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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甚早建立有機生產及加工基準，且
被廣泛地應用。該基準訂定〝最低標準〞
，預留給不同區域視當地情況，
增列更詳細規定的空間。早在 1990 年代，歐盟國家認可共同的有機基
準為 EEC 2092/91。最近，加拿大、美國、日本及我國分別制定有機標
準及規則。聯合國糧農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FAO/WHO)之食品標示委
員會也在 1999 年制訂「有機食品之生產、加工、標示及運銷基準」
。自
2002 年十月起，任何運銷到美國標示有機的蔬菜與水果，都必須依據
美國國家有機標準(NOS)認可的認證單位，認證通過。亦即進口到美國
的進口商，必須透過與美國認證團體合作才行。歐盟規定當一個國家建
立有機認證基準，即可申請列為第十一條款列名國家。列名其上的國
家，可以透過經核可的國內認證團體之認證，而將有機產品出口到歐盟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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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機農業是一種不使用合成肥料及農藥的農耕方法。但這樣的說
法不足以說明有機農業的本質。有機農業是一種完整的生產管理體
系，可以促進健全的農業生態系統，包括生物多樣性，生物循環及土
壤生物活性。所強調的是使用農場廢棄物，適應當地區域條件的耕作
體系，包括利用農藝、生物及機械方法，去發揮生產體系的功能。
有機農產品與一般農產品基本差異在於生產標準與認證過程。國
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是一個推動有機農業的國際非政府組
織，已經建立有機生產及加工基準，且被廣泛地應用。該基準訂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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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標準〞
，預留給不同區域，視當地情況增列更詳細規定的空間。許多
已開發國家制訂個別的有機標準。早在 1990 年代，歐盟國家認可共同
的有機基準為 EEC 2092/91。最近，加拿大、美國、及日本分別制定有
機標準及規則。聯合國糧農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FAO/WHO)之食品標
示委員會也在 1999 年制訂「有機生產食品之生產、加工、標示及運銷
基準」
。
過去 10 年，歐盟國家有機栽培面積每年 25%穩定成長，1985 年
只有 10 萬公頃，經過 13 年來推行有機認證結果，已成長 30 倍，而達
到 280 萬公頃。有機農產品銷售 1997 年為 50 億歐元，預計到 2005 年
可增加到 300 億歐元，預計到 2010 年歐洲國家有機栽培面積增加到
10~30%的水準。可以說有機農業是農業成長率最快的部門。
瞭解一個國家的有機認證基準，目的通常在於將國內的有機農產
品外銷到那個國家。我國的有機農業雖仍在起始階段，但為有機農業
未來健全的發展，絕不能排除未來將有機農產品外銷的可能性。有機
農業有普天共認的原理與原則，也有不同的程序和做法，本文介紹有
機農產品外銷不同地區必須考慮的要求，希望有助於提醒國內有機認
證團體即早強化認證工作，進一步取得外國之認可，或加緊與國外認
證團體合作，為我國有機農產品的外銷預為準備。

有機基準的基本要求
許多國家有機標準大部份由 IFOAM 的基準衍化而來，所以有許多
相似。一般而言，有機農法以增進土壤肥力，施用天然物質，禁用合
成物質為原則。但也有些例外。例如有些天然物質對人體或環境有害
而被禁用，也有些特定合成物資可以使用。例如 EEC 2092/91 基準就
列入某些特殊人造肥料及植物保護劑，可以應用於有機栽培。也有基
準以特殊方法用於水土保育，污染控制或使用生物控制方法。許多開
發中國家的農民不使用合成物資，但光如此並不足以認定其產品為有
機產品。如果農民在農場中部份田區施行有機農法，而在其他田區使
用合成肥料及農藥，則有高度風險違反有機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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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有機產品外銷的必要步驟
生產者及出口商想把有機農產品外銷到世界主要有機農產品市
場，包括美國、日本和歐盟，必需充分瞭解相關的認證規定。有機認
證是一種證明生產過程符合特殊標準的過程。換句話說，認證基本上
是一種承認書，表示該產品依據有機生產標準生產而來。認證機構的
基本角色是確認這些產品生產過程忠於有機標準。經過驗證，有機農
產品貼上認證標章後運銷各地。這些標章並非商標。但在大部份國家，
這些標章也註冊為商標。生產者也會發現，如果某一認證機構的認證
標章為市場所熟知，則最容易獲得好銷路。

世界上主要有機農產品市場國家重要規定
一、美國
自 2002 年十月起，任何運銷到美國標示有機的蔬菜與水果，
都必須依據美國國家有機標準(NOS)認可的認證單位，認證通過。
亦即進口到美國的進口商，必須透過與美國認證團體合作才行。
所有申請美國農部(USDA)認可的認證單位，必須在 6 個月前
(2001 年八月)完成申請，並在 2002 年 4 月前獲得批准生效。2002
年十月起，美國農部的有機標章開始在有機市場施行。
外銷到美國的有機農產品有三種認證選擇：
(1)獲美國農部授權之美國認證機構之認證。
外國認證機構申請授權，必需依照美國國內認證機構同樣標準審
核。或者
(2)經美國農部核可之外國認證機構(需由該國政府提出申請)之認證
通過者，或者
(3)透過相當於美國國家有機標準(NOS)要求認證機構之認可，此亦
需美國與外國政府之協定認可者。
在實際層面，任何團體考慮要輸出有機農產品到美國，必需經
過美國認證制度之認可。美國農部核准之認證機構海外辦公室，將
可進行任何地點之認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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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日本農林水產省(MAFF)新的認證基準自 2001 年 4 月 1 日實
施。新基準依據舊的 CODEX 有機農業基準修訂。新法規定所有標
示有機農產品均需有 JAS 的標章，以及已註冊認證機構(RCO)名
稱、地址、電話等。新基準規定所有認證機構均需經過農林水產省
審核通過。目前已有 38 個認證機構通過農林水產省審核。雖然外國
認證團體也可能取得核可註冊，但目前所有的認證團體均為日本國
內團體。我國農產品外銷市場以日本為主，未來修訂新基準，應考
慮適度參考日本新基準，儘量符合日本規定。這一點 MOA 應有相
當優勢，或可有助於開拓台灣有機農產品之外銷日本市場。
三、歐盟
在歐盟，EEC 2092/91 準則訂定所有會員國有機農法之各最低
要求，包括有機產品之生產、加工、進口、檢查及認證，運銷及標
示之標準。非歐盟國家有機農產品，如果依據相當於歐盟基準認證
通過者，也可以進口到歐盟國家。根據 EEC 2092/91 認證準則，有
兩種選擇可以獲得授權，將有機農產品輸往歐盟：
(1)當一個國家建立有機認證基準，即可申請列為第十一條款列名國
家。列名其上的國家，可以透過經核可的國內認證團體之認證，
而將有機產品出口到歐盟國家，而不需額外的認證或確認。當然
要注意這些國內的認證團體，必需登錄在第十一條款名單上。且
每一批貨品，皆需有文件證明其標準及驗證相當於歐盟之規定。
為取得登錄，相關國家必需提供足夠證據，證明其具有與歐
盟系統相當，且可靠之驗證標準與流程。歐盟的委員會審查評估
該 國 的 有 機 標 準及 其 認 證 方 法 。相 關 的 標 準 應 相當 於 EEC
2092/91 準則之第六條款，認證的方法則明訂於第八及第九條
款。根據過去經驗，一個國家要取得登錄必需經過非常困難而冗
長的程序。到 2001 年六月，只有 6 個國家(阿根廷、澳洲、捷克、
匈牙利、以色列及瑞士)獲得登錄列名。
(2)如果出口國並非第十一條款登錄國家，出口商得要求其在歐盟之
進口商運用個別准許進口規定。個別的歐盟會員國可以授權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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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由非十一條款登錄之國家，進口有機農產品。進口商必須備
妥文件，證明產品認證符合歐盟之規定。生產者及出口商的驗
證，均需符合歐盟的方法，所以驗證團體需要透過與合格的歐盟
驗證團體合作。
進口許可只針對特殊國家，特殊農產品，定量核給，且只在
某一定期間有效。通常只是針對歐盟該進口國某些進口商，核可
引進該國。但是一旦進到歐盟會員國家，該產品即可在各國間自
由流通。不過要申請到許可的流程和時間，差異相當大，在某些
國家(如荷蘭)大概只要數星期，但在其他國家可能要好幾個月。
例如在法國，平均要花六個月時間去弄到一份許可證，但最近已
較有進步，一般而言不超過兩個月。
為取得輸入許可，進口商必須提供證明，證實產品的生產符
合相當於前述第 6 條款的規定。所有認證檢驗方法符合第 8 及第
9 條款規定。一般而言，申請入口許可的評斷，已經由生產層面
的評估，轉向認證程序的證明，包含驗證機構本身。為保證檢驗
及認證方法有效性相當於歐盟，第三國的認證機構必須符合
EN45100 的標準，或者 ISO/IEC 標準 65：1996。
如上所述，生產者及出口商欲以已開發國家之有機標示出售
有機蔬果，必需取得有機認證。此一認證可以由出口目標國家的
認證機構執行，也可以由其他外國認證機構，或由此二型式認證
機構間之伙伴協定進行。到目前為止，雖然情況稍有進步，仍只
有少數開發中國家具有認證機構。
目前，開發中國家的認證通常由進口國家的認證團體執行
(當然也有例外，如阿根廷)。對出口商而言，這種做法的好處是
在這些國家中，有機認證標章是大家所熟悉且信任的，因而輸出
品會有較佳的能見度及商業利益。
主要的缺點在於此一型式認證極為昂貴，特別是認證人員必
須遠從進口國的認證機構而來。為降低生產者及出口商的成本，
國際認證機構嚐試運用當地有機檢驗員。許多國際認證機構，諸
如 Ecocert、OCIA，或 BCS-Öko，均已在開發中國家建立分支機
構。這些分支機構擬招募當地員工以降低費用。在沒有分支機構
的國家，則由區域分支機構執行檢驗及認證。
30

在開發中國家，如果有進口國家認可的認證團體，也可以執
行有機認證工作。截至目前為止，這樣的認證仍有困難。一個認
證機構必須遵守基本透明和獨立(不受利益團體的影響)的立場。
評估一個認證團體必須基於其認證能力及認證系統，包含其人事
評鑑、標準、檢驗及認證程序。愈來愈多進口國家要求認證機構
必需通過 ISO 65 認證標準。由於開發中國家之認證機構不易獲
得承認，許多地方因而與國際認證機構發展伙伴關係。有機蔬果
外銷除特殊認證程序外，也要符合一般蔬果之基本要求，包括植
物衛生檢驗，分級及品質標準，農藥及其他污染之規定。

結語
目前我國加入 WTO，農業面臨相當大衝擊。許多農地廢耕或轉為
造林。這也許是有機農業進一步發展的契機。有機農產品講究新鮮自
然，無污染，且運輸過程不可以經輻射照射、薰蒸，或任何保鮮藥劑
處理。所以國產有機農產品是對抗外國廉價農產品利器。過去由於農
場土地租金成本太高，導致生產成本偏高，阻礙有機農業的發展。若
能鼓勵青年農民藉此機會，合作成立有機農場，結合生態與休閒，生
產者與消費者，並將部份目標放在外銷市場，將可大幅拓展有機農業
在台灣發展。未來我國有機農產品如何打開外銷市場，有賴政府及各
有機協會通力合作。惟初期宜以日本市場為目標，類似鳳梨、紅龍果
等易行有機栽培之水果，可以先行準備。此外，我國有機基準謬誤之
處甚多，與外國有機認證基準無法接軌，對進口有機農產品無法管制，
我國有機農產品也無法外銷。增刪修訂仍無法善了，應儘速重新制定，
方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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