘冷凍魚已包冰，則冷凍魚標籤所示淨重不包括包冰及
包裝重量*；

i) 首次使用之包材應符合出口國主管機關規定之衛生要求*；
j) 運輸工具依照出口國主管機關核准條件進行處理、準備
並符合衛生要求。 19

衛生證明申請-衛證格式-2



1.供作產品製造原料水產動物來自已知來源
且於官方疾病監測計畫的養殖場。

2.原產國應有動物健康法規主張採行良好管
理規範、生物安全和預防措施，並規定將
OIE列表中所有疑似動物疾病，及原產國
認為其他重要動物水生疾病通報主管機關
的義務。

3.如有疑似病例，地方獸醫主管機關提供安
全措施以防止擴散及對抗疾病。

4.供作產品加工之原料水產動物非來自受健
康管制的廠場，且未有疾病或外寄生蟲之
臨床症狀。

5.供作產品加工之原料非來自因疾病管制措
施或因疾病爆發結果而屠宰之水產動物。

6.作產品加工之原料水產動物經過檢查，且
出口產品無傳染病或寄生蟲害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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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健康聲明事項(項次15.II)

衛生證明申請-衛證格式-3



機關間依權責合作分工：

漁業署確認應源自通過該署產銷履歷
驗證養殖場生產之水產品。

防檢局協助證明出口養殖水產品關於
動物健康資訊(15.II)聲明事項。

標準局督管加工廠出口產品衛生安全
及簽發衛生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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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證明申請-1



國產原料應來自通過漁業署產銷履歷驗證水產品
之養殖場，始符合巴方衛生證明關於水產品生產
階段之衛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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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證明申請-2

合格養殖場查詢及確認網址：https://taft.coa.gov.tw/



將新增輸銷
巴西原料檢
核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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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證明申請-3

國產養殖原料登錄作業—EFS1916
上傳產銷履歷驗證證書及交易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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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證明申請-4

進口原料應請出口廠商檢附輸出國主管機關開立
符合巴方要求之產品衛生及動物健康聲明事項之
證明文件(衛生證明)，始符合巴方衛生證明關於
水產品生產階段之衛生管理及疫病管理
建議可依巴西公告輸出國廠場登錄名單進行採購

https://sistemas.agricultura.gov.br/pga_sigsif/pages/view/sigsif/consult
ahabilitacaoestrang/indexEstabelecimentoEstrangeiro.xhtml



加工廠
(巴西登錄)

25

衛生證明申請-5

進口原料登錄作業—EFS1913
上傳輸出國開立符合巴方要求之衛生證明、
食藥署之輸入許可通知書及交易證明文件



業獲MAPA廠場及養殖(AQ)水產
品類別登錄、該項產品標籤登記
確認原料來自產銷履歷驗證場
依現行銷巴海撈水產品分工模式，
先向防檢局申請並取得含動物健
康聲明事項(15.II項次1至6)之輸
出動物產品檢疫證明書正本
備好相關文件：如產品標籤登記
文件、信用狀或買方商務文件、
重要管制點紀錄、產品內外包裝
標籤照片、儲放位置圖、自主管
理切結保證書等

26

衛生證明申請-6



輸銷巴西漁產品衛生證明維護作業-EFS1910

27

衛生證明申請-7



輸銷巴西漁產品衛生證明維護作業-EFS1910

28

衛生證明申請-8



輸銷巴西漁產品衛生證明維護作業-EFS1910

未來僅海撈
及養殖2格式

29

衛生證明申請-9



2017年5月31日第21/2017號指令
第12條：產品銷售名稱為冷凍魚，不管那㇐目
魚種，應以魚體和顏色㇐致性外觀和物種的通
用名稱。

第12條第2項：如產品型態為魚片、魚小片、魚
塊、魚小塊時，產品名稱應註明帶皮(Com pele) 
或不帶皮(Sem pele)。

第12條第4項：如產品為油魚(Ruvettus pretiosus
和Lepidocybium flavobrunneum)，應註明｢過量
食用可能導致腹瀉｣。

30

案例學習-重點法規-1

註：巴西法規中譯倘有不周全處，請以葡文為準。



2018年9月25日第34/2018號指令
第1條：針對輸入供人食用動物源產品，其進
口前事先許可授權，複查及特殊管制的程序由
MAPA核准。

第23條：進口警示制度(RAI)是加強管制制度，
如於複查程序中檢驗到不合格情況，將通報外
國廠場。

第25條：至少將針對同㇐製造商及相同產品的
10個連續進口產品進行抽樣。

31

案例學習-重點法規-2

註：巴西法規中譯倘有不周全處，請以葡文為準。



2018年9月25日第34/2018號指令
第24條：RAI適用國外廠場動物源產品，如複查
程序出現下列不合格情形：
I-標示和品質；
II-物理-化學、微生物、組織病理和分子生物學
衛生標準；

III-藥物和污染物殘留；
IV-寄生蟲的存在；
V-篡改，摻假，欺詐和偽造；和
VI-其他危害公眾健康之情事。

32

案例學習-重點法規-3

註：巴西法規中譯倘有不周全處，請以葡文為準。



2018年9月25日第34/2018號指令
第27條：DIPOA須通報RAI中列名廠場所屬國外
衛生單位。國外衛生單位須於90天內提交所採
取的矯正和預防措施。

第28條：如國外衛生單位提交的矯正和預防措
施不被接受，則應於新的30天期限內提交額外
的補充資料。

第29條：自RAI名單除名，須DIPOA接受國外衛
生單位提交的矯正和預防措施，且連續10次的
取樣結果皆符合規定。

33

案例學習-重點法規-4

註：巴西法規中譯倘有不周全處，請以葡文為準。



2018年9月25日第34/2018號指令
第30條：於下列情形，國外廠場的核可可能被
移除或暫停：
I-國外衛生主管機關未於規定期間內提供資料；
II-提交的回應不被接受; 或
III-相同性質的不合格情形再次發生。

34

案例學習-重點法規-5

註：巴西法規中譯倘有不周全處，請以葡文為準。



與登記標籤尺寸不㇐致-登記15*8公分，實際產
品標籤尺寸為10*8公分。

35

案例學習-產品標籤-1



缺少廠場代碼-標籤上「製造商(Produced by)」
項目應同時註明加工廠名稱及代碼。

36

案例學習-產品標籤-2



缺少產品淨重-產品重量(含單位)直接標示於標籤
上本項目之後，勿獨立標示於標籤外的包裝袋上。

37

案例學習-產品標籤-3



過敏訊息之通用名稱-註明「含有魚(contain fish)」
之葡英文，「NOME COMUM」及「COMMON 
NAME」應予刪除。

38

案例學習-產品標籤-4



與登記標籤第9
項限制條件不
符(溫度)-產品
標籤所標示溫
度、登記標籤
及其登記之製
造流程中溫度
應㇐致。

39

案例學習-產品標籤-5



產品銷售名稱為冷凍魚
(Peixe Congelado)，應以魚
體和顏色㇐致性外觀和物
種的通用名稱。
產品名稱應註明帶皮(Com 

pele) 或不帶皮(Sem pele)-
如產品型態為魚片、魚小
片、魚塊、魚小塊時。
有效日期應以日月年表示。

40

案例學習-產品標籤-6



產品重複貼標。

41

案例學習-產品標籤-7



引用包冰管控之參考法規第25/2011號指令業經廢止。
標籤樣張附錄中引用第20/2015號指令做為通用名稱
之參考標準，不符合第53/2020號指令。

42

案例學習-產品標籤-8



未載明標籤所有強制性標示資料之字體大小。

43

案例學習-產品標籤-9



 產品標籤裝於塑膠袋內，並以膠帶黏貼於包裝上。

X

44

案例學習-產品標籤-10

X



 使用可吸收材質之繩索繫在魚貨尾端，致有
危害衛生之虞。

 不得有不良變色、異臭、異味、污染、發霉、
含有異物或纖維剝落情形。

O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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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學習-產品衛生-1



 產品之包裝破損或髒污、包裝袋過小致產品本身
裸露，且包裝條件不適於運輸及儲存。

46

案例學習-產品衛生-2



 貨櫃地板及產品包裝紙箱出現污垢、灰塵及積冰。

47

案例學習-產品衛生-3



須90天內(原為60天)向MAPA提交調查報告
與矯正措施(中英文版)：

1. 巴西電子公文SEI文件編號
2. 廠商名稱
3. 廠商代碼
4. 國家名稱
5. 巴西通知編號
6. 產品名稱
7. 不合格原因之調查
8. 廠商對矯正和預防措施採取之作法
9. 衛生主管單位採取驗證措施之作法

48

案例學習-調查報告與矯正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