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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次使用系統前設定事項 

1.1 請設定電腦瀏覽器 

1.1.1 若為 IE 瀏覽器 

1. 點選瀏覽器「工具>網際網路選項」。 

 

2. 點選「隱私權」頁籤，若「開啟快顯封鎖程式」有打勾，請按

「設定」鍵；若「開啟快顯封鎖程式」沒有打勾，則不需要進

行瀏覽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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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要允許的網站網址」輸入「fadenbook.fda.gov.tw」，按

下「新增」鍵。 

 

4. 於「要允許的網站網址」輸入「www.cp.gov.tw」，按下「新增」

鍵，然後再按下「關閉」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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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下「確定」鍵，即完成 IE 瀏覽器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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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若為 Mozilla Firefox 瀏覽器 

1. 點選左上方 Firefox，按下「選項」。 

 

2. 點選「內容」，若「封鎖彈出型廣告視窗(Pop-up)」有打勾，

請按「例外網站」鍵；若「封鎖彈出型廣告視窗(Pop-up)」沒

有打勾，則不需要進行瀏覽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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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網站網址輸入「fadenbook.fda.gov.tw」，並按下「允許」

鍵。 

 

 

4. 再次於網站網址輸入「www.cp.gov.tw」，按下「允許」鍵，

最後再按下「關閉」鍵即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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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請安裝憑證登入元件 

1. 請開啟瀏覽器輸入網址 http://www.gov.tw/ ，進入我的 E 政

府網站，點選「會員登入」。 

 

 

2. 請於畫面右方點選「HICOS 元件」下載元件；安裝步驟請點選

「常見問題」。 

 

http://ww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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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FireFox 注意事項 

(1) 在進入我的 E 政府網站 http://www.gov.tw/，點選「會員

登入」。 

 

 

(2) 進入下圖頁面時可能會出現需要安裝 Java Platform 的訊

息，請按【允許】，安裝 Java 程式。 

  

http://ww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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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台 

2.1 進入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台 

請於瀏覽器網址列輸入 https://fadenbook.fda.gov.tw。 

2.2 平台首頁 

2.2.1 公告資訊 

1. 此區塊顯示本平台公告資訊。 

 

2.點選標題文字，可瀏覽內容說明。 

 

https://fadenbook.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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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登入系統 

1. 本平台提供工商憑證、自然人憑證、工商憑證授權之自然人

憑證三種方式登入系統。 

 

(1) 工商憑證： 

a. 具有商工登記之食品業者請以此方式進行登入。 

b. 請先將工商憑證插入讀卡機。 

c. 請點選「工商憑證」，按下【GO】功能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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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人憑證： 

a. 不具有商工登記之食品業者請以此方式進行登入。 

b. 請先將負責人之自然人憑證插入讀卡機。 

c. 請點選「自然人憑證」，按下【GO】功能鍵。 

 

 

(3) 工商憑證授權之自然人憑證： 

a. 具有商工登記且已完成憑證授權之食品業者請以此方式

進行登入；授權方式請見憑證授權章節。 

b. 請先將自然人憑證插入讀卡機。 

c. 請點選「工商憑證授權之自然人憑證」，輸入授權統一

編號，按下【GO】功能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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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 GO 功能鍵後，系統會自動將網頁導到我的 E 政府，若出

現下圖安全性警訊訊息時，請按下【確定】鍵。 

 

3. 畫面導到我的 E政府後，請在畫面右上方輸入憑證 PIN碼，並

按下【登入】鍵，此時系統將進行憑證身份驗證，請等候一些

時間。 

 

4. 當憑證驗證通過後，將會自動將網頁導回食品藥物業者登錄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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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共通性使用說明 

 

1. 欄位左方若有紅色星號＊，表示該欄位為必填。 

2. 欄位右方若有範例時，請依範例格式進行填寫，如 Email、電

話等。 

3. 畫面上若有看到藍底白色問號 的圖示，為系統提供之輔助

說明，可點選後瀏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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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調整表格內資料排序之功能：點選表格第一行之欄位名

稱，即可改變資料之排列順序。 

 

(1) 如點選「工廠/製造場所名稱」，可依據工廠/製造場所名稱

由小到大排序。 

 

(2) 再點選一次「工廠/製造場所名稱」，可依據工廠/製造場所

名稱由大到小排序。 

 

5. 若欲登出本系統，請點選畫面右上方【登出】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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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填報人基本資料 

1. 點選「填報人」頁籤，即可填寫或瀏覽填報人相關基本資料。 

 

 

2. 填寫完成後，請點選【儲存/下個步驟】鍵，系統將儲存本頁面

資料並進入下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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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公司或商業登記資料 

1. 點選「基本資料」頁籤，即可瀏覽或填寫公司/商業登記資料。 

 

2. 若業者具有商業登記，則系統將依據業者統一編號，自經濟

部商工登記系統自動帶出業者之商業登記名稱、負責人、商

業登記地址、營業狀態等欄位且不開放修改。(如欲修改，請

至經濟部辦理資料變更，變更完成後系統將自動同步更新)  

3. 如有一位以上的緊急聯絡人，請點選【增加緊急聯絡人】鍵。 

4. 填寫完成後，請點選【儲存/下個步驟】鍵，系統將儲存本頁面

資料並進入下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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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憑證授權 

1. 使用工商憑證之業者，可透過憑證授權機制進行授權自然人憑

證可代表業者進行資料登錄。 

2. 請先以工商憑證登入本系統，登入後請點選「憑證授權」頁籤。 

 

3. 請填寫欲授權之自然人姓名、身分證字號、電子信箱、聯絡電

話等欄位，完成填寫後請按【儲存】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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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狀態：分為啟用、停用、註記刪除三種選項。 

(1) 啟用：若使用狀態為「啟用」時，系統允許該使用者可使

用其自然人憑證登入。 

(2) 停用：若欲暫停授權一段期間，請將使用狀態改為「停

用」，此時系統將不允許該使用者使用其自然人憑證登入。 

(3) 註記刪除：若欲停止授權，，請將使用狀態改為「註記刪

除」，此時系統將不允許該使用者使用其自然人憑證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