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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說的事--清真食品包裝實務守則 

元麗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講：徐榮川總經理 / Yacub Hsu 

 يعقوب حسن ابراهيم سو         



 السال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هللا وبركاته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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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市場習性 
 想要搶進龐大的清真市場，打進「伊斯蘭世
界」，必須對穆斯林族群瞭解與尊重。 

 因為信仰的原因，伊斯蘭教的禁忌與規定已
經深深融入穆斯林本身與穆斯林社會生活的
各個方面，對穆斯林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
都起著十分重要的規範與約束作用。現今無
論走遍世界任何穆斯林國家或地區、或是穆
斯林社區或家庭，可發現穆斯林在生活習慣
和宗教禁忌方面都有共同之處。伊斯蘭教的
禁忌已成為全世界近二十億穆斯林的共同禁
忌，具有鮮明的族群特性和廣泛的國際性。 



 為了人類的生存發展與身體健康，伊斯蘭教
在飲食方面有原則性與具體性的規定。原則
性的規定即如《古蘭經》所說： 『眾人啊，
你們可以吃大地上所有合法而且佳美的食
物。』 (2:168) 『准許他們吃佳美的食物，
禁戒他們吃污穢的食物。』”(7:157) 

 伊斯蘭教飲食原則性規定的核心一是要合法，
二是要佳美。這裡的合法指的就是飲食要符
合教義的規定，佳美指的是飲食要清潔與衛
生。 



 伊斯蘭教對一切能使人致醉的飲料嚴加禁戒。 

 伊斯蘭教的飲食禁戒既考慮飲食對人的營養
衛生，也關切飲食對人性質樸純正的影響，
重視飲食對人身健康安全以及精神滋養的作
用。 

 伊斯蘭教義對飲食有特殊的要求，因而形成
獨樹一格的穆斯林飲食商機。一般而言，任
何食材只要源自於動物就需要獲得清真認證，
就連藥物、營養補充品、美妝保養產品等也
需注意是否符合伊斯蘭規範。 



 對穆斯林消費者，產品上的「清真認證」
標誌，就像價格或保存期限標示一般的
是必需。 

 



包裝設計注意事項 
 伊斯蘭國家或普遍穆斯林對色彩並無太多的
禁忌；以GCC海灣國家而言，黑色（尊貴與
貞潔）、白色（純真與潔淨）、綠色（神聖、
生命、祥和與豐盛）、土黃色/金黃（尊貴和
崇高）。一般人們喜愛棕色（香檳色）系、
深藍色，避免使用粉紅色、黃色、紫色。 

 圖像喜愛大自然、幾何圖形等等之衍生 

 色彩與圖像的運用建議不妨參考各地知名的
清真寺，融合在包裝上更能獲的當地消費者
與遊客之目光與採購意願 

 



 



 

 



 商品製造（產品包裝、行銷活動、文宣設計） 

 中東國家嚴厲查禁來自以色列貨品，所有產
品或檔案中應避免顯示出和以色列有任何關
聯，以免公司被列入違反抵制以色列法，一
但列入黑名單後，產品無法銷售中東國家。 

 銷中東國家產品應避免黏貼不符合的產品標
記與廠牌，原始標籤應依據產品的本質黏貼。 
產品和包裝標籤上的字可以選擇阿拉伯文/阿
拉伯文和英文，但需要印刷上去或模壓上去
或噴上去，或刻上去，甚至可以工整的寫上
去，但不能接受貼紙，如果是印刷的很規範、
很漂亮的標籤，一般也會接受，產品標籤上
必須要體現：品名、型號、產地、出口商或
製造商名稱或商標。 

 



 阿拉伯文印刷的很規範、很漂亮的標籤，一
般也會接受。 



 



 行銷視覺設計（平面、包裝、品牌)識別設計、
展示/裱版設計…） 

 阿拉伯國家規定進口商品的包裝禁用六角星
圖案。因為六角星與以色列國旗上的圖案相
似。阿拉伯國家對帶有六角星圖案的東西非
常反感和忌諱。沙烏地、科威特、阿曼、卡
達、巴林、阿聯酋、利比亞等等對進口商品
包裝禁止使用豬（不潔）或動物的圖案和女
性人體圖案、十字架。(伊朗相同) 

 銷往阿拉伯地區的食品、飲料，必須用阿拉
伯文說明。（GCC國家於2012年年底已建立
海灣食品快速警示系統GRASF，任何食品飲
料一出現問題或不符合食品標準情勢將採取
全區域強迫下架） 



 

 



 標籤要求 

1) 一般要求 

 預包裝食品標籤應有阿拉伯語或包括阿拉伯
語翻譯標籤。標籤必須至少包含有：產品名
稱; 包裝材質的名稱，原產國、製造成分表;
產品說明，適用的情況，最終產品用途，該
產品的保質期。 

 食品名稱：具體的，而不是通用名稱的預先
包裝食物。（Ex. 驢打滾、太陽餅不適宜） 

 配料表：配料比例降序的完整列表，包括根
據沙國或國際標準和允許使用的添加劑法規，
如防腐劑、染色料等等 

 公制單位的淨含量（體積液體的情況下）。 

 



 製造商，包裝商，分銷商，進口商，出口商
或供應商等名稱和地址。包裝和容器名稱 

 特別貯存，運輸等等說明（如有）。 

 添加劑 

 原產地 

 只能顯示清晰和明確的生產和保質期：保質
期到期日期。 使用下面的語句表達到期日期
是允許的。 

 截止日期（DD / MM / YY） 

 使用.......（日期）（開封後） 

 適合..................從生產之日起; 

 ..........（日期）前使用 

 

 







 GCC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 (GSO) 海
灣標準化組織—食品法規—標籤要求，今年
2013/05/15宣布及公告將於六（6）個月後開
始執行海灣合作委員會的規定 關於食品標籤
上的營養信息標示，GSO 2233/2012年需要食
品的卡路里，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等
營養信息披露 和其他有可能會影響產品的營
養價值，和消費者的健康或安全。 法規依據
9/2007 GSO 預包裝標籤食品和GSO 2233/2012
的營養標籤要求。 



 其他標籤要求 

 除了上述一般要求外，凡於食品加工時之任
何添加物，都必須標註說明，添加物須符合
當地法規規範使用，添加物標籤信息必須被
標明告知消費者： 

 食品添加劑和食品中使用的抗氧化劑、著色
劑（顏色索引號、溶劑或稀釋劑的名稱）、
通用名稱或EEC號的防腐劑、乳化劑，穩定劑
和增稠劑額外的信息必須聲明（通用名稱或
EEC號）、甜味劑或INS號碼的名稱（必須特
別標示警語：阿斯巴甜 “不被使用有苯酮尿
的人。”、“使用本產品可能會危害您的健
康，因為它含有糖精，已經確定在實驗室動
物導致癌症。”）等等 

 



 



 HALAL 標籤擺放決定商品的迴轉率 









 



 



包裝大小 
 飲料與休閒食品，小包裝在市場上較受歡迎，
架上的迴轉率相對會比較高 

 紙包裝飲料以90-120ml較受歡迎 

 瓶裝包裝飲料以250-350ml較受歡迎 

 休閒食品，大包裝小分包，小分包以能一次
性食用完畢為基準(約50-150g) 

 



通路與價位取決 
 中東市場是一個以訂貨和現貨為主的貿易市
場，現貨貿易泛指開立連鎖店，連鎖店的利
潤大約在20%-30%左右。訂貨貿易的利潤一般
在6%-10%之間不等。 

 汶萊市場則以品質要求第一，價格考量則在
其次。 

 馬來西亞市場則以價格考量第一，其次要求
品質與品牌。 

 定價時必須考量買家的主要通路與次要通路
為何（通路消費客群屬性）。 



通關規範 
 GCC波灣國家關稅聯盟，第一入境點，即

GCC國家的任何一個海、陸、空的外國商品
入境點，均被視為其他GCC成員國的入境點，
並由第一入境點所在國代替其他成員國對進
口外國商品進行檢查，核實所需單據文件，
確保不含違禁品，徵收相關關稅。對於部分
成員國允許進口而其他成員國禁止進口的商
品，允許進口國可直接進口或經其他允許進
口國轉口而不得經過其他禁止進口國國土。 

 



 事前文件及相關證明準備以利加快通關 

 進口所需文件：商業發票、保險證明書（若
貨品以到岸交貨價付運）、報關單(Bill of 

Entry or Airway Bill)、包裝單據(Packing List) 、
檢疫證明（ Quarantine Certificate ）、原產
地證書、衛生認證(Health Certificate) 、貨物
提單、肉禽類產品則必須擁有該國認可之生
產國伊斯蘭教協會出具之伊斯蘭屠宰證明
(Halal)等。＊出具裝運前檢驗證明書（沙烏
地SASO）公證化驗行簽發證明產品符合沙烏
地標準組織(SASO)規定的證明書（如適用）、
輻射證明書（如適用）。 

 裝運單據須經沙烏地駐台商務處確認合法
（公正/認證）。 

 



結語 
 2013年九月位於美國底特律市的麥當勞速食
食品公司，在受到沒有遵守清真食品規定的
指控後，決定支付70萬美元的賠償金給該市
的穆斯林群體。(2011年11月提出起訴) 

 邁入「伊斯蘭的世界」擠身這塊龐大的市場，
憑藉的就是對穆斯林族群的瞭解與尊重。 

 在穆斯林的社會生活中有一些禁忌。例如在
商業經營活動中的背信失約、欺行霸市、欺
詐投機、摻假冒真、偷斤減兩等行為；人際
交往中的謊言、誣陷誹謗他人、惡意猜忌他
人以及背後非議他人等等不道德的行徑，都
是伊斯蘭教反對和禁止的。 



謝謝您的聆聽 

敬祝大家生意興隆闔家安康 

 السال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هللا وبركاته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