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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OP 地方特色購物網上架申請須知 

壹、目的 

本於一鄉鎮一特色(One Town One Product，以下簡稱 OTOP)政策推動，

形塑臺灣地方特色產品之原真優質形象。藉由串聯第三方服務，協助地

方特色產業業者進行網實整合行銷，透過消費數據分析、介接金流與物

流服務，藉以改善地方產業通路服務品質，創造符合消費者期待的購物

環境，帶動營業額成長，並結合海內外觀光發展能量，創造地方特色原

真在地之感動服務，打響地方特色產業之品牌價值。 

貳、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執行單位：台灣地方特色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OTOP地方特色購物網：http://www.otopmall.tw 

參、開店條件 

一、申請單位需為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或完成合法立案登記之團

體，並為臺灣自有品牌。 

二、申請單位上架之產品應為具有臺灣地方特色之優質產品： 

(一)在地特色：充分運用在地材料、當地研發之智慧、傳統製程及歷史

傳統之特色產品。 

(二)原創設計：具原創的設計理念或特色，能展現產品獨特的手感或能

反映不可取代的在地精神及情感。 

(三)品質口碑：因優良的產品品質、維持傳統或風味的堅持，獲得大多

數消費者的認可，具有市場口碑。 

(四)符合法令規範：符合生產、包裝或銷售服務等相關法令規範。 



 2 

三、上架之產品以 OTOP地方特色網登錄之產品或具消費人氣、曾受中央或

地方政府輔導、曾獲獎之地方特色產業業者所生產製作之產品為主。 

四、申請單位與上架之產品需配合 OTOP地方特色購物網規定之格式提供店

家照片、店家 Banner、產品實物照及文案撰寫等工作。 

五、OTOP 地方特色購物網產品主要分為「食品禮盒」、「工藝產品」、「舒活

系列」等 3類，說明如次： 

類別 內容 

食品禮盒 

(加工食品) 

各鄉鎮在地農產品、畜產品、水產品等加工製造而

成的加工食品，傳遞安心、健康或有機的養生概

念，如：茶、咖啡、糕餅、甜點、休閒零食、食用

油、調味品、醃製品、米麵食等。 

*本類別不含新鮮蔬果、生肉及生鮮產品。 

工藝產品 

(文化工藝) 

具地方文化特質、蘊藏歷史意涵及收藏或實用價

值，能體會鄉鎮情感、手感溫度的產品，如：布染

編織、竹藝、石藝、木藝、漆藝、陶藝、玻璃藝、

金屬藝、紙藝、皮藝、珠寶玉石等工藝品。 

舒活系列 

(創意生活) 

具地方特色、文化及生活美學之日常用品，或產業

轉型所延伸之相關創意的生活用品，如：特製毛

巾、竹炭製品、手工皂、精油、美容保養、其他生

活用品等。 

肆、開店流程 

一、申請單位之產品應備有相關檢驗報告，執行單位將不定期審查店家上

架之產品。 

二、申請單位填妥「廠商資料表」（附表 1）、「具結書」（附表 2）、合約書

一式 2份（附件 1）及公司合法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寄送至本計畫執行

單位台灣地方特色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賡續辦理資格審查作業。 

三、通過資格審查之單位需與本計畫執行單位簽訂「OTOP 地方特色購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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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合作合約書」，並至 OTOP 地方特色購物網後台線上登錄上架產品

之規格與資訊；經執行單位審核無誤後上架。 

四、OTOP 購物網上架之產品應持續配合商品分類、文案撰寫（如：個別品

牌故事或店家特色、商品描述、使用方式等）、商品攝影、組合行銷等

作業，以確保上架產品品質及吸引力。 

伍、產品檢驗 

上架之產品須符合各類產品相關法令規定，請依上架產品類別備齊相關檢

驗證明文件，以利不定期查核： 

一、食品禮盒/加工食品 

(一)產品如屬加工食品須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與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

規範，標示營養成分及含量，並需有各縣市衛生局、中央認證之食

品認證實驗室或學校單位檢驗的食品衛生標準檢驗合格之證明(如：

SGS、HACCP等)，檢驗項目請參下表並具備證明文件，詳細食品須檢

驗的衛生標準，請參考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規範。 

產品類別 測試項目 

米 農藥殘留、重金屬(汞、鎘、鉛)  

酒 鉛、甲醇、二氧化硫  

茶葉 農藥殘留 

一般食品 大腸桿菌群、大腸桿菌 

醬料 
大腸桿菌群、大腸桿菌、防腐劑 (酸類、脂類)，

若為醬油類加驗單氯丙二醇 

肉製品 
大腸桿菌群、大腸桿菌、防腐劑 (酸類、脂類)、

亞硝酸鹽 

食用藻類 
重金屬、砷、脫鎂葉綠酸鹽、總生菌數、大腸桿菌

群 

食用菇類 農藥殘留、重金屬(鎘、鉛)  



 4 

油品 
重金屬(砷、鉛、汞、銅、錫、鉻)、黃麴毒素、酸

價、苯駢芘、總極性物質 

蜂蜜 
蔗糖、糖類（果糖和葡萄糖含量之總合）、酸度、

澱粉酶活性、羥甲基糠醛 

(二)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請遵守衛生福利部「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

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 

(三)特別加驗事項：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規定，產品為粄條、肉圓、黑輪、

粉圓、豆花、粉粿、芋圓及地瓜圓等 8 大類含澱粉原料產品之販售

業者，店家須將上游提供之檢驗報告於產品在網站上架時上傳於產

品規格處供消費者檢視。 

備註：業者所出具之檢驗報告(澱粉類原料經食品藥物管理局認可檢

測「食品中順丁烯二酸與順丁烯二酸酐總量」之實驗室或其

他食品認證實驗室之檢驗報告。)如為影本則須有該澱粉原料

業者之公司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四)使用原料「大豆萃取物」之有容器或包裝食品應標示警語： 

衛生福利部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使用原料「大豆萃取物」

之有容器或包裝食品應以中文顯著標示「不建議兒童、少年、孕婦、

哺乳期婦女、婦科腫瘤患者或有其家族病史者食用」及「異黃酮

（Isoflavones）每日食用限量為 50 毫克以下」字樣，並應於產品

容器或外包裝標示該產品依每日建議食用量之異黃酮含量。（詳細公

告內容請參考衛生福利部網站 http://www.fda.gov.tw/） 

二、舒活系列/創意生活 

產品如屬皂類、美容保養品，須符合下列規範： 

產品類別 測試項目 

皂類 
總生菌數、大腸桿菌、綠膿桿菌、金黃色葡萄

球菌、化妝品重金屬(鉛、鎘、汞、砷)。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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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保養品 
一般化妝品免予備查公告。 

含藥化妝品請填寫通過申請的化妝品字號。 

三、有關產品標示部分，應遵循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市售包裝食品營養

標示規範、包裝食品營養宣稱應遵行事項、商品標示法、化妝品衛生

管理條例、糧食管理法等各類商品法規主管機關所訂相關規範，如有

產品標示不符之情形，將配合下架該項產品。 

四、有關 OTOP地方特色購物網登載之商品介紹文案內容，應遵循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等各類商品法規主管機關所訂相關

規範，如有違反規定之情形，將配合下架該項產品。 

五、開店店家請於簽約時提供「具結書」（如附表 2），並備有相關檢驗報告

正本，執行單位將不定期審查上架之產品。 

陸、審查標準 

項目 說明 

在地特色 1. 在地材料運用：選用地方原料之特色展現程度。 

2. 在地意象及傳統風格堅持：評估產品及服務與在地

特色的聯結度，如在造型、體驗活動或製作上採用

在地人物、特產、事物作為意象之表現及傳統與風

格之堅持程度。 

原創設計 1. 原創典範：在原產地或是知名產地為首先出現的原

創或特色並充分代表獨特創意之正統來源。 

2. 設計面向：設計之創意表現、趣味化、環保性、合

適性、及互動程度。 

3. 生活運用：在生活上之應用程度。 

品質口碑 1. 檢驗證明與認證：是否有產品或服務相關的檢驗或

認證，如加工食品須提供經各縣市衛生局、或中央

認證之食品認證實驗室的食品衛生標準檢驗合格之

證明。 

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1152&id=1034&chk=13528626-60e3-4f07-9caf-391c0c76f415&param=pn%3d1%26sid%3d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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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場口碑：產品或服務為公眾認可具有良好的品質

形象，並為多數消費者有特別意義或偏好，能反映

出個人高度的情感認同。 

3. 產品標示或服務內容明確度：是否清楚標明產品或

服務內容的規格、材質、及相關內容的說明。 

4. 認證、專利、獲獎紀錄：具國內、外相關認證或專

利。 

市場行銷 產品或服務具備市場營運績效及市場發展之潛力。 

柒、權利與義務 

一、OTOP 地方特色購物網提供包括金流、客服、會員機制、整合行銷、管

理平台等服務。 

二、輔導店家運用電子商務之通路優勢，透過消費數據分析，進行多維度

智慧推薦。 

三、OTOP 地方特色購物網提供多元化的行銷廣宣活動，與實體通路同步營

造臺灣 OTOP品牌形象，提供更深入的消費資訊。透過社群經營創造人

氣話題，養成愛好並認同使用 OTOP 產品之社群，形成 OTOP 風潮，進

而達到主動口碑行銷的效果。 

四、OTOP 地方特色購物網提供最新商情資訊及商機媒合，如：地方特色產

業相關國內外參展資訊、通路上架或商場招商情報、評選活動及相關

講座等訊息；另提供產品資訊予 OTOP授權通路及相關通路業者，協助

媒合網路及實體通路，拓展地方特色產品之曝光率，提升銷售商機。 

五、OTOP 地方特色購物網將依商品成交金額收取服務費用（包含經濟部地

方產業發展基金之回饋金、發票、刷卡手續費等相關業務所需費用）。 

六、OTOP 地方特色購物網上架之產品須為原創性設計，無仿冒或侵害他人

智慧財產權，經上架產品若經人檢舉，並查證屬實有違反本申請須知

之規定或有抄襲、仿冒事實者，本網站除取消其資格外，並於聲明啟

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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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窗口 

台灣地方特色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李珈螢 

電話：（04）2293-0903      傳真：（04）2293-8171 

地址：40667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83 號 4 樓之 1 

E-mail：otopservicekpc@gmail.com 

OTOP 地方特色網：https://www.otop.tw/ 

OTOP 地方特色購物網：http://www.otopmall.tw/ 

mailto:otopservicekp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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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OP地方特色購物網上架申請應附資料表 

 

  

應附資料 說明 

廠商資料表（如附表 1） 
請參考附表 1 格式詳實填寫，每一申請

單位請填寫 1份廠商資料表 

合法登記證明文件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營業登記、主管

機關許可之設立登記、工廠登記(依規定

免工廠登記者，無需提供)之證明文件影

本或立案證書之登記資料影本 

具結書（如附表 2） 

請參考附表 2 格式，申請單位請檢附於

OTOP 地方特色購物網所販售及刊登之產

品，皆符合我國食品衛生標準之具結書 

上架合作合約書（如附件 1） 
合約書一式 2 份，並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寄回執行單位 

其他相關產品檢驗資料 

1. 申請單位上架之產品，應備齊相關合

法檢驗證明文件，請參考「伍、產品

檢驗」規範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專利或獲獎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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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OTOP地方特色購物網上架申請 

廠商資料表 

*公司/商號名稱：                               

基

本

資

料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傳真：  *Email：  

*店家地址：  

*全站分類： 食品禮盒 工藝產品 舒活系列  (此為網站上之特色店家類別) 

連

絡

資

料 

*聯絡人 1： 網站聯絡人 聯絡人 2： 網站聯絡人 

*聯絡地址：  

店

家

形

象 

品牌名稱：  

*店家簡介： 請填寫店家介紹(300~500 字) 

Banner： 
Banner 檔需自行設計，建議寬度至少 1600px，高度不限 

(申請時無需提供，於開店後自行上傳於後台欄位) 

寄

送

方

式 

*寄送方式： 

(1) 本店購買金額低於 NT $            ，需付運費 NT $______。 

(2) 本店提供宅配服務：是 

黑貓 新竹物流 嘉里大榮 其他：____________ 

(3) 本店提供超商寄送服務：是 

是否有商品不適用超商寄送？有，無 

(如有，請在商品資料表中勾選”不適合超商寄送”) 

其

他

資

料 

會計/財務聯

絡窗口：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匯款資料： 須附上帳戶影本 

˙ 「*」號為必填欄位。 

˙ 同一申請單位，不論申請上架之產品數量有幾項，僅需填寫一份廠商資料表。 

˙ 請依規定上傳廠商及產品實物照片。 

˙ 開店時需上傳店家 LOGO，以便消費者識別，建議寬度 180px*高度 10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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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OTOP 地方特色購物網上架產品 

具結書 

 

       本公司/商號  （公司/商號名稱）  於 OTOP地方特色購物網上架之產

品，食品類產品皆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規定，澱粉類原料經食品藥物

管理局認可檢測符合順丁烯二酸與順丁烯二酸酐總量，化妝品類均符合衛生

管理條例等各類商品法規主管機關所訂相關規範，特此具結，如有不實，願

負法律責任。 

 

 

 

具結公司/商行：                            

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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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OTOP 地方特色購物網上架申請 

產品資料表 

公司/商號名稱：                                      

商

品

資

料 

商品名稱  商品金額： NT $ 

商品規格： 
如為同商品不同規格，而價格相同，請填同一張表，ex:黑/白； 

如為同商品不同規格，且價格不同，請分開填表，ex:250g/500g。 

商品庫存：  最低庫存量：  

商

品

設

定 

全站分類： 食品禮盒 工藝產品 舒活系列 (此為網站上之特色店家類別) 

商品分類： 請填寫自訂的商品分類，如：咖啡、茶葉、糕餅，可填寫多個項目 

適合對象： 

可複選，最多 3 個： 

男  女  情人 親子 夫妻  

長官 員工 長輩 朋友 

適合節日 

可複選，最多 5 個： 

尾牙  過年  元宵  結婚  生日 

情人節 婦女節 兒童節 母親節 畢業季  

端午節 父親節 開店禮 中秋節 教師節  

萬聖節 感恩節 聖誕節 新居入厝  

商

品

寄

送 

寄送條件： 

(1) 本商品是否為冷藏運送：是，否 

(2) 本商品是否適合超商寄送：是，否 

詳

細

說

明 

商品特色： 商品簡短說明 100-200 字。 

商品說明： 商品詳細文案說明 200-300 字。 

規格說明： 商品詳細規格。 

運送說明： 商品詳細運送說明。 

商

品

附

件 

商品照片： 
每樣產品請附 3-4 張情境照 

每張建議寬度至少 450px、照片需為 72dpi 以上  

 
˙ 此表為後台需填寫表格，請店家先行準備，以利開店事宜順利完成。 

˙ 請依規定於網站後台上傳廠商及產品實物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