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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產

與發

張明郎1

摘　要

近年國人重視健康養生觀念，有機農業法規制度逐步完整，促使生產者積極

投入有機農業生產，消費者亦對有機農產品產生信任感，另消費團體、大企業

投入有機農業產銷，營造國內有機農業發展好 機。96 年 「農產品生產

及驗證管理法」及子法，加強有機農產品認驗證管理及行銷通路拓展，推動有機

農業專區，擴展群聚效益。 今年 （101）4 月底，農委會已認證之有機農產品

驗證機構 13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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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1 
公頃，較 96 年 2,013 公頃增加 1.6 倍，驗證合格農戶 2,428 戶；有機農糧加工品

業者計有 218 家。未來將加強研發有機栽培及加工新技術，提高經營收益。落實

有機農產品認驗證制度及推廣 CAS 有機農產品標章，建立消費者信心及權益。

開拓多元行銷通路，擴大消費層面。推廣有機集團及專區栽培，擴大產銷規模。  
有機農業是健康農業發展主軸，須由民間、學術單位及政府等共同推動，發展技

術、強化管理、開拓市場、培植發展潛力。期望結合各界的力量，共同促進有機

農業發展，開創生產者、消費者及管理者三 之局面，進而達成有機農業島之理

想境界。

前　言

近年國人重視健康養生觀念，有機農業法規制度逐步完整，促使生產者積極

投入有機農業生產，消費者亦對有機農產品產生信任感，另消費團體、大企業

投入有機農業產銷，營造國內有機農業發展好 機。

行政院核定之「精緻農業健康 方案」將健康農業列為重要推動策略，

農委會除採取建立有機農業專區擴展群聚效益、加強有機農產品推廣與認驗證管

理外，並就拓展有機農產品行銷通路等措施積極推動，促使國內有機農業快速

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通訊作者，E-mail: u01048@mail.a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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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至 101 年 4 月底有機驗證合格農戶 2,428 戶，有機農糧加工品業者計有 
218 家，驗證面積達 5,221 公頃，與 96 年底 2,013 公頃相較，增加 1.6 倍，提前

達成 5,000 公頃之政策目標。

發 目標

依據行政院 98 年 5 月 7 日第 3143 次會議通過 緻農業健康 方案，至 
101 年底有機農產品生產面積達 5,000 公頃，產值達 30 元，經各方 力，提前

於 100 年 12 底達成目標，預定於本（101）年有機農業面積可達 5,500 公頃。

100年推 成果

本會為發展有機農業，除積極輔導農友轉營有機生產外，並協調台糖公司土

地、退輔會農場建立有機農業專區，同時強化驗證機構驗證能量、落實驗證稽核

及產品品質檢驗及標示管理。為確保有機農產品順利行銷，成立有機理貨中心，

發展有機農夫市集、電子商務、於 場設置有機農產品專櫃（區）等，協助拓展

行銷通路。另結合宗教團體及志工人士力量，投入有機農業生產與推廣活動，增

強消費者認知，相關推動成果說明如下：

一、 導農民 有機農產品生產

（一）有機農業經營業者須遵循有機農業驗證基準等規範，從事有機農業生產，

經營者剛進行有機栽培初期常因驗證、病蟲草害防治、肥培管理及產量下

降等問題發生，造成經營困難。

（二）為解決農民經營問題，100 年度分區 辦有機栽培技術及驗證說明會 7 場
次，並由各區農業改良場組成有機農業技術服務團，建立技術 詢窗口，

指導農戶有機栽培技術及驗證等問題。對於通過有機驗證農友，協助土、

水、產品檢驗費及驗證費用及提供有機農糧產品經營業者低利 ，以協

助其資金 通。

（三）  101 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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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1 公頃，驗證合格農戶 2,428 戶，包括水稻、蔬菜、果樹、茶樹及其他

作物（表一）。

二、建立有機農業專區

（一）98-100 年已設置 10 處，面積 587 公頃，包括雲林縣 六市 51 公頃、嘉義

縣六 鄉 45 公頃、台南市 營區 45 公頃、高雄市 頭區 2 處 89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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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林區 149 公頃、屏東縣長治鄉 2 處 39 公頃、花蓮縣玉里  136 
公頃、台東縣 鄉 33 公頃。

（二）有機農業專區設置及營運方式

1. 由地方政府向台糖 租土地，取得長期租 合約（10年），進行專區整

體規劃，後由水土保持局進行農水路、生態 、公共設施等農村基礎生

產條件改善，再由地方政府劃定區塊 農友進 經營。

2. 由地方政府輔導專區耕作農友組成產銷合作社，由本署協助集貨場、理

貨中心、冷藏庫及運銷設施。

表一、 年有機農產品栽培 表
  (單位：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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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704 378 207 71 348 1,708

96 843 438 258 125 349 2,013

97 949 518 296 140 453 2,356

98  1,085  913 289  169  504  2,960

99 1,317 1,435 462 219 601 4,034

100 1,653 1,692 613 263 794 5,015

101(4月) 1,658 1,764 628 320 851 5,221

（三）專區基礎公共工程改善

台糖土地均為蔗作旱地，地勢落差大，為使專區適合作物有機栽培，經地

方政府向台糖 租土地後，由本會水土保持局協助農水路、滯 等基礎

工程興建或改善。98 至 100 年計辦理 12 案。

三、作物有機栽培技術研發與推廣

（一）為發展適合國內應用之有機農業栽培技術，農委會成立「有機農業研究團

」就市場研究開發、產業技術研發及產業輔導推廣層面進行研究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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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建立水稻、甘 、葉菜類、 豆、番茄、鳳梨、香蕉、胡瓜及落花

生等栽培模式，推廣農友採行。

（二） 定「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品牌推薦作業規範」，以 選有機農業適用之

商品化資材，利用網路公告推薦之廠牌商品名稱，提供有機農產品經營業

者參考選用。

四、落實有機驗證機 驗證管理

依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第 5 條第規定，農產品、農產加工品在國

內生產、加工、分裝及流通等過程，符合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有機規範，並經驗

證者，始得以有機名義販 。  100 年 12 月底農委會已認證之有機農產品驗證

機構 12 家，其中 11 家有機農糧產品，1 家有機畜產品，有效提高驗證能量。另

為確保有機驗證公信力，督導全國認證基金會（TAF）進行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

查核，並 辦有機農產品稽核員在  2 場次及有機農產品加工驗證稽核員教

育 3場次，提升驗證品質。

五、進 有機農產品管理

在進口有機農產品、農產加工品之管理方面，本會已公告英國等22國為有機

管理同等性之國家。業者自公告國家進口之有機農產品，應向農委會申請核發有

機標示同意文件後，始得以有機名義販 ，並依規定標示及使用輸出國之驗證標

章，100 年 1 月至 12 月已核發進口農糧產品及農糧加工品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

作業 1,291 案，進口量 7,536 公噸，完 價格 445,024 千元，進口量與完 價格

均較去 （99）年增加 16.5% 及 2.3%，顯示國人對有機農產品需求 切。

六、 多 化有機農產品 與 者推廣

（一）拓展有機農產品通路方面

1. 輔導於台北市、桃園縣、苗栗縣、台中市、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 
（二處）、屏東縣、台東縣等處成立有機農夫市集，發展在地生產、在

地消費。

2. 於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建置有機農場電子商店網  100 家，拓展有機農

產品宅配，並配合有機電子報行銷有機農產品。

3. 輔導83處 場設置有機專櫃 (區)，將通過驗證之有機農產品與非有機農

產品明確區隔，讓消費者易於識別與方便採購，同時提升 場形象，建

立消費者信心，除可促進 場業 成長外，並擴大有機農產品銷售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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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費者推廣教育方面

1. 鼓勵有機農戶申請使用 CAS 台灣有機農產品標章，並於廣播、報紙及

電視等媒體宣導有機農產品標章及標示，以教育消費者如何選購有機農

產品。

2. 結合志工及宗教團體，參與台北國際素食暨有機產品博覽會、台中素食

養生展、臺灣國際綠色產業展等大型活動，積極推廣國產有機農產品。

3. 辦有機農業推動種子志工研習營 4 次，強化民眾對有機農業知識及

態度，並讓有機生活觀念普及化，將有機消費理念推展至全體國民。

七、落實有機農產品品質 管理

（一）依據「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認證作業要點」第 8 點規定，以書面查核、總

部查核或見證查核方式辦理 蹤查驗，以瞭解驗證機構辦理驗證情形。

（二） 定年度有機農糧產品抽檢計畫，加強田間及市售產品抽驗，落實有機農

產品品質監測管理。檢查結果：

1. 標示檢查 3,254 件，合格者 3,185 件，占 97.8％。

2. 品質抽驗 1,898 件，合格者 1,886 件，占 99.4％。

3. 經檢查或抽樣檢驗結果不符規定者，除立即下架回收外，並由該 規農

產品經營業者所屬直 市或縣 （市） 政府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

法」處 。

101年重要 導 施

一、 導農 有機農業  5,500 

（一）開辦農民專業 ，作物有機栽培技術班，以提升專業技能。

（二）協助土、水、產品檢驗費及驗證費用，減輕農友 擔。

（三）提供有機農產品經營業者低率 並輔導申 。

（四）有機農戶需求之現代化生產設施，包括溫網室、小型農機等，優先補助。

（五）有機農戶優先補助有機質肥料，每公頃 6,000 元。

二、加 有機農產品 驗證管理

（一）依照「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規定，辦理驗證機構查核管理，健全驗

證體系。

（二）辦理驗證機構稽核員在 ，提升驗證品質。

有機農產 與發展
Present organic agriculture accreditation and certification

 achievement and policy development in Taiwan



國際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研討會專刊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dustry

68

（三）檢討及增修 有機農業法規。

（四）加強有機農產品品質及標示管理

1. 定標示檢查及品質監測標準作業程 (SOP)，俾使各縣市政府辦理。

2.辦理有機農糧產品及其加工品品質檢驗 1,800 件。

3.辦理市售產品標示檢查 3,000 件。

4.規劃辦理相關稽查與行政處分實務講習。

三、 助 有機農產品

（一）建立都會區行銷體系

國內有機農業生產面積，分布於東部  （宜、花、東）占  41%，南部 
（雲、嘉、南、高屏） 占 35%，北部 （北、桃、竹、苗）占 13％，中部 
（中、彰、投、離島） 占 11%。本年度將規劃於北、中、南、東地區，輔

導農民團體設置建立都會區行銷體系理貨中心，整合各小型有機農場，擴

大供貨種類與品項，取得穩定貨源，供應當地學校、企業團 ，並於 月

子中心、養老中心及醫院醫療體系福利社設置販 點，銷售有機農產品，

佈點開拓通路。

（二）地產地銷

1. 持續於各縣市設立有機農夫市集，101 年目標 20 處。

2. 建置有機農產品電子商 ，鼓勵農友參與有機電子商店行銷，增加行銷

通路。

3. 輔導大型有機專區與當地大型醫院、學校、企業團 、科技園區，建立

長期穩定 約產銷合作關係，在地生產在地行銷。

結　語

有機農業是重視生產、生活及生態特性之產業，亦是一種對環境友善的耕種

方式，除可生產安全、優質的農產品供應市場外，另可降低因農業生產對環境污

染之衝 ，促進生態多樣化，確保農業之永續經營，對國家水土資源之保育，生

物多樣性之永續，食品安全及國民健康之維護都有重大效益。未來，農委會將強

化作物有機栽培整合技術與經營管理，協調台糖公司、退輔會土地及推動小地主

大 農，活化休耕田等措施，建立有機農業專區，擴展群聚效益、落實有機農產

品認驗證管理及拓展有機農產品行銷通路，並結合生態、景觀、生活、產業發展

與社區文化，開創農村新風 ，建設臺灣成為有機農業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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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於 場設 有機農產品專  (區) 方 者選

圖一、CAS 灣有機農產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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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有機農業 及人員表

圖三、 有機農業 導 促進民 有機農產品 方式標 及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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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Organic Agriculture Accreditation and Certifi cation 
Achievement and Policy Development in Taiwan

Ming-Lang Chang1

ABSTRACT
People pay much attention on good health in Taiwan recently. Due to the 

gradual comple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Act, which encourages producers invest 
actively in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nsumers increase their confidence in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Furthermore, numerous consumer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have invested in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duction. It shall be a great 
mo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organic agriculture. Since the promulgation 
Enforcement Rul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duction and Certification Management 
Act and its subsidiary regulations in 2007, organic agriculture products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management has been enhanced, sales marketing has been developed, 
proper areas for organic agriculture has been promoted, effectiveness of cluster 
has also been extended. So far until the end of April 2012,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has accredited 13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certification bodies. 
The certified organic crops area is 5,221 hectares, which is 1.6 times more than 
we had 2,013 hectares in year 2007, certified organic farmers are 2,428 and the 
certified operators of organic crop processed products are 218 in numbers by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certification bod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organic 
cultivation and new processing technique will be strengthened; the operation benefit 
will be raised,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certification system will be implemented, 
CAS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 will be promoted, consumer's confidence and 
rights will be established, varieties of sales marketing will be exploited, consumption 
styles will be enlarged, cultivation in organic group and certain areas will be promoted 
and the scope of production-marketing will be enlarged in the future. Organic 
agriculture is the main stream for development of health agriculture. It requires the 

1 Agriculture and Food Agency, CO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u01048@mail.a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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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academicand government official cooperation to develop technique, enhance 
management, explore market and develop potentials. In the case, Taiwan is expected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producers, consumers and administrators to develop an 
ideal organic agriculture is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