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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產業發

陳世雄1

摘　要

全球暖化、氣候異常日益嚴重，已為不爭的事實。在氣候異常變化、土地

消失、可耕種面積縮小、水資源缺乏下，又遭 全球人口數量不斷增加，所引發

的糧食危機與通 問題 演 。如今，在全球各地若非出現旱 即是大水，

斯、中國等旱 頻頻， 、 洲等南 球 大水危患，主要農產國家首當

其衝，使得農產品供給呈現相當不穩定的狀態。聯合國農糧組織（FAO） 年糧

食展望，已經預警 2011 年後全球糧食供應將更趨緊縮，糧食危機發酵，廣受關

注。有機農業是維護土壤生產力、環境生態及國民健康的重要農業生產體系。近

年來，全球有 130 個以上國家，特別是先進國家，積極推動有機農業的發展。我

國有機農業推廣多年，經驗證的有機農業面積雖然成長不少， 還達不到全部農

作面積的 0.5%，遠不及市場需求之成長，也遠落後於各先進國家。臺灣自 1986 
年完成「臺灣推行有機農業可行性」評估後，發展有機農業栽培技術至今已  20 
餘年，  2011 年 12 月底通過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驗證之有機農糧產品驗證面積

共 5,015 公頃，包括水稻、蔬菜、果樹、茶樹及其他作物。顯示臺灣有機農業發

展已逐漸從 期走向孕育期，有機作物驗證面積逐年增加，產量亦隨之增加。

為促進臺灣有機產業國際化，極需與國際進行交流，提升我國研究水準及從業人

員之國際觀，進一步加強區域合作關係。

前　言

～等到最後一條河被污染，等到最後一棵樹被砍掉，等到最後

一條魚被捕捉，然後我們才會明白，原來鈔票是不能吃的。～

我喜 引用這 印第安的話，道出人類對大自然 意破壞，唯利是圖的

無知。地球形成到現在，估計已有 46 年的 史。46 年到底有多久？實在很

難想 ，也不是一 「念天地之 ，獨 然而 下」可以道盡。但如果把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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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時間換算成一天 24 小時，從 時 分 起，直到一天快過完，三更

夜 23 時 59 分 58 為止，人類都沒有出現。到最後兩 人類出現了，然後居

然有辦法在最後 0.0038 ，把地球到處 得烏煙 氣，不再適合人和其他生物居

。現代人類的生產方式，包括近代（化學）農業生產方式，都會對環境生態造

成重大衝 。有機農業的目的，就是要 正這些缺失，力 ，為人間留下一

片淨土。國際有機農業推動聯盟（IFOAM）主張有機農業的四大原則是「健康、

生態、公平與關 」。期許食物健康自然，關心生態環境，講求公平正義，關

勢。所以，有機不只是一種產業，有機是一種生活，是一種 天 人的生活方

式。

近代農業採單一作物栽培，長期依賴化學農藥及肥料，雖然增加農作物產

量， 造成地力衰退和生態破壞；現代畜牧業採單一動物養殖，長期依靠賀爾蒙

及抗生素，雖然增加畜產品產量， 也造成細菌抗藥性和 牛病。兩者同時也

造成食品安全和生態多樣性損失的 難。據估計，自綠色 命以來，幾乎已 失 
96%農作物的品種。現代化農業經營（或稱慣行農法）造成土壤劣化、水和空氣

毒化以及食品污染。工業化食品生產系統，經由農藥和人工添加劑毒害，造成

死亡病例 增。臺灣每 8 分 15 就出現一個 新病例，洗 率全球第一，

台北市民惡性 瘤死亡連續 26 年 聯首位。現代農業和基因改造作物（GMOs）
生產，已造成開發中國家農村每年數百萬人失業， 的農民因而失去土地和

家園。2009 年全球營養不足人口增加至超過 10 人，四分之三在 的鄉下地

區。雖然全球生產足夠人類食物 125% 糧食， 有 15% 人 ，大多是 和小

。印度在過去 10 年內，由於基改種子、化學農藥和肥料價格上漲三至四倍，

但農產品價格未漲，導致農民破產，因而自殺死亡人數超過 220,000 人。這些

人 ， 斑斑的事實，這些不公平的現象，讓我 不得不重新檢視現代農業

的問題，思考解決之道。慣行農法， 燒森林開 為牧場，造成全世界30% 
二 化碳和 90% 一 化氮的排放。有機農業效益之一是可以不 賴化石 料，

回收再利用當地可用的資源，使農業對生態的衝 降至最低。

為改善上述現代農業的缺失，有機農業 乎是唯一可行的解決方案。國際有

機農業運動聯盟（IFOAM） 觀地表示，如果全世界能全面實施有機農業，將

可有效對抗全球 ，並減輕氣候變 之影響。有機農業可以應 區域和全球糧

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態多樣性的挑戰，特別是照顧小農的生計。目前全球已有

120 多個國家實施機農業，包括 3,060 萬公頃耕地和 6,200 萬公頃野外採集地。

有機市場在 2006 年產值 400 美元，預期到 2012 年會達到 800 美元。有機食

品目前僅占全世界總食品銷售的 1~2%。但從 1990 年起，全球有機市場一直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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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 20% 成長率。

有機農業理

有機農業定義於「在土壤生態系統內，設計優良生產力和多樣化社群適應

性，包括土壤生物、植物、家畜和人類的整體系統。有機生產主要目標是發展人

類、植物、和動物永續和 共存的產業。」

成功的有機農耕須要有良好的計畫，配合持續的細心照料經營。有機農場提

供生產者新鮮空氣、陽光、知識、合理收入、精神治療，在最佳成熟階段採收富

含維他命和礦物質的新鮮食物，且在健全生態多樣性下， 受自然健康的生活和

生命價值。

有機農業與慣行農法主要差異在於肥培管理、病蟲害及雜草控制、和對生態

多樣性之關 。有機農民使用天然、有機的材料和方法，避免使用會損害人 健

康、生態和環境的方法，或人工合成的化學製品。關 勢農民，建構公平正義

的和 社會。

有機農業原

這四個原則是 定有機農業成長與發展的根基。表達有機農業能帶給世界的

貢獻，以及改善全球農業的願景。人 每天都需要 取營養，所以農業是人 最

基本的活動。 史、文化及社會價值都與農業環環相 。這些原則廣義地被運用

在農業，包含人 為生產、製備、分配食物及其他物品過程，以及對待土壤、水

源、植物及動物的方式。我 關心人類與大自然的相處模式， 此息息相關，且

形塑留給下一代的遺產。

有機農業的原則主要在激發有機運動的多樣性。領導國際有機農業運動聯盟

（IFOAM）定位、計畫和規範的發展，並且呈現全世界共同的願景。

有機農業四大基本原則：

健康原則

生態原則

公平原則

關 （謹慎）原則

每項原則經由解釋及 明清 表達。這些原則被視為整體，組成 理道義，

鼓 人 參與有機運動。

一、健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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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應當維持與提升土壤、植物、動物、人類及地球的健康， 此密不

可分。

這項原則指出，個人與全體的健康不能抽離生態系統的健全，健康的土壤培

育出健康的作物，促進人類與動物的健康。

健康是生物系統的整體。不僅遠離 病，還包括生理、心理、社會及生態保

持安康。免疫、復原、與再生，都是健康的重要特質。

有機農業的角色，不管在種植、加工、批發、或銷售層面，都應維持與提升

生態系統及有機體的健康，從最基本的土壤到人類。尤其，有機農業致力於生產

高品質及營養的食物，達到預防保健及安康。有鑑於此，有機農業必須嚴禁使用

危害健康的化學肥料、農藥、抗生素及食品添加物。

二、生 原

有機農業應以生物生態系統及循環為基礎，與生態合作、競爭並且幫助維持

生態多樣性。

生物生態系統包含生態原則，是有機農業的根基。此原則說明生產以生態加

工及回收為基準，透過特定生產環境的生態，達到滋養及安康。對作物而言，是

土壤生態活性；對動物而言，是畜牧生態系統；對魚類及海洋有機物而言，是水

生生態環境。

有機農田、牧場及野生採集系統應符合自然生態平衡與循環。這些循環全

球一致，操作方式則因地制宜。有機管理須適合當地環境、生態、文化及規模。

藉由重覆使用、回收、有效管理物資跟能源，減少投入成本，維持及改善環境品

質，及資源有效運用。

有機農業應透過農耕系統的設計、棲地的營造、及基因與農業多樣性的維

持，達到生態平衡。生產、加工、貿易或銷售有機產品，應該保護周遭環境，包

括地景、氣候、棲地、空氣、水、及生物多樣性。

三、 原

有機農業建立在保證一般環境與生活機會皆公平的關係上。

公平在共有的世界 具有公正、 重、正義及管理的特徵，包含人類 此間

及與其他生物的關係。這項原則強調有機農業應確保所有階級及團體皆公平的方

式，管理農民、工人、加工業者、批發商、貿易商及顧客的人際關係。有機農業

應提供參與的每個人良好的生活品質、建構完整的食品供應、與降低 。有機

農業目的在生產充足的供應量，包含優良品質的食物及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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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原則強調應根據動物的生理、自然行為與福利、供給生活環境與機會。

生產和銷售所使用的天然和環境資源，應依社會化及生態化的方式來管理，並替

後代子 託管。公平需要開放且公正的生產、批發及貿易系統，管理現實環境及

社會的成本。

四、 （ ）原

有機農業應以謹慎且合理的方式管理，保護現在與後代子 環境的健康與福

利。

有機農業是具生命及活力的系統，反應內部及外部的需求和情況。從事有機

農業的業者可提升效率及增加生產力，但不應 危及健康及福利的風 。因此，

新的科技需要經過評估， 有的方法也需復查。且對於生態系統及農業的不完全

理解，須更加關注。

這項原則說明，在有機農業的管理、發展及技術選擇層面，預防措施及

任是主要關鍵。為確保有機農業可激起健康、安全及生態化的 響，科學是必要

的。但是，只有科學知識是不夠的。實際的經驗、積累的智 及傳統、本土的知

識，都可以提供解決方法，且經得起時間考驗。有機農業採用適當的技術，同時

不可預測的技術，以預防重大的風 ，例如基因遺傳工程。透過透明公開的

過程，決策必須反映出可能受影響者的價值及需求。

臺灣有機產業發 況

一、臺灣有機農業發

雖然臺灣有機農業始於 1986 年，但事實上，King 在其四千年的農夫（40 
Centuries farmer）一書，指出東亞的農人，我 的老 宗數千年來一直施行有機

農業，才得以保持土地生產力數千年於不 。可 近代的化學（慣行）農業，已

經徹底改變農業經營型態，造成地力衰退，環境破壞，形成近年來農村殘破的生

態與生活環境。有鑑於此，學術界開始研究替代（有機）農業在台灣的可行性。

臺灣於 1986 年開始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請學者專家進行有機農業可行性

評估 ，1988 年分別於高雄區及台南區農業改良場（ 山及 草分場）設置有機

農業試驗長期觀察區，此後各地區農業改良場所陸續投入有機農業研究。1995 年
開始推廣有機農業生產，由各區農業改良場選定農戶辦理有機栽培試作， 辦示

範、觀 與產品展售會，並於 1997 年 定「有機農產品標章使用試辦要點」，

作為各農業改良場、茶葉改良場辦理有機驗證及標章核發等工作之依據，為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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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有機農業相關規範的開端。1997 年起中興大學農業試驗場開始大規模每年

10 公頃有機水稻栽培，也積極辦理有機農民和驗證人員之講習 。這是我國第

一所國立大學參與有機農業實際生產與推廣。農委會隨後於 1999 年 2006 間進行

多次有機農業相關法規之制定及修定，並委由民間有機驗證機構辦理驗證工作。

2007 年臺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成立，整合有機產業合作平台。

於過去農委會所制定之有機農業規範僅屬於行政辦法，無法有效管理有機

產品的品質。2007 年經立法院通過， 1 月 29 日總統公布之「農產品生產及驗證

管理法」，將有機農業法規架構於該法之下。2009 年農委會提出的農業政策「新

農業運動」包括「發展有機農業， 推動健康 食」項目，農委會也研擬「有機農

業中長程發展計畫」，包括設定有機農業擴增至 5,000 公頃的目標、健全有機法

規、結合生產及生態環境保護措施、加強生產輔導、實施全民推廣教育、提升國

內驗證水平。尤以農委會最近將「精緻農業」 為主要施政方向，其中又以「有

機農業」為主軸。並制定有機農業相關規範以及政策，有機農業已被視為臺灣農

業未來發展重點。

為關心全國人民之健康，保護臺灣自然生態，照顧 勢農民，關 本土農業

永續發展，2009 年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集 定每年 11 月 11 日為「全國有機農

業日」，決議由臺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協調各界執行。臺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並

發表「臺灣有機農業宣言」如下：

臺灣是先人尋求安身立命，為後代子 永續生存而建立的人間 土，曾

經生態美好多樣化。近數十年來，由於工業污染及化學農業的殘害，水土資源及

生態環境受到毀滅性的破壞。人類的食物受到污染，食品安全和人民健康受到威

脅。

有機農業強調「健康生態公平關 」，關心民眾健康，保護自然生態，關

本土農業，照顧 勢農民。每年11月11日 為「全國有機農業日」。 起民眾

覺 ，購買有機產品，過簡 生活，愛護生態環境，共同建設臺灣成為有機國

家。

1996 年我國有機農業栽培面積只有 160 公頃，經過約 13 年的發展，2009
年臺灣有 2,960 公頃的有機農場（水稻 1,085 公頃、蔬菜 913 公頃、水果 289 公
頃、茶葉 169 公頃、和其它如藥草等 504 公頃），包括有 1,002 個農場生產有機

作物，18 個有機食品加工廠。透過 11 個驗證機構之驗證，包括 1 個有機動物和 
10 個有機作物及加工驗證機構。由於某些團體，例如主 聯盟每年營業額超過 6 

元，其中有許多為自行驗證之有機農產品，並未列入國家統計資料，所以實際

我國有機農業栽培面積應較此 方數字高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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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年有機農產品栽培 表

（資料來源：農糧署）

年度 水稻 蔬菜 果樹 茶樹 其他作物 合計

85 62 26 67 5 - 160

90 493 171 159 56 19 898

91 609 174 188 55 22 1048

92 600 228 159 63 43 1092

93 744 232 153 76 41 1246

94 697 343 152 72 71 1335

95 704 378 207 71 348 1708

96 843 438 258 125 349 2013

97 949 518 296 140 453 2356

98 1085 913 289 169 504 2960

圖圖一、 年有年有機農機農 產產品驗品驗證證 情情形（形（資料資料 農：農 署署））

有機農業產業發展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dustry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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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有機農產品 驗證制度

依據我國「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規定，有機農產品屬於強制驗證管

理（2009 年 1 月 31 日正式實施）。「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理辦

法」規範國產有機農產品、有機農產加工品申請條件與程序、審查程序、驗證基

準、標示方式、標章使用等驗證管理機制。我國有機農產品標章採雙標章制，除

國家CAS有機標章（圖二）外，還有驗證機構之有機標章。「進口有機農產品及

有機農產加工品管理辦法」規範進口有機農產品、農產加工品之申請條件、審查

程序、標示方式及相關管理之辦法。

目前我國已建立完整有機農產品認驗證制度，認證機構為農委會委託之臺灣

認證基金會。 今通過認證者總共有 11 個驗證機構，包括 1 個有機動物和 10 個
有機作物及加工驗證機構。

圖二、 國有機農產品標 圖 （資料 ：農 署)

 

三、 國有機農業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推動我國有機農業之正常發展，擬 相關政策包括擴大

經營有機農業的經營規模，推動集團有機栽培，以克服小面積農田隔離之困難。

改進相關生產技術，包括有機資材研發與驗證、病蟲草害有機防治方法、有機

行銷與通路。強化驗證法 與規章，制定相關 則。協助擴大行銷，包括網路商

店。同時也 定有機農業的面積增加之進度。各種政策，主要目的在提供人民安

全和高品質的有機農產品，促進臺灣有機產業的整體健全發展。

（一）改進市場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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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委員會協助有機農產品市場行銷措施包括： 辦有機農場產品

展覽展售會，促進CAS台灣有機農產品標章的認知，促進有機農產品資訊

的流通，包括有機農場、商店和銷售通路的交換活動和消費者的教育。此

外，也建立有機農產品之取樣和檢測制度。必須經過驗證的農產品才能標

示「有機」。

（二）建置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

為提供有機農產品生產者與消費者相關有機農業理念、法規、生產技

術、品質監測、電子報等產銷資訊，農委會建置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作

為有機農產品生產者與消費者溝通平臺。網址為 :http://info.organic.org.tw/
supergood/front/bin/home.phtml

（三）有機農產品品質監測 
農業委員會 2009 年計畫抽驗市售國產及進口有機農糧產品、農糧加

工品 1,000 件。抽驗不合格之處理包括  
－產品下架，收回標章，暫停驗證資格。

－ 規使用化學資材者，課以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 。

－課以 之經營業者公布其名稱。

－ 規可能造成對消費者重大為害之虞者，公告大眾傳播媒體。 
（四）有機農產品標示檢查及取

2009 年 1 月 31 日以後製造之有機國產品未經驗證，進口有機產品未

經驗證（自未經公告國家進口之產品）及未經申請核發有機標示同意文

件者，均得處以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 。未依規定辦理標示

品名、原料名稱、農產品經營業者資料、原產地、驗證機構同意文件字號

者，均得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 。

四、 國有機農業發 目標與 導 施

（一）輔導有機農產品驗證

1. 分區 辦有機農糧產品及其加工品驗證說明會。

2. 辦農民專業 ，提升有機經營業者專業技能。

3. 培 有機志工，輔導有意願從事有機農業經營業者，申辦有機農產品驗

證。

4. 輔導有意願從事有機栽培農民申請驗證，並補助土壤、水質檢驗費及驗

證費用。

（二）強化有機農產品認驗證管理

有機農業產業發展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dustry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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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速有機驗證機構之認證，增加驗證機構家數，提高驗證能量。

2. 落實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查核管理，健全驗證體系。

3. 辦有機農產品稽核員 ，提升驗證品質。

4. 辦有機農產品驗證輔導員 ，協助農民通過驗證。

（三）輔導建立有機農業專區

1. 成立推動有機農業專區工作小組 推動。

2. 利用台糖公司及行政院退輔會土地，建立有機農業專區，面積 200-300 
公頃。

3. 成立有機農業專區農民產銷組織，提供產銷經營輔導。

4. 協助有機農業專區生產設施及設備。

5. 輔導縣市政府規劃休耕田活化利用，並建立有機集團栽培。

（四）進口有機農產品管理 
我國 2008 年消費之有機農產品為 50 ，其中 70% 賴進口。國內

農民自行生產者僅有 15 元，占 30%，顯示我國有機農業還有很大發展

空間。2009 年公告有機農產品管理同等性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奧地利、

麥、 蘭、荷蘭、德國、義大利、 蘭及 大利亞、 、 森 、

希 、 班 、愛爾蘭、比利時、美國、葡萄 、 士等二十個國家。這

二十個國家經驗證的有機農產品可以進口到我國，部分國家，包括 洲也

相對同意我國經驗證的有機農產品可以出口到該國。未來有機農產品國際

貿易可能更加活 ，國際驗證也會更蓬勃發展。我 應該鼓勵國內驗證公

司走向國際，特別是進口有機農產品之驗證。並持續辦理下列工作：

1. 辦進口農產品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說明會，促使業者瞭解相關規

定。

2. 辦理與我國有機管理同等性國家之審查及公告作業。

3. 辦理進口農產品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

（五）協助拓展有機農產品通路

1. 輔導經營業者依規定正確使用標章及標示，並透過媒體加強宣導。

2. 輔導成立有機專區理貨物流中心 ，掌握地區性有機農產品，設計產品包

裝及品牌。

3. 輔導有機農戶與有機通路業者，建立長期穩定供銷關係。

4. 輔導農戶直接與消費者互動，並結合觀光休 、有機農民市集等發展在

地行銷。

5. 結合宗教團體參與推動有機農業生產及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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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有機農產品標示檢查及品質監測

1. 定年度有機農糧產品、農糧加工品標示檢查及品質抽檢規劃。

2. 由各縣市政府與農糧署各區分署辦理田間及市售（國產、進口）有機農

糧產品、農糧加工品檢查。

3. 辦理有機農產品品質監測。

4. 經檢查或抽樣檢驗結果不符規定者，依「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

檢查及抽樣檢驗結果處置作業要點」處理。 

五、臺灣地方 作

臺灣有機農業之推動，地方政府也扮演重要角色，花蓮縣政府自 2004 年起

推動所謂「無毒農業」政策，至今已有 368 農戶，生產面積超過 600 公頃，累積

產值達 14 元。縣府每年花費 4,000 多萬元支持無毒農業。 但由於花蓮「無毒

農業」並不符合有機農業法規，未經有機驗證，不在農委會認可有機農業之列。

但整體而言，有助於 起消費者覺 ，重視食品安全。

台南縣政府 2008 年在台南新營太康農場設置 42 公頃有機農業專業園區，並

於 2009 年興建營運中心。雲林縣政府 2009 年也在雲林古 麻園設置 21 公頃有

機園區。高雄及屏東縣政府也陸續積極推動有機專業區。顯示有機農業已漸漸受

到地方政府重視及參與。

六、有機生 校園

臺灣每天超過 560 萬人在各級學校校園內生活與學習，所以在校園噴灑農

藥實在是 不智的行為。如何提供全國 生一個優質的生活環境，應屬 不容

緩。有機不只是農業，應該把它落實為一種生活方式。陳世雄教授於 2005 年開

始在中興大學實施有機校園，一年之後利用 落式陷阱調查生態多樣性，於 11天
之內，在 34 安全島捕 到 66,285 節 動物，分類為 633 個型態種。有機校

園理念之施行，不但可以有效增進生態多樣性，也提供 生健康安全的生活空間

與學習環境。2007 年陳教授在教育部自然生態學習網帶領國內五所學校， 2008
年與六所 學校進行有機校園示範推廣計畫。同時 辦多場「有機生態校園研

習會」及夏 營，希望全國 560 萬 生能將這些理念帶回家，傳播到全臺灣每個

家 和整個社會。

七、臺灣有機產業

1. 預計至 2012 年擴大有機栽培面積達 5,000 公頃目標（表二）。

有機農業產業發展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dustry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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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立農民 任生產觀念與知能，提供國產衛生安全農產品，維護消費者

權益。

3. 發展對環境友善之耕作方式，促進農業廢棄物循環再利用，降低對環境

之衝 ，有利農業之永續經營。

4. 發展有機農產品多元化銷售管道，增加農友收益。

5. 建立有機農產品認驗證制度，增強消費者對有機農產品信心。

6. 有機產業多樣化，除有機動物養殖開始起步，臺灣已經有小規模有機棉

花栽培，也有 200 公頃 目魚 GAP 養殖。

表二、臺灣有機農業發 目標

   年度

 項目
2009 2010 2011 2012

有機農業面積

（累計公頃）
2,800 3,300 3,800 5,000

 （資料來源：農糧署）

有機農業發 況

全球有機農業近年來快速成長，有機農地面積由 2001 年的 1,500 萬公頃，

成長至 2008 年的 3,220 萬公頃。目前有120 多個國家推廣實施有機農業。有機農

地面積前三大國依序為： 洲 1,200 萬公頃， 根廷 280 萬公頃，  180 萬公

頃 （表三）。中國雖然號稱有 350 萬公頃，理論上應為全球第二大有機農業國，

但顯然並未被 IFOAM 採信。有機農地面 佔總農地面積比率最高國家，首推

爾 斯地區國家， 地利（13.4%）， 士（11%）。歐洲各國平均為 3.4%，遙

遙領先其他地區。

全球最大比例有機農業在大洋洲（37.6%），其次為歐洲（24.1%）， 美

洲（19.9%）更次之，亞洲為 13%，北美洲占 4%，非洲占 3%。 洲和 根廷有

機農地面積雖然廣大，但粗放畜牧地及野生採集占相當大比例，單位面積農產品

產量遠低於歐洲國家。有機作物農地面積，歐洲占全球 62%，北美佔 17%，亞洲

占 13%， 美洲占 3%，非洲占 2%。

2004年全球有機農產品銷售總值 270 美元，2007 年全球有機農業市場已

達到 460 美元。年成長率為 5~10%，其中以北美地區的 15~20% 年長率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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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有機市場過去一向集中於中產階級人口分部較多的北美地區及歐洲地區國

家，北美地區占全球銷售總值的 46.8%，歐洲占全球的 49.3%，其餘地區的總和

僅占 3.8%。北美國家及歐洲國家有機農產品以進口為主，亞洲則以出口為主，

目前全球有機農業生產及市場銷售，持續呈穩健成長。也是全球成長最快速的農

業部門。

表三、 主要有機業國 有機農地 及 （2005 ~ 2007年）

國 家

2005年 2006年 2007年

有機農地面積

（萬公頃）

有機農地面積

（萬公頃）

有機農地面積

（萬公頃）

占國內耕地

比率（％）

占全球有機農

地比率（％）

洲 1,176.677 1,234.531 1,202.314 2.70 37.315 

根廷 268.227 235.838 277.796 2.15 8.622 

84.200 88.000 176.579 0.67 5.480 

美 國 164.080 164.080 164.080 0.51 5.092 

中 國 230.000 230.000 155.300 0.28 4.820 

義大利 106.710 114.816 115.025 9.05 3.570 

印 度 18.594 43.226 103.031 0.57 3.198 

班 80.757 92.639 98.832 3.93 3.067 

烏 75.900 93.097 93.097 6.23 2.889 

德 國 80.741 82.554 86.534 5.11 2.686 

英 國 61.985 60.457 66.020 3.78 2.049 

法 國 56.084 55.282 55.713 1.88 1.729 

加 大 57.887 60.440 55.627 0.82 1.726 

30.769 30.769 39.346 2.86 1.221 

奧地利 36.097 36.182 37.203 13.36 1.155 

臺 灣 0.1335 0.1708 0.2013 0.21 0.005

合 計 2,528.708 2,621.911 2,726.497 － 84.619
資料來源： 士、德國、奧地利有機農業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f Organic Agriculture, FiBL）

與國際有機農業運動聯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 
IFOAM）， 2009年。

有機農業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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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機農業發 況

歐洲最早於 1920 至 1940 年間即出現有機農業運動。1950 年代，歐體農業

政策重點在提高作物產量，供應戰後糧食短缺。1960～1970 年間，歐洲社會開始

普 重視環境保育議題。有機農業 重自然資源及生態環境保育，各有機農業協

會 成立。1980 年代，歐洲的有機農業開始明顯成長，大多數政府均認同有機

農業重要性，進而積極支持相關研究及制 有關法規，部分國家也開始提供有機

農業補貼。

歐盟執委會於1991年制定適用全歐盟的有機農業法規 2092/91 號，並於 1992 
年全面實施。歐盟有機規則初次制定僅包括作物生產及加工食品標準，歐盟理事

會於 1999 年增 有機畜牧標準 1804/99 號，構成今日歐盟有機農業法規全 。

除有機法規制定與實行，歐盟 方也開始思考制定其他政策支持有機農業的可行

性，其中最重要的里程 為 1992 年制定適用於全歐盟會員國的 2078/92 號「歐

盟農村發展計畫」，明定各國必須提供有機農業補貼，為歐盟有機農業補貼政策

的開端。1999 年歐盟大幅修 共同農業政策（CAP），增  1257/99 號「農村發

展計畫」，取代 2078/92 號，成為 2000 年後歐盟會員國有機農業補貼的法源依

據。2004 年歐盟執委會制定「有機行動計畫」，涵蓋生產、市場、資訊、推廣等

各層面的整體有機農業政策，內容包括將有機農業相關政策與規範納入架構，增

修有機法規及共同農業政策中的有機農業措施，建立產品銷售資訊系統。歐盟於

2005 年開始著手制定新的 2007-2013 年共同農業政策，持續提供有機農業支持與

補貼政策。

歐盟所制定的有機法規及有機農業支持政策，促進有機農業在 1990 年代快

速成長。部分東歐國家 2004 年加入歐盟後，有機農業面積增加為 580 萬公頃，

共約 14 萬個有機農戶，分別占歐盟總農業面積之 3.4% 及總農戶數的 2%，其中

仍以 2004 年以前的 15 個原歐盟會員國的有機農業發展較為成熟。全歐洲地區

有機農業面積則為 650 萬公頃，共 16 萬個有機農戶。有機面積比例最高者為奧

地利的 14%，其次為 士的 11%， 蘭、義大利及 約佔 7%，但有些國家比

例偏低，如法國只有 1%。全部有機農業面積中有 42% 為一年生或二年生短期作

物，45% 為牧草地，只有 7% 為多年生作物（果樹）。

二、 美 有機農業發 況

美國於 2002 年全面實施國家有機法規（NOP）。近五年有機產品銷售額平

均達 20% 年成長率。2001 年全國有機農戶數為 6,949 戶，有機農業面積 80 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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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2003 年，全國有機農戶數增加至 8,035 戶，總有機農地面積增加至 89 萬公

頃，占總農業面積 0.4%。有機農業面積中，有 59 萬公頃為作物生產，53 萬公

頃為畜牧地。除土地面積，在有機加工業方面，已超過  3,000 家工廠通過有機

驗證。1990 年至 2005 年間，美國有機農業政策在於提供健全的市場機制，最重

要的政策為國家有機農業法規的制定與實行。1990 年國會通過有機農業法案（ 
OFPA），美國農部在 2002 年 10 月 21 日全面實行國家有機標準（NOP）。NOP
實施後，2002 年 4 月通過認證的有 38 個國內驗證機構和 4 個國外機構，至 2005 
年 3 月，已增加為 56 個國家和 41 個國外驗證機構。從 2000 年開始制定的有機

農業支持政策，包括研究、教育、協助市場發展、提供生產者驗證補貼。美國有

機政策發展初期 向由市場需求推動國家政策的制定，歐盟有機政策發展初期則

向於由國家支持政策推動有機生產及市場發展。

加 大於 1999 年制定自願性的國家有機標準，由於該標準並無強制力。經

過有機各界多年的推動，加 大 方在 2007 年公佈具有強制力的國家有機農業

法規。

三、 地區有機農業發 況

亞洲地區有機農業推動較重要的國家有日本、 國、印度、中國、印 和臺

灣。長期以來，亞洲的有機農業面積並無明顯大幅成長，直到  2004 年間，中國

的有機農業面積迅速成長，使得亞洲有機農業面積成長為  410 萬公頃，占世界總

有機農業面積的 13%。日本、 國、中國、印度和臺灣都有國家認證合格之驗證

機構，但許多出口的有機產品仍以外國驗證機構的驗證為主。目前制定國家有機

法規或相關規範的亞洲國家包括日本、 國、臺灣、印度、泰國、以色列。

日本一直是亞洲地區最重要的有機消費市場，日本農林水產省（相當於我

國農委會）於 1999 年修 「日本農林產品標準及適當標示法」（Law concerning 
Standardization and Proper Labeling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Production, Law No. 
175 of 1950;  JAS），將有機農業相關規範納入 JAS 法規後，使得日本已實行健

全的有機法規。但由於缺乏國家政策支持有機農業發展，有機農地面積無法明

顯成長， 大的有機市場 賴進口供應。2006 年日本國會通過「有機農業促進

法」，加速推動國內有機農業的全面發展。

中國從 2004 年以後，有機農業面積有明顯成長。根據中國 2005 年調查報告

指出，中國有機產品市場成長率為 30%，市場主要集中在東部都會區，主要作物

包括稻米、蔬菜及水果。中國有機農業快速成長的原因包括政府推動、在地驗證

機構的設立、民眾對食品安全以及對有機農業認知的提升。不僅國內有機農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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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快速，其出口量也逐年增加。中國並參考歐盟、美國及日本有機規範。制定國

家有機法規，於 2005 年開始實施。

國目前有機農業面積共有 38,282 公頃（5,447家農場），佔總農業面積

2%，領先亞洲各國。 國政府為推動有機農業，維護民眾食品安全，展現 盛

企圖心，計畫由 2004 年到 2013 年降低農藥及化學肥料使用量 40%（以 2004  年
為基準）。也就是十年內， 國必須降低農藥使用量，由每年每公頃農藥使用量 
12.7 公斤降低到 7.4 公斤。化學肥料施用量由每年每公頃 375 公斤，降低到 235 
公斤。並且宣佈濟 特別自治省為「環境友善農業模範省」。 國為照顧農民，

有機驗證費用很低，每年只要 30~50美元，加上水質與土壤檢驗費用 100 美元

（政府補助）。臺灣目前有機驗證費用每戶超過 1,000 美元，可能是全世界最貴

的小農國家。我國的高驗證費用，可能會導致農民 步，有機農業停滯不前。

四、 洋 有機農業發 況

洲和 蘭及其他大洋洲小國家，共超過 1,210 萬公頃有機農地及 2,662 
家農場。 洲的有機農場多屬粗放的畜牧地或野生採集地，單位面積產量通常小

於 麥等有機畜牧大國。重要的有機產品類型包括蔬菜、水果、乳產品、稻米、

、草本作物、酒品、蔬菜種子和 肉。 洲有機農產品生產以出口為導向，

因此其境內有機農地面積的成長主要受到北美及歐洲等其他國家大量需求的影

響，其中歐洲國家為最重要的輸入國，尤以德國、荷蘭、英國、 士、 蘭、英

國、義大利、法國為主，出口值占總出口值達 70% 以上， 蘭的情況與 洲

相 ，但兩國都未提供有機農業專屬的補貼。 洲於 1992 年首度制定「有機暨

生物動態農業國家有機標準」，並經歐盟執委會審核通過列名於歐盟第三國家清

單。此等國家有機標準只用於規範出口產品，對國內有機產品則不具強制力。

五、 美 有機農業發 況

許多 美洲國家的有機農業面積已達 10 萬公頃以上，目前該地區共有 
640 萬公頃有機農地面積，另外還有 600 萬公頃為「有機野生作物採集」區。幾

乎所有 美洲國家都實行有機農業，但不同國家的發展差異很大。有機農地面

積占國家總農地面積比率最高者為烏 ，其次為 斯大黎加及 根廷，但 根

廷有機面積中一大部分屬於粗放草原。

美洲的有機運動主要由民間團體推廣，政府雖尚未對有機農業提供直

接補貼，但已開始提供其他支持政策。 斯大黎加與部分國家提供研究及教育經

費， 根廷及智利已設有 方的出口機構、教學機構； 政府對有機農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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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也開始提升，目前已有國際機構提供基金支持推廣及教育活動。綜觀之，目

前 美洲的有機農業仍以出口農產品為主，例如中美洲國家的 種子和香

蕉， 的糖和 根廷的肉品和穀物，都已經大量進入國際市場。

六、 有機農業發 況 

在非洲，經驗證合格的有機農地較少，多數有機農場皆尚未通過驗證。不過

各國的有機農業仍呈現成長趨勢，特別是南方國家。非洲有機農業成長的主要是

受到已開發國家對有機產品大量需求的刺激，另一個因素是為維持並回復已受到

衰退及侵蝕而衰 的耕地養分。目前約有 100 萬公頃的有機農地通過驗證，另有  
680 萬公頃為野生作物採集區。

非洲國家平均所得較低，有機食品市場相當小，有機產品主要用於出口，歐

盟為非洲有機產品的最大進口國。目前突 亞是非洲唯一由國家自行制定的國

家有機規範（與歐盟規則具同等效力）、驗證和審查系統的國家。 及和南非境

內也有設立驗證組織。

七、有機農業

2007 年有機農業全球排行  12 個領先的國家是

具有 1,180 萬公頃（在 2008 年為 1,210 萬公頃）有機農場的 大利亞。

具有 83,174 個有機農場的 。

具有 1,590 萬公頃驗證之野生有機土地的 馬 亞。

具有 135,000 公噸之野生有機農產品的中國。

具有 1,805 種有機研究出版記錄的 麥。

具有 69 個 IFOAM 會員的德國。

具有增加 1,998,705 公頃之有機農場的中國。

具有 27.9% 驗證有機農業土地的列支 斯登。

具有 8,488% 有機農場年增加率的馬利。

具有 3.01% 有機農業土地年增加率的 維亞。

具有 4 年內增加 10.9% 之有機農業的列支 斯登。

具有每人每年有機農產品花費 103 歐元的 士。

結   語
有機農業是維持土壤、生態系統和人類健康的生產系統。依據本土情況的生

態程序、生物多樣性和資源循環利用，而非投入對環境有不良影響之資材。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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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結合傳統、科學和創新來改善環境，促進公正與和 的關係，以及良好的生

活品質。食物營養對維持健康和預防 病極其重要。有機食品具有較高的營養品

質和含量，且不含農業化學品的殘留，當然在促進人類健康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支持有機農業等於支持地球健康和生態保育。消費者如果希望增加礦物質、

維他命和二次代謝產物的 取，並減少殺蟲劑、藥物殘留、GMOs 和人造添加劑

的 取，就應該支持有機農業運動，並選擇有機食品。農民如果希望保護自己和

工人的健康，並改進農產品的品質，就應該種植有機作物。政府如果希望改進人

民的健康，減少醫療費用，維持自然資源永續利用，就應該鼓勵有機農業，並鼓

勵國民購買有機產品。開發有機農業技術，促進人類健康和社會安全。有機農業

須由民間、學術單位及政府共同推動，擴大生產面積、強化驗證制度、生產技

術、行銷通路體系，落實有機農產品驗證管理，以開拓有機農產品市場。期望結

合各界的力量，積極發展有機農業，進而開創生產者、消費者及管理者三 之局

面。

從農業永續經營的角度來 ，有機農業是最好的耕作方式。但是台灣的有

機農業生產成本高、經營規模小、整體環境不利有機生產。農產品品質雖優良，

但價格不具國際競爭力。為確保農業的永續發展，達成維護糧食安全、鄉村永續

發展、 鄉人口均衡分布、鄉村景觀維護、環境保護、生物多樣化目標，我國應

該透過立法採行各項農業政策措施，以境內支持與就地補貼等措施，保護農業部

門，降低貿易自由化的衝 。更應該 法歐盟各國做法，以有機農業及生態維護

為補貼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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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dustry
 in Taiwan

Shih-Hsiung Chen1

ABSTRACT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ly in 

recent years. Under dramatic climate change, decreasing cultivable land, shortage 
of water, the world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higher and higher. Therefore, the food 
crisis and inflation have been soaring. Today, droughts and floods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While Russia and China were suffered by droughts, Brazil and Australia were 
damaged by floods seriously. Thus, the climate has affected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O warned that the supply of food will decrease significantly in 2011. 
Organic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sustainable land production and health 
of people. Recent years, there are more than 130 countries especially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eager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Taiwan has promoted organic 
agriculture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lthough the organic certified acres have increased 
a lot, the organic certified acres are only 0.3% of total cultivation acres and much less 
than market demand. The evaluation of feasibility of organic farming in Taiwan was 
conducted in 1986. Since then, Taiwan has been conducting organic farming for more 
than 25 years. After the organic law issued in 2008, the total certified organic cropping 
area in Taiwan is 5,015 ha, which include rice, vegetable, fruit, tea, and others, in 2011. 
It shows that Taiwan organic farming industry becomes mature and organic cropping 
area and yield are growing gradually. For developing Taiwan organic agriculture, it 
requires more experiences exchange with worldwide countries. Thus, it could help 
Taiwan raise the research level and global perspective. In addition, it will facilitate 
region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as well as strengthen regional cooperation.

1 MingDao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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