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圓圓標軍管理制度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企劃組／洪忠修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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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中，藉由吉園園標章的引導，消費者

一、緒言

可以安心選購﹔其次，對生產者而言，由於

94 年 1 月間，首先爆發一則病死豬肉
流入市面的消息，震驚社會且造成國人對冷
凍豬肉消費的一陣疑慮﹔緊跟著在 2 月初農

吉園圖標章的信用保證，可形成農產品競爭

力的來源。故推展吉園圖安全蔬果標章措

施，司謂一項雙贏的作法。

曆春節期間，另一則花卉殘留農藥疑似過高

的話題，又引起國人對農產品消費的高度注

二、吉圓圓推動概述

意。這兩則消息，不論是病死豬肉以魚目混

所謂「吉園圖 J 者，係採英文

珠方式，進入消費市場的真實事件﹔或對於

「 GAP 」之直接音譯，其全文為 Good

作為觀賞用途的花卉，其用藥殘留定義認知

Agricultural Practice

之爭議事件，在在說明國人對於要求農產品

為。對生產者而言，所稱優良農業操作之意

安全條件的重視。尤其是近年來，隨著社會

旨，在於運用與自然條件相契合的耕作條

經濟快速成長，國人對於物質消費習性已然

件，減少農業經營所造成對自然環境的不當

轉變，由早期注重溫飽之消費數量滿足，提

傷害，適時適地適種合理地使用農業資材，

昇為對於農產品質性的高度要求。

如肥料及農藥達到保護農作物，提高農產品

對於農產品農藥殘留問題，早已成為消

，意指優良農業操作行

品質之目的。故經由優良農業操作之過程，

費者最關心的課題之一。雖然在農政部門與

所生產之農產品司具備優良農產品（ Good

食品衛生單位共同努力，以及生產者的配合

Agricultural Product ）的結果。

之下，農產品之農藥殘留合格率已達 98

%

以上﹔但因為農藥殘留不易由感官直接辨

視，亦即無法由目視方式觀察，或經由嗅覺
正確地察覺。對一般消費者而言，並無法辨

識哪些農產品之農藥殘留為合乎安全標準範

圍。因此，為解決消費者對於安全糧食要求
的疑慮，亟為需要一套有效率的管制措施，
則設計安全辭凍 「吉園圖」標章的作法，正

足以達到上述訴求。
由於吉園 園標章代表農產品品質的安全

保障，對生產者與消費者皆有正面意義。首

先，對消費者而言，在產品市場資訊不對稱

付發展綠起與執行成效
吉園圖標章自民國 83 年起，由農委會

與前台灣省政府農林廳等單位所規劃使用，

截至民國 94 年 1 月底止，在已完成整合登

錄之 4,499 個蔬果（蔬菜班隊 2,047 班、水
果班隊 2,452 班）產銷班隊中，有 1,662
班、逾 37% 之班隊已通過吉園圖認證，估

計所產出之w是年產量逾 55 萬 7,000 公噸，
佔國產蔬果總產量之 10 % 。
口標章設計內涵

吉園園標章具有雙重的精神，一方面代

表農產品品質的安全與農友的榮譽﹔另一方

(ht中：11organic.niu.edu. twI ）定義指出，有
機農業是一種較不污染環境、不破壞生態，

件 f聖

並能提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農產品的生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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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故亦被稱為生態農業、低投入農業、生
物農業、動態農業、自然農法、再生農業、
替代農業等。另參閱農委會所訂「有機農產
品管理作業要點」第二點指出，有機農業

者，係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原則，不
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

與生態平衡之管理系統，並達到生產自然安
全農產品目標之農業。因此，對於有機農業

丈經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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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π曲曲樣牽管絕剃在

面，消費者可以放心採購，安心享用。

的生產模式，以其強調與訴求符合自然環境
、『

........

的生產理念，偏重於土地與勞力利用型的農
業經營型態，故相對屬於較低資本係數的生

安全齊昂的「吉園圖」標章，中英文字

產行為。

體皆採藍色，二片翠綠色葉子代表農業。至

至於吉園園的生產行為，授諸「農產品

於標章中的三個紅色圓圈則具有二項特殊意

安全用藥（吉園園）標章核發使用要點」第

義，其一，意謂「適時適地適種的農作原

一點，以其開宗明義揭示為「避免農產品農

理」、「合理的病蟲害防治方法」，以及

藥殘留超過容許量」精神，故本質上並未完

「遵守安全採收期」的三個正常農業操作原

全禁止農藥之投入與使用，乃允許農民對於

則﹔其二，代表農產品經過完整性的「輔

農藥與化學肥料之使用，但必須為正確地使

導」、「檢驗」與「管制」流程。

用合格之品項與數量，以避免農產品農藥殘

為合理有效管制，對於吉園國標章之設

留量超過一定程度之容許量。亦即，吉園園

計，每一個標章均印有 9 碼識別號碼的流水

的農業生產行為，本即契合台灣地區位處於

序號，其中第 1 、 2 碼為縣市別，第 3 碼為

亞熱帶之濕熱氣候環境，因而在農業生產過

水果或蔬菜碼，餘為流水號管制碼，藉由識

程當中，無可避免須進行病蟲害的藥物防治

別號碼即可追蹤掌握至農產品之原始生產

措施之客觀事實﹔另一方面，從消費者的權

者。由於吉園圍之標章已於民國 82 年 10 月

益面著想，處於進步的社會中，必須確保糧

間，向中央標準局申請專利並完成號數

食產品來源的安全，故不得使用超量農藥或

00070788 號之註冊。因此，若涉及冒用、

未經合格登記的農藥，以有效控制農產品符

虛偽標記或販賣陳列行為時，將觸及商標法

合在可容忍的安全範圍內，減少對人體的危

第 61 條與刑法第 2 11 條、 255 條等侵權、

害影響。

偽造文書等罰則。
臼吉園圖與有機農業

有機農業（ Organic Agriculture ）之定

義甚為多元，依據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站

綜合所述，吉園間的生產行為與有機農
業的生產模式，在強調生產、 生活與生態三

生一體的觀念上可謂相當一致 ，但實務操作

上則具有些許程度的差異。
的吉園圖標章申辦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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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農產品安全用藥（吉園圖）標章核

應檢齊：

（一）各班員連續紀錄之病蟲草害

發使用要點指出，農委會為獎勵農民正確使

防治紀錄簿，以及（二）班員 1 年內被抽驗

用農藥，保護農作物並避免農產品農藥殘留

農藥殘留結果通知書等必要書件。其中第二

超過行政院衛生署公告容許量，故設計農產

項之抽驗農藥殘留結果通知書須檢附三分之

品安全用藥之標章，用以規範吉園圖產品之

一以下班員數之農藥殘留化學檢驗報告。

認定﹔並訂定核發使用的準則，用以規範申

請人資格、核發標章單位與作業流程等。

吉園國標章自民國 83 年推行迄今已屆

1. 申請人資格

必須為辭凍產銷班、觀光農（果）園，
或已辦理登記之合作農（社）場之班員者
（以全數班員申請為原則，至少不得少於 5

人，農場則不限）

，且符合以下三項基本條

件：（一）最近 1 年內參加班會曾接受鄉

（鎮、市、區）農會（公所）

，縣（市）

直轄市政府，以及農委會所屬之農業改良

場、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與農業試驗所等有
關單位，植物保護人員之防治安全用藥技術

指導 2 次以上﹔

三、問題討論

（二）最近 6 個月內生產之

農產品，經化學檢驗農藥殘留合格﹔

（三）

10 年，在此一執行過程中已有不少具體成
就，為國產農產品注入一股競爭力。因有別
於一般農產品，故時有傳出不肖生產者冒用

或虛偽標記吉園園商標之情事。然而，就標
章冒用一節而言，亦正足以顯示 GAP 產品

的市場優勢地位。以下僅就吉園圖標章推動
過程中，就重要相關課題提出討論，冀以作

為未來精進的思考方向：
付標章取得資格限制

現行 GAP 標章之取得與使用，主要係
以產銷班為基本單位，限定在加入產銷班的

最近 3 個月以上之病蟲草害防治紀錄等 3 項

班員為限，至於個別的產業或農民並無法依

基本要求。

法取得標章之使用。對於此一限制條件，以

2. 首次使用標章之申請
申請使用標章者須於預定使用前 2 個

農產品產業之整體發展而言，限定在以班隊

為申請主體，原為無可厚非的要求﹔然而，

月，由產銷班班長向所在地之鄉（鎮、市、

亦因圍於此一條件，造成在實務上確實存在

區）農會（公所、合作社、農場）提出申

一些不公的事實。

請，再送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邀集農委

會及其所屬農藥所、區農改場等單位進行實
質審查。因此，就吉園圖標章之申請為屬地

首先，就經營新興作物之生產者，或相
對偏遠地區之個別農民而言，並非所有農民
皆有組織班隊或參與班隊的機會﹔換言之，

觀念，係由產銷班班隊所在地之基層公所或

因客觀上無法組織或參與班隊之資格，可能

農民團體受理申請。

因「人」的因素而限制該產品取得吉園間標

3. 續約流程
按農業生產行為係一有機性之動態過
程，故對於吉 園圖標章之使用管制亦採取動
態管制原理﹔ 亦即，標章之使用具有特定時

章的機會。其次，對於不遵守公約的個別農

民，雖然會遭到標章使用 的停權處罰，但對
於整體班隊信譽的影響 ，卻是不可避免的事

實。因此，從班隊運作的實務上，亦有踏實

程，自核發日 起 2 年內有效。因此，在原標

的生產者考量到為避免遭受投機不肖農民的

章有效期程屆滿前，如有意續約之班隊，須

拖累，因而放棄申請吉園 園標章的現象。諸

於期滿一個月前向原申請單位提出續約，並

如此類問題，皆與吉圓圓標章之使用限制，

需以班隊為申請條件有關。

層輔導單位進行實質查核，除應、增加作業次

（才產品認證與標章控管

數外，並可朝委託專業機構認證的作法改

目前對於吉園國產品的認證，須經基層

公所或農會（或合作社場）、縣市政府以及

農委會所屬各區農業改良場、農業藥物毒物
試驗所等有關單位，進行實質審查後，通過
者始予以核定認證。再就 GAP 標章之印製
與核發，則由農委會農糧署或直轄市、縣市

進。藉由專業單位的協助認證與審核，正足
以補充目前必須以產銷班隊為基本申請單位

的限制，對於個別客觀因素無法組班或加入

3室

及進行管制，原則上一年核發一次，是以管
制與審核規定不可謂之不嚴謹。然而，對於

之產品，或於集貨場抽取整理包裝中之蔬果

違反「農產品安全用藥『吉園園」標章使用

進行檢驗，達到源頭管制目的。至於上市

約定書」者，對於其 GAP 標章之處理方

後，以生化法檢驗進場之蔬果，送請衛生主

法，除繳回原核發標章外，已套印之宣傳資

管機關複驗，抑制率不合標準者，即拒絕交

料、各式標示牌、包裝袋（箱）等，則採行

易並扣留之以廢棄銷殿、停止進貨及複驗等

由班隊自動銷毀或塗銷標章標誌之作法，以

處理，複驗不合格者依食品衛生管理法查

其相對於標章原始取得過程，似又顯得過於

處。

簡易，缺乏積極管制作為。

已提昇行銷能力

(TOAF)

;

（一）南投縣，臺灣省有機農

業生產協會（ TOPA ）等單位。對於相對較

寶
吾吾

即，對於有實施拍賣之果菜市場，皆應、鼓勵
納入計畫輔導辦理，以有效拓展市場通路。
個消費者認知教育

高安全標準的產品特徵，故得以在市場中產

農藥、肥料之使用，相對較具容忍、空間的吉

生產品區隔的效果，獲取較佳的價格水準。

園圖標章農產品，卻尚無民間認證機構的配

但從消費行為分析，當消費者對於某項項產

套作法，似乎未盡合理。

品的認知程度不足，或對於產品的接受訊息

要步驟，日前係由農政門配合地方政府與基

且坦

圖蔬菜水果產品之行銷，增加銷售通路﹔亦

具公信力的民間機構代為行之﹔然而，對於

認證與審核為維繫核發吉園圖標章的重

4于

及台中兩處果菜市場辦理，未來應擴大吉園

標示吉園園標章的農產品，以其具備較

付標章認證作業方面

丈

目前吉園圖蔬果行銷市場，主要為台北

高要求的有機農產品，其認證尚且得以委請

四、吉園園標章管理制度之精進構想

3望

。農產品農藥殘留管制實務

站，負責執行農藥殘留檢測。針對即將採收

市，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其
陪

產

驗所及其設置於各地區之農藥殘留化學檢驗

自然生態基金會（ MOA ）﹔（二）台北

‘平
主

管道。

申請者之全年生產量、標章存量等酌予核發

機構諸如（一）台北市，財團法人國際美育

︱到

樣

剃

對於農產品上市前，由農業藥物毒物試

單位委託民間驗證機構進行之，目前的驗證

國

班隊運作的生產者或新興作物，皆可供申辦

政府統一印製，再交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視

反觀有機農業農產品之認、證，係由農政

-t

不充分時，便無法將其 潛 在的慾望

(wants ）、需要（ need ）轉化 成為具體的
願付且能夠負擔得起的需求 （ demand ）結
果。為使消費者明白標示吉園 圖標章的農產
品本意 ， 農政部門責無旁貸應加強消費者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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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園間產品認知的教育，具體的作法諸如：

透過各類媒體手段，運用電視、廣播、報章
刊物等宣導管道，將吉園圖健康食品的觀

五、結語

台灣地區人地比例甚高，為維持糧食的

念，自然植入民眾日常生活中﹔辦理展示、

必要供給，農地高度利用為必然結果﹔尤其

展售，藉以專業的知識背景與手段，向消費

在早期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時代，大量生產更

者宣導吉園圖產品的意義，讓民眾直接接觸
產品內涵。
的生產園區軟硬體建設

是需要。然因台灣地區位處亞熱帶的氣候條

件，不僅溫暖且潮溼，復以雨量極為豐沛，

故土壤表層易因受淋洗而流失，造成養分與
有機質成分不易保存的現象。因此，為維持

為提供充足的吉園國產品生產，首先是
園區生產條件的改善，由於吉園國標章蔬菜
之生產方式，大部分採網室設施栽植，產量
穩定有助於夏季蔬菜之供需調節，未來可望

成為夏季蔬菜重要供貨來源，吉園間標章蔬

菜除生產期應切實注意正確、安全用藥外，
在夏季期間仍需配合良好之採後處理措施，
始能維護品質，保持蔬菜鮮度。因之，為提

供國人優質及安全之生鮮蔬菜，在運銷設施
上仍須視實際需要補助農民團體預冷及冷藏
等設備，加強產品採後處理，確保產品品

質。其次，應、擴大班隊整合，俾能容納更多

農民參與，以擴大辦理吉園園蔬菜之供應。

量產目標，投入大量化學肥料、農藥等，自
為必然的結果﹔更甚者，造成不當或過度施

用化學肥料與農藥的情形。
今日經濟高度成長社會，消費者對食品

的偏好選擇，由量的溫暖轉為質的滿足，對
於食品安全標準已具備更高度要求，農產品
亦不能例外。因此，透過吉園圖標章的品質

保證，正足以符合消費者的偏好選擇，從而

保障生產者的所得，可謂為生產者與消費者
雙贏的發展策略，更重要的是為環境資源，

開創永續利用的最佳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