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乳揉章認證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黃琮琪

主任

「羊乳」隸屬健康概念乳品，在台灣以

十七位產官學專家代表所組成的「台灣

獨特的「宅配」市場立基且歷史悠久，卻在

羊乳推廣委員會」全權負責「羊乳標章」認

民國 89 年面臨羊乳品質整頓的迫切需要。

證作業之研訂與推動，並由商標所有權者－

民國 89 年 2 月起，在台灣開始推動「羊乳

「中華民國養羊協會」執行之，確立了標章

標章」的認證，揭開了「優質羊乳」

成功的基礎。目前，十七位委員之中，有三

(Good Goat’s M此， GGM ）的市場序幕，

位學界代表（原有一位為官方代表）、三位

並由「中華民國養羊協會」

（簡稱羊協）在

試驗輔導單位代表（含中央畜產會代表）

民國 90 年 7 月取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頒發

五位廠商代表、五位酪農代表及「中華民國

的「商標」註冊證，成為具認證用途之「羊

養羊協會」理事長為當然代表。該委員會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

「主任委員」由不具商業利害關係之學界

導執行羊乳品品質認證業務迄今，羊乳認、證

（中立之第三者）代表擔任之，委員會開會

標章體系已步上正軌，對羊乳產業的正常與

過程必須不斷地謀合廠農的利益分配，並以

穩定發展頗具貢獻。

消費者權益保護為最高指導原則。

乳標章」

（圖 1)

要了解「羊乳標章」的認證內涵功效，
必須就「羊乳標章」之源起過程，認證與核
發及監督與查核模式作成整體性的介紹，方

能有清楚觀念，也免於誤解。

一、源起

「中華民國養羊協會」於民國 89 年 2
月結合十七位產官學專家成立「台灣羊乳推
廣委員會」主導「羊乳標章」認證制度的推

動。歷經 6 個月密集的「羊乳標章認證與核
發作業研討會」，針對「標章認證使用要

點」及「標章核發作業」進行公聽與研訂，

完成了「業者申請 GGM 羊乳標章手冊」及
「 GGM 羊乳標章申 請書表」。因「羊乳標
章」的商標註冊費時一年二個月，民國 90

年 7 月取得專用十年後，於同年 10 月終於

圖l

中華民國養羊協會 GGM 羊乳標章（ Good

Goat ’ s Milk)

開始了「羊乳標章 」 的認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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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管政府單位核放商標之「羊乳標

兼顧了「認證產品與對象」、「授權使用事

章」認證的成功，除了要歸功於行政院農業

項」、「核發標章規則」、「申請與核發

委員會之輔導意願外，遊說羊乳廠商參與認

標章流程」及「違規與核簽事項」，以確定

證並繳交標章貼紙「捐助金」為另一重要旦

標章認證對象範團與標章管控內涵。「中華

程碑。市佔率高達 60%以上三大廠商的率

民國養羊協會羊乳標章認證使用要點」開宗

先參與，開啟了「羊乳標章」認證的首頁，

明義條文中，即指出「為穩定乳羊產業，推

也決定了「國產羊乳」產業邁往「優質羊

廣誠信與衛生安全羊乳品，保障廠農與消費

乳」發展的新方向。民國 90 年 9 月以前申

者權益，特訂定本要點」。可知，「羊乳標

請加入本標章認證者，得免除基本捐助金與

章」是以國內乳羊產業為對象，並且將羊乳

保證金共十萬元極具誘因，到 12 月初共有

品的原料與來源、誠信及其安全衛生等晶質特

的家羊乳廠商通過認證（市佔率 90%)

性推廣，視為該標章認證之首要目標。執行

並貼上「羊乳標章」貼紙（圖 1)

。該標章

過程並須兼顧廠農及消費者權益之維護，則

有防偽及區分廠商別設計，廠商每月取得標

是要建立羊乳事業生命共同體的架構。羊乳

章需繳納捐助金，捐助金按每月產製量分為

廠商可自由申請加入「羊乳標章」認證，且

三級進行累減收費，年度收入超過 150 萬

不被強制要求加入，但至今已有超過 90%

元，供作推廣「羊乳標章」用。

的合法廠商加入本標章認證，且認證標章發

放的貼紙數量逐年成長中，也代表國產羊乳

二、認證與核發

使用量的增加。

在「羊乳標章」的認證與核發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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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乳標章申請使用與評核作業程序

理

其執行方式與流程列於圖 3 中。中興大學負

章」認證，必須經過申請與授權使用程序，

責運立末端消費監測點約 25 ～35 個，每個

即要經過「評核小組」檢核通過後，與「中

月針對認證廠商產品抽樣送羊協，再轉委由

華民國養羊協會」簽約授權使用該標章，並

嘉義大學作成初步檢驗，如有疑慮再轉送中

接受追蹤管理（圖 2)

。首先，參與認證廠

央畜產會屏東實驗室再檢驗，如檢驗不合格

商之國產羊乳產晶必須符合成分及品質檢驗

逕行處以停止標章使用權 3 個月到 2 年。每

標準，才能通過評核進行簽約，被授權使用

個月檢驗一次以上的結果，均列表公佈於農

「羊乳標章」。其次，依據「中華民國養羊

業委員會、羊協及其他團體網站上供消費者

協會羊乳標章認證使用要點」，「羊乳標
章」之使用是由羊協印製標章貼紙作為黏貼

查詢。

在標章管理上，則以羊協為主體進行標

於認證羊乳品容器上，二年內未被取消使用

章核發控管，羊協下設「羊乳推廣委員會」

權時，得再申請授權使用。業者並可印製

及「評核小組」，分別負責「標章認證使用

「羊乳標章」於標示與宣傳資料上。當然，

要點」、「捐助金管理」、「羊乳推廣方

此標章使用的授權必須由業者每月繳交「捐

案」及標章核發與數量審核和違規審議（圖

助金」’來支援標章貼紙印製與管理維護及

4 ）。中央畜產會則提供檢驗輔導及推廣協

其他推廣認證羊乳晶業務之使用，包括「羊

助。每月標章核發數量控管由羊協一手承

乳標章」之「公共宣傳促銷」

擔，也負責標章印製、回收及銷毀。

(Generic

Promotion ）如廣告與宣導。

為了控管認證商切實收購採用國產生羊

「羊乳標章」貼紙之核發，基本上是以

乳製造羊乳產品，也特別委由嘉義大學進行

各廠商一個月需求量發放，採先申報核發後

廠商進乳量監測及其契約乳源戶羊隻泌乳量

補足或扣減方式控管核發數量，以因應季節

調查，以防止偽造來源與數量。認、證廠商每

及廠商業務發展變化。核發依據以認證廠商

月也要提供乳款給付證明，以確保羊農取得

所產車也純鮮羊乳瓶數為主，調味羊乳品並不

乳款。如此促成了羊乳產業廠農一體發展的

准黏貼羊乳標章，但該等產品同樣納入品質

正常共生體系，也保障消費者確實喝到國產

與標示檢驗範圍，以確定認證廠商製品全數

鮮羊乳，達成本標章之宗旨日的。

被管控，以利完整的認證制度發展。

為支持國產「優質羊乳」產品市場的發
展，農業主管單位行文教育部請求支持校園
支持訂購認證羊乳晶，獲得全國各中小學的

羊乳標章認證

廠商之羊乳產品要申請加入「羊乳標

四、結論
台灣羊乳產業由惡性競爭到市場失序，
造成主管機關極多困擾，均藉由羊乳標章制

共識，更促進了「羊乳標章」認證參與之直

度的建置，由產官學界共同努力推動「優質

接利益。此外，政府主管單位支援「公共宣

國產羊乳」的「 GGM 羊乳標章」，維護了

傳促銷」，並由羊乳標章捐助金配合辦理，

每年約 50 億元的市場價值及其 品質形象，

更突顯本標章之效益 。

也大幅降低主管單位之困擾。 此種成功經驗
有值得其他產業學習之處，也成為農業政策

三、監督與查核

羊乳標章的監督與查核由羊協、中興大

所推動的安全及優質農業示範產業，值得參
考與借鏡。

學、嘉義大學及中央畜產會共同合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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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羊乳標章三個月、

團體網站

中華民國養羊協會等機關、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每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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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

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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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M 羊乳標章認證羊乳品之採樣檢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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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認證羊乳

學畜產學系檢驗

委託國立嘉義大

東實驗室檢驗

中央畜產會屏

委託財團法人

羊乳樣牽認證

中華民國養羊協會
1. 行政業務

2. 印製核發標章

3. 每月 2次抽樣送驗

4 . 每月結果公告、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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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羊乳標章管理機制職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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