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烏地阿拉伯水產品加工廠 

登錄制度業者說明會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日期：108年3月29日 

地點：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 



大綱 

一. 緣起、我國機關協辦歷程 

二. 沙國食品管理制度說明 

三. SFDA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四. 自評問卷提送程序 

五. 其他國家業者登錄情形 

六. 總結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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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106年：沙烏地阿拉伯食品藥物管理署(SFDA)推動外
國水產品出口業者於沙國「外國設施（加工廠）註冊
系統」註冊登錄 

請加工廠自行上網登錄 

請我國提送出口水產品廠商名單 

 

 106~107年間：我相關機關溝通協調以配合辦理 

 

 107年：SFDA新增要求加工廠填寫「國外加工廠自評
問卷」，問卷最末頁需由食品衛生主管機關核章 

 

 
說明沙國登錄制度及 

我政府機關協助業者之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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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機關協助辦理歷程-1 

106.9.5 
貿易局召開「研商我國水產
品出口沙烏地阿拉伯相關事
宜」會議 
1. 由檢驗局就驗證加工廠

調查輸沙意願，並提供
有意願之名單 

 

106.10.19 
檢驗局函貿易局： 
1.38家加工廠名單 
2.反映業者無法順利登錄事 
(SFDA要求上傳英文版本之
登記證明及工廠登記證明) 
 

106.9.19 
檢驗局函該局驗證加工廠 
1.系統操作手冊 
2.調查輸沙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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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機關協助辦理歷程-2 

106.10.19 
檢驗局函食藥署 
食品業者登錄並無相關證書
或核備函，請食藥署核發英
文版本之食品業者登錄證明 

107.1.16 
食藥署於「非登不可」
平台首頁新增「食品
業者登錄資料英文查
詢專區」 

107.2~107.5 
貿易局請駐沙經濟組洽
SFDA釐清應上傳文件及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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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機關協助辦理歷程-3 

107.5.18 
貿易局函告SFDA系統上傳文件： 
• 健康證明(農委會/食藥署核發證明) 
• 工廠登記證 
可上傳我食藥署設置之英文登錄專區
平台之登錄證明 

107.6.4 
檢驗局轉知加工廠 

107.11.22 
檢驗局函貿易局，有
關SFDA要求加工廠填
寫自評問卷，問卷最
末頁需由食品衛生主
管機關核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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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機關協助辦理歷程- 4 

108.1.3 
檢驗局函請食
藥署協助於自
評問卷核章 

108.1.18 
貿易局召開機關會議 
1. 由食藥署協助於自評問卷核章 
2. 由檢驗局及食藥署辦理說明會 
3. 由貿易局瞭解其他國政府協助其業者登

錄沙國SFDA之現況 

108.2.11 
食藥署函復檢驗局： 
1. 協處自評問卷核章事宜 
2. 「輸出水產品至沙烏地阿拉伯之設

施(加工廠)註冊登錄之申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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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機關協助辦理歷程-5 

<業者說明會> 
檢驗局偕同食藥署辦理
108.3.29高雄分局 
108.4.10宜蘭利澤工業區 

108.3.19 
貿易局提供其他國家
業者登錄SFDA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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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沙國食品
管理制度說明 

A 

B 

b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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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tw/maps/@40.4860151,65.7353592,3.43z?hl=zh-TW 

沙烏地阿拉伯簡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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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烏地阿拉伯簡介-2 

 海灣合作發展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成員國 

 GCC會員國須遵循一致性規定 

 進口食品控制指南 ( GCC Guide for Control on Imported Fo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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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烏地阿拉伯 

達曼 

利雅德(首都) 

吉達 

https://sfda.gov.sa/en/food/about/administration/mangement_food/Pages/EDOIFC-dep-and-inspection-center.aspx 

Border Inspection Posts (BIPs)  

 沙國目前設有19個邊境管制點 

 主要港口：吉達、達曼 

沙烏地阿拉伯簡介-3 
(沙烏地阿拉伯主要邊境管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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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分得清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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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烏地阿拉伯(SA) vs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 

沙烏地阿拉伯 

 (SA)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AE) 

港口/城市 吉達、達曼、利雅德 杜拜 

GCC會員國 是 是 

政府機關 

核發衛證 

未強制要求 是 

目前協助 

發證單位 

• 冷凍水產公會 (公會會員) 

• 檢驗局 (驗證加工廠) 

• 檢驗局 (驗證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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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C進口食品控制指南 
(GCC Guide for Control on Imported Food, 2017) 

GCC會員國須遵循一致性規定 

內容包括： 

通關必要文件 (Required document) 

衛生證明聲明事項(Health attestation) 

Halal證明 

Halal 屠宰證明 
(Halal Slaughtering attestation) 

技術規範與GSO標準 

https://www.gso.org.sa/en/ 

 

 GCC guide principle：All food shipments/consignment imported to the countries of  

the GCC  shall be subject to harmonized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14 



GCC Guide衛生證明範本 
Health Certificate for Export of Products of Aquatic Animal Origin 

基本資料 

衛生證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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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C Guide衛生證明事項 

 衛生證明事項 (略) 

適合人體食用 

漁產品來自無毒物種 

水產養殖動物在主管機關
的監控下生產 

養殖動物飼料之生產符合
GMP及HACCP原則 

水產品係來自主管機關監
控下且實施HACCP之加工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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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國進口食品管理制度 

 一般規定 

進口商應註冊 

進口食品符合沙國規定 

原始發票 

相關證明文件 

 

 以下類別另有特殊要求 

肉類、禽類及其製品 

特殊營養品 

新興食品 

基因改造食品 

輻射污染食品 

https://www.sfda.gov.sa/en/food/about/administration/mangement_food/Pages/Introduc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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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國進口食品管理制度特殊要求 

輸出國提送名單制度 加工廠登錄制度 

範圍 特定類別產品 
肉品(牛、羊、駱駝) 

禽肉及其產品 

所有類別產品 

 

強制實施 是 否 

辦理方式 由輸出國主管機關取得
SFDA授權後提送廠商名
單 

加工廠自行登錄
SFDA進口食品登錄
系統  

水產品業者 不適用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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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國提送名單制度-1 
(輸出肉品、禽肉及其產品至沙國之核准程序) 

 Step1：外國主管機
關可向SFDA提出申
請、填寫問卷、接受
實地查核等程序，取
得授權資格後 

 

 Step2：提送該國合
格廠商名單 

 

各國主管機關 
https://sfda.gov.sa/ar/food/about/administration/Documents/FCAuthority%20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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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tion is Allowed From The 

Approved Establishments Only 
僅合格登錄之加
工廠可輸銷 

Importation of Heat Treated of Poultry 

Meat are Allowed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and Conditions 

允許加熱處理之
禽肉進口 

Importation is Allowed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and Conditions 
允許進口 

Importation is Banned According to 

Banning Decree 
禁止進口 

輸出國提送名單制度-2 
(針對各國禽肉類產品允許輸入之類別及條件) 

http://www.sfda.gov.sa/en/food/about/administration/mangement_food/Pages/EDOIFC-MeatAndImportingCountries.aspx 

注意!! 
水產品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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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國提送名單制度-3 
(臺灣可輸銷沙國之禽肉產品) 

http://www.sfda.gov.sa/en/food/about/administration/mangement_food/Pages/EDOIFC-MeatAndImportingCountries.aspx 

加熱處理後之禽肉可輸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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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廠登錄制度-1 

 沙國進口食品管理系統 
(Imported Food Control E-

Services, IFCES) 

 目的：供應鏈登錄及管理 

 對象： 

進口商/貿易商 

國內/外加工廠 

 方式：自行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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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國進口食品管理系統 
(Imported Food Control E-Services , IFCES) 

使用對象 系統功能 

沙國進口商/貿易商 登錄產品資訊、產品照片 

國內外加工廠 
(肉、禽、魚及其產品) 

登錄加工廠資料 

1. 政府衛生主管機關許可證書 

2. 工廠登記證  

3. 品質管理證書 

ISO 22000 / ISO 9001 / GMP / HACCP 

可於IFCES系統申請帳號進行登錄 
https://sfda.gov.sa/en/food/about/administration/mangement_food/Pages/EDOIFC-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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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FDA登錄
系統操作說明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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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A系統操作說明 

 https://www.sfda.gov.sa/ar/food/eservices/Documen
ts/FEst.pdf 

 本局於106.9.19函檢送「SFDA外國註冊系統操作手
冊」 

https://frcs.sfda.gov.sa/Login.aspx 

106.9.19 

檢驗局函送該局驗證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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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fda.gov.sa/ar/food/eservices/Documents/FE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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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申請帳號-1 

 https://frcs.sfda.gov.sa/Account/RegisterAccou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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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申請帳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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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申請帳號-3 

「Copy of Official Registration (Approval 
No.) Document」：上傳未來輸銷沙國所檢附健
康證明之空白樣張，可為 
1.防檢局「輸出動物產品檢疫證明書」 
2.食藥署「衛生證明」或「自由銷售證明)」 

英文版工廠登記證明(洽所轄地方政府經濟發展局等單位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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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1-點選SFDA回覆信件之連結點 

方法2-以信件提供之序號啟用帳號 

B.活化/啟用帳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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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活化/啟用帳號-2 

登打SFDA回信提供之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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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填寫加工廠資料-1 

1 

2 
3 

http://frcs.sfda.gov.sa/Login.asp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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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填寫加工廠資料-2 

水產品加工廠僅需填寫步驟1~6及步驟9 
步驟7供屠宰業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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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val Number請填寫”食品業者登錄號碼” 

C.填寫加工廠資料-3 

33 



Official Inspectors 官方主管機關 
填寫”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FDA)” 

C.填寫加工廠資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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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登錄狀態 

範例：已提送申請,尚未完成登錄(狀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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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評問卷
提送程序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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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A修正登錄程序 
(107年10月獲加工廠轉知) 

 步驟1：在SFDA網站申請一個新帳號 

 步驟2：填寫「加工廠自評問卷」，最末頁需由衛生主管機關核章 

 步驟3：於登錄系統填寫資料 

 步驟4：將佐證資料(貿易許可/註冊、 HACCP 驗證證書、自評問卷
掃描檔)上傳至系統適當欄位 

 步驟5：於系統提送登錄申請 

 步驟6：加工廠收到SFDA確認申請的電子郵件後，轉發衛生機關 

 步驟7：食品衛生主管機關須向SFDA(ffis@sfda.gov.sa)寄送電子
郵件，並檢附下列文件 

◦ 貿易許可/註冊 

◦ HACCP 驗證證書 

◦ 「加工廠自評問卷」掃描檔案 

◦ 當地主管機關填寫之額外附件表單 

◦ 當地主管機關執行之最新監控檢查報告 

檢驗局於108年1月3日函請食藥署協處自評問卷核章事宜 37 



食藥署同意協助於自評問卷核章 
(108年2月11日函) 

 依食藥署規劃之「輸出水
產品至沙烏地阿拉伯之設
施(加工廠)註冊登錄之申
辦流程說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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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自評問卷核章程序-1(程序簡述) 

檢附資料： 
1. 沙國「國外加工廠自評問卷」 
2. 具結書 
3. 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4. 食品業者登錄英文證明文件 
5. 相關佐證資料(如ISO 22000 / HACCP) 
6. 效期內之衛生證明/二級品管驗證證明書影本(如有) 

由加工廠函請食藥署於加工廠自評問卷核章 

經食藥署確認後，將函送業者申請資料予駐沙烏地阿拉伯 
王國代表處經濟組，請該組協助轉致S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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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自評問卷核章程序-2 
「輸出水產品至沙烏地阿拉伯之設施(加工廠) 

註冊登錄之申辦流程說明」 

相關細節由食品藥物管理署代表後續說明 40 



五、其他國家 
業者登錄情形 

A 

B 

C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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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局108年3月19日函) 



其他國家業者登錄情形-1(菲律賓) 

 國家：菲律賓 

 主政單位：漁業暨水資源局 

 協助業者作法：政府核發註冊所須之驗證資料 

 協助業者登錄系統： 

建議廠商自行洽沙國進口商協助登錄沙國註冊系統 

 獲沙國核准之情形：已有2家業者完成登錄作業 

我機關規劃方式與菲國相似，將以此模式(食藥署於自評

問卷核章後，業者自行登錄系統)協助業者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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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業者登錄情形-2(泰國) 

 國家：泰國 
 主政單位：農業部漁業局 
 協助業者作法： 
提供業者名單予SFDA 

尚未獲沙國通知、要求補充或更正資料 

沙國亦尚未通知是否核准業者登錄 
 

 協助業者登錄系統： 
 已通知廠商暫緩輸銷水產品至沙國 

 建議廠商尋求沙國進口商協助辦理並繳交所需文件 
 

 獲沙國核准之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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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業者登錄情形-3(緬甸) 

 國家：緬甸 
 主政單位：農業、畜牧暨灌溉部漁業局 
 協助業者作法： 
緬甸已整理出輸銷沙國水產品之25家漁工廠名單，並由漁業
局協助檢視是否符合衛生標準，將於3月向沙國提出申請 
 

 協助業者登錄系統： 
 因沙國自緬甸進口水產品驗出病菌，自2018年4月1日起暫停

進口緬甸水產品 
 

 獲沙國核准之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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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業者登錄情形-4(挪威) 

 國家：挪威 

 主政單位：挪威食品安全署(NFSA) 

  協助業者作法： 

NFSA將業者登錄所遇問題，透過駐外單位洽SFDA釐清 

NFSA建議SFDA應讓業者自蓋章戳並簽署表格，使業者對自
評問卷內容之完全負責 

3月間獲告沙國登錄系統已臨時暫停外國業者之電子註冊申
請，目前以電子郵件接收外國傳送之自評問卷 

 

 獲沙國核准之情形：少數已獲核准 

登錄程序改以自評問卷方式取代 (毋需登錄電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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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業者登錄情形-5(阿聯) 

 國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主政單位：各酋長國市政局(包括杜拜市政局等共7個酋
長國) 

 協助業者作法： 
杜拜市政局逕向沙烏地食藥署(SFDA)申請成為合格認證機關，
由該食品安全主管部門直接核章後通知SFDA(程序約2~3年) 
 

 協助業者登錄系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大部分產品透過杜拜出口至沙烏地，杜拜

市政局食品安全主管機關業經過SFDA認證，爰核章後僅需通
知SFDA(不定期抽檢，倘查獲不合格產品情節嚴重者，將會
取消認證機關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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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與建議 

47 



總結與建議 

 SFDA登錄制度尚未強制實施(產品仍可順利通關)，相
關程序亦持續修正，使各國業者申請登錄作業困難 

 

 我國將由食藥署協助於自評問卷核章，請業者自行
登錄系統 

 

 沙國已暫停外國業者之電子註冊申請，改以電子郵
件接收外國傳送自評問卷之方式辦理 

已有輸銷需求之水產品業者(未限定檢驗局加工廠)，
需依SFDA規定填寫自評問卷並洽食藥署申請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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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聆聽



最新消息-UAE修正規定 

 起源：我國近日向
OIE組織通報魚病 

 

 貿易商轉知 

自108年3月20日起，
我國輸往阿聯國漁產品
皆須由政府單位開立證
明 

提供衛生證明範本 

貿易局刻正透過駐外單位溝通， 

以確認UAE是否接受我國配合方式 

檢驗局及防檢局可依權責 

各自開立證明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