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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果菜批發市場承銷人申請登記及管理要點 
 

一、93.06.10北市建市字第 09331909100 號函核備 

二、96.06.12北市建市字第 09630809000 號函核備修正 

三、106.04.21北市產業授市字第 10630634100號函核備修正 

四、107.01.04北市產業授市字第 10632581100號函核備修正 

五、108.4.19北市產業授市字第 1083007030號函核備修正 

六、110.10.05北市產業授市字第 1103025214 號函核備修正 

七、111.03.11北市產業授市字第 1113005761 號函核備修正 

 

一、 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受理承銷人之申請登記及各項管理

需求，爰依據「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十九條、二十條、「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法」

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九條至第二十六條，以及「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六款第二項等相關規定訂定「臺北市果菜批發市場承銷人申請登記及管理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辭定義如下： 

(一) 承銷人：指依本要點規定於本公司申請登記為承銷人，並於臺北市第一、二果

菜批發市場(以下簡稱本市場)承購蔬菜、水果者。 

(二) 助理人：指經承銷人向本公司申請登記為助理人後，得進場交易者。 

(三) 受僱人：指除助理人外，其他協助承銷人辦理承銷、零批場位置相關交易之受

僱人、僱工、親屬，或其他送貨、卸貨等相關人員。 

(四) 通行證：為防止疫病傳播並有效管理批發市場及附屬設施，除本公司員工外，

凡進入本市場從事拍賣、議價、預約交易及零批場交易或協助承銷人相關業務

者，以於本公司登錄者為限，核發市場通行證，並須憑通行證進場作業。 

(五) 承銷章：指申請承銷人及助理人經本公司業務部審查通過後發給之承銷章、助

理章，承銷人、助理人須憑承銷章進行交易。 

 

三、 申請登記為本公司承銷人，須具備下列各款資格： 

(一) 取得農產品蔬菜、水果零售相關經營項目之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稅籍登記，

或有公有市場攤位證明文件者。 

(二) 未於本市場兼營供應業務者。 

(三) 承銷人經本要點規定廢止承銷人資格後已逾一年者。 

 

四、 申請登記為承銷人者，應檢附相關證件並填具下列文件向本公司業務部辦理： 

(一) 檢具前點之公司、商業、稅籍或攤位證明相關文件。 

(二) 繳交承銷人申請書、申請人本人存摺影本、承銷人資格審查表等應備文件。 

(三) 繳交申請人六個月內戶籍謄本及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四) 繳交申請人六個月內二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六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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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繳交受僱人資料表。 

 

五、 申請人以機關團體、法人、商(行)號名義申請為承銷人者，應由法定代理人(負責人)

到場申請，或出具委託書由指定代理人辦理。 

 

六、 承銷人應依下列標準繳納交易保證金，始可取得承銷人許可證並進場交易，以擔保承

銷貨款： 

(一) 蔬菜、水果承銷人承購蔬果以每日五百公斤或新臺幣(以下同)壹萬貳仟伍佰元

為基本承銷量/金額，並應繳納保證金壹拾萬元整。 

(二) 承銷人平均日承銷量/金額超過五百公斤或壹萬貳仟伍佰元者，以三百公斤或柒

仟伍佰元為一單位，不足一單位以一單位計，每增加一單位應增繳保證金新臺

幣伍萬元整。 

(三) 承銷人之承銷金額超過承銷保證金額度者，本公司第一、二批發市場應予暫停

交易，承銷人須於繳清貨款後始得繼續交易。 

 

七、 承銷保證金應依承銷人之年度實際平均日承銷量及承銷金額調整之，俾擔保承銷貨

款，本公司得按前點標準隨時檢核承銷人一定期間內之承銷量及承銷金額，並通知承

銷人增加保證金，承銷人應於本公司增繳通知到達日起三日內繳納足額保證金。 

 

八、 本公司業務部受理承銷人資格申請，經下列程序審查核可者，發給承銷人許可證，倘

經審查後有不符者應通知補件或補正，經通知後逾一個月仍無法完成補正或補件，應

駁回其申請： 

(一) 資料審查 

1. 核對第四點、第五點資料是否正確齊備。 

2. 核對第六點保證手續是否完全，以及第七點保證金金額是否繳足。 

(二) 現場審查 

1. 倘申請人屬本市場拍賣場相關人員者，應向一、二市場蔬菜、水果組查核是否

有違規紀錄。 

2. 倘申請人屬本市場零批場相關人員者，應向一、二市場業管組查核是否有違規

紀錄。 

(三) 登錄受僱人資訊 

1. 以承銷人為申請人並以書面向本公司業務部登錄受僱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居

留證號)、電話等聯絡資訊。 

2. 繳交受僱人國民身分證(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3. 繳交受僱人六個月內二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二張。 

(四) 審查通過 

1. 核發承銷人許可證並副知主管機關備查。 

2. 核發承銷章、承銷帽、交易查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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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項製作費用均由承銷人負擔。 

 

九、 為有效管理本市場，凡進入本市場從事拍賣、議價、預約交易及零批場相關交易者，

以於本公司登錄者為限，經本公司核可後發給通行證，相關人員均須憑證進場作業，

有關規定如下： 

(一) 申請人辦理承銷人登記經前點審查核可者，應向本公司業務部繳交通行證申請

書，填具姓名、身分證字號、生日、手機號碼等資訊後，發給承銷人通行證。 

(二) 受僱人已依前點第三項於本公司登錄者，由承銷人向本公司業務部繳交受僱人

通行證申請書，填具姓名、身分證字號、生日、手機號碼等資訊後，發給受僱

人通行證。 

(三) 前二項通行證製作費用由承銷人負擔。 

(四) 本公司發給受僱人之通行證，應由承銷人就該入場證之發給、收回或補發事宜

負統一管理之責。 

前項通行證經發給後如有遺失、損毀之情形，承銷人得向本公司業務部申請補發通行

證，但須繳納工本費，新證發給後前證即作廢。 

  

十、 承銷人最近六個月每日平均承銷量超過五百公斤者，得視實際經營需要置助理人一

人，每增加五百公斤者，得再增加一名助理人，申請條件如下： 

(一) 承銷人申請助理人應繳納下列書件： 

1. 申請書一份。 

2. 助理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3. 申請人最近六個月內脫帽二吋正面半身近照四張。 

(二) 每增加一名助理人，應增繳保證金新臺幣壹拾萬元。 

(三) 助理人須年滿二十歲以上，且不得兼具承銷人或供應人身分。 

(四) 配偶、直系親屬申請登記為助理人時，不受承銷量限制，但以申請一人為限。 

 

十一、 本公司業務部受理承銷人申請設置助理人，經下列程序審查核可者，取得助理人資

格，倘經審查後有不符者予以退件補正，但經退件後已逾一個月仍無法補正或不予補

正者，即駁回其申請： 

(一) 資料審查 

1. 查核前點平均承銷量是否符合標準。 

2. 核對前點第一項資料是否正確齊備。 

3. 核對前點第二項保證金金額是否繳足。 

(二) 現場審查 

1. 倘受申請為助理人者屬本市場拍賣場相關人員者，應向一、二市場蔬菜、水果

組查核是否有違規紀錄。 

2. 倘受申請為助理人者屬本市場零批場相關人員者，應向一、二市場業管組及



 

 

- 4 - 

核備版 

一、二市場蔬菜、水果組查核是否有違規紀錄。 

(三) 審查通過 

1. 核發助理人承銷章及交易查詢卡，並副知主管機關備查。 

2. 承銷人申請助理人經審查核可者，應向本公司業務部繳交通行證申請書，填具

助理人姓名、身分證字號、生日、手機號碼等資訊後，發給助理人通行證。 

3. 前二款製作費用由承銷人負擔。 

 

十二、 本公司業務部應就承銷人、助理人及受僱人資格辦理年度資料核對，核對事項如下： 

(一) 承銷人許可證由本公司按年核對一次，核對項目包含承銷人之承銷狀況、承銷

量、登錄資料等，核對結果報主管機關備查，必要時本公司得隨時抽查，承銷

人不得拒絕。 

(二) 承銷人已依前二點申請助理人者，本公司應按年查核其承銷量是否符合標準，

未達者通知改善，次年度仍不予改善者，本公司得逕行廢止其助理人資格，並

收回助理人承銷章及通行證 

(三) 承銷人應視實際變動狀況，即時更正助理人及受僱人資訊，並於該人員有新增、

變更、離職或聯絡資料修正等異動時，立即以書面向業務部或以本公司指定方

式線上辦理資料更新。 

(四) 前項異動資訊由本公司按年核對，並得隨時至批發市場、零批場查核承銷人登

錄人員資訊之正確性。 

 

十三、 承銷人因傷殘、年邁、死亡、疾病等原因，無法繼續經營者，得由其配偶、已成年

直系親屬共推一人，如無配偶、已成年直系親屬或配偶、已成年直系親屬均放棄者，

得由該承銷人之助理人一人於二個月內向本公司業務部申請承受原承銷人資格，申辦

承銷人許可證，其承銷量及承銷金額得合併計算。 

前項所指助理人須登記滿六個月以上者，始得申請承受。 

 

十四、 承銷人應以拍賣交易、議價交易或預約交易之方式於本市場承購農產品，並遵守下

列事項： 

(一) 拍賣交易： 

1. 由市場拍賣人員開價，承銷人所出之最高價拍賣員連喊三次無人加價時，即  

以該最高出價人為得標人，如所出之最高價有二人以上相同時，以拍賣員認定

最先出價者為得標人。 

2. 拍賣時承銷人應以手勢、應聲或以無線競價器出價，經決標，由拍賣員以晶片

承銷章感應出承銷代號後開立或由承銷人自行列印交易傳票，並按下列程序提

貨： 

(1)將傳票交予理貨員核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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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貨時應依理貨員指示提貨，不得任意挑選。 

(3)貨品應即刻拖離現場，不得滯留。 

3. 承銷人所出之最高價低於供應人所定之最低成交價格時，應宣布拍賣不成立，

但經供應人當場同意成交者不在此限。 

4. 為促進蔬果銷售、增進農友收益及滿足承銷人採購需求，第二輪拍賣時，持蔬

菜承銷章或水果承銷章之承銷人得依批發市場權宜方式跨蔬菜、水果區組參加

拍賣競價。 

5. 承銷人於規定時間內進拍賣場看貨，看貨時應小心檢視，不得翻動調換貨品，

或在包裝上做任何記錄。 

(二) 預約交易： 

1. 承銷人以本公司為預約交易平台，透過本公司預約訂購農產品並提出品規品質

及需求價格，本公司即依其交易需求洽供應人或其他供應單位約定相關預約交

易事宜，交易完成，由本公司依預約條件支付貨款予供應人，再向承銷人收取

交易款項。 

2. 承銷人辦理預約交易應遵守本公司預約交易管理作業規範及相關規定。 

(三) 議價交易： 

由本市場人員會同供應人與承銷人參照當時行情以協議方式議定成交價格，供

應人不在場時，由市場人員代理供應人與承銷人議定成交價格，如議定價格低

於供應人所指定之底價者，應宣布議價不成立，交易有爭議時，由仲裁小組裁

決，雙方均應遵守。 

 

十五、 承銷人、助理人及受僱人應遵守事項如下： 

(一) 承銷人成交後之貨品，其搬運應由登記有案之送、卸貨人員為之。 

(二) 清場後不得逗留現場或展示貨品。 

(三) 承銷人應自行分類有機與一般廢棄物，並按本公司指定之時間、地點棄置果、

菜等廢棄物。 

(四) 應按本公司之規定及通知期限內繳納管理費、使用費、水電費、場地維護費、

冷藏庫租金及清潔費等費用。 

(五) 不得攜帶廢棄物進場，本公司得隨時抽查，若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接受攔查，本

公司得拒絕其進場。 

(六) 應遵守本公司公告與零批場使用、管理或安全事項有關之管理規範、政令宣導

等，並配合本公司零批場管理人員及相關作業人員業務上所作之指示、通知及

勸導。 

(七) 應遵守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所發布之命令，以及於重大災害、疫情或其他緊急

事件期間，各級政府機關公布之應變、防疫措施。 

(八) 不得於市場內吸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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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前門議價及拍賣交易均應按規定手續辦理，不得逕進零批場而逃漏管理費。  

(十) 不得對未經完成交易手續之貨品，擅自拖貨。 

(十一) 不得在批發市場範圍內任意設攤銷售或進行分貨及二次交易。  

(十二) 不得於拍賣場以現金交易或拆件分把、分貨。 

(十三) 不得代在場未具承銷人身分者承購貨品。 

(十四) 不得於本市場內賭博、酗酒、加暴行於他人、鬥毆或意圖鬥毆而聚眾有妨礙

市場秩序之行為。 

(十五) 不得有妨礙其他承銷人自由之行為。 

(十六) 承銷人自成交之日起三日內應將交易貨款繳清，始得繼續交易。 

(十七) 承銷人應依本公司規定如期繳交有關書件。 

(十八) 不得擅自拆除經本公司圍封之零批場位置繼續在場營業。 

(十九) 承銷人無正當理由不得擅自停止交易連續滿一個月。 

(二十) 承銷人不得於本市場兼營供應業務。  

(二十一) 不得將承銷人許可證、通行證、承銷章、無線競價器交予他人使用。 

(二十二) 不得單獨或聯合購存貨品形成壟斷、操縱價格，妨礙市場供需平衡。 

(二十三) 不得在市場內集會遊行或從事競選活動。 

(二十四) 不得有妨害交易場所之秩序行為。 

(二十五) 不得影響拍賣價格或把持勾結破壞交易秩序。 

(二十六) 不得任意變更貨品品質重量。  

(二十七) 不得於批發市場內竊盜或對本公司工作人員執行職務施以強暴、脅迫   

或公然侮辱之行為。 

(二十八) 不得擅自製用承銷章、偽造、使用他人承銷章或偽造公司各項表、報、單

據、戳印。 

(二十九) 承銷人應保證其商業登記、稅籍證明或公有市場攤位證明之有效性，如有

變更、廢止等異動情形，應主動通知本公司辦理變更。 

(三十) 承銷人之年度平均每日交易量應達四百公斤以上，或其平均每日交易金額

應達新臺幣壹萬元以上，但承銷人承銷季節性貨品或有正當理由，已向本

公司業務部書面通知並經核准者不在此限。 

 

十六、 罰則 

(一) 承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第一次書面通知改善，第二次停止交易三天，第三

次停止交易十天，第四次則廢止承銷人許可證。取得零批場位置使用權者，除

停止使用交易外並圍封之： 

1. 違反第十二點，未即時更新受僱人資訊、登錄不實資料或拒絕本公司抽查者。 

2. 違反第十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五目提貨程序或任意翻動、調換供應人

貨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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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交易後貨品未由於本公司登記之人員搬

運或清場後滯留現場、展示貨品者。 

4.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三款、第五款，攜帶廢棄物進場或未按規定時間、地點

分類及棄置廢棄物者。 

5.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四款，未按期限繳納管理費、使用費、水電費、場地維

護費、冷藏庫租金及清潔費等相關費用者。 

6.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六款、不遵守本公司管理辦法或本公司管理人員之指示

者。 

 

7.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七款，不遵守主管機關發布之命令或相關措施者。 

8.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八款，於場內吸菸者。 

(二) 承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第一次停止交易三天，第二次停止交易十天，第三

次則廢止承銷人許可證。取得零批場位置使用權者，除停止交易外並圍封之： 

1.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九款、第十款，未遵守交易手續，擅自拖貨或逃漏管理

費者。 

2.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十一款、第十二款，於市場內任意設攤銷售、二次交易，

或於拍賣場現金交易或拆件分貨者。 

3.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十三款，代無承銷人資格者承購貨品者。 

4.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十四款、第十五款，於市場內妨礙交易秩序或妨礙其他

承銷人交易之行為者。 

(三) 承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經通知後逾期未予補正者，暫停交易至改善之日止，

如取得零批場位置使用權者並圍封之，經再行通知後仍不予補正者，即廢止承

銷人許可證： 

1. 未按第八點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規定於期限內申請換發承銷許可證者。 

2. 違反第六點第一項第三款、第十四點第一項第十六款，未繳清貨款者。 

(四) 承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廢止承銷人許可證： 

1. 依第七點規定經本公司通知繳納或增加保證金，逾期仍不繳納或拒絕繳納者。 

2.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十七款、第二十九款，未於期限內繳納相關書件或即時

向本公司辦理相關證明之異動、變更者。 

3.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十八款，擅自拆除經本公司圍封之零批場位置而在場營

業者。 

4.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十九款，無正當理由擅自停止交易連續滿一個月者。 

5.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二十款，於本市場兼營供應業務者。 

6.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二十一款，將承銷人許可證、通行證、承銷章、無線競

價器交予他人使用者。 

7.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二十二款，壟斷、操縱價格或妨礙市場供需平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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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二十三款、第二十四款，於場內集會遊行、從事競選活

動等妨礙交易場所秩序者。 

9.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二十五款，影響拍賣價格或破壞交易秩序者。 

10.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二十六款，變更貨品品質重量者。 

11.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二十七款，於場內竊盜或對本公司工作人員執行職務施

以強暴、脅迫或公然侮辱之行為者。 

12.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二十八款，擅自製用承銷章、偽造、使用他人承銷章或

偽造公司各項表、報、單據、戳印者。 

13. 違反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三十款，經書面通知改善後次年仍未達標準者。 

(五)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違規次數之計算，以第一次行為時起算一年內為標準，

超過時重新計算。 

 

十七、 承銷人全年具有下列優良事蹟者，本公司得酌予獎勵，考核及獎勵辦法由本公司另

定之： 

(一) 對政府及公司政策能率先配合遵行與推動者。 

(二) 承銷一般及共同運銷果菜實績優良者。 

 

十八、 第十五、十六點規定，於承銷人之助理人及其受僱人(包含協助承銷人辦理承銷、

零批場位置事務之受僱人、僱工、親屬等相關人員)亦準用之，承銷人並應就其行

為負連帶責任。 

 

十九、 承銷人經本公司廢止承銷人資格者，於繳還承銷許可證並抵扣清潔費、場地維護

費、水電費、管理費及貨款等市場相關費用後，無息退還剩餘保證金。 

 

二十、 承銷人得配合政府實施計畫進貨及計畫銷售，倘於非政府單位公告但屬相關公（協）

會自訂之休市日進場交易者，本公司予以獎勵，獎勵日期及措施另行於事前公告

之。 

 

二十一、 本要點於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