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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58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8

8號

聯絡人：闕言容 02-2787-7369

傳真：02-2653-1062

電子信箱：yjamy.chueh@fda.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0月2日

發文字號：衛授食字第106130198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食品業者登錄辦法」修正草案，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

6年10月2日以衛授食字第1061301981號公告預告，請查照

。

說明：

一、旨揭公告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本部網站(http://www.

mohw.gov.tw/)「衛生福利法規檢索系統」下「法規草案

」網頁、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http://www.fda.gov.t

w/)「公告資訊」下「本署公告」網頁及國家發展委員會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眾開講」網頁(https://join.g

ov.tw/policies/)自行下載。

二、對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者，請於本草案刊登前揭網站之隔

日起6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二)地址：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61-2號

(三)電話：(02)2787-7369

(四)傳真：(02)2653-1062

(五)電子郵件：yjamy.chueh@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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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世捷集運股份有限公司、臺東縣烹飪商業同業公會、華美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南

榮倉儲股份有限公司、弘貿貨櫃倉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凱宏航空貨運承攬股份

有限公司、立盟海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擎天通運有限公司、統帥航空貨運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固緯電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松下產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陸海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波律股份有限公司、升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高雄國際航空站、七巧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大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天行空

運代理股份有限公司、永通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汎達股份有限公司、迅達股

份有限公司、均輝股份有限公司、德莎運通股份有限公司、帝聞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捷飛運通股份有限公司、漢高運通有限公司、立通股份有限公司、美商美國

總統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匯僑股份有限公司、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比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捷迅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雅瑪多國際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逸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漢聯運通有限公司、美超微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冠榮國際運通有限公司、曜捷運通有限公司、立達國際運通股份有限公司、聖忠

國際有限公司、達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萬事達國際聯運有限公司、高群裝卸股

份有限公司、晶帝股份有限公司、雅仕國際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京廣航空貨

運承攬有限公司、台灣信越矽利光股份有限公司、正崴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堤維西交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榮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美灣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松下多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康達運通有限公司、浩閎通運有限公司、世貿航

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長信運通股份有限公司、亞致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永聖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順風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商敦豪全球貨

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拓領環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美商優比速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建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郵船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優

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迪比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飛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合邦

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九如運通有限公司、萬達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采科

聯運股份有限公司、百世多麗股份有限公司、瞻航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鑫飛

鴻國際運通有限公司、漢宏國際物流有限公司、金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天虎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喬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東源物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富積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天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環球

倉儲股份有限公司、世聯倉運股份有限公司、驊洲運通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村田

股份有限公司、德隆倉儲裝卸股份有限公司、超捷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阪急

阪神國際運通股份有限公司、萬泰聯運有限公司、天胜國際有限公司、佰事達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聯締國際有限公司、浩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高雄

空廚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快遞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商百運達國際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景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啟雅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勝一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友聯儲運股份有限公司、復興空廚股份有限公司、悅豐運通有

限公司、遞速國際運通股份有限公司、迅捷運通股份有限公司、現代聯運股份有

限公司、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京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港捷國際

運通有限公司、立揚通運股份有限公司、長榮空廚股份有限公司、誠泰航空貨運

承攬股份有限公司、寰盛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吉祥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華膳空廚股份有限公司、浩翔國際運

通有限公司、佳渝通運有限公司、崴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華泓國際運輸股份有

限公司、天濠物流運通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大陽日酸股份有限公司、久玖展業有

限公司、昭和特殊氣體股份有限公司、閎隆國際有限公司、飛斯特運通股份有限

公司、金易達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近鐵運通股份有限公司、華立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祥和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長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裕鵬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晶品股份有限公司、杰鑫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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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澎坊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商台灣利豐物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康國行

銷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工商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永

塑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通盈通運股份有限公司、悠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好

好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成功速配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伸鴻股份有限公司、昶

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高鳳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連江縣商業會、立榮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華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中菲行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五崧捷運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海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盛達國際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祥億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厚生股份有限公司、中保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大高雄餐飲業職業工會、澎湖縣餐飲業職業工會、運馬航空貨運承攬有

限公司、中華民國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劑生公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無店面零售商業同業公會、台灣食品產業發展協會、台灣省商業會

、中華民國直銷協會、台灣區糖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大麥製品工業

同業公會、台灣區蜜餞工業同業公會、歐洲在台商務協會、台北市日本工商會、

法國工商會、世緯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臺陽儲運股份有限公司、可利航

空貨運代理有限公司、美商優比速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台灣柏恩氏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台速運通股份有限公司、三陽航空貨運代理股份有限公司、士

盟國際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基泰倉儲股份有限公司、長春貨櫃儲運股份有限公司

、愛得華股份有限公司 TEST、雷富通運有限公司、進賀企業有限公司、立大航

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譽得國際運通有限公司、荷蘭商天遞股份有限公司、

好食在股份有限公司、晉証國際物流有限公司、福斯倉儲股份有限公司、永勝聯

運有限公司、台灣三美股份有限公司、翔展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全球聯

運(股)公司、昱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環韋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華隆運通股

份有限公司、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合展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金寶來大飯

店股份有限公司、金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嘉里震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鴻海國

際運通有限公司、北方聯合有限公司、群體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炬翔航空貨運承

攬有限公司、登利報關有限公司、翔鴻報關行有限公司、橙蓁有限公司、新郵企

業有限公司、宇捷國際運通有限公司、懋成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台灣亞諾士

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昇捷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群邑國際運通股份有限公

司、日商田中國際貴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金志豐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

司、威冠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羅賓昇國際聯運股份有限公司、東立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洧豪有限公司、鉅通國際運通有限公司、輝達利國際通運股份有限公

司、聯凱國際運通有限公司、得比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傑達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新吉成國際通運有限公司、亨斯邁先進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引春物流倉儲股份有限公司中港分公司、玹風運通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東洋先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瀚視特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鮮食發展協會、茂

泰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省蔬菜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友橋通運股份有限公

司、麒祥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旭硝子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飛晉運通有限

公司、澤聯運通有限公司、柏勤運通有限公司、上豪國際運通有限公司、亨達包

裝服務有限公司、世傑國際有限公司、聚點影視有限公司、安速達運通有限公司

、威星運通股份有限公司、龍群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華宏報關有限公司、新

竹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中全國際有限公司、浩天國際運通股份有限公司、永聯物

流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睿姿崴勛股份有限公司、辰耀運通有限公司、諾亞運通有

限公司、凌宇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世捷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千合國際有

限公司、立法委員張宏陸國會辦公室、台灣朗升國際物流有限公司、邁輝國際物

流有限公司、立法委員顏寬恒國會辦公室、輝進國際物流有限公司、長洲航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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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承攬有限公司、金旺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東方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台北世

通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香港商立捷環球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好市多股

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鵬揚國際運通有限公司、速連發運通有限公司、漢陽國

際物流有限公司、勝新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翰妤國際運通有限公司、全順國

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清盛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寰霖運通有限公司、婕航國

際報關有限公司、立捷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中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禾基國

際運通有限公司、華羿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鴻鑫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高

日國際物流有限公司、和駿環球通運有限公司、聯帝國際有限公司、倉勝航空貨

運承攬有限公司、捷威國際運通有限公司、香港商瑪卡亞米遠東有限公司、詎渢

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台中港倉儲裝卸股份有限公司、五崧捷運(股)公司、嘉

里快遞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玖航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台灣瑞肯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憶光行海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立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貨櫃

運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莫仕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泛亞班拿股份有限公司、紘洋

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沛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鴻霖航空貨運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和光旅運有限公司、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中科國際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世鼎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中國速遞有限公司、昆連股份有限公司

、囍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亞風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好好立和國際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宏滔有限公司、興航國際有限公司、承鼎國際物流有限公司、中越國

際聯運有限公司、九邑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捷寶國際運通有限公司、捷霖興

業有限公司、嘉翔運通有限公司、飛樂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豐廷國際有限公

司、中國民航快遞有限公司、世雙國際物流有限公司、大成不銹鋼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鼎康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精通國際有限公司、台灣日金屬股份有限

公司、友捷運通有限公司、捷仕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先達環球物流有限公司、苗

栗縣餐飲業職業工會、沛羽國際運通有限公司、銘倫運通股份有限公司、欣隆倉

儲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成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佳羿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鈞

麟海空聯運股份有限公司、華威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仕方航空貨運承攬有限

公司、南投縣餐飲業職業工會、銘展國際有限公司、欣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詮

瑞福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旅捷國際有限公司、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花蓮縣餐

飲業職業工會、桃園縣烹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台

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台北美國商會、高雄美國商會、台中美國商會、台北市澳

洲紐西蘭商會、台北市英僑商務協會、台灣加拿大商會、馬來西亞商業及工業協

會、台灣以色列商業文化促進會、台北市瑞典商會、臺北市香港商業協會、德國

工商總會駐台商會、新竹縣餐飲業職業工會、台中市餐飲業職業工會、歐亞國際

貨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瑞陞運通有限公司、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冷鏈

協會、中華民國物流協會、沛航國際物流有限公司、世邦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威利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合力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五花馬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和忠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優捷國際運通有限公司、悅揚運通有限公司、

東方誼洋國際運通有限公司、連鴻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台北港國際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捷豐國際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餐飲業職業工會、安派國際有限公司、永進運通股份

有限公司、中國網通聯合開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驛達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運通股份有限公司、貿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通運有限公司、輝騰航空

貨運代理有限公司、華友國際開發有限公司、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山九

昭安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合田國際有限公司、安陽運通股份有限公司、東正

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越新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立峰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

司、正翔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利方國際有限公司、昱誠報關有限公司、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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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運通有限公司、聖威報關有限公司、大三鴻國際貨櫃股份有限公司、商船三

井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福隆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彪記國際有限公司、一路發集運

網股份有限公司、晟利企業有限公司、台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倢葆企業有限公

司、謙鵬有限公司、欣洋通運有限公司、金鼎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巡笙報關

股份有限公司、采盟股份有限公司、達優利國際運通有限公司、瑞騰運通有限公

司、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德聯高科股份有限

公司、富興隆國際通運有限公司、健泰股份有限公司、延佳國際運通有限公司、

冠捷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德瀛興業有限公司、美商聯邦快遞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凌緯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成聯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宜蘭縣餐

飲職業工會、世邦聯合空運代理股份有限公司、颿達有限公司、聯昇模具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昇輝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三巨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大昌華

嘉供應鏈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翊達航空貨運代理有限公司、中央貨櫃倉儲股份有

限公司、美連股份有限公司、五洋通運有限公司、昱達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

臺灣日通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大統倉儲股份有限公司、和勝倉儲股份有限公

司、德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亞達航空貨運承攬(股)公司、彪達航空貨運承攬有

限公司、信速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快捷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群

洲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敦群運通股份有限公司、傑盟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

、扶晟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意台通運有限公司、福貿運通股份有限公司、惠

高運通有限公司、東山運通股份有限公司、國宇倉儲股份有限公司、東風航空貨

運承攬有限公司、東西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祥輝報關航空貨運代理有限公司

、元泰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億昇倉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美商聯合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世邦國際集運股份有限公司、兄弟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立

天行通運股份有限公司、海霆股份有限公司、東慶國際運通有限公司、旭華航空

貨運承攬有限公司、九洲國際開發有限公司、魯嶧聯運有限公司、順祥股份有限

公司、美商安邦航空貨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立民企業有限公司、台達電

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信隆車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翔駿國際有限公司、中普氣

體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委達企業有限公司、冠宇運通有限公司、八達國際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東電化股份有限公司、立吉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金瑞

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運通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

司、華廈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聯強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路克電腦動畫製

作有限公司、華龍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大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佳運國際航

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一路發國際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景騰通運有限公司、長榮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立揚通運股份有限

公司台北分公司、華信國際運輸股份有限公司、韓中貨運有限公司、優勢國際聯

運有限公司、永富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基佳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聯網運

通股份有限公司、理兆運通有限公司、統日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大亨國際開發有

限公司、科學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默克先進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越通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台捷國

際有限公司、興國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華美航運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

司、全威國際有限公司、鴻天運通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日東電工股份有限公司、

九龍環球運通有限公司、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慶揚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聯

飛股份有限公司、尚達通運有限公司、香港商國泰航空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泰

雅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威震航空貨運股份有限公司、海捷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德

迅國際運輸股份有限公司、嘉裕股份有限公司、萬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鉅航報

關股份有限公司、新隆儲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賓士股份有限公司、鑫祥順運通

有限公司、臺東縣餐飲業職業工會、彰化縣餐飲業職業工會、嘉義縣餐飲業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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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嘉義市餐飲業職業工會、基隆市餐飲業職業工會、高雄市餐飲業職業工會

、桃園縣餐飲職業工會、屏東縣餐飲業職業工會、中華日式料理發展協會、屏東

縣烹飪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烹飪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烹飪商業同業公會、宜

蘭縣烹飪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烹飪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烹飪商業同業公會、

東運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高雄巿烹飪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烹飪商業同業公

會、雲林縣烹飪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烹飪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台灣消費者

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乳業協會、財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促進會、台灣保

健食品學會、台灣特殊營養食品協會、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台灣國際生命科學

會、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台灣食品技師協會、台灣素

食推廣協會、台灣食品發展協會、中華有機與自然食品協會、中華民國中藥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消費者協會、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營養食品協會、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中華民國禽肉行銷發展協會、

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金門縣飲食商業同業公會、台灣胺基酸工業

同業公會、台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冷凍肉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罐頭食品

工業同業公會、臺灣烘焙油脂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麵粉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飲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釀造食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製冰冷凍冷藏工業同

業公會、台灣區紅糖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玉米類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植

物油製煉工業同業公會、中國聯合運通有限公司、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冷凍蔬果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冷凍水產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茶輸出

業同業公會、台灣省化工原料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灣省冰果飲品商業同業公

會聯合會、台灣省雜糧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灣省醬類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台灣省製麵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灣省食油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灣省豆腐

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中華民國家畜肉類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食

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中華民國米穀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香料協會、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嘉里大

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通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立益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分公司-南崁物流中心、和盟流通股份有限公司、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統一速

達(股)公司、元鴻通運有限公司、永晟交通有限公司、捷盛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拓亞物流(股)公司、銘洋食品冷凍股份有限公司、環緯股份有限公司、大茂物流

通運股份有限公司、驊昇物流有限公司、加揚快捷有限公司、台灣順豐速運股份

有限公司、邦達欣股份有限公司、金車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鏮瑞物流服務股份有

限公司、派力特有限公司、濠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漢龍國際物流有限公司、中

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航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達特運通有限公司、台騑聯運

股份有限公司、日翊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亞仕

國際物流有限公司、永儲股份有限公司、禾頡物流有限公司、科學城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衛翔有限公司、捷盟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世聯國際運通有限公司、威迅

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統昶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華儲股份有限公司、先領航空

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天馬汗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全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龍

邦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商澳門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百及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艾斯艾姆開股份有限公司、來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

限公司、洪福通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銳馳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思邦航空貨

運承攬有限公司、金盛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大躍海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香港

商港龍航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愛爾蘭商速聯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萬商

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艾銳勢股份有限公司、誠品開發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遠達國際物流有限公司、夏暉物流有限公司、香港商信可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天橋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鈺將興業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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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沅太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茂聖國際有限公司、凱凡企業有限公司、福氣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逢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全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捷泰運通代

理股份有限公司、盈祺國際物流有限公司、委信企業有限公司、汎盟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宇宙聯運企業有限公司、東亞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震天航空貨運承

攬有限公司、三禾倉儲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京濱股份有限公司、嘉威報關有限公

司、仕嘉運通股份有限公司、明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宇迅國際有限公司、高寶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西鐵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

雄分公司、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立法委員蔡其昌國會辦公室、新北市餐飲業

職業工會、臺北市餐飲業職業工會、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

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立法委員盧秀燕國會辦公室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立法委員施義芳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王

榮璋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陳瑩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吳秉叡國會辦公室、立法

委員吳玉琴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江永昌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楊鎮浯國會辦公

室、立法委員吳志揚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林為洲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王育敏

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蘇嘉全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鍾孔炤國會辦公室、立法委

員余宛如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劉櫂豪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葉宜津國會辦公室

、立法委員李俊俋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段宜康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尤美女國

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蔡易餘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徐永明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

張麗善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王惠美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陳超明國會辦公室、

立法委員孔文吉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蘇治芬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邱志偉國會

辦公室、立法委員蕭美琴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管碧玲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黃

偉哲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高志鵬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林岱樺國會辦公室、立

法委員陳明文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蘇震清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李鴻鈞國會辦

公室、立法委員洪慈庸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徐榛蔚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簡東

明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陳雪生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周春米國會辦公室、立法

委員鍾佳濱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黃國書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趙正宇國會辦公

室、立法委員林俊憲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陳素月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鄭運鵬

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鄭寶清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李昆澤國會辦公室、立法委

員林昶佐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許毓仁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呂玉玲國會辦公室

、立法委員江啟臣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馬文君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王金平國

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莊瑞雄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吳焜裕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

羅致政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蔡適應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呂孫綾國會辦公室、

立法委員王定宇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劉世芳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蔣乃辛國會

辦公室、立法委員蔡培慧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蘇巧慧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張

廖萬堅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柯志恩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李麗芬國會辦公室、

立法委員何欣純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高金素梅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許智傑國

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吳思瑤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陳學聖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

陳怡潔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曾銘宗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林麗蟬國會辦公室、

立法委員鄭天財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黃昭順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陳其邁國會

辦公室、立法委員吳琪銘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洪宗熠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賴

瑞隆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趙天麟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姚文智國會辦公室、立

法委員周陳秀霞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徐志榮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蔣萬安國會

辦公室、立法委員陳宜民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許淑華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李

彥秀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邱泰源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陳曼麗國會辦公室、立

法委員林靜儀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黃秀芳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楊曜國會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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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立法委員林淑芬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劉建國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賴士葆

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羅明才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郭正亮國會辦公室、立法委

員費鴻泰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陳亭妃國會辦公室、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

公會、中華民國餐飲業工會全國聯合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台灣區乳品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衛生

局、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屏東縣政府衛生局、金門縣衛生局、新竹市衛生局、基

隆市衛生局、澎湖縣政府衛生局、花蓮縣衛生局、臺東縣衛生局、嘉義縣衛生局

、雲林縣衛生局、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彰化縣衛生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苗栗

縣政府衛生局、新竹縣政府衛生局、宜蘭縣政府衛生局、財團法人台灣食品產業

策進會、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立法委員陳歐珀國會辦公室、立法委

員林德福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邱議瑩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陳賴素美國會辦公

室、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

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

部工業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考選部、勞動部、財政部、教育部、中

華民國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優良食品發展

協會、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立法委員柯建銘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黃國昌國

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廖國棟國會辦公室、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立法委員Kola

s　Yotaka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國會辦公室、連江縣衛生

福利局、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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