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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1文件目的文件目的文件目的文件目的 

本文件將介紹如何使用「回收逾期報廢」（以下簡稱本系統）來進行

承辦人、業者、主管(股長、視察、科長)等功能相關操作。 

 

1.2手冊查閱說明手冊查閱說明手冊查閱說明手冊查閱說明 

本手冊將詳細介紹本系統之各項作業模組功能操作，依作業之順序為

填報回收處理計畫、初核回收計畫、複核回收計畫、稽查系統、簽收

確認需回報資料、執行計畫並提供佐證資料、審核回收紀錄及複核回

收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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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回收逾期報廢，系統作業流程圖如下圖所示。 

 

1.4系統問題諮詢服務系統問題諮詢服務系統問題諮詢服務系統問題諮詢服務 

聯絡總窗口：陳映竹小姐 

電話：02-2257-7155#2275 

Email：ae7482@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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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系統系統系統共通性共通性共通性共通性操作操作操作操作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2.1系統登入系統登入系統登入系統登入 

第第第第 1 次使用本系統次使用本系統次使用本系統次使用本系統，，，，請先完成無憑證之驗證請先完成無憑證之驗證請先完成無憑證之驗證請先完成無憑證之驗證，系統登入方式有 3 種：無

憑證、自然人憑證、工商憑證，請擇一方式登入，若選擇憑證登入，請

先至下列網址下載安裝 HiPKILocalSignServer 元件及 HiCOS 卡片管理工

具。。。。    

https://member.nat.gov.tw/moica/faq.do 

2.1.1無憑證無憑證無憑證無憑證 

 

操作程序操作程序操作程序操作程序：：：： 

步驟 1.開啟瀏覽器(可使用 IE、Firefox、Chrome)等瀏覽器執行，於網址

列輸入系統網址：：：：點選右上方之《登入》鈕。。。。 

步驟 2.請點選《無憑證》鈕。 

步驟 3.若為第 1 次使用，請點選《忘記密碼》鈕，取得密碼。忘記密碼

操作說明請參閱【2.2 忘記密碼】。 

步驟 4.輸入帳號、密碼，注意有區分大小寫。 

步驟 5.輸入圖形驗證碼，注意輸入半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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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點選《確認送出》鈕。 

提醒：如果忘記密碼時，點選《忘記密碼》鈕，輸入帳號資訊驗證成功

後，系統會自動重設密碼，可於登入後至右上方的《變更密碼》

更改密碼。 

2.1.2自然人憑證自然人憑證自然人憑證自然人憑證 

 

 
操作程序操作程序操作程序操作程序：：：： 

步驟 1.開啟瀏覽器(可使用 IE、Firefox、Chrome)等瀏覽器執行，於網址

列輸入系統網址：：：：點選右上方之《登入》鈕，再點選《自然人憑

證》。。。。 

步驟 2 請點選《自然人憑證》鈕。第一次使用憑證登入，請點選下方《憑

證元件下載》，至該網頁下載安裝 HiPKILocalSignServer 元件及

HiCOS 卡片管理工具。。。。 

步驟 3.請輸入憑證卡片 PIN 碼、圖形驗證碼，並點《確認送出》鈕，即

可登入系統。第一次使用系統時第一次使用系統時第一次使用系統時第一次使用系統時，，，，系統會強制系統會強制系統會強制系統會強制進行帳號密碼驗證進行帳號密碼驗證進行帳號密碼驗證進行帳號密碼驗證，，，，

以利將憑證卡片挷定帳號以利將憑證卡片挷定帳號以利將憑證卡片挷定帳號以利將憑證卡片挷定帳號，，，，以後就可以直接用憑證卡登入以後就可以直接用憑證卡登入以後就可以直接用憑證卡登入以後就可以直接用憑證卡登入。。。。    

步驟 4.若忘記或不清楚系統帳號及密碼，點選《忘記密碼》鈕，輸入使

用者帳號、使用者名稱、電子郵件，認證成功後，系統會重置密

碼，並將新密碼寄到此帳號登錄的電子郵件信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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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工商憑證工商憑證工商憑證工商憑證 

 

 
操作程序操作程序操作程序操作程序：：：： 

步驟 1.開啟瀏覽器(可使用 IE、Firefox、Chrome)等瀏覽器執行，於網址

列輸入系統網址：：：：點選右上方之《登入》鈕，再點選《自然人憑

證》。。。。 

步驟 2. 請點選《工商憑證》鈕。第一次使用憑證登入，請點選下方《憑

證元件下載》，至該網頁下載安裝 HiPKILocalSignServer 元件及

HiCOS 卡片管理工具。。。。 

步驟 3.請輸入憑證卡片 PIN 碼、圖形驗證碼，並點《確認送出》鈕，即

可登入系統。第一次使用系統時第一次使用系統時第一次使用系統時第一次使用系統時，，，，系統會強制系統會強制系統會強制系統會強制進行帳號密碼驗證進行帳號密碼驗證進行帳號密碼驗證進行帳號密碼驗證，，，，

以利將憑證卡片挷定帳號以利將憑證卡片挷定帳號以利將憑證卡片挷定帳號以利將憑證卡片挷定帳號，，，，以後就可以直接用憑證卡登入以後就可以直接用憑證卡登入以後就可以直接用憑證卡登入以後就可以直接用憑證卡登入。。。。    

步驟 4.若忘記或不清楚系統帳號及密碼，點選《忘記密碼》鈕，輸入使

用者帳號、使用者名稱、電子郵件，認證成功後，系統會重置密

碼，並將新密碼寄到此帳號登錄的電子郵件信箱中。。。。    

 

 

 

 

11
22

33

44



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NTFDS0001 版次版次版次版次：：：：2017113101 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draft 
文件名稱文件名稱文件名稱文件名稱：：：：NTFDS0001 回收逾期報廢回收逾期報廢回收逾期報廢回收逾期報廢系統操作手冊系統操作手冊系統操作手冊系統操作手冊(業業業業者者者者端端端端) 
 

 叡揚資訊 6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2.2忘記密碼忘記密碼忘記密碼忘記密碼 
【前置作業】：於登入畫面，點選《忘記密碼》鈕，開啟忘記密碼資料驗證畫

面。 

 

    

 

操作程序操作程序操作程序操作程序：：：： 

步驟 1.輸入使用者帳號、使用者名稱、電子郵件，此三種資訊皆輸入正

確才算驗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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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業者之資料來源為衛福部食藥署非登不可系統衛福部食藥署非登不可系統衛福部食藥署非登不可系統衛福部食藥署非登不可系統，請先確認在該系

統已登錄過業者基本資料，本系統於每日凌晨與該系統進行資料同步。 

※ 使用者帳號請輸入食登字號食登字號食登字號食登字號，使用者名稱請輸入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商業名稱商業名稱商業名稱商業名稱，，，，電子

郵件請輸入填報人填報人填報人填報人 EmailEmailEmailEmail。。。。若不清楚上述三項資訊，請至衛福部食藥

署非登不可系統查詢。 

步驟 2.點選《確認》鈕。 

步驟 3.帳號資料驗證成功，請點選《確定》鈕。 

步驟 4.系統會重置密碼，請至帳號登記的 Email 信箱中收取信件，並使用

信件內容中的新密碼進行登入。 

2.3變更密碼變更密碼變更密碼變更密碼 

    

    

操作程序操作程序操作程序操作程序：：：： 

步驟 1.於登入後，點選右上方的《變更密碼》鈕。。。。 

步驟 2.輸入舊密碼、新密碼，注意有區分大小寫。 

※ 若您是忘記密碼經過系統重置新密碼後，想要變更一個自已記得住的

新密碼，請將忘記密碼信件中的新密碼複製貼上至《舊密碼》欄。 

※密碼原則：密碼長度至少 8 個字元，密碼內容需包含：英文大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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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特殊符號。 

步驟 3.點選《確定》鈕後，系統會自動登入，使用新的密碼登入即可。 

 

2.4系統系統系統系統角色角色角色角色與功能對照與功能對照與功能對照與功能對照 

             角色別角色別角色別角色別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業者 承辦人 主管 

回收處理計畫填報 V   

回收處理計畫管理  V  

回收處理計畫複核   V 

回收執行結果填報 V   

回收執行結果初核  V  

回收執行結果複核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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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食品業者食品業者食品業者食品業者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3.1填報回收處理計畫填報回收處理計畫填報回收處理計畫填報回收處理計畫 

【作業說明】： 

� 當【食安事件緊急回報】經本局審核通過後，系統會自動產生一筆對

應的回收處理計畫，請業者不需自行新增，直接點選 圖示進行計

畫的填報即可。 

� 業者若未接獲本局通報之食安事件緊急回報，欲主動回報有問題品項

之回收計畫，請點選【新增計畫】按鈕。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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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點選 圖示，開啟填報畫面 

步驟 2.點選【回收處理計畫】標籤，請依畫面指示填寫相關欄位資料 

步驟 3.若曾經於系統填報過回收處理計畫，可點選【載入前次填報內容】

連結 

步驟 4.依序點選【存檔】、【確認送出】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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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簽收確認簽收確認簽收確認簽收確認 

 

【操作說明】： 

步驟 1.業者收到 Email 通知登入系統，於〈回收執行成果〉功能之回收

計畫列表， 對回收紀錄狀態〈未簽收〉案件，勾選〈簽收確認〉

核取方塊，執行簽收作業 

 

【操作說明】： 

步驟 1.系統依業者在〈回收處理計畫〉違規品項之〈回收後處理〉選項，

提示準備回收執行成果注意事項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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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步驟 1.並開啟〈回收執行成果〉填報紀錄視窗，以便讓業者了解後續要

填報的格式 

 

 

 

 

 

 

 

 

 

 



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NTFDS0001 版次版次版次版次：：：：2017113101 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draft 
文件名稱文件名稱文件名稱文件名稱：：：：NTFDS0001 回收逾期報廢回收逾期報廢回收逾期報廢回收逾期報廢系統操作手冊系統操作手冊系統操作手冊系統操作手冊(業業業業者者者者端端端端) 
 

 叡揚資訊 13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3.3 執行計畫並提供佐證資料執行計畫並提供佐證資料執行計畫並提供佐證資料執行計畫並提供佐證資料 

 

【操作說明】： 

步驟 1.業者執行回收執行成果實際作業後，將回收執行成果及佐證資料

回填系統，點選〈填報紀錄〉圖示，開啟回收執行成果填報紀錄

視窗 

 

【操作說明】： 

步驟 1.業者將回收處理方式及佐證照片上傳至〈回收執行成果〉頁籤，

可切換〈基本資料〉及〈回收處理計畫〉頁籤，查詢先前填報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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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步驟 1. 填報完畢，點選〈存檔〉表示暫存，不做資料檢查；點選〈確認

送出〉 系統進行檢查，如有未填資料，將 提示相關訊息 

 

【操作說明】： 

步驟 1.通過檢核，關閉業者填報視窗，系統更新回收執行成果列表，回

收紀錄狀態顯示〈審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