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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第三者出具書面證明特定產品之程序。

一班農產品，其晶質無法由外觀或藉由成份

驗證機構（ certification body ）：執行檢驗

分分析加以確認，其成敗繫於有機農產品驗

之機構。換句話說，認證即為主管機關對人

證制度之是否建立及落實。

或機構證明有執行能力，驗證則為對產品、

我們較常看到與有機農業（organic

過程或服務證明符合規定。

farming）耕作法相近的名稱有自然農業

有機農業標章之使用最早依照前台灣省

(natural agriculture）、永續農業（sustainable

政府農林廳所訂「有機農產品標章使用試辦

研culture）、再生農業（regeni間也re 嘲culture）、

要點」，在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各區農業改良

低投入農業。ow input 呼叫lture）、低投入神賣

場及茶業改良場，給予計畫內輔導生產之有

農業。ow 呻草甜扭曲1le 郁的曲蚓、替代農業

機農業產品驗證。但礙於有機農法相關技術

（祉伽iative 勘ming）、生物動態農業 (bi1φ

正逐步建立之中，且政府人力有限，難以應

你namic 咿culture）、生物農業

付日益增加之產品驗證業務，同時有鑑於國

(biologi臼l

研culture）、再生農業（renewable 幣iculture）、

外有機農業之發展，多賴民間團體之運作，

有機生物性農業（呵仰的1ic哪ic叫蚓、野生農

因此，國內已朝向輔導正式成立之有機農業

業（wild 虹ming）、綜合農業 (holis世c 曲回ng）、

民間團體，使其發揮自律功能，建立並落實

低資源、農業。ow resource farming）、生態型

有機農產品驗證制度，期能提供消費大眾清

農業（ecological farming）、農業生態型農業

潔、安全及無農藥的有機農產品，並兼顧環

( agro- ecological farming）、綜合農耕法

境保護及農業永續發展。

(integrated farming）、永續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但每個名稱有其強調的重點，
並不完全一樣。

農委會在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公告
實施「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輔導要點」、
「有機農產品驗證輔導小組設置要點」及

有機農業產品驗証需建立有機農產品之

「有機農產品生產基準」等三項要點及基

驗證體系，對該體系建立之條件有必要提出

準，並在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再公告「有

說明，而對生產者或消費者對於有機農產品

機農產品驗證機構申請及審查作業程序」

之標章究竟屬驗證或認證有所解惑。一般標

作為推動及輔導有機農業之依據。前述要點

準化詞彙對於驗 證 及認證之定義：認證

中規定，將來有關有機農產品之驗證工作，

(accreditation ）： 主管機關對某人或某機

擬交由接受農委會輔導之政府機關（構）

構給予正式認可， 證明其有能力執行某特定

團體或法人辦理。截至目前為止，已有「中

工作之程序。驗證 （ certification ）：對某一

華民國有機農業產銷經營協會」、「財團法

項產品、過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由中

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台灣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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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農業生產協會」、「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

院）農業委員會認證」或「（行政院）農

金會」及「台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等

業委員會輔導驗證」等相關字樣。認證之國

團體，向農委會申請輔導辦理有機農產品驗

內驗證機構，赴國外進行驗證，驗證合格者

證工作等，並有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

得張貼我國有機農產品標章及標示為有機農

基金會、台灣省有機農業生產協會、慈心有

產品。

機農業發展基金會，通過農委會之審查。其

他單位目前正仍依規定審核中。

認証機構台灣省有機農業生產協會為

例，驗證標章之使用與管理：

民國八十八年及八十九年公告實施之農

〔 1 〕經審查合格之驗證農戶，得依驗證

委會四種有機農法之規定，係輔導性質之行

生產方式申請使用認証協會全有機

政規則，欠缺法源依據。基於此，農委會於

或轉型期有機農產品驗證標章。

九十二年二月七日修正之「農業發展條例」

〔 2J 有機農產品驗證標章採用標籤黏貼

第二十七條第二項增列條文：「為提升農產

於包裝容器上，或將標章圖樣直接

品及農產加工晶晶質，維護消費者權益，中

壓印於包裝容器上二種方式，由台

央主管機關得推動相關產品之證明標章驗

灣省有機農業生產協會統一印製供

（認）證相關作業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用，驗證合格農戶依據實際生產數

之」。再者，「有機農產品生產基準」等各

量填具標籤或容器需求數量申請

項規定實施多年，屢獲各界反應部份不合時

表，逕向台灣省有機農業生產協會

宜，具修訂之必要，妥此，配合「農業發

請購。

展條例」修正案之公佈實施，研擬修訂「有
機農產品管理作業要點」、「有機農產品驗

證機構資格審查作業程序」及「有機農產品

〔 3 ］驗證農戶使用驗證標章，須遵守下
列事項：

(1)經驗證之生產用地須豎立標示牌，

生產規範一作物J 各乙種，並於九十二年九

標明生產者姓名、住址及連絡電

月十五日發布實施。至於原公告實施之「有

話、作物名稱、生產面積、驗證機

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輔導要點」、「有機農產

構名稱、有機農園標誌等，其生產

品！驗證機才辭由導小組設置要點」、

用地不得任意變更，變更時須提出

「有機農

產品生產基準」、及「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
資格審查作業程序」等，則於同日公告廢

變更申請。

(2）生產資材之買賣與使用以及有機農

止。另「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一畜產」規

產品之買賣，應於當日作成記錄，

定，亦於同年十月三十一日發布實施，作為

並自記錄之日起至少保存三年，隨

有機畜產品之生產依循。

時接受！驗證工作人員查核。

驗證機構取得農委會認證之有效期限為

(3）驗證農戶行銷有機農產品，須於包

三年，期間每年需接受農委會評鑑。評鑑不

裝容器上標示生產者姓名、住址、

合格者，即終止其認證。期滿仍繼續辦理驗

驗證機構名稱及連絡電話，並依其

證者，應於有效期限屆滿三個月前向農委會

栽培方式標示全有機或轉型期有機

申請展延，接受農委會重新審查認證。

農產品。

農委會認證之驗證機構之有機農產品證

(4）驗證有機農產品經報准採行共同集

明標章及其產品包裝，始得標示「（行政

運時，其包裝容器得統一標示集運

者之驗證資料，並由集運者負行銷

者有一，詳如圖 1 。合當有機農業發展漸漸

成熟，消費者便會期望政府以公權力為有機

全責。

(5）驗證標章不得轉讓使用，亦不得冒

用。

農業把關，而生產者亦希望政府以公信力為

月去
索

其有機農產品背書，於是在人民的要求之

的

〔 4 〕經驗證之生產地，生產過程及產銷

下，才慢慢有政府驗證制度之產生。以日本

記錄，每年必須接受至少一次預告

為例，如圖 2 ，台灣地區尚未定出，可能定

之檢查及必要時之不預告之抽查。

如圖 3 。

〔 5 〕驗證農戶使用者須簽定切結書，保

產及遵守產品行銷之規定。

農產品生產基準及其他規定的必需條件

0

0 元，驗證合格申請使用證明標

章時，須另繳納標章管理年費四、 0

0

0元

i5'
樣

「有機農產品」日本係法律訂定名詞，
不能隨便使用。農民的有機農產品合乎有機

費四、 O

ξ’，叫月2•

牽

證確實依照有機農產品生產基準生

另外驗證會員於申請驗證時須繳納驗證

有
機

（如緩衝帶，紀錄等）

，經第一者認証機

關認証合格，才可在包裝袋上加印或貼上日

本有機 JAS 標章（見圖 2)

及標籤或容器工本費（另訂）

辦理九十三年一至十二月民間驗證機構

圖 1 ：各協會使用之有機驗證標章

辦理驗證情形。驗證合格農戶數 954 戶﹔驗
證合格農地總面積 1,246 公頃。其中水稻

507 戶（ 29 班）

，計 155 公頃﹔茶葉 56 戶，

計 76 公頃﹔特作 29 戶，計 32 公頃。台灣
93 年標章核發 8,789,575 張，其中有機農產
品證明標章 5,574,175 張：轉型期標章

3,215,400 張。「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章認證

及驗證作業辦法」業經本會於九十三年十二

A 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MOA ）驗證
標章

月十五日以農牧字第O九00 四一二O三號
令發布施行。依據該辦法第三條規定，優良

農產品證明標章（亦即 CAS 標章）適用之
產品為國產農產晶或使用國產農產品為主原

料之加工產品，愛此，未來依該辦法實施之
有機農產品驗證範圍亦以國產者為限，換句

B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話說有機農業標章法源僅限國內，國外驗証

條文將來必需修改或另尋法源。
有機農業協會的民間組織先訂定有機農

業生產準則及相 關 規範（符合農委會法
規）

，合乎規定者則發給該協會有機農產品

標章以示區別。台灣區已登記並經農委會通

C 台灣省有機農業生產協會驗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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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認定機關名

團 2 ：日本有機 JAS 標章

桿哇

套印式標章

編碼

標章樣式

圖 3 ：可能訂定的中華民國台灣有機 CAS 標章

粘貼式標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