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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有機農業具有保育環境生態、促進農村發展、以及提供優質食品與食品安全

等多功能價值，已成為許多國家重要的農業發展方向。隨著我國國民生活品質提

升，民眾逐漸重視健康及環境議題，因此近來也開始對有機農產品產生興趣。然

而，我國政府相關單位從 1995 年開始推動有機農業以來，至 2005 年為止國內有

機農地面積仍只有 1700 公頃，僅占台灣總農地面積的 0.2%；政府機關及民間組織

多年來對有機農業的推動，似乎未達理想成效。究其原因，缺乏健全之有機法規

及相關政策，為我國有機農業發展受限之主要因素，因此本文擬探討歐盟、美國、

以及日本有機農業法規及政策的發展經驗及內容，作為我國制定有機農業相關法

規及政策之參考。 

第一章介紹有機農業之起源，以及全球有機農業發展概況，建立對有機農業

之基本認識。第二章說明目前國際上重要有機法規的發展歷程及內容，藉此了解

法規在有機農業發展上的重要性。第三章至第四章進行各國有機農業法規之比

較。第三章主要探討各國有機作物生產標準之內容，由各國立法例可知，我國應

積極研議制定有機種子規範與制度之可行性，並加強修訂有機資材之相關規範。

第四章探討各國認證、驗證、標示及進口規範，逐一說明各國規範內容，並比較

我國有機法規與各國差距，並對我國缺失之處提出修訂建議。第五章針對歐盟及

美國有機農業政策的發展歷程與內容作一全面性的探討，提供我國作為制定政策

的參考；第六章說明歐盟及美國在有機農業研究及教育方面的發展與趨勢。最後

於第七章提出結論，並對我國提出下列建議：(1)制定獨立且結構完整的有機農業

法規；(2)加強有機作物標準之規範內容；(3)建構完整且能與國際接軌之認驗證規

範、標示規範、以及進口規範；(4)設計具區別性之國家有機標章；(5)制定全國性

整合型有機農業政策；(6)提供國家型有機農業研究計畫及推動跨領域研究之整合。 

 

關鍵詞：有機農業、標準、認證、驗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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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countries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because it helps preserving 
environment, promoting rural economy, and providing high quality and safe food. The 
Taiwan government actions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since 1995, but by now the 
acreage is only 1700 hectares, which is about 0.2% of total agricultural land. The main 
cause can be lacking of sound organic regulation and supporting policies. This thesis 
aims to study the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in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 results of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organic legislation and policy in Taiwan.  
    To provide the basic knowledge, Chapter 1 reviews the origin and the global 
situ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Chapter 2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and the 
context of main international organic regulations, which will reveal the importance of 
organic regulation. The following two chapters compare organic regulations of some 
countries. Chapter 3 focuses on the organic crop production standards. It concludes that 
Taiwan should amend the regulation of organic seed and farm inputs. Chapter 4 focuses 
on the regulations of accreditation, certification, label and imports as well as points out 
the insufficiencies in Taiwan organic regulation and providing the suggestions to amend 
it. In Chapter 5 the organic policies of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described. It will assist Taiwan government to development the organic policy through 
learning the experiences of policies development in other countries. Chapter 6 show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future trends of organ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Chapter 7 summaries the important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nd proposes that Taiwan should: (1)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organic regulation instead of the act of certification; (2) strengthen the 
rules of organic crop standard; (3) develop regulations of accreditation, certification, 
label and import which are effective and recognized by other countries; (4) design a 
national organic label that can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and recognized; (5) development 
a national integrated organic policy; and (6) provide the national organic research 
program and proceeds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ed approach. 
 

Key words: organic agriculture, standard, accreditation, certification,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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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第一項  有機農業之起源 

 

    有機農業最重要的起源包括歐洲、美國以及日本三個地區，其中歐洲地區又

以德國、瑞士及英國為主要起源地。在歐洲地區1，德國人「魯道夫‧斯坦納(Rudolf 

Steiner, 1861-1925)在 1924 年於西里西亞創立「生物動態性農業(Bio-Dynamic 

Agriculture)」生產系統，視農場為一獨立系統，應盡量減少外來物質的投入，除

強調應尊重及善用農場各類生物外，也強調非生物物質的影響。 

    瑞士人漢斯‧米勒(Hans Müller, 1891-1988)與德國人漢斯‧比魯特‧斯克

(Hans-Peter Rusch, 1960-1977)在 1940 年代間共同推動有機農業運動。1949 年漢

斯‧米勒提出了「organisch-biologischer Landbau(即有機生物農業)」一詞。 

    亞伯特‧霍華德(Albert Howard, 1873-1947)為英國有機農業的先鋒，被視為第

一個以行動反對化學肥料的農業生物學家。亞伯特從印度傳統農作法中得到啟

發，因而開始推行「印度式耕作法」，並出版「一種農業的實證(An Agricultural 

Testment, 1940)」，對後來有機農業的發展有深遠影響。之後，夏娃‧鮑爾佛(Eve 

Balfour, 1899-1990)深受霍華德影響，積極推動英國有機農業的發展，並創立英國

第一個有機農業組織「土壤協會(Soil Association)」。夏娃、鮑爾佛於 1946 年所著

「生機盎然的土壤(The Living Soil)」一書包含歐洲早期有機農業運動的精神與觀

點，影響了大部分歐洲地區的有機農業發展。 

    日本是另一個發展具有有機農業概念農業系統的主要國家，最早於 1935 年由

岡田茂吉所倡導之自然農法(Natural Farming)，為一種類似有機農業的替代性農法

2。美國最早是由農民羅德夫(J. I. Rodale)於 1940 年首度於其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

                                                 
1 此處歐洲地區有機農業起源資訊皆參照賴曉楓(2003), pp.11-13. 
2 陳能敏 (1996)，見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先進國家有機農業「日本有機農業」。At 
http://organic.supergood.com.tw/supergood/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japan&PreVi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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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有機」一詞，隨後發行「有機農業與園藝(Organic Farming and Gardening)」

雜誌多年，並出版許多有機農業相關書籍；羅德夫對有機農業的理念，主要受到

英國有機農業先鋒霍華德的影響3。 

 

第二項  有機農業定義 

 

    根據聯合國有機標準(Codex Alimentarius)定義，有機農業是一種促進及加強農

業生態系健康的整體系統管理方法，包括增加生物多樣性、促進生物循環、以及

提升土壤生物活性。其管理作業應著重利用農場內部資源及物質以及適合當地區

域環境條件的管理措施。有機農業生產系統中應採用栽培、生物及機械方法，並

排除化學合成物質的使用。 

    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 簡稱 IFOAM)對於有機農業的定義與聯合國有機標準大致相似，並另

外補充說明有機農業是一種善用生態系統管理方法而非倚賴使用農場外來物質的

農業系統，尤其應排除使用合成物質，如化學合成肥料、農藥、動物藥劑、基因

改造種苗、防腐劑、保存劑及放射線等4。 

    美國國家有機農業標準小組對有機農業的定義為「為促進及加強生物多樣

性、生物循環、土壤生物活性的一種生態生產管理系統。其基本理念為使用最少

的農場外來物質，並採取回復、維持及加強生態平衡的作業方法」5。有機農業的

中心理念在於視農業生產管理系統為整個生態系統的一部分，應著重採用或使用

可提昇自然系統中生態平衡的物質及作業方法，進而達到促進土壤生物、植物、

動物和人類等生命共同體能互相依賴共存的基本目標。有機農業無法保證其產品

完全零農藥殘留，但確實是目前對空氣、土壤及水最沒有污染的生產方法；有機

                                                 
3 Kuepper and Genger (2004) At http://attra.ncat.org/attra-pub/PDF/organiccrop.pdf 
4 IFOAM (2007) “Question 1 of FAQ on Web of IFOAM”. At http://www.ifoam.org/sub/faq.html 
5 國家有機標準小組在奧蘭多、佛羅里達舉辦的會議中提出的定義。見 Kuepper and Gegnet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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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加工業者、通路業者的作業過程也都必須維持有機農業的中心理念與目標6。 

    雖然不同地區或國家對於有機農業的定義不盡相同，但綜觀來看，有機農業

定義或內涵可歸納成下列三點： 

(1) 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在於重視生態環境的健康，其生產管理方法應促進及加強構

成生態環境健康的各項元素。 

(2) 生產管理作業強調著重生態的系統性方法，優先使用農場內部的資源，使外部

投入物質使用降到最低，尤應禁止或嚴格限制化學合成物質的使用。 

(3) 有機農業最終目的在使有機農場進行生產管理時，倚賴其本身所產生的再生資

源與生態、生物間達到最佳狀態，進而提供適當的作物、畜產、人類營養、病

蟲害防治，並適度地對人力資源及其他資源提供回饋7。 

(4) 有機農業重視的是生產過程對大環境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其產銷鏈過程全程禁

止使用化學合成物質。由於環境中已充斥及飄散著各種污染源，即使已採取所

有防範污染措失，仍有可能遭受無法避免的污染，因此有機農產品並不提供完

全零農藥殘留的保證，但不因此就降低有機產品食品安全方面的功能，事實

上，有機農業仍是目前使產品中農藥殘留可能性降到最低的生產方法。 

 

    依據農委會制定的「有機農產品管理作業要點」說明，有機農業為一種「遵

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原則，不允許使用化學合成物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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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我國有機農業

定義之內容，生產方法之闡述已大致符合重視生態及永續的原則，但相較於國際

上對有機農業定義普遍提及「著重農場內部資源之循環與利用，使農場外來物質

的使用降到最低」，台灣則缺乏此一重要原則之闡述。另外，環境保育功能為有機

農業核心價值之一，因此國際上皆於定義中明文強調有機農業具有增加生物多樣

性、生物循環、及土壤生物活性的環境保育功能，而我國定義中在此部分的闡釋

                                                 
6 Press of Alternative Farming System Information Center, USDA. At 
http://www.nal.usda.gov/afsic/ofp/#intro 
7 董時叡 (2002) 全球化下台灣有機農業之發展，見張梅鈴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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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稍嫌不足。定義中亦提及「不允許使用化學合成物」，然而在台灣長期以來各界

卻將此項原則延伸解釋為「有機產品不允許有農藥殘留」，對有機農業幾乎只具焦

在「農藥殘留」議題上並深植人心，導致有機農業在台灣不但不易彰顯其在環境

保育及社會責任方面的核心價值，且由於各界對「有機產品絕對不可有農藥殘留」

的偏差認知與幾近嚴苛之要求，因而可能造成有機農業在台灣的發展受限。 

    我國目前在許多有機農業先鋒的努力推動之下，終於促使官方單位開始重視

有機農業的發展，惟台灣大眾長久以來僅偏重有機農業的「食品安全議題」，卻忽

略有機農業的核心與整體性價值，甚為可惜。 

 

第三項  全球有機農業之發展現況 

第一款  全球有機農業概況 

 

    德國生態暨農業基金會(Foundation of Ecology and Agriculture, 簡稱 SOEL)於

1999 年以後開始收集的全球有機農業統計資料顯示，全球有機農業近幾年的成長

快速，有機農產品市場的年成長率約為 5~10%，有機農地面積已從 2001 年的 1500

萬公頃成長至 2006 年的 3100 萬公頃，目前已有 120 多個國家採行有機農業，且

持續增長中。至 2006 年為止可得的最新資料顯示，全球有機農業面積(包括耕地、

畜牧地、野生作物採集區域的面積)已達 5100 多萬公頃，若扣掉野生作物採集區域

面積，則有 3100 萬公頃的人為管理有機農地面積。目前有機農地面積前三大國家

依序為澳大利亞 1210 萬公頃，中國 350 萬公頃，以及阿根廷 280 萬公頃；國內有

機農地面績佔總農地面積比率最高者為奧地利的 14%，歐洲各國平均為 3.4%，居

各洲之冠。就各洲有機農業面積占全球有機農業面積來看，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亞

及紐西蘭)占 39%，歐洲占 21%，拉丁美洲占 20%；亞洲由於中國有機農業面積於

2004 年增加約 300 萬公頃，使 2005 年及 2006 年亞洲有機面積占有率增加至 13%；

北美洲占 4%，非洲占 3%；其中澳大利亞和阿根廷有機農地面積雖大，但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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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有機粗放畜牧地占有機面積相當大比例，單位面積農產品產量遠小於歐洲國

家有機農場單位面積的產量。若以生產類型作區分，受限於部份農場資訊的完整

性不足，有 52%有機農地的用途不明，可確定屬於作物生產的面積(包括一年生或

兩年生短期作物及多年生作物)占總有機農地面積的 18%、畜牧地占 30%。單看有

機作物農地面積，歐洲占全球比例的 62%，北美佔 17%，亞洲占 13%，拉丁美洲

占 3%，非洲占 2%8。 

    全球有機農產品市場也呈現成長趨勢，估計近幾年的成長率為 5~10%，其中

以北美地區的 15~20%年長率為最高。2004 年全球有機農產品銷售總值已達 270

億美金。由於有機農產品的售價通常較高，因此有機市場過去一向集中於中產階

級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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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地區的總和雖僅占總值的 3.8%，但隨著中國、

巴西、南非等越來越多國家的經濟改善以及人民教育程度提升，消費者對有機產

品的需求提升，近來成長率已明顯提高，可逐漸降低全球有機產品集中化的情形。

就有機生產及市場之特性而言，北美國家及歐洲國家以有機農產品進口為導向，

大部份亞洲以出口為導向；原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也間接開發並推動在地有機

農產品市場的發展。總之，有機農業在全球已呈現穩健成長的趨勢9。 

 

第二款  歐洲有機農業發展與現況10 

 

    歐洲最早於 1920 至 1940 年間即出現有機農業運動，但此時期尚無明顯發展。

1950 年代，歐體農業政策以提高作物產量、供應戰後糧食短缺現象為主，因此有

機農業並不被重視。1960 年代末及 1970 年代初期，社會風氣轉而重視環境保育議

題，有機農業強調尊重自然及環境保育的原則因而受到關注，生產者、消費者、

                                                 
8 Yussefi (2006) Organic farming worldwide 2006, 見 Willer and Yussefi (2006), pp. 23-24. At 
http://www.soel.de/inhalte/publikationen/s/s_74_08.pdf 
9 Sahota (2006) Overview of the global market for organic food and drink, 見 Willer and Yussefi (2006), 
pp.69-73. 
10 Guillou and Scharpé (2000) At http://ec.europa.eu/agriculture/qual/organic/brochure/abio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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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態提倡者也紛紛成立各種有機農業協會；不過直到 1980 年代，歐洲的有機農

業才開始出現明顯的成長，此時期有機農業先鋒仍不斷改進有機農業的生產技術

以及原則。受到民眾重視有機農業的影響，政府也逐漸認可其重要性而支持相關

研究及制定法規，部分國家也開始提供補貼。 

    僅管有機農業在 1980 年代已逐漸受到重視，但此時歐洲仍缺乏對有機農業的

明確定義及一致性的規範，使消費者對有機農業及有機產品發生疑慮與混淆，因

而阻礙有機農業的成長。歐盟執委會遂於 1991 年制定完成適用全歐盟區域的有機

農業法規 2092/91 號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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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增訂有機畜牧標準 1804/99 號規

則並併入有機規則後，構成今日歐盟有機農業法規的全貌，並使規範結構及內容

漸形完整。 

    除了有機法規的制定與實行，歐盟官方也開始思考制定其他政策支持有機農

業的可行性，最重要的里程碑為 1992 年制定適用全歐盟會員國的 2078/92 號規則

「歐盟農村發展計畫」，明定各國必須提供有機農業補貼，為歐盟層級有機農業補

貼政策的開端。1999 年歐盟大幅修訂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簡

稱 CAP)，增訂 1257/99 號規則「農村發展計畫」取代 2078/92 號規則，成為 2000

年後歐盟會員國提供有機農業補貼的法源基礎。2004 年歐盟執委會制定「有機行

動計畫」，為一涵蓋生產、市場、資訊推廣等各層面的整體性有機農業政策，內容

包括將現行有機農業相關政策與規範納入政策架構，如增修訂有機法規及共同農

業政策中的有機農業措施，同時也針對缺乏之處制定新措施，如建立產品銷售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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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農業支持政策。 

    無論是各國或歐盟所制定與實行的有機法規及有機農業支持政策，皆促進國

內有機農業在 1990 年時期呈現快速成長。部分中東歐國家於 2004 年加入歐盟後，

歐盟(包括新會員國)有機農業面積增加為 580 萬公頃，共約 14 萬個有機農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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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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歐洲地區的有機農業面積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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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14%，其次為瑞士(非歐

盟會員國之一)的 11%，芬蘭、義大利及瑞典約佔 7%，但有些國家比例偏低，如

法國只有 1%。在有機生產類型分配方面，有機農業面積中約有 42%為單年生或二

年生短期作物，45%為牧草地，只有 7%為多年生作物11。 

     

第三款  北美洲有機農業發展與現況 

 

    美國於 2002 年全面實施國家有機法規—NOP 法則後，從消費者、生產者到研

究人員等各界，對於有機農業的關注迅速提升。雖然有機農業生產在美國農業中

仍只佔小部份，但近五年間有機產品銷售值以 20%的年成長率成長，因此已逐漸

推動有機農業的普及化及各層面的發展。2001 年全國有機農戶數為 6949 戶，有機

農業面積 80 多萬公頃。2003 年，全國有機農戶數增加至 8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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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土地面積，在有機加工業方面，已超過 3000 的工

廠通過有機驗證。1990 年至 2005 年間，美國的有機農業政策焦點在於提供健全的

市場機制，此時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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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OFPA) 後，美國農部終於在 2002 年 10 月 21 日全面實行

國家有機標準(簡稱 NOP 法則)。NOP 法則實施後，2002 年 4 月時通過認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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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 64 個申請案在進行中；許多有機生產者表示，NOP 法則的實施

是促使其轉型投入有機產品生產及製造的主要原因，並有證據顯示美國消費者對

於商店中的有機產品的認知度增加，顯示國家有機規範的重要性。除了制定國家

                                                 
11 Yussefi (2006) Organic farming in Europe, 見 Willer and Yussefi (2006), pp. 13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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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法規，美國從 2000 年也開始制定其他有機農業支持政策，包括研究、教育、

協助市場發展、提供生產者驗證補貼，但提供的支持有限。不過，在各界推動及

要求下，2007 年農業法案中已提高有機農業相關政策，未來美國有機農業的發展

勢必將可獲得更多的支持及推動12。相較於歐盟，美國有機政策發展初期傾向於由

市場需求推動國家政策的制定，歐盟有機政策發展初期則傾向於由國家支持政策

推動有機生產及市場發展13。 

     

    加拿大官方對於有機農業的態度較為被動，較缺乏有機農業相關政策，其於

1999 年制定自願性的國家有機標準，由於缺乏法源，該標準並無強制力，因此消

費者對於市售有機產品的品質多有存疑14。經過有機各界多年的推動，加拿大官方

終於在 2007 年公佈具有國家強制力的加拿大有機法規15。 

     

第四款  亞洲有機農業發展與現況16 

 

   有機農業推動較重要的國家有中國、印度、印尼和日本。亞洲的有機農業面積

一直無明顯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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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以色列和日

本境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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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制定有國家有機法規或相關規範的亞洲國家包括印度、日本、

韓國、台灣、泰國、以色列。 

    日本過去一直被視為是亞洲地區最重要的有機產品市場，但由於缺乏國家有

機規範，國內有機產品呈現紊亂狀況，因此農林水產省(日本農業部)於 1999 年後

                                                 
12 Haumann (2006) Organic farming in North America, 見 Willer and Yussefi (2006), pp. 188-189. 
13 Dimitri and Oberholtzer (2005) At http://www.ers.usda.gov/publications/WRS0505/wrs0505.pdf 
14 Yussefi (2006) Organic farming worldwide, 見 Willer and Yussefi (2006), pp.26. 
15 Organic Trade Association (2007) Canada’s New Organic Regulation Expected to Boost Consumer’s 
Confidence. Press Release of Organic Trade Association. At 
http://www.organicnewsroom.com/2007/01/canadas_new_organic_regulation_1.html 
16 Yussefi (2006) Organic farming worldwide, 見 Willer and Yussefi (2006), p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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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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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簡稱 JAS

法)的增修訂，將有機農業相關規範納入 JAS 法後，日本目前已實行健全的有機法

規。然而，由於缺乏其他國家政策支持有機農業發展，國內有機農地面積遲遲無

法有明顯成長，龐大的有機農產品市場相當倚賴進口供應。鑒於此，日本國會目

前已著手研擬「有機農業促進法」，期待透過國家政策的實行，推動國內有機農業

的全面發展。 

    相較於日本國內有機產業呈現幾近停滯狀態，中國從 2004 年以後卻有明顯的

成長，根據 2005 年報告，中國有機產品市場成長率為 30%，市場主要集中在東部，

主要作物包括蔬菜、稻米及水果。其有機農業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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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農業發展快速，其出口量也逐年增加。中國並參考歐盟、美國及日本規範制定

國家有機法規，已於 2005 年實施。 

 

第五款  其他區域有機農業發展與現況17 

第一目  大洋洲 

 

    包括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及其他小面積國家，共超過 1210 萬公頃有機農地及

2662 個農場。澳大利亞的有機農場多屬相當粗放的畜牧地，因此其單位面積產量

通常小於丹麥等有機畜牧大國的產量。 

    重要的有機產品類型包括蔬菜、水果、乳產品、稻米、羊毛、草本作物、酒

品、蔬菜種子和羊肉。澳大利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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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芬蘭、英國、義大利、法國

                                                 
17 Yussefi (2006) Organic farming worldwide, 見 Willer and Yussefi (2006), pp.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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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出口值占總出口值達 70%以上，紐西蘭的情況與澳大利亞相似，但兩國都

未提供有機農業專屬的補貼。澳大利亞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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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等國

家有機標準只用於規範出口產品，對國內有機產品則不具有強制力，因此目前國

內有機產品尙無國家規範可以約束，許多未經驗證的產品廣泛使用「有機」名詞

或以有機名義販售，已造成消費者對國內有機產品品質的疑慮。 

 

第二目  拉丁美洲 

 

    許多國家的有機農業面積已達 10 萬公頃以上，目前拉丁美洲地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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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幾乎所

有拉丁美洲國家都實行有機農業，但不同國家的發展差異性很大。有機農地面積

占國家總農地面積比率最高者為烏拉圭，其次為哥斯大黎加及阿根廷，但阿根廷

有機面積中一大部分屬於粗放草原。 

    拉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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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貼或是經濟協助，但已開始提供其他支持政策。哥斯大黎加與部分國家提供研

究及教育經費，阿根廷及智利已設有官方的出口機構、教學機構；墨西哥政府對

有機農業的興趣也開始提升，目前已有國際機構提供基金支持推廣及教育活動。

綜觀之，目前拉丁美洲的有機農業仍以出口農產品為主，例如中美洲國家的咖啡

種子和香蕉，巴拉圭的糖和阿根廷的肉品和穀物，都已經大量進入國際市場。 

 

第三目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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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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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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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耕地養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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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非洲國家平均所得較低，因此有機食品市場相當小，因此許多有機產品

主要用於出口，歐盟為非洲有機產品的最大進口國。，歐盟為非洲農業生產最大

的市場。目前突尼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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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和南非境內也有設立驗證組織。 

 

第四項  我國有機農業之發展 

 

    台灣有機農業最早於 1986 年由農委會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實施有機農業可行

性評估，1988 年分別於高雄、台南區農業改良場(旗山及鹿草)設置有機農業試驗長

期觀察區進行觀察與試作，此後各改良場所也陸續投入有機農業研究。經評估可

行後，於 1995 年開始推廣有機農業，由各區農業改良場選定農戶辦理有機栽培試

作、舉辦示範、觀摩與產品展售會，並於 1997 年訂定「有機農產品標章使用試辦

要點」，作為各農業改良場、茶葉改良場辦理驗證及標章核發等工作，為我國制定

有機農業相關規範的開端。農委會隨後於 1999 年至 2006 間進行多次有機農業相

關辦法之制定及修定，並委由民間有機驗證機構辦理驗證工作，目前通過農委會

核可的驗證機構有「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臺灣省有機農業生產

協會」、「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以及「台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

共四家民間有機驗證機構18。至 2005 年底，國內經驗證合格之農戶數共有 898 戶，

農地面積為 1708 公頃19，占全國總農地面積20(同年總農地面積為 82 萬 9000 餘公

                                                 
18 林銘洲(2007) 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organic.niu.edu.tw/01-introduction/data/國內有機

產業發展趨勢.pdf 
19 農委會認證民間驗證團體彙整統計(2007) 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At 
http://info.organic.org.tw/supergood/ezcatfiles/organic/img/img/1266/191798628.pdf 
20 農委會(2006) 95 年農業統計年報，頁 179。At 
http://www.coa.gov.tw/htmlarea_file/web_articles/8726/17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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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0.2%。 

    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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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立法院通過的「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便將有機農業法

規架構於該法之下，授權農委會制定相關辦法，預計從公告起半年內將陸續公告。

除制定法規外，農委會提出的農業政策「新農業運動」即包括「發展有機農業，

推動健康飲食」項目21，農委會也正著手研擬「有機農業中長程發展計畫」，主要

內容包括設定有機農業擴增至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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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委

會開始制定有機農業相關規範以及政策的現況看來，有機農業已被視為我國農業

發展重點22。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有機農業具有環境保育、食品安全、以及創造休閒農業等多元功能，然而過

去我國由於缺乏國家有機法規，無法確保所有市售有機產品缺乏的品質，動輒出

現假有機事件的新聞報導，一方面無法保障真正從事有機農業的農民的權利，一

方面也較低消費者對國內有機產品的信心，因此難以在供應面及需求面上引起對

有機農業的正視。雖然有許多有志之士已努力投入有機農業，仍只能以緩慢的速

度推動台灣有機農業的成長，至 2006 年國內有機農業面積僅占全國總農地面積的

0.2%。 

我國在 2007 年年初通過的「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為台灣首度於法律

層級訂定有機農業法規，已為我國有機農業之發展開創新的里程碑。從歐盟及美

國等有機農業發達國家的經驗可知，唯有提供消費者及合法有機農民足夠的保

障，才有足夠誘因全面提升有機農業之發展，因此制定國家有機法規實為推動有

                                                 
21 農委會網頁(2007) 新農業運動－新政策與目標。At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11137 
22 陳文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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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農業發展最重要的第一步。因此，本文擬藉由探討及比較歐盟、美國及日本三

個有機農業法規完整國家的立法例，除具體暸解我國新訂有機農業相關法規與前

述國家法規之差距外，並進而吸取其有機農業相關法規的制定經驗，作為國內增

修訂法規之參考，以協助健全國內有機農業法規及相關體系。 

另一方面，由全球有機農業成長情形來看，有機農業已成為全球農業未來發

展趨勢，台灣更應研擬政策推動國內有機農業之發展，不僅提升國內農業競爭力，

更可使大眾重新重視及支持臺灣農業的發展。目前農委會亦已將有機農業列入發

展重點，因此本文也期待透過探討及暸解歐盟及美國在有機農業政策方面的制訂

與推動經驗，對我國制定有機農業政策提出參考，推動有機農業在生產面、經濟

面及社會面的全面發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範圍主要包括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有機法規，第二部分為有機農

業政策。 

    在法規方面，本文主要採取比較法方式進行，以歐盟、美國及日本的國家有

機農業法規為主要探討對象，比較各國規範間相同或相異之處。若為相同之處，

顯示其為各國皆通認之重要規範，可援用作為台灣制定法規之參考。若有相異之

處，則進一步分析其立法相異之原因及優劣之處。最後再對台灣規範內容及現況

提出簡要說明以及與各國之重要差異，進而對台灣規定內容提供增修訂建議。 

    在有機農業政策方面，以歐盟及美國為主要探討對象，採取文獻探討法方式

進行研究。藉由收集歐盟及美國政策的相關文獻，暸解其政策制定經驗及內容，

進而對台灣提出有機農業。 

    論文架構編排方面，本文擬於第二章至第四章進行各國有機法規之比較，並

對台灣規範提出增修訂建議。第五章及第六章分別說明歐盟及美國的有機農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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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以及有機農業研究發展情形，作為我國制定政策及推動研究發展的具體參考；

第七章為結論。 

     

第四節  研究限制 

 

    在研究範圍方面，有關有機生產或製備標準部份，由於吾人學習背景以農藝

為主，在畜牧及加工品方面的學習較為缺乏，以個人能力之有限，尚無法在短暫

時間內顧及所有生產類型之內容，因此本文以探討各國有機作物生產標準為主要

範圍，同時也顧及我國目前以作物為主要有機生產類型的需求。然有機畜牧、加

工品、乃至水產養殖產品、非食用加工品如衣料及保養品等，本文雖著墨甚少，

但皆為各國未來的主要發展方向，仍需要更多人員投入相關研究。 

    制定法規之重要性不待多言，但法規之實踐亦同等重要；如何將法規落實至

現實情況中，如何制定合宜之規定克服實務上所遭遇之困難，皆為有機農業規範

是否可成功實行且達成立法目標的重要因素。然本文主採比較法及文獻探討法，

實證資料的取得卻甚為缺乏，因此無法在實務上多加探討，此為本研究最大之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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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各國有機農業法規發展概況 

第一節  概述 

第一項  全球有機規範概況 

 

    聯合國有機食品法典(Guidelines for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Marketing, and 

Labeling of Organically Produced Foods)及 IFOAM 是至今最常被提及的國際有機規

範，聯合國有機食品法典為現行唯一由官方國際組織單位所制定之國際有機法

規，但其仍屬各國官方自願性遵守規範，並不具有國際協定或國際條約的強制性，

各國自行制定的有機法規可不受到聯合國有機食品法典之約束。IFOAM 有機規範

雖然制定歷史長久，但多數國家仍未於國家法規中直接承認 IFOAM 規範的效力。

由此看來，前述兩個國際有機法規的主要功能，在於提供各國官方或民間組織擬

定有機法規的參考，但對於各國皆無國際條約或協定所應具備的強制力，因此嚴

格說來，目前尚無適用多國的國際統一有機法規。 

    在國家層級方面，歐盟、美國及日本皆定有完整且具強制力的國家有機法規，

其境內生產或進口有機產品皆必須符合國家有機法規之規定。除了歐盟、美國及

日本外，至 2006 年為止，澳大利亞、紐西蘭、菲律賓、泰國、南韓、以色列、突

尼西亞等許多國家已定有國家有機規範，但多數國家的有機法規僅屬於自願性遵

守的層級，或只針對特殊目的的有機產品制定國家級規範，並未制定具有法律強

制性的有機法規。例如澳大利亞所制定的有機規範即以適用出口有機產品為主，

未強制要求國內有機產品必須遵守。不過，隨著有機產品市場的發展及各界對有

機農業發展支持的持續提升，部分國家已傾向於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國家法規，

例如加拿大有機規範在 2007 年以前僅為自願性遵守之國家有機規範，但加拿大農

業部已正式制定有機農業法並於 2007 年開始實施，自此加拿大境內生產或進口有

機產品皆必須符合國家有機法規23。 

                                                 
23 Organic Trade Association (2007) Canada’s New Organic Regulation Expected to Boost Consumer’s 



 

 16

    由於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探究具有強制性的國家有機法規及相關的官方機制，

而歐盟、美國及日本所制定之有機法規為具有強制力的國家有機法規，且規範內

容完整，其中歐盟法規又是聯合國有機食品法典制定過程的主要依據，兩者多有

相似；因此，本文僅於本章對 IFOAM 及聯合國有機食品法典作概略性說明，第三

章至第四章則以歐盟、美國及日本有機法規作為主要的比較及探討對象，並適時

援用其他國家或國際有機規範內容作為補充；各章節最後則說明台灣有機規範現

況及提出建議。至於章節的安排順序，第三章為各國有機法規中有機產製標準的

比較，第四章則包括認證、驗證、標示、進口四大規定進行比較。 

 

第二項  有機法規內容 

 

有機法規的規範核心主要由「產製標準(Standard)」及「認驗證規範

(Accreditation and Certification System)」兩大規範構成。ISO 將標準定義為「用於

確保原料、產品、過程、及服務可符合其提供目的所遵守的技術性規定或相關準

則」24，根據此定義，生產者或製造業者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各項技術或方法所應

遵守或符合的規定及準則，即為有機產製25標準。目前各國有機法規中制定的有機

標準類型主要包括「作物生產標準」、「畜牧標準」、「產品製備(包括加工及初級產

品之後續處理)標準」，詳定產製者的生產或處理過程所必須遵守的規定。 

「認驗證規範」包括「認證(Accreditation)」與「驗證(Certification)」兩種規範。

依據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it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 簡稱 ISO)定義，驗證係

指「對某一項產品、過程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由第三者出具書面保證之程序」；

                                                                                                                                               
Confidence. Press Release of Organic Trade Association. At 
http://www.organicnewsroom.com/2007/01/canadas_new_organic_regulation_1.html 
24 本款內容所引述之 ISO 定義，皆參照莊振東(2003)，頁 7。 
25 綜觀各國法規中所使用之名詞，「生產」係指作物生產、畜牧等生產初級農產品的產業活動類型，

「處理或製備(包括加工及產品包裝等後續處理」係指對已生產之初級農產品進行加工或其他後續

處理的產業活動類型。當規範適用範圍同時指涉「生產」及「製備」兩種活動類型時，國外文獻常

使用「操作」一詞來涵蓋「生產」及「製備」兩種活動，但拙見以為「產製」為更適合之中文用語，

因此本文擬使用「產製」取代「操作」用語，並沿用「生產」與「製備」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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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係指「主管機構對某人或某機構給予正式認可，證明其有能力執行某特定工

作之程序」。因此認證與驗證的定義與適用範圍皆有清楚的區別，簡言之，認證是

對「能力」的認可，而驗證則是對「產品或生產活動符合標準」提出保證26。各國

法規中皆明文定有「驗證」及「認證」規範；「驗證」規範明定有機產品必須通過

驗證的強制規定、申請驗證要件、以及驗證後管理等相關規定；「認證」規範明定

有機驗證機構皆須通過認證的強制規定、驗證機構申請認證要件、以及認證後管

理等相關規定。由通過驗證之有機產製者、驗證機構、以及認證機關(構)三者所構

成之三級結構系統，亦被稱為「符合性評鑑體系27」。 

有機產品的價值在於生產製造過程到最終產品皆符合嚴謹的有機規範，然而

消費者在市場上選購有機產品時，無法從各式商品的外觀上獲得產品的完整資

訊。為克服此種資訊不對稱現象28，使符合有機規範之合格有機產品在市場上能清

楚與其他類型產品有所區隔，使消費者得以辨認合格有機產品之標示，因此產品

標示成為產品生產鏈末端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各國皆定有嚴謹的有機產

品標示規範，並明定惟有符合國家有機法規所生產之產品，始可於產品上使用有

機標示或以有機名義販售，禁止其他不符合有機法規之產品使用足以誤導消費者

誤認該產品為有機產品的標示。 

有機法規亦包括有機產品之進口規範，一方面是為符合 WTO 必須合理開放同

類產品進口的規定，一方面更是對進口有機產品的品質嚴加把關，使國內有機產

品與進口產品有公平的競爭環境，並保障消費者購買具有品質保障進口有機產品

的權利。 

由於有機產品必須符合有機法規已成為強制性規定，為落實法規的強制力，

                                                 
26 吕執中與田墨忠(2001) 國際品質管理－ISO 9001:2000 品質係統之建立與稽核，見莊振東

(2003)，頁 8。 
27 依據 ISO 定義，符合性評鑑係指「直接或間接決定是否達成相關要求的任何活動」。 
28 所謂資訊不對稱，係指市場上買賣雙方對產品的了解或資訊的獲得處在不對稱的狀況下，擁有

資訊較多的一方可能會利用另一方對資訊的缺乏而以品質較低的產品充當品質較高的產品而獲得

較高的利潤。然而當消費者知道品質參差不齊時，校費者會產品可能購得低品質產品的考量，因此

只願以較低的價格購買，造成市場價格降低，而原高品質之產品因生產成本高而無法負荷低市場價

格的損失，因此漸漸退出市場，低品質產品則因有利可圖而漸漸增加，如此惡性循環結果，將只剩

下劣質品在市場上流通，而產生劣幣驅逐良幣效果。莊亦琦(2000)，見黃璋如與黃淑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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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有機法規中亦定有發生違法情事時的處置規定及罰則。由產製標準、認證、

驗證、標示、進口規範、以及對違規情事具有懲罰強制力的規定所構成之結構完

整的有機法規，可保障合法有機產製者之利益及提供消費者產品信心保證，維護

有機農業及其發展之完整性。 

 

第二節  國際有機規範 

第一項  聯合國有機農業食品法典29  

 

    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簡稱 FAO)與世界衛生組

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簡稱 WHO)於 1963 年共同成立食品法典委員會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簡稱 CAC)，負責制定可適用全球的食品規範。

1992 年七月，為維護全球有機食品的公平競爭及防止各國產品做出錯誤宣稱或廣

告，CAC 開始討論並著手研擬聯合國有機農業食品法典30(Guidelines for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Marketing, and Labeling of Organically Produced Foods)。1999

年，CAC 制定完成聯合國有機食品法典，然而此時規範內容尚未納入有機畜牧，

直至 2001 年修訂時才制定有機畜牧規範。 

    有機食品法典的內容受歐盟有機規則的影響極深，因此其法規架構與歐盟規

則相當相似，先於本法中制定重要的原則性規定，再依據本法規定以附則形式制

定執行細則。本法內容主要有八章，第一章闡述適用範圍，包括初級作物產品及

禽畜產品、以及作物及禽畜產品加工食品，規定只有浮合有機食品典規範的產品

才可於產品上使用具有有機意涵的名詞及標示，並明定視為與「有機」涵義等同

的名詞，如「生態」、「生物」、「生物動態」等。第二章說明有機農業內涵以及名

                                                 
29 Commins (2004) Overview of current status of standards and conformity assesment systems, 見

Michaus et al. (2004), pp. 2-4. At 
http://r0.unctad.org/trade_env/ITF-organic/publications/Complete%20Harmonization%20Book%20Vol%
201.pdf 
30 CAC/GL 32. At http://www.codexalimentarius.net/download/standards/360/CXG_032e.pdf 



 

 19

詞定義，第三章為有機產品的標示規定。第四章為生產及製備標準31，並於副則中

訂定產製標準的細則。第五章為制定核可有機資材的評估準則及資材清單內容應

記載資訊等相關規定，核可使用資材於副則 II 中以資材清單形式表列。第六章為

認驗證規範，並於副則 III 中制定驗證細則。第七章為有機產品進口規範，第八章

明定 CAC 應定期評估有機食品法典的內容。 

    依據聯合國有機食品法典立法說明，有機食品法典的主要功能是作為各國制

定有機農業法規的指南，而非制定一個統一且具有強制力的全球有機法規；各會

員國可依國情需求及實際情況，自行制定更嚴格或更詳細的有機法規32，例如日本

JAS 有機標準即以聯合國有機食品法典為主要依據制定而成。因此，聯合國有機食

品典為一種對國家不具強制力的「自願性規範」。 

 

第二項  IFOAM 有機規範33 

 

    有機農業運動於 1950 年至 1960 年間開始發展，此時已有非正式的有機標準

及驗證制度，然而由於有機農業仍屬於非主流農業，全球有志推動有機運動的人

士，便成立了第一個由民間組成的國際有機農業組織「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  簡稱 IFOAM)」。鑒於尚

未有任何國家以法規定義有機農業，IFOAM 為使有機農業有較精確的定義，便於

1980 年首度制定「有機生產及加工標準(IFOAM Basic Standards for Organic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簡稱 IBS)」，IBS 僅包括產品生產及製備方法相關規定，

並未包括認驗證規範。直到 1992 年，IFOAM 制定完成 IFOAM 認證規範，開始受

理全球有意願成為 IFOAM 驗證機構的認證申請。至 1997 年，IFOAM 認為有必要

成立一個專辦認證的認證單位，便於 2002 年於美國設立「國際有機認證服務部

                                                 
31 生產係指初級產品之生產過程，製備包括產品加工及產品包裝等處理作業。 
32 “Codex Alimentarius－Guidelines for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Marketing, and Labeling of 
Organically Produced Foods”, Foreword point 3. 
33 Commins (2004) Overview of current status of standards and conformity assesment systems, 見

Michaus et al. (2004), p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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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Organic Accreditation Service, 簡稱 IOAS)」，負責辦理驗證機構之認

證作業，通過 IOAS 認證之驗證機構所驗證通過之有機產品，則可使用 IFOAM 標

章販售。通過 IFOAM 認證的驗證機構，已從 1993 年的 3 個成長至 2004 年的 32

個。 

    IBS 包括三大規定項目，即有機農業原則、建議事項、以及產製標準。有機農

業原則可視為有機農業的核心價值，亦為有機農業所欲達成的目標，因此 IFOAM

制定 IBS 中各項有機生產或處理標準時，必須隨時留意是否符合或維持有機農業

原則，藉此確保有機生產規定不偏離有機農業的目標。建議事項為 IFOAM 建議有

機標準中可訂定的規定，但不列為必要訂定的規定事項；產製標準則為必要制定

的規定事項。IBS 規範的生產類型包括作物生產、畜牧、以及產品製備。畜牧部份

包括各類禽畜生產標準以及有機蜂蜜生產標準。其他規範尚包括標示規範以及核

可使用資材清單，清單內容包括肥料與土壤調節劑、植物保護資材及動物醫療資

材、加工品可使用之原料及添加物等。 

    IFOAM 的認驗證規範並不制定於 IBS 中，而是另外訂定「IFOAM 規範(IFOAM 

Norms)」，內容包括驗證機構之認證及有機產製之驗證規範。IFOAM 認證規範以

ISO Guide 65 為基礎架構制定而成，然由於 ISO Guide 65 著重於最終產品之審查，

而有機農業著重之處在於生產過程，因此 IFOAM 的認證規範於 ISO Guide 65 規範

之外，另增修訂適用於有機認驗證的相關規定。 

    儘管 IFOAM 有機規範是最早制定的有機規範，但目前包括歐盟、美國、日本

等大部分國家的官方系統，皆未將 IFOAM 認驗證體系納入國家有機法規中34，亦

未以明文認可 IFOAM 規範的效力，因此 IFOAM 規範在各國僅為生產者自願性遵

守的有機規範，生產者仍必須以符合各國有機法規為合法生產及販售有機產品的

主要途徑。 

 

                                                 
34 Bowen (2004) Current mechanism that enabl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organic products, 見 Michaus et al. 
(2004),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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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歐盟、美國及日本有機法規 

第一項  歐盟有機規則 

第一款  歐盟有機法規之形成背景35 

 

    1980 年代開始，有機農業開始出現明顯成長，然而在 1980 年代初期及中期的

有機農業大抵只能定位為一種社會運動，尚無任何相關的政府政策或相關法律。

直到 1980 年晚期及 1990 年初期，消費者愈來愈重視食品安全及環境保護意識增

強，而有機農業同時具有符合食品安全及對環境有益的功能，因此有機產品的需

求成長得更迅速。然而此時歐盟尚無有機農業規範，缺乏清楚的有機農業定義，

造成消費者對有機產品認知上的混淆，市場上也常發生許多非有機產品冒用有機

標示的事件，侵害有機生產者及消費者權益。為導正前述情況，在消費者及有機

界團體的呼籲下，部分歐洲國家的官方已開始制定有機農業相關政策，包括制定

有機法規及補貼或研究計畫政策。 

    儘管有機農業已有前述的發展，就歐盟地區整體而言，仍缺乏對有機產品的

清楚定義；不同區域、不同發展背景、不同理念的團體，對於有機生產及定義有

不同標準，天然產品、健康產品、有機產品之間也因缺乏清楚界定而常相互混用，

因此造成消費者難以選購具品質保障的有機產品，也因此造成市場的混亂。為改

善此種現象，歐盟遂於 1991 年制定適用歐盟國家的有機農業法規「2092/91 號規

則36」。 

    歐盟 2092/91 號規則於 1991 年制定後，歷經兩次較重大的修訂：(1)原 2092/91

號規則缺乏有機家畜產品規定，歐盟理事會於 1999 年增訂有機畜牧規則37，使歐

盟有機規則的規範範圍更完整；(2)為加強消費者對有機產品的信賴及識別度，歐

                                                 
35 Weseen (2003) At http://organic.usask.ca/reports/Organic%20Europe%20Oct%2013.pdf 
36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of 24 June 1991 on organic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dication referring thereto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stuffs. 
37 Council Regulation (EEC) 1804/1999 of 19 July 1999 supplementing Regulation (EEC) No 2092/91 
on organic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dication referring thereto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stuffs to include livestock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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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執委會於 2000 年增訂歐盟有機標章及使用規定38。依據本法授權，歐盟執委會

則每隔一段時間便會視實際情況增訂或修訂技術性或細節性規定，使有機規則符

合實際需求。 

 

第二款  歐盟有機規則概述 

第一目  有機規則於各國之適用39 

 

    歐盟 2092/91 號規則制定後，適用於所有歐盟會員國，其位階相當於國家法

律，各會員國不可自行制定抵觸規則內容的法律。然而，在考量不同國家因地理

環境及社會經濟發展背景的差異，歐盟 2092/91 號規則僅為各會員國必須遵守的最

低標準，允許各會員國制定更高標準的有機規範，如比利時、丹麥、愛爾蘭、奧

地利、英國及法國都定有 2092/91 號規則以外的有機畜牧標準；除國家標準以外，

民間驗證機構也可自行制定符合國家有機規範以上的標準，或國家規範範圍以外

的生產類型的有機標準，例如英國最大的驗證機構「土壤協會」即訂有有機保養

品的製備標準。 

 

第二目  歐盟有機規則內容40 

 

    歐盟 2092/91 號規則本文共計 16 條，包括生產類型的規範範圍、名詞定義、

標示、生產標準、審查系統 (有機產品驗證系統的建立及執行)、歐盟有機標章使

用規定(有機標章使用)、強制措施(防止非法使用有機標示或宣稱)、進口、歐盟境

內有機產品自由流通規定、行政條款與施行規定(制定規則的權責單位與程序及規

則生效)；各條以下皆訂有多項規定。除本法條文外，另包括依本法制定的八篇副

則，分別為生產標準細則、核可使用有機資材清單、驗證細則、生產者應提供給

                                                 
38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331/2000 of 17 December 1999. 
39 Wilbois (2001) At http://orgprints.org/00003424/ 
40 Guillou and Scharpé (2000) At http://ec.europa.eu/agriculture/qual/organic/brochure/abio_en.pdf 



 

 23

主管機關的資訊、歐盟有機字樣與有機標章樣式、加工食品可使用物質清單、每

公頃可飼養動物之隻數與動物飼養場所的最小面積。 

    歐盟有機規則適用的產品範圍為初級之作物與畜產食品、作物與畜產加工食

品、以及禽畜飼料；凡屬於有機規則範圍內的產品，皆須符合歐盟規則規定，才

可標示為有機。至於水產養殖產品、棉花、保養品等其他歐盟規則範圍以外的產

品類型，歐盟規則並未排除其適用其他有機生產標準後使用有機標示，但此等產

品不可宣稱為根據歐盟規則生產或使用歐盟有機標章。 

    規則本法中定有初級農產品生產的原則性規定，詳細的生產標準規定則定於

附則 I 中，共定有作物生產、家畜生產、蜂蜜生產三種產品類型的生產標準，其中

野生植物採集亦屬於作物生產標準範圍，但野生動物狩獵及水產養殖產品則不列

入。作物生產標準的主要內容包括栽培方法(如經濟作物與綠肥作物的輪作制度)、

使用資材(包括肥料與植物保護資材)、病蟲害及雜草管理方法、以及轉型期規定。

家畜生產標準以符合動物福利原則為規範核心，規定內容包括飼養場所、包括動

物來源、餵食方法與飼料、疾病預防及治療方法、飼養作業與居住環境、家畜屠

宰及運載方法、以及轉型期規定。蜂蜜生產為歐盟規則制定的特別標準，最重要

的規定為養蜂場的設置地點，其三公里半徑內的蜜源或花粉源作物皆應採行有機

栽培或對環境影響最低的生產方法，並與其他非有機養蜂場保持足夠的距離，以

降低污染風險。 

    歐盟規則對於有機資材、飼料原料與添加物的使用係採取正面表列方式，制

定附則 II 資材清單，項目包括「肥料與土壤調節物質」、「病蟲害防除物質」、「餵

食物質」、「飼料添加物」、「家畜飼養場所消毒或清潔物質」、以及未歸屬前述任何

一類的「其他物質」；生產者只可使用列名於清單中或另經主管機關核可的資材或

原料。 

    在考量加工食品無法完全避免使用非有機物質的情況下，歐盟規則對於有機

加工食品標準的原則為產品加工過程中儘可能保有產品的本質，排除使用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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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有機物質，例如食品添加物、香料與非有機來源之農業原料等。附則 VI 為加

工食品可含有或使用的非有機原料及物質清單，加工業者只得使用列名加工清單

中的原料或物質。另外，加工產品或所含成分皆不可經放射線處理、不可為基因

改造產品。 

    在產品標示規定方面，初級產品的原料皆必須完全符合有機標準，方可使用

有機標示；有機加工食品則有兩種標示標準：(1)農業原料中 95%以上為有機生產

者，視為有機產品，可於產品上使用有機標示；(2)農業原料中 70~95%為有機生產

者，僅可於產品成分清單或成分說明中標出有機原料名稱，產品名稱或廣告資訊

上只可標示為「X%的農業原料為有機生產41」，不可直接於包裝或產品名稱上標示

為「有機」。有機飼料的標示規定，執委會已依 2092/91 號之授權另定 223/2003 號

「有機飼料生產方法、成分及標示規定」規則。 

    有機產品之進口有三種機制：(1)第三國家清單：輸出國有機法規經歐盟執委

會判定與歐盟規則具同等效力後，可列入第三國家清單，該國境內經驗證合格的

有機產品，可直接進口到歐盟市場；(2)若輸出國有機法規效力不及歐盟規則，進

口業者必須個別向進口國主管機關提出進口申請並通過審查後，方可進入該會員

國販售；(3)經執委會審核通過之驗證機構所驗證合格的有機產品，可進入歐盟市

場販售。 

 

第三目  新歐盟有機規則草案之制定42 

 

    2092/91 號規則從制定到 2006 年公告的最後一次修訂規則為止，已歷經將近

40 次的修(增)訂，由於經歷多次修訂，使得規則內容顯得龐雜繁瑣，因此歐盟執委

會決定整體性的審視現行規則的內容，並重新制定新的有機規則，遂於 2006 年 12

月 21 日提出新的提案，期望使規則內容清楚易讀，增加消費者對有機生產的認知，

                                                 
41 如「80%小麥為有機生產」 
42 劉凱翔與郭華仁(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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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助消費者更容易識別市場上的有機產品；新草案預計於 2009 年才生效，目前

仍在研擬中。在新規則生效以前，歐盟國家仍以現行的有機規則(2092/91 號規則)

為有機法規之法源，理事會及執委會也持續修訂現行的有機規則。新規則的規範

結構雖將有大幅度調整，但預期許多重要的基本規定仍將延續現行有機規則之內

容，且新規則許多細則亦尚在研擬中，因此本文仍將以現行的歐盟 2092/91 號有機

農業規則為主要討論對象。 

     

第二項  美國 OFPA 法案與 NOP 法則 

第一款  國家有機法規發展之沿革 

 

    美國最早由民間組織制定有機驗證制度始於 1970 年代，提供有機生產者可依

循的生產標準及驗證服務，為有機產品的品質背書，藉以增加消費者對有機產品

的信賴，促進有機生產的發展。基於相同理由，部分州屬農業機關也於 1980 年代

開始制定驗證規範43；至 1990 年初期，共有 33 個民間驗證組織及 11 個州農業機

關提供有機生產驗證服務44。由於缺乏統一規範，當時的民間與政府所提供驗證及

生產標準，彼此間存在許多差異，有些生產及驗證標準甚至根本違反有機原則；

不同州或不同驗證組織間也可能因為標準間的差異，而不認可其他州或驗證機構

所驗證之有機產品或原料，尤其是加工品成份的原料及含量標準。另一個問題是

有機產品出口問題，由於缺乏國家統一適用的規定，常造成美國有機產品出口成

本提高。綜觀之，由於存有各種不同的有機規範，對消費者而言，無法提供其對

有機品質訴求的保證，對生產者而言，要面對不同有機標準對有機產品認定差異

所造成的問題，皆造成生產與交易成本的增加，因此消費者團體及農民組織開始

要求中央政府制定適用全國的國家有機法規，以確立有機生產的標準，並防止有

                                                 
43 Greene and Kremen (2003) At http://www.ers.usda.gov/publications/aib780/aib780.pdf 
44 Press of USDA 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 “National Organic Backgrounder.” At 
http://www.ams.usda.gov/tmd/organi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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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標示被冒用或濫用45。 

    在各界呼籲下，美國國會於 1990 年通過有機食品生產法案(Organic Food 

Production Act, 本文簡稱 OFPA 法案)，明定美國農業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簡稱 USDA)須依 OFPA 法案授權，制定 OFPA 法案執行規則—國家有

機計畫(National Organic Program, 本文簡稱 NOP 法則)。OFPA 法案規定 USDA 必

須成立「國家有機標準委員會(National Organic Standard Board, 簡稱 NOSB)，成員

包括生產者、零售業者、研究人員、公益團體人員等組成，負責研擬及檢討 NOP

法則的內容，並向 USDA 提出建議；USDA 則應以有機標準委員會提出的建議為

基礎，制定 NOP 法則內容。1997 年 12 月 16 日，USDA 首次公告國家有機計畫的

草案，並於 1998 年 4 月底前接受公眾建議，期間共收到約 27 萬封建議信函，建

議者來自生產、驗證機構、消費者等各領域人員。根據建議，USDA 於草案中增

訂禁止使用基改產品、放射線處理與廢污泥規定。1998 年秋季至 12 月底，USDA

再次針對家畜飼養、家畜飼養的抗生素、殺蟲劑使用、驗證機構取消生產者驗證

資格的權限等議題，接受公眾建議，共受到約 9000 封建議信函。歷經兩次公眾建

議與增修訂，USDA 於 2000 年 3 月 13 日公告完整的 NOP 法則草案內容，並於 7

月底前再受理最後一次公眾建議。同年 12 月，USDA 公告完整的 NOP 法則，並

定有 18 個月的緩衝期，於 2002 年 10 月 21 日開始全面生效。NOP 法則生效後，

凡使用「有機標示」或以有機名義販售的國內或進口初級農產品及加工食品，從

生產到販售的各階段皆受到國家有機法規「NOP 法則」的規範46。 

 

第二款  有機農業法規內容 

 

    OFPA 法案定有重要及原則性規定，為農業部制定執行規則的法源依據，其內

容包括： 

                                                 
45 Pittman (2004) At http://www.nationalaglawcenter.org/assets/articles/pittman_organicprogram.pdf 
46 Press of USDA 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 “National Organic Backgrounder.” At 
http://www.ams.usda.gov/tmd/organi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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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揭示立法目的與名詞定義； 

(2) 制定各產製類型標準的原則性規定，包括作物生產及畜牧等初級生產標準及製

備標準；  

(3) 明定驗證規範及認證規範的重要規定，包括驗證規範及認證規範中應包括的重

要事項。在驗證規定方面，凡生產 NOP 範疇內產品年產值達 5000 美元以上的

生產者，皆必須依規定向驗證機構提出驗證申請並通過驗證；年產值低於 5000

元以下的生產者可免除驗證，但產品生產或製備過程仍須符合有機標準，且只

限於在生產場所上以直接販賣給消費者的方式銷售，不可使用國家有機標章及

禁止進入市場上以有機名義販售。 

(4) 制定產品原料含量的標示規定，以及國家標章使用的原則性規定； 

(5) 明定產製者之資材使用規定，以及國家清單之內容、制定程序、參與制定權責

單位規定。國家清單包括正面表列的「核可使用化學合成資材」及反面表列的

「禁用天然資材」清單；產製者原則上可使用任何天然資材，但不得使用列名

「禁用天然資材」清單的資材；原則上不可使用化學合成資材，但可使用列名

「核可使用化學合成資材」清單的資材。 

(6) 明定罰則，對於惡意冒用有機標示或已有機名義販售的非有機產品，生產者將

被處以最高 10000 美元的罰鍰。 

 

農業部依據 OFPA 法案之授權及規定，制定「NOP 法則」；NOP 法則內容融

合 OFPA 內容與依據 OFPA 規定所制定的執行細則47，為 USDA 及各界人員從事有

機農業相關產製或作業所應依循的規範。 

    NOP 法則內容包括「名詞定義」、「生產標準」、「認驗證規定」、「產品標示規

定」、「國家清單與行政管理規定」。制定之初，NOP 法則規定有機標示及國家有機

標章的適用產品範圍限於初級農產品、食用加工農產品、以及家畜飼料，此類產

品若欲以有機名義販售，皆必須符合 NOP 法則規定。農業部於 2005 年公告食品

                                                 
47 Pitttma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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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加工品亦可適用 NOP 法則，允許製造過程及使用原料皆符合 NOP 法則的

產品，可使用 NOP 有機標章，例如美容用品、寵物飼料等。但對於不使用國家有

機標章或宣稱經驗證合格的非食用產品或加工產品，則不受 NOP 法則限制，與有

機初級農產品及食用加工農產品無論是否使用國家有機標章皆必須符合 NOP 法則

的規定不同。 

    有機標準包括作物生產、畜牧、以及產品製備標準，明定初級與加工農產品

的生產方法、管理作業、資材及原料使用等規定；家畜飼料的生產方法及原料等

規定則訂於家畜生產規定中。 

    有機產品產製過程所使用的資材及加工品所含的添加物或原料，必須依有機

標準及「國家清單」規定使用。NOP 法則中國家清單包含兩大類資材：(1)作物或

禽畜生產使用之資材：依 OFPA 法案分別制定「核可使用化學合成資材(正面表列)」

及「禁用天然資材(反面表列)」清單； (2)加工農產品的使用物質或原料：定有「非

農業原料」及「非有機之農業原料」兩類，產品加工過程中所使用或產品中所含

的非有機原料，只可使用或含有列名「非農業原料」及「非有機之農業原料」國

家清單者。 

    在有機標示規定方面，初級農產品及加工農產品適用相同規定，依照產品中

有機成分所佔的比率，制定四種含量標準及標示方法規定。標示為「100%有機」

的產品所含原料必須全為有機原料；標示為「有機」的產品必須含有 95%以上的

有機原料；標示為「以有機原料製造」的產品必須含有 70~95%有機原料；有機原

料低於 70%以下的產品，只可於產品成分清單中標示出有機成分，產品包裝上不

可使用任何「有機」標示。前述四種類型中，只有「100%有機」及「有機」兩種

等級的產品可使用 USDA 國家有機標章。有機飼料則區分為「100%有機」及「有

機」兩種標示規定。 

    NOP 法則訂有詳細的認證及驗證規定，由 USDA 負責執行有機驗證機構的認

證作業，民間組織或州立官方機關皆可以向美國農部提出申請，經認證合格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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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驗證機構後，必須依據 NOP 法則所訂驗證規範執行驗證作業。依 OFPA 規定，

凡生產 NOP 規範範圍內農產品的年產值達 5000 美元以上之生產者，皆必須依規

定向驗證機構提出驗證申請並通過驗證；年產值 5000 元以下者則可排除適用驗證

規定，但仍須符合其他 NOP 法則的相關規定。 

    NOP 法則最後一章為行政管理規定，包括國家物質清單、費用支付、違規處

理規定、程序、產品檢驗、申訴、及罰則規定。 

    觀美國有機農業法規系統的結構，以 OFPA 法案為法源基礎、NOP 法則為實

際執行的依循規範，國際上對美國有機規範的探討亦多以 NOP 法則為主，因此本

論文後面章節對於美國有機法規的探究，亦將以 NOP 法則為主要對象。 

 

第三項  日本 JAS 法令 

第一款  國家有機規範之形成背景 

 

    日本農林水產省於 1992 年第一次公佈自願性遵守的「有機農產品及特別栽培

農產品標示準則」，由於非強制性規定，使用「有機」標示的產品並非一定要遵守

該準則，因此標示有機的產品，事實上並未適用一致的生產標準。另外，從 1992

年至 2000 年具強制性的有機法規公佈以前，有機產品在日本被歸屬為綠色標示產

品，日文稱為「Yuki Shokuhin(字義解釋即為「有機產品」)」，然而凡生產過程中

減量使用或不使用農藥的產品都可稱為「有機產品」48，因此此時期並無明確的有

機生產定義，造成民眾對「有機」認知的混淆及許多誤用有機標示的情況49。根據

農林水產省在 1990 年進行的調查研究顯示，1,459 個有機生產的農戶中，只有 32%

為完全不使用化學物質，其餘 68%都僅屬於「農藥減量使用」產品50。由於種種混

                                                 
48 Yuki Shokuhin 共有六種類型，包括：1 有機(organic)：不使用化學物質三年以上；2 轉型中有機

(organic in transition)：不使用化學物質六個月~一年；3 無農藥(殺蟲劑)：不使用化學農藥；4 減量

農藥：化學農藥使用佔平均農藥使用 50%以下；5 無化學肥料栽種：不使用化學肥料栽種產品；6
減量肥料栽種：化學肥料使用降到平均肥料使用的 50%以下。 
49 FAO (2001) At http://www.fao.org/DOCREP/004/Y1669E/y1669e0b.htm#bm11 
50 Fuchshofen et al. (2001) At http://www.ota.com/organic/mt/export_chapter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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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現象，生產者及消費者開始要求政府制定完整的有機法規，因此農林水產省(日

本農業部)於 2000 年 4 月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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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簡稱 JAS 法)，將有機生產納入該法管理；配合 JAS 法之修訂，

農林水產省同年七月制定完成有機作物生產標準，2001 年 1 月增訂完成有機加工

產品生產標準並生效，2005 年再增訂有機畜牧及有機飼料生產標準。因此，日本

於 2000 年至 2001 年間透過 JAS 法之增修訂，才清楚給予有機生產及產品明確定

義，同時提供消費者選擇有機產品的保障及生產者公平的競爭環境。 

 

第二款  JAS 系統51 

 

    日本的有機法規並非單獨立法，而是將有機法規制定 JAS 系統之中，因此欲

了解日本如何透過 JAS 系統制定有機法規，必須先對日本 JAS 系統有初步了解。

此處擬先對 JAS 系統作概略說明，再對 JAS 系統中的有機法規作說明。 

 

第一目  JAS 系統之沿革與架構 

 

    JAS 系統52乃以「農林產品標準及適當表示法 (Law concerning Standardization 

and Proper Labeling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Production, Law No. 175 of 1950, 簡

稱 JAS 法)」為法源基礎所架構而成之規範系統，是管理日本境內農林產品生產與

標示最重要的中央法規。JAS 法可追溯至 1950 年，日本首度制定「農林產品標準

法」(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Standard Law, 即現行 JAS 法之前身)，1970 年原 JAS

法再增訂「品質標示標準」規定，遂構成目前日本 JAS 系統的全貌。1990 年以後，

由於消費者對食品品質、健康、安全的需求提高，以及受到貿易全球化的影響下，

                                                 
51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2004). At 
http://www.jetro.go.jp/en/market/regulations/pdf/jas2004mar-e.pdf 
52 全名為「日本農業標準系統(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 System)」，通常簡稱為 JAS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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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水產省為協助消費者可根據正確的食品標示選擇優質產品，同時為加強國內

產品標示及生產標準以維持與進口產品的公平競爭，便於 1999 年對 JAS 法進行大

規模修訂53，此次修定首度將有機農業規範納入 JAS 系統，並增訂「產品分級作業」

規定。 

    依據 1999 年 JAS 修訂法規中「每五年必須對 JAS 標準系統進行全面檢討」的

規定，農林水產省於 2005 年全面檢討及修訂 JAS 標準系統54，於 2006 年一月生效，

其中與有機法規相關的重要修訂為驗證機構必須符合國際標準規定(如 ISO Guide 

65)，以及增訂有機畜牧標準。 

    JAS 法為 JAS 系統的法源，定有架構完整的原則性規定，農林水產省再依據

JAS 法制定 JAS 政令55與 JAS 省令56兩個實行細則。JAS 法、JAS 政令與 JAS 省令

為農林水產省執行 JAS 系統的法規依據，本文將三者合稱為「JAS 法令」，文中將

使用「JAS 法令」一詞同時指稱前述三項 JAS 法規，若須提及個別說明時，則以

原名稱稱之57。依據 JAS 法令，農林水產省制定各項 JAS 標準及品質標示標準，

分別構成「JAS 標準系統58」及「品質標示標準」兩大系統。JAS 法令、JAS 標準

                                                 
53 重要修訂內容包括：(1)品質標示標準系統中增訂產品必須標示產品來源；(2)增加有機產品的生

產標準、審查、驗證及標示規定，此為日本首度制定具有強制性的國家有機法規；(3)修訂 JAS 標

準系統規定，其中最重要的修訂有三項：1.規定農林水產省每五年必須對 JAS 標準系統進行一次全

面檢討，檢討時應考量是否取消不必要的標準，及考量與國際規範的調和；2 納入分級系統(Grading 
system)規定；3.鼓勵民間組織申請認證成為分級機構及驗證機構，將產品的分級及驗證作業交由民

間組織執行。 
54 重要修訂內容包括：(1)增加產品分配(運輸)的 JAS 標準，該標準的目的在於鼓勵業者良好管理

其產品的運輸過程，並有助於重視產品運輸方法的消費者選擇產品；(2)將原本部分由農林水產省

或所屬機關擔任的驗證機構職責，完全轉移由民間第三團體擔任，並修訂相關規定；驗證機構必須

符合國際標準規定，如 ISO Guide 65，農林水產省對驗證機構具有監督及令其符合規定或改善之權

責；國外驗證機構適用與國內驗證機構相同的規定；(3)將分級系統併入驗證系統，取消原本由分

級機構執行的規定。見 MAFF (2006a) At 
http://www.maff.go.jp/soshiki/syokuhin/hinshitu/e_label/file/Law/overview_jas_low.pdf 
55 Enforcement Ordinance of the Law Concerning Standardization and Proper Labeling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Products, Government Ordinance No. 291 of 1951, 本文簡稱 JAS 政令。 
56 Enforcement Regulations for the Law Concerning Standardization and Proper Labeling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Products, Ministerial Ordinance of No.62 of 1950, 本文簡稱 JAS 省令。 
57 此乃因對於同一規範事項，在 JAS 法律訂有原則性規定、JAS 政令與省令則訂有實行細則，例

如驗證機構的認證規範，即由 JAS 法、政令與省令三者架構成完整的認證規定，因此文中提及認

證規定時，應同時援引三者，不宜分割討論，為避免使用文字過於繁瑣，本文將其合稱為「JAS 法

令」；若遇有須各別說明必要時，則個別使用原名稱。 
58 JAS 與 JAS 標準為兩個名稱相似但概念相異的名詞，JAS 是「日本農業標準(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的縮寫，代表涵蓋 JAS 法令、JAS 標準系統及品質標示標準系統全體的法規系統，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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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以及品質標示標準系統共同架構出上層為 JAS 法令、下層為「JAS 標準系

統」與「品質標示標準系統」並列的層級化 JAS 系統(圖 2-3-1)。 

JAS法

JAS政令

JAS省令

JAS標準系統 品質標示系統

JAS品質標準、
JAS有機標準、
JAS蜂蜜生產履歷
標準。

生鮮產品標示、
加工品標示、
基改成分標示。

 

圖 2-3-1  JAS 系統架構59 

    JAS 標準系統為特定種類農林產品的品質標準或特殊生產方法標準，符合 JAS

標準並符合驗證審查規範的產品可使用 JAS 標章，例如有機農業生產或加工即屬

於特殊生產方法標準，生產者必須符合有機法規才能於產品上使用 JAS 有機標示。

品質標示標準系統則適用所有的生鮮農產品或農產加工食品(包括飲料)，任何農林

產品皆必須依品質標示標準提供應標示的產品資訊，例如生鮮農產品皆應標出來

源；以下將分別說明兩者規範內容。 

 

第二目  JAS 標準系統 

 

    JAS 系統由各項品質標準或生產標準組成，凡訂有 JAS 標準的產品類型，其

產品或生產作業必須符合 JAS 標準並經審查合格後，方可使用 JAS 標章。依 JAS

                                                                                                                                               
為「JAS 系統」。JAS 標準則是指 JAS 下個別農林產品的品質或生產方法的標準或準則，所有 JAS
標準集合而成「JAS 標準系統」。 
59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2006a) At 
http://www.maff.go.jp/soshiki/syokuhin/hinshitu/e_label/file/Law/overview_jas_lo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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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JAS 標準有三種類型：(1)產品的品質標準，包括級別、成分與外觀標準；

(2)產品生產過程必須符合的方法，此類標準通常稱為「特殊 JAS 標準」60，有機

生產即屬此類；(3)產品運輸方法之標準，此項為 2005 年增訂的新類型標準。農林

水產省負責決定應制定何種產品或生產類型的 JAS 標準，其他團體或個人對特殊

品質或生產方法認為有必要制定 JAS 標準時，也可依 JAS 法令所訂程序向農林水

產省提出申請；農林水產省決定 JAS 標準的產品類型後，交由「JAS 研究委員會」

負責制定內容61。 

    為確保產品確實符合 JAS 標準，JAS 法令定有產品「分級作業」規定，此為

日本有機生產者與其他國家有機生產者最大的差異之處。所謂分級，是指產品生

產後，判定其符合生產標準及 JAS 標章使用規定的作業過程，經分級審查合格的

產品，方可於產品上使用 JAS 標章。JAS 法令在 2005 修定以前，分級作業的執行

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生產者生產產品後，由其他專司分級作業且經驗證合格的

「分級人員」執行，第二種是經驗證合格的生產者自行執行分級作業。2005 年 JAS

法令修訂後已取消前述第一種分級作業方式，整併為第二種分級作業方式，即所

有生產者皆必須通過驗證機構的驗證，自行執行產品分級作業。因此，日本有機

生產者必須同時符合從生產、分級、到使用 JAS 標章的各項作業及程序，並通過

驗證機構的驗證62。 

    農林水產省除了制定產品品質或生產標準，亦應依 JAS 法令制定生產者的驗

證準則，JAS 法令訂有驗證準則所應包含事項，包括生產場所與生產作業規定、生

產作業管理計畫、生產人員及分級人員資格等事項；生產者必須符合驗證準則規

定，驗證機構則依驗證準則對有機生產者執行驗證。 

    欲辦理驗證作業的驗證機構，必須向農林水產省提出認證申請，經審查合格

後可註冊成為「註冊驗證機構」。驗證機構從申請到登錄完成的過程及相關規定，

                                                 
60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2004), p4. 
61 JAS 研究委員會由農林水產省委任的委員會，成員涵蓋學者、生產者、消費者及通路業者等各

界人原，成員人數以不超過 20 人為限。見 MAFF (2006a) 
62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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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 法令中雖未明文以「認證」稱之，但其本質與「認證」相同，本文為統一用語，

將使用「認證」指稱 JAS 法令中農林水產省審核驗證機構是否合格的相關規定。

JAS 法令定有認證的詳細規定，主要內容為驗證機構的申請程序、成立要件(包括

組織章程、應執行事項)及農林水產省對驗證機構的監督與審查等規定。 

    在 JAS 標章使用規定方面，依 JAS 法律規定，若屬於產品品質的 JAS 標準類

型，生產者可自願性選擇是否接受分級作業，依規定接受分級作業者方可使用 JAS

標章。若生產類型屬於生產方法 JAS 標準的類型，生產者一律必須接受驗證並依

規定使用 JAS 標章，若未依規定使用 JAS 標章的產品，不可於產品標示上使用與

該 JAS 標準名稱相同或足以使人誤認的名稱或標示。例如屬於 JAS 標準的有機產

品，所有生產者皆必須通過驗證，其所生產產品方可使用 JAS 有機標章並標示為

有機，未通過驗證者所生產的產品或未使用 JAS 標章的產品，一律不可將產品標

示為有機或以有機名義販售。 

    進口產品若屬於 JAS 標準規範範圍的產品類型，則必須符合 JAS 法令所制定

的進口規範，主要有三大機制：(1)國外生產標準及驗證制度經農林水產省核可與

JAS 規定具同等效力：該國境內的生產者經驗證機構驗證後，附上 JAS 法所規定

之相關證明文件，連同產品進口至日本境內，由取得 JAS 驗證的進口者接收並執

行分級作業，經審查合格並於產品上張貼 JAS 有機標章後，可進入日本市場販售；

(2)由經農林水產省直接認證通過的國內驗證機構至國外生產者現場進行驗證；(3)

由經農林水產省認證通過的國外驗證機構進行驗證；第(2)及第(3)種方式驗證的生

產者，可自行於產品上使用 JAS 標章後直接進口至日本市場販售，不須再透過進

口者執行分級及使用 JAS 標章。 

    JAS 法定有明確的罰則，對於未依規定執行分級作業而使用 JAS 標章或令人

誤認為 JAS 標章者，必須被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100 萬元以下的罰金。對於

不依照農林水產省命令進行改善的驗證機構，農林水產省除有權令其遵守外，亦

可對其求處一年以下徒刑或 100 萬日圓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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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品質標示標準系統 

 

    品質標示標準系統適用於所有的農產食品及飲料，目前定有規範的項目包括

生鮮食品、加工食品、以及基因改造食品；所有的生產者、通路業者皆必須依規

定於產品上標示應標示的資訊。由於此範圍並非有機法規之重點，本文對於規範

的細部規定省略不提。 

 

第三款  JAS 系統架構下的有機法規 

 

    JAS 於 1999 年修訂後，將有機農業納入規範範圍，而制定 JAS 有機標準、有

機分級作業準則、以及有機驗證準則，其他規定則適用 JAS 法令內容，如驗證機

構的認證與驗證作業執行、JAS 有機標章使用、產品進口規定；因此日本的有機法

規以類似「包裹立法」的形式存在。 

(1) JAS 有機生產標準： 

    依 JAS 法規定，有機產品屬於 JAS 標準的「特殊生產方法」，農林水產省

依法首先於 2000 年制定「JAS 有機農糧產品」、「JAS 有機農產加工食品」標準，

於 2005 年重新修訂，並於同年增定「JAS 有機家畜產品」、「JAS 有機飼料產品」

標準，至此日本 JAS 標準所涵蓋的有機產品包括作物產品、農產加工食品、家

畜產品、飼料產品。至於水產養殖產品、蜂蜜等，則不屬於 JAS 有機標準的範

圍，因此此等產品尚不得使用 JAS 有機標章。有機標準有相當大部分乃根據聯

合國有機食品法典制定而成。 

(2) 認驗證規定： 

    有機產製者必須通過有機驗證機構的驗證，農林水產省依 JAS 法制定各類

型有機產製的驗證準則63，為產製者通過驗證的要件及有機驗證機構審核事

                                                 
63 驗證準則包括「有機作物與飼料生產」、「有機家畜生產」、「有機加工品生產」、「產品再包裝」、

「產品進口」驗證準則；「再包裝」為日本 JAS 中的特殊規定，凡只對產品進行冷凍、分裝等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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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有機驗證準則的主要規定內容包括：生產場所及生產作業規定、生產管理

計畫與分級作業制定規定、生產人員及分級作業人員資格規定。 

有機機構之認證規範及其他驗證準則以外的驗證規範事項，則直接適用

JAS 法律、政令與省令中的規定。 

(3) 有機標示： 

    標示規定包括 JAS 有機標章及「有機」名詞標示的使用。依 JAS 法令規定，

標示為「有機」的產品，必須具有 JAS 有機標章。在產品名稱的有機標示方面，

各類 JAS 有機標準皆定有標示方式的定型化規定，通常定有 4~7 種標示方式，

例如有機作物產品應選擇「有機農產品」、「有機栽培農產品」、「有機 XX(XX

為產品名稱)」、「有機(日文)XX」其中一種標示方式。另外，對於定有轉型期

規定的產品類型，於轉型期期間所生產的產品可標示為「轉型期有機產品」。 

(4) 有機產品進口 

    外國有機產品欲進口到日本市場銷售，必須符合日本有機標準並張貼「JAS

有機標章」。依據 JAS 法令制定的進口機制，取得符合資格的方式有「經農林

水產省認證的日本驗證機構所驗證合格的產品」、「經農林水省認證的國外驗證

機構所驗證合格的產品」、「與日本有機法規具同等效力的外國有機法規下所驗

證合格的產品」；至 2005 年為止，經公告與日本有機法規具同等效力的國家包

括愛爾蘭、美國、英國、義大利、澳洲、奧地利、荷蘭、瑞士、希臘、瑞典、

西班牙、丹麥、德國、芬蘭、法國、比利時、葡萄牙、及盧森堡64。 

(5) 罰則：依據 JAS 法制定之罰則，凡未依規定生產產品而以有機名義銷售的生產

者，得處以 100 萬日圓以下罰鍰或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65；若為組織團體或協

會發生違規情事，則處以一億元以下罰鍰66。 

 

                                                                                                                                               
改變產品本質的操作，即屬「再包裝」操作。 
64 JAS Minister Ordinance §37. 
65 JAS Law §24. 
66 JAS Law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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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從各國國家有機法規的發展歷程，可以了解推動國家有機法規立法的因素與

背景，並了解制定一個完整且具有法律強制力的有機法規，對於國家有機農業的

維護及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透過制定一致或最低標準的有機法規，可明確界

定有機產品的定義與內涵，確保有機農業原則的完整性，對大眾而言，可使其對

有機農業及有機產品產製過程有明確且一致的認知，保障其購買有機產品的權

益，增加對有機農業的認同與對有機產品的信心，進而提升大眾支持有機農業發

展的意願。對產製者及其他業界人員而言，有機法規可提供有意願從事有機農業

的產製者一套可遵循的規範，消除過去不知應適用何種有機規範的顧慮，並遏止

不符合有機農業原則之產品卻冒用有機名義販售的投機行為，保障合法有機產製

者在公平的市場環境下獲得應得利益的權利，提供一個使有機各界人員可安心生

產、製造及流通產品的環境，進而吸引更多人員投入有機農業行列。 

    有機農業是一個重視生產過程的農業生產活動，不同生產類型有其專屬且周

延的標準，且須有嚴謹的驗證規範來監督其產製過程；在產品標示上，必須能傳

達給消費者正確的資訊，並建構良好標示管理規範；進口有機產品亦為重要的管

制範圍。因此，有機法規的規範範圍及內容不可謂不龐大。觀各國有機法規架構，

歐盟及美國皆制定獨立的有機農業法規，除可容納有機法規的龐大內容並制定周

延且符合有機農業需求的規範外，亦較容易衡量有機農業進步或發展需求來增修

訂法規內容，本文認為是一種較佳的有機農業法規結構。 

反觀日本採取將有機相關法規架構於 JAS 系統的方式，由於 JAS 法令並非有

機農業專屬法規，因此尚必須透過主管機關制定許多行政辦法來補充有機農業相

關規定；再者，JAS 法令本身涵蓋所有生產類型的規定，而有機產品並非適用每一

條規定67，閱讀者尚須仔細分辨適用有機農業的條文，容易發生混淆並增加閱讀法

                                                 
67 例如 JAS 法將生產者區分為兩類，一類稱為製造業者(Manufacturer)，一類稱為產製過程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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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之困難。綜言之，日本透過 JAS 系統來制定有機法規的立法方式，其立意雖是

希望透過 JAS 法令來統一規範各類農林產品，但似乎使整個有機規範系統顯得較

龐雜及繁鎖，且當有修訂有機規定的需求時，相關立法單位在必須顧及其他產品

類型規範需求的情況下，較難修訂 JAS 法令內容。比較歐盟、美國及日本的有機

法規架構，本文認為獨立制定有機農業法律為較佳的立法方式。 

 

第五節  我國有機法規發展、現況及可參考之設計 

 

    台灣於民國 1995 年開始推廣有機農業栽培，由各區農業改良場辦理示範及觀

摩及產品展售會。1997 年度開始，由各區農業改良場辦理驗證及標章核發等工作，

再於 1998 年開始輔導民間驗證機構辦理有機農業驗證業務。1999 年，農委會首度

制定有機農業相關規範，公告「有機農產品生產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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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辦法，惟前述辦法欠缺法源

依據，農委會遂於 2003 年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 27 條授權，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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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

作物」、「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畜產」。2004 年，農委會將有機產品納入「優良農

產品證明標章認證及驗證作業辦法(簡稱 CAS 標章作業辦法)」規範範圍，以 CAS

標章作為國家有機標章，並配合增修訂 CAS 有機產品相關規範，逐步取代先前的

有機規範。然而，前述有機規範僅屬於自願性採行之行政辦法，對於不使用 CAS

標章或不冒用農委會有機相關法規名義販售的有機產品，則無法源依據可以管

理，影響台灣有機農業之發展。為有效管理國內有機產品，農委會於「農產品生

產及驗證管理法」中制定有機農業相關規定，該法於 2007 年 1 月 5 日經立法院三

讀通過並實施後，成為管理國內有機農產品的法源，農委會也依法著手研擬相關

                                                                                                                                               
(Production Process Manager)，兩者有所區別；有機生產者被歸類為產製過程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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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68。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共計六章 28 條，規範涵蓋的生產類型包括優良

農產品、有機農產品與農產加工品、以及農產品產銷履歷管理三種，其中有機農

業專屬的規定包括：第五條「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皆須符合相關有機規範始

得以有機名義販賣」規定、第六條進口有機產品規定、第十三條有機農產品禁用

物質規定；非有機農業專屬但適用有機農業的相關規定包括：第九條至第十二條

驗證及驗證機構認證規定、第十四條至第十九條查驗及取締規定、以及第二十條

至第二十五條的罰則。 

    另外，第七條及第八條為產銷履歷驗證規定，第七條授權主管機關可針對特

定農產品項目實施自願性產銷履歷驗證制度，必要時可進一步對特定農產品類型

實施「強制性產銷履歷驗證制度」。根據法規之授權，農委會實施有機農產品的「強

制性」產銷履歷制度，並已公告有機米、蔬菜、茶葉、特用作物等多項作物的「有

機農糧作物－台灣良好農業規範(Taiwan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 簡稱 TGAP)」，

有機農民必須依規定實行有機生產的產銷履歷制度69。 

    依據新法第五條規定，有機相關規範對於我國境內之國內外有機產品皆具有

強制力，並定有相關罰則，相較於過去僅為自願性遵守的規範系統，更能確實且

有效的管理國內有機產品。而有機生產產銷履歷的實施，提供完整且詳細的生產

作業流程與管理作業相關規定，並納入風險管理原則，使生產者及驗證人員雙方

皆有具體的規範可依循。因此，本文高度肯認前述兩點重要規範。 

    惟就法規結構而言，台灣與日本相似，採取將有機生產與其他生產類型架構

於同一個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之下，然而有機農業為一結合農業與生態的整

體性農業體系，涵蓋食品面、環境與生態面、社會面等多元功能，與優良產品及

生產履歷產品以強調食品面為主的特性仍有明顯之區別，因此採取目前新法的立

法結構來規範有機農業，以及預訂於 2009 年三類產品皆開始皆採用樣式相似證明

                                                 
68 陳文德 (2005) 
69 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 (2007) At http://tgap.organic.org.tw/supergood/front/bin/home.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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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的方式，極有可能使得有機產品無法透過法規與其他兩種產品產生明顯區

隔，並容易使大眾產生「有機產品與優良農產品或生產履歷產品相似」的觀感，

無法顯出有機農業及有機產品之獨特性。 

    再者，觀新法中與有機農業相關的條文，雖已定有進口、驗證、認證、標示、

及生產標準的規範項目，但多數規範項目僅訂定一條或少數幾條規定，許多重要

且原則性的規定皆未於法律中明定，僅於條文中以「由中央主管另定相關辦法」

方式處理，就法律面而言，不可謂不夠周延。例如，本法中對於有機生產僅規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驗證基準以及有機產品不得使用化學資材兩項規定，未再制

定其他相關規定，顯得過於簡化。本文以維，雖可藉由行政辦法制定細則，但重

要及原則性規定仍應以法律明確制定，而非僅於本法中訴諸行政辦法訂定，方能

使有機農業法律發揮穩定且維持有機農業完整性的功能。 

     

    觀歐盟、美國及日本有機農業發展，建構完整的有機農業規範為發展有機農

業的重要關鍵，台灣有機農業雖提倡多年但發展卻相當有限，缺乏完整且有效的

有機農業規範為影響原因之一。在各方引領企盼之下，政府終於著手制定具有強

制力的有機農業相關法律，然而面對有機規範必須涵蓋的龐大內容，拙見以為宜

參考歐盟及美國之有機農業立法例，獨立制定周延的有機農業法，於法律明定重

要規定，再以行政辦法補充細節性且技術性之規範，而不宜採用目前將有機農業

與其他產品類型合併立法再以行政辦法補充重要規定的立法方式，以期透過法律

維持有機農業的完整性，並突顯有機農業之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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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有機標準 

 

    有機標準是有機農業體系中體現有機農業原則最重要的基礎。針對不同產製

類型的特性與需求，制定一套所有該類型產製者皆須共同遵守的有機標準，可賦

予有機農業在操作上有一明確定義。對產製者而言，可提供具體且明確與其他生

產類型有所區隔的產製規定，對消費者或其他大眾而言，可增進其對有機農業之

信心與認知。 

 

第一節  各國規範架構 

 

    目前歐盟70、美國、日本有機法規中有機產製標準的生產類型為作物、畜牧、

及產品製備71，台灣過去只有作物及畜牧兩類有機標準，2007 年「農產品及驗證管

理法」實行後，農委會已依法擬定「加工及流通標準」草案。 

    歐盟規則於第六條訂定初級生產類型有機標準的原則性規定，並特別明定有

機種子、繁殖材料、以及生產用幼苗的原則性規定；至於有機標準的細部內容及

規定，則制定於附則 I 中；有機加工品標準則制定於附則 IV。除了於附則 I 中定

有詳細的生產規定外，附則 III「驗證規範」中有部份規定亦屬於產製者生產過程

必須遵守的操作規定，本文將一併說明驗證附則中與生產標準相關的部分。美國

OFPA 法案定有作物生產、畜牧及產品製備的原則性規定，NOP 定有細則規定；

日本則定有各類產製類型的 JAS 有機標準。 

    不同產製類型雖應視其特殊需求制定專屬規定，但有些原則或操作為各產製

類型皆應具備的重要共同規定，本章擬先說明各國對於前述共同規定的規範內

容。在個別生產類型方面，由於作物生產為有機農業中最早發展也是最基礎的一

                                                 
70 但部分歐盟國家，如丹麥，除採行歐盟規則中的有機標準類型外，另定有有機水產養殖標準。 
71 凡食品加工、包裝、流通等作業皆屬於產品製備定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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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台灣目前的有機產品亦以作物為主，因此本文將以各國有機作物生產標準作

為主要討論範圍。至於有機畜牧、加工品等其他產製類型標準，則未列入本論文

討論範圍。 

 

第二節  各類產製類型有機標準之共同規定 

 

第一項  有機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書之提出 

 

    各國皆明訂生產者或操作者必須提出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的規定。生產者應

依規定編寫完整的有機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於申請驗證時提供給驗證機構審

查，驗證機構並可據此提供改善建議。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書經驗證機構審查合

格後，產製者必須確實依該計畫從事生產，以確保生產過程符合標準。有機產製

暨管理作業計畫書具有記錄及追蹤有機生產過程的重要功能，一方面由驗證機構

審查生產者是否依據計畫書生產，一方面當有機產品發生違規或污染情事時，可

提供驗證機構或主管單位追蹤問題來源。 

    計畫內容應包括生產或製備過程中的各項生產措施與作業、管理措施等軟體

面的作業，以及生產場所、儲存場所等硬體面的規範與描述，惟各國的規定細節

不盡相同，此處擬分述各國規範內容。 

 

第一款  歐盟 

 

歐盟規則附則 III 一般規定第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訂有「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

書」之相關規定，產製者須依第二項規定編寫「符合有機法規中所定各項相關規

定的產製作業，以及驗證規範所定各審查事項的實行措施」，以及依據第三項編寫

「降低儲存場所及產製過程中受到禁用產品或物質污染風險的預防措施」。歐盟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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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雖未詳定具體的細節項目，但依據前述應編寫「有機法規中所定各項相關規定

之作業」規定，計畫內容應包含有機法規中所有與該生產類型相關規定的事項，

例如作物生產計畫應包括種苗取得來源及使用記錄、紀錄保存作業、產品或資材

之運輸作業、產品儲存作業等有機規則的規定事項。 

     

歐盟規則另外明定產製者必須記載及提供生產場所資訊。附則 III 一般規定第

三條第一項規定，生產場所資訊應包括生產單位及設施的所有相關資訊。實務上

驗證機構通常會要求生產者應記載農場地理位置圖、農場內部設備及建築位置

圖、各區塊或場所用途示意圖的生產場所資訊。另外，不同產製類型亦定有不同

規定72，包括： 

(1) 作物生產者：必須寫明野生作物採集範圍(適用於申請有機野採驗證者)、儲存

場所與生產田區及加工或包裝場所與設備、最後一次施用禁用物質的日期； 

(2) 畜牧者：必須寫明飼養場所、牧草區、禽畜活動空間、產品與資材儲存及處理

加工場所等； 

(3) 食品加工者及飼料加工者：必須寫明承接初級產品場所、加工及包裝場所；食

品加工者應另提供產品運輸程序，飼料加工者在必要時應提供欲製備之飼料名

稱及成分資訊； 

(4) 進口者：必須包括承接進口產品之地點及場所、產品儲放地點，若產品進行其

他包裝或加工作業者，則必須提供加工者驗證規範所規定的場所資訊。 

 

第二款  美國 

     

    美國 OFPA 法規定申請驗證之產製者必須編寫有機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73，

NOP 法則依該條規定，明定除了適用免驗證或非驗證範圍的產製作業以外，所有

                                                 
7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A.1(1) & A.2(3) & B(1) & C(1) & E(1). 
73 7 U. S. C. §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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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產製者皆必須編寫有機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書，同條並規定計畫書應記載的

具體項目與內容74，適用於所有產製類型，內容包括：(1)預定執行生產及製備的方

法及程序，以及實行的時間、週期與適用情況；(2)各項生產或製備過程擬定使用

的資材清單，並說明其成分、來源、用途以及其他與購買相關的資訊；(3)監控生

產與製備方法及程序是否已確實且有效執行的監控方法與程序；(4)紀錄保存作業

說明，應符合 NOP 所制定之紀錄保存規定；(5)緩衝帶、防止有機產品與非有機產

品混雜的設施或管理作業之說明；(6)其他經驗證機構認為必要之資訊。 

 

第三款  日本 

 

    日本於各類 JAS 有機產製類型的驗證準則中皆定有「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書」

內容的具體規定，依據生產或製備類型，各訂有不同的細則項目75，主要內容皆包

括： 

(1) 生產或製備單位之管理者必須編寫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書，包括產製作業、委

外作業的管理辦法、以及產製過程中發生違規疑慮或情事時的處置作業； 

(2) 驗證準則明訂計畫書內容中「產製作業」及「其他管理作業」應包括的各項辦

法，項目數從 6 項(作物生產)至 20 項(畜牧)不等；例如作物生產計畫書的內容

應包括種苗取得辦法、施肥方法、生產過程採用之機具及工具、產品之收穫、

運輸、採後處理與加工作業、編寫年度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之辦法、配合驗證

機構進行審查及調查之辦法。 

 

    由於日本 JAS 法規定凡 JAS 法規範範圍內之產品必須經過「分級」審查76後

方可於產品上使用有機標章，或是產品先行張貼 JAS 標章後仍須再經過分級作業

                                                 
74 7 C. F. R. §205.201. 
75 Criteria for Production Process Manager; Criteria for Re-Packer; Criteria for Importer. 
76 所謂「分級」係指產品生產或經製備後，經過一標準化之評估程序，證明其符合 JAS 標準的作

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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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確認，因此驗證準則中亦定有「分級」作業的具體規定，申請驗證的生產或製

備單位之管理人應依規定編寫分級作業的相關辦法。各產製類型驗證準則之分級

作業內容的規定皆相似，主要包括： 

(1) 生產單位之分級作業應包括下列辦法：(i)確保產品生產過程符合產製作業暨管

理計畫內容之審查辦法；(ii)分級標章使用辦法；(3)分級後船運或運輸作業辦

法；(4)分級作業之紀錄製作及保存辦法；(5)協助驗證機構審查分級作業實行情

形之辦法。 

(2) 生產單位必須依分級作業之各項辦法確實執行審查及相關工作。 

(3) 生產單位應依規定正確標示產品名稱。 

      

     「分級作業」規定為日本與歐盟及美國最大的差異。另外，日本對於生產人

員及分及人員皆定有資格要求規定，產製單位之管理人及僱用之員工必須符合資

格規定，管理人並應記載人員資格之相關資訊；歐盟及美國則皆未制定相關規定。 

 

第二項  產製作業紀錄之留存規定 

 

    為有效管理監督生產者的生產過程，各國皆定有紀錄留存規定。生產者應詳

細記錄生產過程中的各項作業、原物料及產品的使用或交易紀錄等，使生產過程

透明化，俾使驗證機構及生產者本身皆能有效追蹤管理生產過程。在具體的規定

細則上，各國的規定則不盡相同，分述如下。 

 

第一款  歐盟 

 

   歐盟附則 III 一般規定指出各類產製者皆應保存其記錄，主要內容為原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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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產品交易資訊77，包括：(1)生產者應記錄供應者、販售者、或出口者資訊；(2)

生產單位取得外來有機產品及資材的數量、類型、成分、以及使用紀錄；(3)售出

產品的數量、類型；(4)其他由驗證機構認為審查時必須留存的記錄。 

除了共同記錄保存規定外，部分生產或操作類型因其特殊需求，另訂有額外

規定： 

(1) 家畜飼養78：生產者必須保有畜禽管理作業過程的所有資訊，包括畜禽資料(如

種類、隻數、動物死亡及原因記載等)、餵食作業紀錄(飼料種類、日糧成分等)、

畜禽運抵飼養場及運離的時間、家畜健康及衛生管理記錄(如患病時間、治療紀

錄等)，生產者必須在驗證審查員進行審查時提供完整資訊。 

(2) 產品進口79：進口者必須保有從出口國之出口商到流通至市場通路的完整紀錄。 

(3) 禽畜飼料生產者80：必須保有原料、添加物、產品的來源、數量等紀錄。 

 

    歐盟的記錄保存規定，主要以資材及產品交易紀錄為主，缺乏要求產製者留

存生產過程或使用方法的紀錄，鑒於此項缺失，英國國家有機標準81另外補充制定

產製者應記錄的項目及內容的具體規定，以期達到產製紀錄完整且透明化之目標： 

(1) 作物生產82：補充規定資材使用及來源紀錄(包括肥料、植物病蟲害防治資材)、

轉型期的作物輪作記錄與生產作業管理計畫記錄、現行生產記錄(包括輪作計

畫、資材使用記錄等)； 

(2) 家畜生產83：由於原歐盟規則已定有較詳細之規定，因此補充規定內容多與原

規定相似； 

                                                 
77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6.  
78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A.2(3). 
79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C(2). 
80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E(2). 
81 英國農部以歐盟有機生產規則內容為主要基本架構制定而成的「英國國家有機標準彙編

(Compendium of UK Organic Standards)」，其主要規定架構及內容皆保持歐盟規則原文規定，遇有必

要者則另外加以補充規定，為適用全英國的有機農業的規範。At 
http://www.defra.gov.uk/farm/organic/standards/pdf/compendium.pdf 
82 Compendium of UK Organic Standards, Annex III §A.1(3), Guidance note. 
83 Compendium of UK Organic Standards, Annex III §A.2(3), Guidance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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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品製備84：各項與原物料、添加物、資材使用相關資訊的詳細記錄(包括數量、

來源、種類、使用記錄)、產品之生產及交易數量等規定。  

 

在記錄留存年限規定方面，歐盟規則並無明文規定，留由各會員國自行制定，

英國國家有機標準訂為三年。 

 

第二款  美國 

 

    美國 OFPA 規定「生產者或操作者應留存所有有機操作記錄並使主管機關及

驗證機構可取得記錄」85，NOP 法則進一步制定較詳細的記錄留存內容。相較於歐

盟規則或英國有機標準中的具體規定，NOP 法則採取訂定紀錄保存作業應符合之

重要原則的規定方式，主要內容包括86： 

(1) 明定產製者皆必須保存生產、收穫及製備過程的作業紀錄； 

(2) 明訂產製者擬訂及執行紀錄保存作業時應符合的重要原則，主要有三點： 

(i) 產製者必須依據產製類型，擬訂合適的紀錄事項及內容； 

(ii) 所有產製操作及交易作業皆應詳細記錄，使人易於了解及進行核對； 

(iii)記錄內容必須足以顯示其產製過程符合有機法規之各項規定； 

(3) 記錄留存年限至少五年以上。 

 

美國 NOP 法則採取明定紀錄保存原則的規定方式，在於使生產紀錄發揮確保

產製過程完整性與使產製過程透明化之功能，並提供生產者在擬定記錄內容及審

查單位進行紀錄審查時有依循凖則。唯此等規定方式仍過於抽象，若能參照歐盟

及日本規定方式，以列舉方式明定應紀錄之基本事項與內容，如作物方面應至少

保有「生產作業」、「資材施用」、「產品交易紀錄」等具體項目，提供各界更明確

                                                 
84 Compendium of UK Organic Standards, Annex III §B(3), Guidance note. 
85 7 U. S. C. §6506 (b)(1)(B). 
86 7 C. F. R. §20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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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遵循依據，應為更良好之設計。 

     

第三款  日本 

 

    日本在 JAS 法令中未明定有機產製者應保存生產紀錄的相關規定，規定主要

見於各產製類型的「有機驗證準則」中。依據驗證準則規定，生產者必須對產製

作業暨管理作業計畫中所定各項作業辦法的執行過程加以記錄，並應留存紀錄至

少一年；準則中也明定產製者應留存分級作業執行過程的相關紀錄，但未明定留

存年限。根據前述規定，以作物生產為例，生產者必須對種苗之取得、作物施肥、

機具操作等作業過程加以記錄，由此看來，日本採取具體訂定紀錄事項及內容的

規範方式，與歐盟相似。 

 

第三項  儲存場所規定 

 

    儲存場所或設備為產製過程中的重要設施，生產者應設置適當的隔離設施或

適當措施，預防有機生產場所遭受其他慣行生產之混雜或禁用物質之污染，各國

對此皆有明文規定。 

    歐盟於驗證附則中關於有機產品儲存規定共有兩項，第一項規定有機產品儲

存時必須嚴格防止遭受其他非有機產品或禁用物質之污染87；第二項規定從事有機

作物生產或畜牧之田區及產品儲存場所，必須與其他非有機生產活動或非有機產

品分開88。根據此項規定，歐盟規則禁止產製者於同一生產場所同時從事有機與非

有機作業，並禁止將有機產品與非有機產品放於同一儲存空間中。 

   美國及日本則採取較寬鬆之規定，未強制規定有機產品不得與非有機產品儲

放於同一空間，但仍明文規定產製者必須採取必要措施防止有機產品受到汙染。

                                                 
87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3 §8. 
88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3 §A. 



 

 49

美國 OFPA 法案規定生產場所應設置及採取之適當設施與措施，避免有機產品與

非有機產品發生混淆，或預防有機產品受到禁用物質污染；NOP 法則據此於「有

機製備標準」規定專章中規定，產製者應採取必要措施，防止有機產品與非有機

產品發生混合或混淆89，並對包裝袋或容器訂定使用限制，禁止產製者使用任何含

有化學殺菌劑、防腐劑或薰蒸劑之包裝袋、裝載容器，或使用遭受前述物質污染

且未經清潔乾淨之包裝袋或裝載容器90。日本各類 JAS 標準中所制定之產品儲存規

定大致相同，皆規定產製者各項產製作業中必須採取避免有機產品與其他農產產

品發生混合之措施。 

 

第四項  產品運輸之包裝與接收規定 

 

    有機產品生產後的包裝及運輸作業，若無適當的隔離或管制，易與其他非有

機產品發生混雜，而提高產品受禁用物質污染的風險，因此生產者必須採取合適

的措施，減低有機產品遭受污染的風險。美國及日本的生產標準中訂有生產者有

機產品運輸過程應與非有機產品隔離的原則性規定，但對於實際作業方法並未制

定具體規定，留由驗證機構或相關監督單位依實際狀況裁量產製者是否採取適當

之措施。 

    歐盟則於驗證規定中明文規範有機產品運輸的包裝與接收產品的具體規定

91。依規定，產製者將產品運輸至其他單位之前，必須採用密封包裝方式以避免他

人改變包裝內容；包裝外觀或產品附件中，必須清楚標示下列事項：(1)生產者及

販售者(當販售者與生產者不同人時)的姓名與地址，(2)產品名稱或飼料成分說明，

且應清楚標示出「有機」，(3)生產者受驗的驗證機構名稱與編號，(4)生產者紀錄保

存系統所使用的產品批貨識別資訊。原則上有機產品運輸的包裝規定皆必須符合

密封的規定，但歐盟允許生產者在有機產品安全性可受到較高保障的情況下，可

                                                 
89 7 C. F. R. §205.272(a). 
90 7 C. F. R. §205.272(b). 
91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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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採用密封方式，但仍需符合下列規定：(1)生產者與收貨者皆通過驗證，且產品

直接由生產者運輸給生產者，(2)運輸作業必須事先告知驗證機構並經驗證機構核

可；(3)產品仍應附有符合前述標示資訊規定的說明附件。 

產製者接收其他產製單位運抵之產品時，必須檢查產品包裝是否密封、是否

符合運輸標示規定、以及檢查相關文件上的資訊是否正確，並做成詳細紀錄92。 

    另外，由於食品加工業者、飼料製備業者、有機產品進口業者的產品來源，

通常必須經由其他產製單位輸入，因此由運輸過程造成污染或混雜的風險相對較

高，歐盟便特別另定有前述操作類型的產品運輸及產品接收相關規定。在加工食

品製備規定方面，主要規定生產者收集原物料時，應避免有機生產與非有機者發

生混雜，並應詳細記錄收集的天數、時間、日期等資訊93。飼料製備方面，對於飼

料的運輸、包裝容器、項目等皆定有詳細規定94，包括：(1)運輸過程中，應確實隔

離有機生產與非有生產或轉型期飼料；(2)裝載過非有機產品的容器，經過確實清

潔後，可用於裝載有機飼料，但使用的生產者必須事先經過驗證機構之核可，並

且避免將非有機飼料誤標為有機產品販售。進口有機產品方面95，運抵接收產品場

所之產品，其包裝必須採用密封方式，且應附有產品出口業者資訊及驗證之證明

資訊(如驗證標章或編號)。進口業者接收原物料或產品時，應檢查並確保產品包裝

方式及標示資訊的完整，尤應檢查產品是否符合「有機產品進口規則(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1788/2001)」規定。 

 

第三節  作物生產田區規定 

 

    生產場所規定的內容可區分為兩項，第一項為生產場所的「環境」是否符合

有機標準之要求，例如作物田區必須符合轉型期規定、有機畜牧場必須具備符合

                                                 
9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7a. 
93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3 B.3. 
94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3 E.5. 
95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3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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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的動物活動空間等，產製者必須依據其產製類型標準營造符合規定之場所環

境。第二項為有機場所與非有機場所之隔離措施規定，各國皆定有「有機生產場

所必須避免受到其他非有機產品或禁用物質污染」之相關規定，但規定細節略有

差異。本項擬先說明各國對於有機作物田區的轉型期規定，再說明各國制定防止

有機田區受到污染之相關規定。 

 

第一項  田區轉型期規定 

 

    由慣行農法轉換為實行有機農法時，由於慣行農法中使用的農藥或化學物質

仍有相當的量殘留於土壤中，且剛轉作的農場尚未建立符合有機農法所要求的農

業生態環境，此時期的生產環境及所生產之產品難以符合有機標準。為了確保有

機生產的完整性，各國家或國際有機生產標準皆規定農場從慣行農法改變成有機

農法後，尚必須經過一段農場環境轉換時期，其所生產之產品始得以有機名義販

售，此段時間即稱為「轉型期」。依歐盟及日本規定，在轉型期間，農場上各項農

業操作皆必須完全依照有機作物生產標準的規定96。美國則採取較寬鬆規定，並未

要求轉型期間的各項操作皆必須符合有機生產標準，僅規定生產田區在轉型期間

必須停止施用禁用物質97，但同時也禁止轉型期產品標示為轉型期有機產品。 

    由於轉型期間的農場尚未達到最佳的生產環境狀態，因此作物產量或品質皆

有可能下降，然而部份消費族群仍願意購買轉型期產品來支持有機生產者，為了

使消費者得以辨識市面上的轉型期產品，並使轉型期有機產品具有市場區別性而

可某程度彌補農民在轉期期間的損失，歐盟及日本皆定有轉型期產品標示規定，

允許轉型期達一年以上的農場所生產的產品可標示為「轉型期有機產品」販售98。

轉型期的起算時間，由生產者向驗證機構申請驗證通過的日期開始計算。美國雖

                                                 
96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III §1.1.  
  JAS Standard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4, Field or harvesting points.  
97 7 C. F. R. §205.202 (b). 
98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5(5)(b). 
  JAS Standard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4, Field or harvesting points, 1(2). 



 

 52

訂有三年轉型期規定，卻未允許轉型期間所生產產品可使用轉型期標示，因此轉

型期間所生產的產品不可使用轉型期標示或以轉型期有機產品名義販售。雖然美

國農民在轉型期間未如歐盟或日本農民可因轉型期標示而獲得彌補，但部分農民

將轉型期間的利益損失視為一種「繳學費」的學習過程99，待轉型過後，其所生產

之有機產品即可獲得較高之利益。 

    各國規定的轉型期通常為二~三年，歐盟及日本依作物之生長週期特性制定不

同的轉型期長度，短期作物為兩年，多年生作物為三年，歐盟並另明定飼料用有

機牧草的轉型期為兩年100。美國則未區分作物種類，轉型期一律為三年101。 

    原則上慣行農場的轉型期長度皆應符合轉型期規定，惟歐盟及日本允許特定

情況的農場可調節轉型期長度，並訂有明文；美國則未制定調節轉型期時間的相

關規定。歐盟及日本所制定的轉型期調節機制的規定不同，分述如下： 

(1) 歐盟採行「回溯」計算轉型期時間的方式102：某些農場在轉型前已採取對環境

友善之農業操作，其農場環境較一般慣行農法更接近有機環境，因此該農業操

作時期可納入有機轉型期之計算，轉型期計算起始點可回溯至原對環境友善農

業操作時期的開始時點。對環境友善農業操作的類型以歐盟農業政策中環境保

護措施103所補貼的操作類型或其他可確保生產過程中未使用有機法規所列禁

用物質的政策計畫。另外一種可納入轉型期計算的情況為未開墾區域或已停止

使用禁用物質達一段時間以上的農地，生產者必須向驗證機構出具足夠的相關

證明。 

    至於回溯期的計算，則由驗證機構會同主管機關共同決議。除了縮短轉型

期長度外，歐盟規則也允許驗證機構根據實際情況，在事先經過主管機關核可

                                                 
99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Network (2006) At http://www.sare.org/publications/organic/organic.pdf 
100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I §1.1. 
  JAS Standard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4, Field or harvesting points, 1(1). 
101 7 C. F. R. §205.202 (b). 
102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I §1.2. 
103 即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78/92 與 Council Regulation (EC) 12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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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延長生產者的轉型期長度104。 

(2) 日本採行直接縮短轉型期時間的方式：日本規定，在新開墾田區或已停止使用

且未使用有機法規禁用物質達兩年以上的田區，其轉型期最多可縮短至一年

105。相較於歐盟規則，日本的轉型期調節機制雖無彈性空間，惟條文中未明訂

可判定縮短轉型期長度的權責單位，在法規完整性上略嫌不足，蓋轉型期長度

之決定影響農民權利甚鉅，法規中宜明定可判定縮短轉型期長度之相關權責單

位。 

 

第二項  隔離措施及相關規定 

 

    美國明定有機作物田區與非有機田區之間應有適當距離且清楚的界線，並應

設置緩衝帶，防止有機田區作物受到非蓄意使用之禁用物質或鄰近田區所施用禁

用物質之污染106。日本 JAS 有機作物標準規定「有機田區應採取必要措施，防止

鄰近區域之禁用物質飄散或漂流至有機田區造成污染」107，產製者須依此規定設

置緩衝帶。 

    .歐盟則無設置緩衝帶之明文規定，但規定有機田區及任何相關設施，皆必須

與非有機產製活動有清楚區隔108。對於同一生產者於同一區域範圍內之不同生產

區塊上，分別從事有機與非有機生產活動的情形109，訂有詳細的生產規定及驗證

規定，並明文授權驗證人員可依規定進入非有機生產單位進行審查；此項規定在

於降低有機生產場所受到非有機操作汙染的風險，同時使驗證機構可以充分了解

生產者非有機生產單位情形、評估其對有機作業發生危害的風險、以及向生產者

提供建議，以維持有機生產的完整性。平行生產規定制定於各類產製類型的驗證

                                                 
104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 §1.3. 
105 JAS Standard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4, Item Field or harvesting points, 1(1). 
106 7 U. S. C. §6506(b)(1)(A) & 7 C. F. R. §205.202(c). 
107 JAS Standard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4, Item Field or harvesting points, 2. 
108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3 §A. 
109 一般將此種生產狀態稱為「平行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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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中，在作物生產方面110，生產者必須在有機田區及非有機田區間設置良好之

隔離設施，非有機區塊應避免種植與有機作物相同或相近之品種，但若為多年生

作物的轉型期田區，或經主管機關核可進行研究之田區、採種或營養繁殖材料田

區、非牧草用草坪等，則不在此限111。 

 

    至於美國及日本，雖未制定平行生產的細節規定，但依據有機田區應採取必

要措施以避免進用物質污染之規定，有機生產區塊仍應具備適當措施與非有機生

產區塊隔離。 

 

第四節  植物種苗規定 

     

    種子及營養繁殖材料亦為維持整個有機生產系統完整性的重要環節。過去有

機農民的種子來源多為一般慣行農法栽培親(母)本所生產的種子或繁殖材料，然而

近幾年有機農民及消費者開始要求種子親(母)本的生產過程亦必須採用有機生

產，此等從母本栽培開始至種子採收及處理過程皆符合有機標準的種子即為「有

機種子」。提倡使用有機種子的理由主要有三個：(1)避免使用基因改造作物種子：

近幾年基因改造作物逐漸盛行，必須從種子的母本即開始建立符合有機生產的完

整生產體系，其不得使用含有基因改造成分之作物作為母本，避免將來發生某些

作物種類或品種皆含有基因改造成分的情況發生112；(2)維持有機生產體系之完整

                                                 
110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A.1(3). 
111 其他產製類型之平行生產規定分別為： 

(1) 畜牧場所：同一生產者之同一生產區域內在設有清楚隔離設施下，可實行非有機飼養，非有

機飼養區域不可飼養相似或相同種類，但經主管機關核可進行研究者不在此限。見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A.2(4). 

(2) 食品或飼料製備場所：生產者應採取空間或時間區隔。空間區格意指有機製備作業與非有機

製備作業之設備分開使用，並設有清楚的隔離設施；時間區隔意指有機與非有機製備作業使

用同一生產設備，但作業時間必須分開)；以時間區隔者，設備不可以禁用物質處理。見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B(2) & §E(3). 

(3) 在進口者方面，有機產品與非有機產品必須分開接受及儲存，且應採取足以辨識有機產品及

防止混雜的措施。見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C(4). 
112 Lammerts van Bueren (2002), pp. 12. At http://orgprints.org/2212/01/g36_h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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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機農業的精神為建構一個符合永續經營的農業生產體系，而種子生產亦為

生產體系之一環，因此種子母本的栽培過程及種子採收處理程序，亦應以追求以

有機生產為目標，使種子生產過程也符合尊重環境與生態的原則；(3)有機栽培環

境與慣行農法環境有諸多差異，目前品種多以適合慣行農法環境為主，不一定適

合有機栽培使用。若能建立有機種子生產規範，與一般慣行農業常用種子生產有

所區隔，建立有機與非有機種子之區隔機制，可鼓勵更多人員從事開發適合有機

栽培及種子採後處理的品種。 

    除了種子與繁殖材料，栽培用幼苗亦有相似規範，生產者原則上必須使用有

機栽培用幼苗；有機栽培用幼苗，係指從種子時期或繁殖材料開始栽種以後的栽

培過程皆符合有機生產標準，其種子及繁殖材料來源亦必須符合有機生產標準之

規定。 

    目前，各國對於種子及繁殖材料與栽培用幼苗的使用規定的原則雖然相似，

但在細節規定上仍有較大差異，此處將說明各國的法規內容。 

 

第一項  歐盟 

 

    歐盟有機生產規則(2092/91 號規則)本法中首先揭示有機生產者必須使用有機

種子及繁殖材料的原則113，並明定有機種子親本的栽培規定114：(1)不可為基因改

造作物或基因改造作物衍生物所生產之種子；(2)一年生作物種子的親本必須以有

機方法栽培至少一個世代以上，多年生作物種子的親本則必須以有機方法栽培達

兩個生長季以上。 

    對於商業上無法取得有機種子的作物種類或品種，歐盟規則規定 2003 年以前

由各會員國主管機關核定可使用的非有機種子的種類與品種，實際個案則由驗證

                                                 
113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6(1)(c). 
114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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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依具體情況，判定是否核可生產者使用非有機種子115。為建立完整的有機種

子生產及使用系統，歐盟規則明定執委會必須於 2003 年以前訂定「非有機種子及

繁殖材料之使用」規範，執委會遂制定「1452/2003 號規則」116，已於 2004 年起

於歐盟地區全面生效，規範內容包括有機種子資料庫之建立、核可使用非有機種

子規定與核可程序，主要規定為： 

(1) 強制規定對於商業上已可提供足夠量的有機種子的作物種類及品種，不得再有

允許使用非有機種子的例外情況117；但對於無法供應足夠量的有機種子者，則

應允許生產者使用非有機種子118。 

(2) 明定驗證機構為具有核可生產者使用非有機種子的權責單位，惟會員國亦可指

定其他專責機關構負責。 

(3) 明定核可使用非有種子的條件。只有當生產者符合下列四種情況之一時，權責

單位始得核可生產者使用非有機種子：(i)該作物種類尚無任何一個品種登錄於

資料庫；(ii)生產者於合理時間內已向供應者訂購種子後，卻因故無任何供應者

可提供所訂購之種子；(iii)對於已有品種登錄於資料庫的作物種類，生產者若

欲栽培同一作物種類但未登錄之其他品種，必須提出資料庫無法提供其他替代

品種的證明，並說明使用該項栽種品種的重要性；(iv)用於進行小規模研究及

試驗的品種，或是品種保存用途的品種；此項規定之適用必須由主管機關核可。 

    生產者必須於栽種前申請使用非有機種子並取得核可，驗證機構一次只得

針對一個個案進行核可，核可期限以一個栽種期為限，核可後必須登記數量。

另外，對於資料庫中尚未登錄任何品種的作物種類，或資料庫中無其他合宜替

代品種的品種，主管機關得公告適用所有生產者使用的非有機種子品種或種

類。 

                                                 
115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6(3). 
116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1452/2003 of 14 August 2003 Maintaining the derogation provided for 
in Articles 6(3)(a) of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092/91 which with regard to certain species of seed 
and vegetative propagating materials and laying down procedural rules and criteria relating to that 
derogation. 
117 Council Regulation (EC) 1452/2003, Whereas (6). 
118 Council Regulation (EC) 1452/2003, Where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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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有機種子資料庫：會員國必須建立有機種子的資料庫，並制定有機種子資

料庫的登錄規範。資料庫之設計應便利使用者使用，藉以加強有機種子供給與

需求資訊的透明化，並促進有機種子的生產與利用。 

    各會員國所建立的資料庫必須收錄所有有機種子品種的資訊，由主管機關

或經其指定的其他專責機關構負責管理資料庫，並告知歐盟執委會及其他會員

國119。資料庫應提供所有符合有機種子生產規定的供應者申請種子品種登錄，

會員國應規定每年更新資料庫資訊的日期120。 

    欲登錄有機種子的種子供應者，必須證明該批種子的生產過程已通過有機

驗證，登錄後應依規定定期更新登錄資訊；資料庫專責機構可會同主管機關拒

絕不合規定的申請案或撤銷已登錄者的資格121。資料庫專責單位可制定登錄費

用收取標準，其收費標準應以資料庫建立及維護的運作成本為考量122。 

    登錄資料庫的種子品種應依規定提供相關資訊，包括品種的學名與性狀、

供應者名稱與聯絡資訊、種子可送達的區域、種子檢驗與經檢驗合格的生產地

點、可取得種子的日期、種子生產者的驗證機構名稱。當供應者無法供應登錄

品種種子時，必須立即告知資料庫專責單位，由其於資料庫中公告更新資訊

123。資料庫應以網際網路系統形式呈現，並應提供所有使用者免費使用124。 

(5) 核可使用非有機種子年度報告之提供：核可使用非有機種子的專責單位(如驗證

機構或經主管機關指派的其他專責機構)，每年應將該年度核可使用非有機種子

的相關報告提供給主管機關及資料庫專責機構，報告內容應包括非有機種子的

種類及品種學名、每件核可案件的事由、核可案件總數、核可種子總量、以及

種子經核可物質處理的記錄等；若為試驗用途案件，應提供核可使用的期限。 

        

                                                 
119 Council Regulation (EC) 1452/2003 §6. 
120 Council Regulation (EC) 1452/2003 §7 
121 Council Regulation (EC) 1452/2003 §8. 
122 Council Regulation (EC) 1452/2003 §11. 
123 Council Regulation (EC) 1452/2003 §9. 
124 Council Regulation (EC) 1452/200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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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培用幼苗的規定方面，歐盟有機規則規定生產者必須使用有機栽培用幼苗

125。過去(1997 年以前)尚允許生產者在特殊情況下可使用非有機栽培用幼苗，但

1998 年以後已不再有允許使用非有機生產的栽培用幼苗126。 

    歐盟有機種子規範內容完整，包括制定使用有機種子的原則性規定、制定核

可使用非有機種子的程序及相關規範、建立有機種子資料庫、制定資料庫登錄及

使用規範、以及明定相關權責單位，透過制定完整的有機種子規範，可有效建構

完整的有機種子資訊網，並推動建構完整的有機種子生產體系。 

 

第二項  美國 

 

    有機種子的相關規範制定於 NOP 法則中，OFPA 法案並未明定相關規定。依

NOP 規定，生產者必須使用有機種子或繁殖材料，但允許生產者在無法取得可替

代品種的情況下，可使用未經處理或只經 NOP 國家清單核可資材處理的非有機種

子或繁殖材料127。原則上有機種子或繁殖材料皆不得使用國家清單以外的資材處

理，但若依照中央或州政府發布的緊急防疫處理命令而使用禁用資材的種子，仍

允許其用於有機生產128。規則中未明文禁止種子親本不可含有基改成分，但依據

有機生產原則，自不應使用由含有基因改造成分之親本所生產之種子，美國永續

農業資訊中心(ATTRA)129提供的有機作物生產說明手冊亦作相同說明130；惟法規中

仍應制定明文規定為宜。 

    另外，NOP 規定用於生產多年生作物的非有機繁殖材料，必須經過有機栽培

                                                 
125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6a(1)&(2). 
126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6a(3)&(4). 
127 7 C. F. R. 205.204(a)(1)&(2). 
128 7 C. F. R. 205.204(a)(5). 
129 美國永續農業資訊中心(National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formation Service, 簡稱 ATTRA)是由

美國國家技術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ppropriate Technology , 簡稱 NCAT)建構之資料庫，提供資

訊包括 NOP 法則中各類生產、驗證及認證之完整說明，具有供各界人員使用及指導全國有機生產

規範之功能。At http://attra.ncat.org/ 
130 National Center for Appropriate Technology (2003), pp.37-40. At 
http://attra.ncat.org/attra-pub/PDF/cropsworkbo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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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年以上，其所生產之多年生作物始得以有機名義販售。在實務上，對於此

項規定中的「生產之多年生作物」通常有兩種解釋131，第一種解釋認為多年生非

有機繁殖材料經過 12 個月的有機栽培後，其所生產之「多年生作物」係指可販售

給消費者之部位或產品，如水果、堅果等，得以有機名義販售。第二種解釋認為

多年生非有機繁殖材料經過 12 個月有機栽培後所生產之「多年生作物」，係指用

於繁殖之繁殖用材料，此等材料得以有機繁殖材料販售，但其可販售與消費者之

部位或產品仍不得以有機名義販售；但一般驗證機構以採用第一種解釋為主，然

也有採用第二種解釋者。由於條文中無法探知應做何種解釋，生產者應以驗證機

構之解釋為依據。 

    相較於歐盟規則，NOP 法則雖明定有機種子及非有機種子的原則性規定，但

尚未建立完整的全國性有機種子生產及使用系統，在實務上多由驗證機構依據個

案作出最終決定。各驗證機構亦會建立有機種子供應者的資料庫或提供有機種子

取得資訊供生產者使用。當生產者欲使用非有機種子時，應向驗證機構提供足夠

證明的說明文件，包括已接洽有機種子供應者但仍無法取得有機種子之接洽記

錄，交由驗證機構做最後決定。 

     

    在栽培用幼苗方面，生產者原則上必須使用有機栽培用幼苗，但發生乾旱、

風災、水災等天然災害造成之損害，致使生產者無法取得欲栽培品種之有機幼苗

來源時，則可允許其使用非有機之栽培用幼苗132。 

 

第三項  日本 

 

    日本 JAS 有機作物生產標準中，種子、繁殖材料、及栽培用幼苗皆適用同一

條規定。依規定，生產者應使用以有機生產方法所生產之種子、繁殖材料、及栽

                                                 
131 National Center for Appropriate Technology (2003), pp.37-40. 
132 7 C. F. R. §205.204(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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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用幼苗。當有機生產種子、繁殖材料或栽培用幼苗難以取得時，生產者得使用

未經禁用物質處理的種子、繁殖材料或幼苗。若是連未經禁用資材處理的種子或

繁殖材料也難以取得時，除了植株本身或特定部位作為食用用途的幼苗外，生產

者可使用任何種子或繁殖材料。依據前述規定，在符合特殊情況下，生產者仍可

使用經非核可資材處理的種子或繁殖材料。另外，生產者所使用的任何種子或繁

殖材料，皆不可由含基因改造成分之親本生產。除了前述規定外，相關法規中未

再制定其他有機種子相關規定，在實務上，亦由驗證機構依具體個案來規範生產

者使用種子的情形。 

 

第四項  小結 

 

    綜觀歐盟、美國、日本規定，各國對於種子及繁殖材料規定的整理如下： 

(1) 生產者必須優先使用有機種子或繁殖材料：各國皆規定生產者必須優先使用有

機種子或繁殖材料，只有當無法取得有機種子或繁殖材料時，才可在驗證機構

同意下使用非有機種子。歐盟及美國僅允許使用未經過非核可資材處理的非有

機種子；但日本則允許生產者在無法取得未經非核可資材處理的非有機種子

時，可使用經非核可物質處理之種子，較歐盟及美國寬鬆。 

(2) 有機種子或繁殖材料親本栽培規定：各國皆規訂有機種子親本的栽培過程必須

符合有機生產標準，因此有機種子必須在通過驗證的農場或田區生產。另外，

歐盟規則明定生產有機種子前必須採行有機生產的時間，一年生為一年，多年

生為二年；美國規定多年生非繁殖材料之母本，必須經過至少一年以上的有機

栽培；日本則無明確規定。 

(3) 種子或親本皆不可含有基因改造成分：歐盟及日本明文規定，無論是有機或非

有種子及繁殖材料，皆不可含有基因改造成分；美國雖未明文規定非有機種子

或繁殖材料不可含有基因改造成分，但實務上皆不允許種子或繁殖材料含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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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改造成分。 

(4) 建立有機種子資料庫之規定：歐盟規則明定各會員國必須建立國家有機種子資

料庫，除提供生產者取得有機種子及繁殖材料的資訊外，並提供驗證機構判定

是否核可生產者使用非有機種子或繁殖材料的依據。美國及日本則未規定建立

國家級的有機種子資料庫。 

 

    各國的有機種子及繁殖材料規範，以歐盟規則制定的最詳細，包括明定有機

資料庫之建立規範、資料庫使用規範等，預期將有助於建立完整的有機種子生產

體系，歐洲各國已陸續建構有機種子資料庫，例如由英國、德國及瑞士共同架構

的有機種子資料庫「OrganicXseeds」，荷蘭、法國及丹麥各自建立的國家有機種子

資料庫等133。在美國，有機資材審核協會(Organic Materials Review Institute, 簡稱

OMEI)亦開始著手建立收集全美各地有機種子生產資訊的資料庫，雖然該資料庫缺

乏法規強制性，但已開啟美國建立國家級有機種子資料庫的起點，對於推動有機

種子的生產與利用有相當大的助益134。 

    有機種子在有機生產體系發展中仍屬於發展起步階段，且有機種子之生產、

供應等過程可能遭遇許多難題，例如親本栽培過程的病蟲害防除、種子病蟲害防

除及種子品質管理等，皆是歐美各國的有機界積極研究解決的議題。即使如此，

有機種子生產仍為有機農業生產體系之一環，推動有機種子生產實為有機農業發

展過程的重要階段。透過立法將有機種子納入生產標準，可提供驗證機構或主管

機關要求生產者使用有機種子的法源，促使生產者尋找並使用合宜的有機種子；

當有機種子需求量上升，可帶動種苗業者投入有機種子的生產，進而推動有機種

子生產體系的建立。 

 

                                                 
133 Bertelsen (2006) At 
http://www.cosi.org.uk/web/cosi/cosi.nsf/41f0ee04d5d792c600256fb8004b35e2/983d9cd68a1406578025
72270054802f/$FILE/Presentations_workshop_Warmenhuizen.pdf 
134 DeCou (2006), pp. 60-65. At http://www.seedalliance.org/uploads/pdf/ProceedingsPap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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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作物之田間操作規定 

 

    有機作物栽培的規定重點，包括實行維持或改善土壤健康的栽培操作、有機

資材的使用、以及病蟲害防治及雜草防除，各規定重點分述如下。 

 

第一項  土壤肥力與作物養分管理 

 

    有機農業首重土壤肥力之維持與改進，以孕育健康且豐富的作物生長環境，

因此歐盟及美國作物標準皆定有維持或促進土壤肥力的明文規定。由於土壤肥力

受農場管理作業影響至深，包括栽培制度及施肥管理，並直接影響作物養份需求

與生長，因此，歐盟及美國亦具體列出生產者應採行的栽培制度及施肥操作，使

生產者有明確的操作標準可依循。至於日本 JAS 有機作物標準，在此部分僅制定

一項與肥料使用相關的規定，明顯不及歐盟及美國規範的詳細，因此本款將著重

於歐盟及美國有機作物標準的說明。 

 

第一款  栽培制度與動植物有機質之利用 

 

    歐盟及美國皆明定，生產者所採行之農業操作必須維持或增加土壤肥力135，

美國並進一步規定，生產者應採行對土壤侵蝕最小程度的栽培方法；歐盟及美國

並明文列舉生產者為維持或增加土壤肥力所必須採行的栽培方法，主要規定項目

原則上相似，但規定細節不盡相同，茲說明如下： 

(1) 採行作物輪作制度：歐盟及美國皆明文規定生產者必須採行作物輪作制度來維

持及增加土壤肥力，並定有輪作內容的詳細規定。歐盟規定，輪作作物應包括

                                                 
135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I §2.1. 
   7 C. F. R. §205.203(a) & (b). 



 

 63

豆科作物、綠肥作物及深耕作物136。美國規定，輪作作物可包括但不限於草坪

作物、覆蓋作物、綠肥作物、適合裡作之作物137。 

(2) 植物及動物有機質之施用：歐盟、美國及日本皆規定生產者應優先施用植物或

動物有機質來維持及改善土壤肥力。歐盟規定有機質來源必須由有機農場所生

產、動物廄肥必須源自有機畜牧農場138；美國則未強制規定必須使用來自有機

農場之動植物有機質，但規定動植物有機質之施用，不可發生由養分、病原菌、

重金屬、禁止物質殘餘所造成的作物、土壤或用水的污染139。日本規定生產者

應優先使用同一田區之作物有機質所做成之堆肥，或使用同一田區及鄰近區域

所生長或飼養之生物作為有機質來源。 

    另外，在動物廄肥及植物有機質的處理及使用上，各國所訂規定不盡相

同，茲說明如下： 

(i) 動物廄肥：歐盟規定，每公頃土地每年施用廄肥的含氮總量不可超過 170

公斤140；美國及日本則皆未對廄肥總量加以限制。 

美國對於動物廄肥的處理及施用時間則有較嚴謹的規定，其規定廄肥

原則上必須經過堆肥處理方可施用於土壤，但對於食用部位與土壤表面直

接接觸的作物，在收穫日 120 天以前可施用生鮮廄肥；對於食用部位不會

與土壤表面直接接觸的作物，在收穫日 90 天以前可施用生鮮廄肥141；歐盟

及日本則無相關規定。 

(ii) 植物有機質：歐盟及美國皆明文規定，植物有機質無論經堆肥處理或未經

堆肥處理與否，皆允許生產者使用142。至於日本雖未對植物物質是否應經

堆肥處理做明文規定，但依據「應優先使用同一田區之作物有機質所做成

                                                 
136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I §2.1(a). 
137 7 C. F. R. §205.205. 
138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I §2.1(b) & (c). 
139 7 C. F. R. §205.203(c). 
140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I §2.1(b). 
141 7 C. F. R. §205.203(c)(1). 
142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I §2.1(c). 
   7 C. F. R. §205.203(c)(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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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堆肥」規定，生產者應使用經堆肥處理之植物有機質。 

(iii)堆肥方法：美國對於動植物有機質堆肥方法定有明文規定；歐盟及日本則

未明定堆肥方法，因此生產者可依照自己的方式進行堆肥處理。 

美國制定的堆肥方法如下：首先將有機質之碳氮比調配至 25:1 到 40:1

之間，若採用容器系統或通氣靜態堆置143，則將堆肥溫度調整至華氏 131

度及 170 度後放置三天；若為乾草式進器系統則將堆肥溫度調整至華氏 131

度及 170 度後放置十五天。 

 

第二款  肥料及土壤調節劑之使用 

 

    除了透過栽培及施用動植物有機質來增加土壤肥力與提供作物養分外，各國

皆允許生產者使用其他肥料或土壤調節劑資材，並制定相關使用規定，主要規定

內容包括： 

(1) 使用資材之前提條件：歐盟及日本皆明文規定，生產者在符合「無法透過栽培

管理及施用動植物有機質提供足夠的土壤肥力及植物營養需求」前提下，始得

使用資材清單所列之核可資材144。美國未訂定前述資材使用的前提條件規定，

但明訂資材之使用不可發生由養分、病原菌、重金屬、或禁止物質殘餘造成的

作物、土壤及用水污染145。 

(2) 允許使用之資材：各國皆規定生產者使用之資材應以核可資材清單所列者為

限。歐盟和日本的資材清單採用正面表列方式，生產者只可使用列名清單中的

                                                 
143 美國所實施的堆肥方法主要有四種，第一種為靜態堆置(static pile)；第二種為通氣靜態堆置

(aerated static pile)，其原理為利用微生物過濾系統及強迫通入空氣來解決若干可能會產生臭氣的問

題；第三種為「容器系統(in-vessel system)」，其使用方式為將可分解物置入容器中並強制通入空氣

以導入適當的氧氣；第四種為「乾草堆列系統(windrow system)」，可分為開放型及密封型兩種方式。

見農試所霧峰總所檔案庫(2004) 美國堆肥系統的現況。At 
http://www.tari.gov.tw/%C3%FA%AEp%C1`%A9%D2/%A6X%B2z%A4%C6%ACI%AA%CE/%B0%
EF%AA%CE%BBs%B3y/%B2%C413%B3%B91.pdf 
144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2.2. 
   JAS Standard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4, Manuring practice in fields, 1(1). 
145 7 C. F. R. §205.20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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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材，並依符合該項資材的使用規定。美國資材清單同時採取正面表列(核可之

化學合成資材)及反面表列(禁用之天然資材)方式，生產者可使用國家清單所列

禁用天然資材以外之各種天然資材，以及使用列名國家清單的化學合成資材

146。 

    歐盟和美國除了規定生產者應依照資材清單使用資材的原則外，另定有其

他資材之來源、製備過程、以及使用規定。由於兩者的規範細節差異較大，此

處擬分別說明各別的規定內容。 

(i) 歐盟規定： 

○1  生產者使用資材清單中的動物性資材時，應同時搭配使用經堆肥處理之

廄肥，其含氮總量亦應符合每公頃每年 170 公斤的上限147。 

○2  微生物製備資材：生產者在事前取得驗證機構核可下，可使用一般農業

生產中允許使用的微生物製備資材；微生物來源不得為基因改造產品或

由基因改造生物所生產148。 

○3  製作堆肥時可添加非基因改造的植物有機質製備物或微生物製備物以

催化反應的進行149。 

○4  生產者可施用由礦石粉、廄肥或植物為原料製作的「生物動態製備物

質」，或添加於堆肥中以催化堆肥反應的進行150。 

(ii) 美國規定： 

○1  礦物性資材：生產者可使用低溶解度的礦物性資材，高溶解度礦物性資

材則必須依國家清單「禁用天然資材」所列使用條件使用。 

○2  生產者可使用動植物有機質經燃燒後的灰燼，但須遵守「禁止以燃燒方

法去除田間作物殘株」規定。動植物有機質事前不可經非核可資材處理

或與經非核可資材處理之動植物有機質混合，並禁用列名於禁用天然資

                                                 
146 7 C. F. R. §205.203(d)(1). 
147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I §2.2. 
148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2.4. 
149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2.3. 
150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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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國家清單之動植物有機質。  

○3  生產者可使用事前經過核可化學資材處理之動植物有機質。 

(3) 禁用資材或方法：美國另外明定禁止生產者採用作為肥料或增加土壤肥力的資

材或方法，禁止項目包括：(i)資材或動植物堆肥成分中含有國家清單以外之化

學合成物質；(ii)污泥；(iii)以燃燒田間作物殘株作為去除作物殘株之方法，但

若作為防治病蟲害或促進種子發芽用途時則不在此限，其立法原因在於燃燒作

物殘株會造成空氣污染，違反有機農業注重環境保育的原則，因此須予以禁止。 

    歐盟及日本由於採用正面表列方式，僅允許生產者使用核可物質清單所列

物質或採用法規明訂之方法，生產者自不可使用資材清單以外之物質，因此未

再另外特別明訂禁止事項。 

 

第二項  作物病蟲害防治與雜草管理 

 

    有機農法強調採用符合維護生態原則的系統性方法管理農場，因此生產者應

優先採行系統性方法防治病蟲害，當系統性方法仍無法達成病蟲害防治目標時，

才針對個別狀況需求，使用特殊方法或核可植物保護資材。各國皆明定病蟲害防

治及雜草管理規定，但在規定形式上不盡相同：歐盟及日本制定同時適用病蟲害

防治及雜草管理的共同規定，美國除了制定適用病蟲害防治及雜草管理的共同規

定外，另針對「蟲害」、「病害」、「雜草」三項目制定較詳細的個別規定。綜觀各

國規定，病蟲害防治及雜草防除的方法可分為四大類：前三類主要為栽培管理方

法、物理性方法、以及生物性方法，生產者應優先採行；當前三類方法無法有效

發揮效果或病蟲害已對作物產生緊急危害時，再採行第四類方法—施用有機資

材。各類方法分述如下： 

(1) 栽培管理：各國皆規定生產者應透過適當之作物輪作與肥培管理作業以及選擇

適當的作物種類與品種，防治病蟲害發生及管理雜草。美國另外規定生產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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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消毒」措施以預防病蟲害及雜草，包括移除或消滅病原菌寄主、雜草種

子、或害蟲生長環境；其他國家則未特別明定消毒措施之規定。 

(2) 物理性防治方法：各國皆規定生產者應採行物理性防制方法。歐盟規定生產者

可使用「機械性方法」及「燃燒雜草」等物理性方法，前述機械性方法應涵蓋

各類機械性操作；日本明定生產者可使用光線、溫度、聲音及其他機械方法等

「物理性方法」。 

    美國於「蟲害」、「病害」、「雜草」三項目下各別制定較詳細的物理性防治

方法，包括：(i)蟲害：可使用捕捉、誘補等方法；(ii)雜草：可使用人工拔草或

機械性除草、燃燒、高溫或電處理、使用覆蓋物質覆蓋等方法； (iii)病害：可

採用抑制病害擴散之管理措施。 

(3) 生物性防治方法：生物性方法主要用於病蟲害防治，在雜草管理方面主要是以

物理性方法為主，因此本項以病蟲害防治為主要討論對象。 

    在蟲害方面，各國皆規定生產者應營造適合害蟲天敵生存的環境來培育天

敵，亦可將害蟲天敵引進田間；美國及日本另明定生產者可利用栽培忌避植物

來驅除害蟲。在病害方面，美國明定可使用非化學合成之植物性、生物性或礦

物性資材，日本明訂可使用拮抗微生物防治病害。歐盟則將生物性防治方法歸

類為有機資材，列名於核可資材清單中。 

(4) 使用有機資材：各國皆規定生產者應優先採行前述三類方法作為病蟲害及雜草

管理的措施，惟當前述方法無法發揮效果時或作物已發生立即危害時，生產者

可使用資材清單所列之核可資材做為病蟲害及雜草防治的第二道防線，使用時

必須遵守資材的使用條件與限制。 

 

第三項  有機野生作物採集規範 

 

    歐盟及美國皆定有有機野生採集的明文規定，其規定內容大致相同，主要有



 

 68

兩項規定： 

(1) 採集區域之轉型期規定：歐盟及美國皆規定採集區域必須經過三年未施用禁用

物質的轉型期。在美國規定中，野採區域的轉型期適用一般農場的轉型期規

定，轉型期間只需符合不施用禁用物質的規定。在歐盟規定中，一般農場在轉

型期間除了必須符合不施用禁用物質規定外，其他生產操作亦一律必須符合有

機生產標準，但野生採集區域在轉型期間內僅須符合「不施用禁用物質」規定，

較一般農場轉型期規定寬鬆。 

(2) 歐盟及美國皆規定，採集者的採集活動不可對採集區域的環境造成衝擊，並應

維持採集作物族群的永續生長及繁殖。 

 

第六節  有機資材規範 

 

第一項  各國有機資材規範現況 

 

    歐盟、美國、日本皆以表列方式具體列出有機資材，使有機各界有清楚的規

定品項可依循。表列方式分為「正面表列」及「負面表列」兩種，正面表列所列

出者為核可使用之資材，負面表列所列出者為禁止使用之禁用資材，目前多數國

家的規範多採取正面表列方式，包括歐盟及日本等，美國則兼採正面表列核可使

用之化學合成資材以及反面表列禁用之天然資材的方式。本節擬以初級生產使用

資材為主要討論範圍。 

 

第一款  歐盟 

 

執委會制定之資材清單共有兩份，分列於歐盟有機規則之附則 II 及附則 VI

中。附則 II 主要為初級生產所使用之資材，分為 A~E 五部份，分別為(A)肥料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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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調節劑、(B)植物保護資材、(C)飼料原料、(D)飼料添加物、(E)動物營養資材及

飼料加工用物質，其中肥料與土壤調節劑及植物保護資材清單皆以表格方式詳列

資材品項之名稱、資材用途及成分描述、及使用條件與限制；飼料原料、飼料添

加物、動物營養資材則列出資材品項名稱。附則 VI 為加工食品核可資材，共有

A~C 三部分，分別為(A)非農業原料、(B)加工用物質及添加物、(C)非有機生產之

農業原料。生產者或製備者只可使用資材清單所列之核可使用資材。 

 

第二款  美國 

 

    美國有機法規中的資材清單稱為「國家清單」，訂定於 NOP 法則的「管理規

範」專章中151，採取正面表列「核可使用之化學合成資材」及反面表列「禁用之

天然資材」的表列方式。依據 OFPA 法案規定，生產者原則上可使用所有天然資

材，但不可使用國家清單所列之禁用天然資材；原則上不可使用化學合成資材，

但可使用國家清單所列之核可化學合成資材152。 

    至於國家清單的形式，先以資材適用的生產類型區分為「作物生產資材清

單」、「禽畜生產資材清單」、以及「加工品資材清單」共三類主項。「作物生產資

材清單」、「禽畜生產資材清單」的表列形式相似，皆於各主項以下以「核可使用

之化學合成資材」及「禁用之天然資材」作為分類亞項，各亞項以下再以資材用

途(明列用途及相關描述)作為分類小項，於各小項以下列出資材品項名稱。「加工

品資材清單」列出「非農業原料」與「非有機生產之農業原料」兩類資材，加工

者在加工過程或產品所含之非有機成分只可使用列名「加工品資材清單」之資材

或原料。 

    國家清單各主項之內容如下：(1)作物生產資材153：明列「核可使用之化學合

成資材」及「禁用之天然資材」，前者依資材用途列出資材品項，包括消毒用及清

                                                 
151 7 C. F. R. §205.600-§205.606. 
152 7 U. S. C. §6517(c)(1) & (2). 
153 7 C. F. R. §205.601 & §20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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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資材、雜草防治資材、害蟲或有害動物防治資材、病害防治資材、植物補充資

材或肥料、植物生長調節劑、採後處理資材、以及經環境保護局核可之非活性物

質；後者直接列出禁用資材之品項，未再以用途區分成不同類別。(2)禽畜生產資

材154：「核可使用之化學合成資材」列出消毒用及清潔資材、獸醫醫療資材、飼料

補充物質、以及經環境保護局核可之非活性物質之資材品項，「禁用之天然資材」

直接列出禁用之天然資材。(3)加工產品資材155：明列「非農業來源原料」及「非

有機生產之農業來源原料」之加工物質或原料。                       

 

第三款  日本 

 

    日本的資材清單分別列於各產製類型的 JAS 有機標準中，採用正面表列方式

列出核可使用資材，產製者只可使用列名於清單中之資材。日本初級生產的資材

清單形式與歐盟相似，主要以資材用途作為分類依據，列出核可使用之資材品項。

加工品資材清單形式則與歐盟有較大差異，日本只對加工品加工過程所使用資材

及產品所含非農業原料加以限制，對於產品中的非有機來源之農業成分則無限制

156，因此加工品的資材清單只列出「加工過程使用資材」及「非有農業來源原料」，

未如歐盟或美國另外列出「非有機來源之農業原料」。 

 

第二項  審核有機資材與訂定資材清單之規範 

 

    明訂有機資材之評估準則及程序，對於審核權責單位而言，可提供明確且標

準一致之審核依據，有助於降低審核過程中由於個人觀點不同或其他外力因素干

擾而做出有爭議之決定，為維持有機農業原則完整性之重要環節；對於生產者及

大眾而言，可提供資材審查及制定過程之透明化資訊，降低對有機資材之疑慮及

                                                 
154 7 C. F. R. §205.603 & §205.604. 
155 7 C. F. R. §205.605 & §205.606. 
156 歐盟及美國對於加工品中的非有機來源之農業成分亦訂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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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對於研發有機資材之各界人員而言，可提供其研發有機農業資材之正確方

向，有助於鼓勵更多人員從事有機資材之開發工作。歐盟及美國除了制定資材清

單外，皆另定有資材制定之評估準則、資材審核程序、以及資材清單記載內容的

相關規定，近年來歐盟地區有機農業研究團體亦積極對歐盟規則中之有機資材評

估準則與程序提出修訂建議，IFOAM 有機規範中亦制定詳細的有機資材評估準則

157，顯見制訂資材評估相關規定之重要程度。由於日本無相關的明文規定，因此

此處將以歐盟及美國的規範為主軸，說明制定有機資材之相關規範內容。 

 

第一款  訂定及審核有機資材清單之專責機關 

 

歐盟及美國皆於法規中明定應負責審核有機資材的權責單位。歐盟規定執委

會應根據法定程序修訂資材清單，負責現有資材清單中品項的增列或刪減158。美

國 OFPA 法案規定，農業部為訂定國家清單(National List)的權責機關159；OFPA 同

時規定農業部應籌畫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有機標準小組(National Organic 

Standards Board, 簡稱 NOSB)」，並定有小組之組織規定160，協助有機生產資材之

審核，並向農業部提出訂定國家清單之建議；條文中並明定農業部必須以 NOSB

提出之國家清單建議為訂定國家清單之基礎161。 

 

第二款  資材清單應記載資訊 

 

    歐盟規則明文規定有機資材清單的內容，執委會認為必要時，可於資材清單

                                                 
157 黃璋如 (2004a) At http://organic.niu.edu.tw/HCJ/conference/2004/德國有機農業資材管理之研究

(研討會).doc 
158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7(3). 
159 7 U. S. C. §6517. 
160 7 U. S. C. §6518. 
161 7 U. S. C. §6517(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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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產品項目記載下列資訊162：(1)資材特性的詳細描述；(2)使資材在作物食用部

位之殘留量或對環境影響降到最低的使用條件或方法；(3)使用該項資材之產品必

須另外於產品標示上註明。雖然執委會依前述規定僅需在「必要時」才於資材清

單中記載相關資訊，但目前公告的資材清單中，每項資材都至少提供一項資材的

相關資訊，提供生產者及驗證機構具體的使用依據。 

美國 OFPA 法案規定國家清單的內容，應依據生產用途列舉核可資材及禁用

資材的項目163。法條中雖未明定必須提供其他相關資訊，但國家清單中除了提供

產品用途的資訊外，亦會制定使用規定或限定條件等資訊。 

觀歐盟規則之資材清單與美國 NOP 法則之國家清單的內容，除了提供資材品

項的名稱外，亦皆記載產品的相關資訊或使用規定，其中歐盟規則之資材清單提

供的資訊又更為詳細，其資材清單型式及內容值得作為我國訂定物質清單之參考。 

 

第三款  審核有機資材之評估準則 

 

    歐盟規則及美國 OFPA 法案皆明定審核資材的評估準則，作為權責機關(在歐

盟為執委會，在美國為農業部)評估資材是否應列名資材清單或自資材清單刪除的

具體依據。 

 

第一目  歐盟 

 

歐盟有機規則之現行規定： 

    依據歐盟規則規定，欲新增於資材清單中的「植物保護資材」、「肥料或土壤

調節資材」、「家畜營養所需礦物質及追蹤物質」資材，必須經執委會判定可符合

評估準則之各項規定。歐盟規則中針對前述三種資材制定各別的評估程序，分述

                                                 
16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7(2). 
163 7 U. S. C. §65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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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 植物保護資材與家畜設施清潔消毒資材之評估準則164： 

(i) 資材之使用應為防治病蟲害所必要之措施，且應無其他生物性、栽培方法、

物理性或育種方法可以替代； 

(ii) 資材之使用方式不應直接施用於種子、作物、作物產品、家畜、家畜產品，

但若資材施用對象為多年生作物，則允許在食用部位生長季以外時期直接

施用於作物，且使用後不可殘留於食用部位上； 

(iii)資材之使用不可對環境發生不良影響或造成環境污染。 

(2) 肥料或土壤調節資材之評估準則165： 

(i) 資材之使用為作物必要之特殊養份或特殊土壤調節目的所必要者，且無其

他操作方法可取代； 

(ii) 資材之使用不可對環境發生不良影響或造成環境污染。 

(3) 家畜營養所需之礦物質及追蹤物質166：資材必須為天然來源物質，若無法取得

天然來源時，必須使用與天然物質相同型式的化學合成物質。 

 

修訂建議： 

    根據「有機農業植物保護、肥料與土壤調節資材計畫(以下簡稱「有機資材評

估計畫」)研究人員所提報告指出167，歐盟規則中資材清單內容所提供之資材資訊

相當完整且詳細，但現行的資材新增估準則卻略顯不夠周延，且其「資材之使用

不可直接施用於作物」之限制，使得許多新研發資材或其他國際標準已核可資材

因不符合該項要件而無法增列於資材清單中，造成增列有機資材之困難。為改善

現行評估準則，「有機資材評估計畫」人員於研究報告提出更適於有機資材使用現

況、符合未來需求、以及符合有機生產原則與目標的評估準則修訂案。修訂提案

                                                 
164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7(1)(a). 
165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7(1)(b). 
166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7(1b). 
167 Speiser (2005) At http://www.organicinputs.org/documents/Proposed_Criteria_Inputs_Evalu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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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及修訂理由如下： 

(1) 制定適用所有用途資材的評估準則：依據現行規定，僅分別制定植物保護資材

與家畜場所及設備之清潔與消毒資材、土壤調節劑、動物養份所使用之養份及

追蹤物質共三大類資材的評估準則，對於非屬前述範圍的資材則無明確的評估

準則可適用。因此修訂建議中新增制定適用於所有有機資材的共同評估準則，

各用途資材若需有特殊規定者，則再另外各別制定相關準則。共同評估準則共

有六項規定，資材必須同時具備符合各項規定之條件，六項規定之內容與說明

分別為： 

(i) 來源：相較於現行規定僅提及使用植物及動物來源，修訂建議中新增資材

來源可為微生物(需為非 GMO 來源)或礦物來源。當前述來源無法提供足夠

的品質或數量時，可彈性允許由其他來源取得相同形式的資材； 

(ii) 資材之製造過程：資材的製造過程，只可使用物理性方法如加熱或純化、

微生物及酵素催化反應方法如發酵、脫水(但不可使用含基改成分之物質)、

以及特殊情況下允許使用簡單化學反應製造；對於使用化學方法取得且已

改變天然形式的物質，其使用方法必須排除與作物食用部位接觸者始得核

可使用； 

(iii)對環境無害：資材的製造、使用或分解後產物，應無害於環境； 

(iv) 對健康影響應降到最低：資材的使用應對人類及動物健康的影響降到最低； 

(v) 對社會層面之影響：資材使用不可對社會層面如經濟、農村發展等造成負

面影響，以及不可違反一般大眾之意識168； 

(vi) 資材之使用必須符合有機農業原則。 

     

    除了前述各類資材皆適用的共同規定外，另針對「肥料與土壤調節資材」、「植

保物質、動物營養、家畜建築清潔及消毒物質、或其他作物生產目的的資材」、「動

                                                 
168 例如有機農業各界人員要求有機農業不可使用基因改造產品，因此含有基因改造成分之資材不

應列入核可使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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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養份用途之礦物質及追蹤物質」制定專屬評估準則。 

「肥料與土壤調節物質」必須符合「資材之使用為作物必要之特殊養份或特殊

土壤調節目的所必要者，且無其他操作方法可取代」規定，「家畜養分用途之礦物

質及追蹤物質」必須符合「資材必須為天然來源物質，或是無法取得天然來源時，

必須使用與天然物質相同型式的化學合成物質」規定；兩者皆維持現行規定內容 

「植物保護資材、動物營養、家畜建築清潔及消毒物質、或其他作物生產目的

的資材」必須符合「資材應為防治病蟲害或達到其使用目的所必要之措施，且無

其他可替代的栽培措施或其他措施無法達到預期效果，以及無其他現有核可資材

可替代」。相較於現行規則的規定，修訂提案共有三點主要新增規定： 

(1) 新納入「動物養分」及「其他作物生產目的的資材」兩類物質：現行的評估準

則僅明定適用於「植物保護資材」，然而有機農法中常用的「植物健化資材(plant 

strengtheners)169」或是生長調節資材嚴格來說並不屬於植物保護資材，因此無

法適用現行的評估準則規定。對此，修訂建議中新增「其他作物生產目的資

材」，使適用範圍擴及所有用於作物生產目的的資材，改善現行規則中無法涵

蓋所有用途資材的漏洞； 

(2) 刪除原所有資材的使用方法不可與作物直接接觸之規定：現行規則規定植保物

質的使用方法必須避免與作物或家畜產品直接接觸，然而並非所有資材的使用

都必須避免與產品直接接觸，且經過評估準則核可資材的安全性已相當高，因

此刪除原所有資材的使用方法皆不可與作物直接接觸之規定，增訂「對於使用

化學方法取得且已改變天然形式的物質，其使用方法必須排除與作物食用部位

接觸者方可核可使用」規定，禁止危害風險較高的化學合成物質直接施用於產

品上，但允許風險較低之天然來源資材有更大的使用彈性。 

 

第二目  美國 
                                                 
169 係指非直接用於治療特定病蟲害但可提高植物對病蟲害抵抗能力之資材，德國農藥法已賦予明

確之定義，包括：提高植物對病蟲害的抵抗能力、保護植物免於寄生生物影響功能之資材。見黃璋

如(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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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OFPA 法案定有農業部審核國家清單時應依循的評估準則，為各用途資

材共同適用的準則。由於國家清單兼採正面表列及反面表列，因此定有「核可使

用化學合成資材」及「禁用天然資材」兩類評估準則。依規定，農業部應會同健

康暨民眾事務部與環境保護局，共同進行國家清單資材的評估作業170。 

    「化學合成資材」的核可評估準則內容為171： 

(1) 資材必須無害於人類健康及環境； 

(2) 為生產或製備操作所必要使用之資材，且無其他天然資材可替代； 

(3) 符合有機生產及製備之原則； 

(4) 資材的活性成分若為化學合成物質，僅限於下列種類：銅化物及硫化物；由細

菌所生產之物質；費洛蒙、皂鹼、植物油；魚體抽出物、經處理之種子、維生

素、礦物質；家畜寄生蟲殺蟲劑及藥物、設備清節劑； 

(5) 資材之非活性成分若為化學合成物質，不可使用經環境保護局公告具毒性之物

質。 

 

將天然資材列入「禁用天然資材」的評估準則為172： 

(1) 資材有害於人類健康及環境； 

(2) 違反有機生產及處理之原則，且資材用途非有機生產或製備操作所必要者。 

 

    另外，OFPA 法案亦明定「國家有機標準小組(NOSB)」在審核國家清單資材

之增列或刪除時的評估準則，此為「核可化學合成資材」與「禁用天然資材」皆

適用之共同準則。依規定，國家有機標準小組在審核資材之增列或刪除時，應衡

量下列事項173： 

                                                 
170 7 U. S. C. §6517(c)(1)(A) & §6517(c)(2)(A). 
171 7 U. S. C. §6517(c)(1)(A) & (B). 
172 7 U. S. C. §6517(c)(2)(A). 
173 7 U. S. C. §65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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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審核對象之資材與其他有機資材發生有害化學反應的可能性； 

(2) 資材或資材分解物所具備的毒性及作用模式，或可能造成的汙染及在環境中的

殘留時間與範圍； 

(3) 資材之製造、使用、誤用、或飄散時造成環境污染的程度； 

(4) 資材對人類健康的影響； 

(5) 資材在農業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及化學反應，包括資材對土壤性質、作物及禽畜

的影響； 

(6) 有其他措施或資材可替代的可能性； 

(7) 是否符合永續農業的原則。 

 

    由此看來，美國法案對於資材制定的評估可分為兩級規定，第一級為資材之

基本限制，明定資材可列名國家清單的基本要件；第二級為衡量資材可能發生影

響的規定，以資材在各項衡量指標的綜合表現，作為是否納入國家清單之依據。 

     

    另外，NOP 法則另訂有加工品化學添加物的評估準則；除了前述 OFPA 法案

所訂評估準則外，USDA 尚須依據下列準則進行評估174： 

(1) 審核對象之資材無法取得其他天然形式的資材，且無其他資材可取代； 

(2) 資材之製造及使用對於環境無害，其製造過程必須符合有機製備標準； 

(3) 資材之使用不可破壞食品之營養品質，且資材本身或分解後產物不可對人體健

康產生危害； 

(4) 資材之使用不得以防腐壞為主要用途，亦不得以增添及改善食品風味、顏色、

補充加工過程造成之營養損失為主要用途，但若為法律規定必須添加者則不在

此限； 

(5) 資材必須經藥物食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er, 簡稱 FDA)認定為安

                                                 
174 7 C. F. R. §205.6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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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且不可含有重金屬或其他超過 FDA 所定殘留量標準的物質； 

(6) 資材之使用為加工處理過程所不可缺乏者。 

 

第三目  小結 

 

    綜觀歐盟與美國所制定之資材評估準則，可歸納出三項重要的共同原則：(1)

優先使用天然資材或以天然成分為主的資材，例如美國原則上允許使用所有的天

然物質、歐盟資材清單中以天然資材所占比例較高，其使用規範亦較化學合成資

材寬鬆；(2)安全性：資材的使用，必須對環境及人類健康無害或最低影響；(3)必

要性：資材之使用應為生產或製備操作所必要者，即特定情況下，只有使用該項

資材方可達成目標，而無其他資材或措施可替代或達到相同效果。依歐盟規定，

所有資材皆應符合必要性原則；美國由於原則上允許生產者使用天然資材，因此

必要性原則以適用化學合成資材之評估為主。必要性規定的目的在於達到使外來

資材的使用降到最低的目標。 

    歐盟與美國評估準則主要的差異主要有兩項： 

(1) 美國所規範的部分包括資材的活性成分與非活性成分，而歐盟所規範的部份以

資材的活性成分為主，並未涉及資材的非活性成分。 

(2) 美國 OFPA 法案所制定的資材評估準則為適用所有資材的共同評估準則，NOP

法則中並訂定加工品化學添加物的評估準則。歐盟規則並未制定共同評估準

則，而是針對不同用途的資材制定各別的評估準則，因而造成某些規則中未明

列用途的資材(如植物保健資材)無適用之評估準則。針對歐盟規則之缺失，「有

機資材評估計畫」小組已提出共同評估準則的修定提案。 

 

第四款  審核有機資材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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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材審核程序規定方面，歐盟規則中明定當會員國對於物質清單有建議

時，應提供相關文件並依法遞交給前述的決議小組進行審核175。執委會對於核可

資材清單中資材的增列或刪減，應依同法第 14 條法定程序召開決議小組修訂176。

然而該法定程序為適用所有決議事項的原則性程序，因此歐盟有機規則實際上並

未明定資材清單專屬的審核程序。 

 

美國 OFPA 法案則訂有詳細的國家清單審核程序，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

段由「國家有機標準小組」進行國家清單訂定或修定提案之審核作業，第二階段

由農業部依據前述國家有機標準小組的提案，進行國家清單之最終審核及決議。 

國家有機標準小組訂定或修訂國家清單提案的程序共有三項177： 

(1) 審閱環境保護局、國家環境健康研究所及其他資源中有關國家清單提案所列物

質對於人類及環境潛在危害的資訊； 

(2) 對於預計於提案中增列的資材，由小組人員實地了解該項資材的製造過程，取

得該項資材成分的完整資訊以及判定資材的非活性成分是否為化學合成物質； 

(3) 應依照評估準則進行資材評估作業； 

(4) 將國家清單提案及評估報告遞交給農業部。 

 

農業部收到國家有機標準小組所提供之國家清單訂定或修定提案後，應以該

提案做為決議最終國家清單內容的基礎178。為確保農業部確實以有機標準小組之

國家清單提案為基礎，農業部不可增列有機標準小組所提供國家清單提案以外的

資材，經國家法律公告之禁用物質亦不可列入國家清單。在正式通過國家清單的

訂定或修訂提案之前，農業部應先公告提案之內容，並徵詢公眾意見及進行公開

討論。在評估所有建議後，農業部應一併公告最終決定的國家清單及相關討論與

                                                 
175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7(4). 
176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7(3). 
177 7 U. S. C. §6518(l). 
178 7 U. S. C. §6517(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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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第三項  市售有機資材之使用規範 

第一款  商品化資材之審核機制 

 

    歐盟、美國及其他有機法規的資材清單所列出者多以原料或有效成分179為

主，而非列出市售之商品化資材180。然而有機產製者通常使用的是商業化產品，

因此經常無法直接依據資材清單選購市售商品化資材。 

在歐盟，多數國家由驗證機構負責審核市售有機資材，再提供給產製者作為

選購產品之依據；有些國家則由官方機關負責。由於缺乏一致性的審核規範，各

國家及各驗證機構之間所採取的審核規範通常會有差異，例如大部分機構以審查

商品化植物保護資材的作用成分為主，但有些機構則同時審查商品化資材的有效

成分與其他惰性成分。至於肥料及土壤調節劑，通常以資材所含之所有成分為主

要審查範圍181。雖然大部分歐盟國家尚未制定一致的商品化資材審核規範，但驗

證機構的審核機制對於產製者在有機資材之選購及使用上仍提供相當大的協助。 

    美國有機農業相關法規亦未明訂商品化有機資材之審核規範，實務上多由驗

證機構依據 OFPA 法案及 NOP 法則之資材評估準則逕行審核。然而，同一商品化

資材在不同機構間的重複審核，經常會造成人力及時間資源的浪費，且驗證機構

的審核結果不一定一致，容易造成產製者及資材商之困擾。美國非營利民間組織

有機資材審核協會(Organic Material Review Institute, 簡稱 OMRI)，在提供商品化

有機資材之審核及登錄服務上已建立公正、公開、以及透明化的商品化資材管理

機制，因此全美已有 2/3 的驗證機構採認 OMRI 審核通過之商品化資材，資材商亦

                                                 
179 有效成分(active ingredient)係指商品化資材中具有使用目的效果之成分；惰性成分(Inert 
ingredient)係指不具使用目的效果之製劑或成分，如溶劑、乳化劑等。見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

物試驗所「農藥雙與詞彙說明」，網址：http://www.tactri.gov.tw/glossary_I.asp 
180 商品化資材係指經過商品化包裝具有品牌之有機資材，見林俊育 (2006) At 
http://agbio.coa.gov.tw/image_doc/林俊育 45-50.pdf 
181 Speiser (2005) At http://www.organicinputs.org/documents/Proposed_Criteria_Inputs_Evalu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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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支付費用申請商品化資材之審核及登錄作業182。OMRI 所建構之商品化有機資

材網絡，雖無法律上之強制性，依然可建立公開公正之制度，有效促進有機資材

使用之便利性與流通性，實為相當良好之示範體例。 

 

第二款  國家農業資材相關法令發展與有機農業資材之關聯 

 

    商品化有機農業資材之生產與販售亦必須受到國家農業資材相關法律之規

範，例如大部分國家通常規定植物保護資材(即農藥)必須經過註冊後才能販售。一

般情況下，植物保護的註冊程序需要耗費較長時間及費用，然而在有機資材市場

規模較小、有機農民以減少使用農場外來資材為原則的情況下，廠商受到市場及

成本考量的影響，生產有機資材的意願因而降低。肥料與土壤調節資材也須受到

國家相關法律之規範，但較植物保護資材為寬鬆，註冊時間及費用成本較低，廠

商生產意願因此提高。 

    已有部分歐盟國家針對風險較低之植物保護資材制定較簡化之註冊規定，提

供更合宜且符合經濟效益的程序。這些規定並非專為有機農業資材而設，但由於

有機資材通常具備低風險之特性，符合適用簡化註冊程序之資格，因此簡化程序

對有機資材之生產有正面影響。至 2005 年，歐盟國家中定有簡化程序的國家有183：

(1)德國「植物強健資材之簡化程序」及「准許家庭自製植物保護資材」規定：德

國在制定簡化程序的發展上居領先地位，是唯一於法規中明確使用「植物強健物

質」詞彙的歐盟會員國家，許多有機農業中使用已久或歐盟法規物質清單所列的

低風險物質，都被歸屬為「植物強健物質」類別，因此可適用簡化註冊程序；其

他國家仍在討論是否於國家法規中訂定「植物強健物質」項目。另外一個簡化程

序規定為「允許家庭自製植物保護資材」規定，傳統上有機農民常利用農場上的

                                                 
182 白秋菊 (2006)。At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report/show_file.jsp?sysId=C09405074&fileNo=001 
183 德國資料主要參考黃璋如 (2004a) 
   荷蘭及瑞士資料見 Speis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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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製備所需物質，但某些資材由於不屬上市資材，農民並無法取得，因此德國

允許農民可購入原料自行製備植物保護資材，並制定明確的使用規範及核可原料

清單，同時允許由農場自製的資材類型可免除註冊程序；(2)荷蘭：低風險的植物

保護資材可使用較簡化的註冊程序，例如作為除滅病毒用途的乳類製品、作為除

滅細菌用途的醣類製品等；(3)瑞士：允許低風險的資材使用簡化註冊程序。對於

定有簡化程序之國家，預期將有助於提升國內有機植物保護資材之生產。 

 

第七節  台灣之規範現況與可參考之設計 

 

    作物生產是我國最早發展的有機生產類型，最早為 1996 年省農林廳制定之「農

作物有機栽培技術執行基準184」，2003 年修訂公告「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物」，

2006 年修訂公告「CAS 有機產品生產規範」；2007 年 7 月農委會依據「農產品生

產及驗證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規定，制定完成「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

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並公告之，該辦法之附件一定有「作物」、「畜產」、「加工、

分裝及流通」之驗證基準(驗證基準即「有機產製標準」)，以及適用所有產製類型

的「共同基準」。「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自公告日起成為

我國的國家有機標準，過去訂定的相關規範則應停止適用；現行有機產製者應於

兩年內依照新公告的國家有機標準，從事有機生產並通過驗證。 

另外，農委會依據本法第七條及第八條授權，採取強制性的有機農產品產銷

履歷制度，已訂定所有作物通用及各類作物專屬的「有機農糧作物台灣良好農業

規範(Taiwan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簡稱 TGAP)」，規範內容涵蓋各國共同有機

標準中「有機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書」、「產製作業紀錄」，以及定有「生產場所應 

紀錄之基本資訊」，內容詳細且完整，提供產製者必須具體依循的標準化作業，確

                                                 
184 此處「基準」與「標準」同義，指產製過程所應依循的方法與規定，本文採用之「標準」用語

係直接翻譯國際上通用之「standard」。以下若非引用規範名稱，將使用「標準」取代「基準」，以

便使文章用語統一。 



 

 83

為一良好設計。 

    此處擬以「有機驗證管理辦法」中的「共同基準」與「作物驗證基準」、以及

「有機農糧產品 TGAP」為討論範圍，並借鏡歐、美、日規範，對我國規範提出修

訂建議。 

 

第一項  各類產製類型有機標準之共同規定 

 

    觀各國規定，共同規定項目包括「有機產製作業管理計畫書之提出」、「產製

作業紀錄之保存」、「儲存場所規定」、「產品運輸之包裝與產品輸入規定」。 

依照我國有機相關規範，產製者編寫有機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書時，必須同

時遵守兩個規定，第一個是「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品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有機驗證管理辦法)」第六條，該項條文明定產製者申請驗證時，必須提供「依有

機農產品及農產品加工品驗證基準之生產或製程說明」文件，已揭示有機產製作

業管理計畫書應包括各驗證基準內容之原則。第二個是提供農委會已公告的「有

機農糧作物 TGAP」之各項文件，其中在「生產場所資訊」、「產製作業」、「風險管

理」方面皆已訂有具體的詳細規範，例如資材使用、栽培制度及預定栽種作物種

類、以及發生違規事件之處理措施等計畫，產製者必須依規定編寫詳細的產製作

業暨管理計畫。 

參照歐、美、日對於「有機產製作業管理計畫書」內容皆明定應涵蓋的重要

項目、內容、原則，我國透過 TGAP 之實行，在「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書」方面

的相關規定亦屬完整，惟本文仍針對部分內容提出下列修訂建議： 

(1) 目前公告的有機相關法規皆未提及有機生產應符合 TGAP 的相關規定。本文建

議，有機驗證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產製者申請驗證應提出的文件項目中，宜增

訂「凡從事經農委會公告有機台灣良好農業規範之生產或製備類型的產製者，

應依據前述規範內容編寫及提出產製及管理計畫」規定，使有機相關法規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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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與「有機生產之 TGAP」發生連結，並有助於各界瞭解台灣良好農業規範

亦為有機法規之一環。 

(2) 對於尚未訂定 TGAP 之有機產製類型，例如畜產或加工食品，則應依照有機驗

證管理辦法第六條「申請驗證時應出具之文件」規定，產製者所提供之「有機

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書」須符合「依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品加工品驗證基準之生

產或製程說明」規定，惟前述規定尚缺乏監控產製作業過程及風險管理規定。

參照美國及歐盟皆規定計畫書應包括內部監控或風險管理措施，此為降低產製

過程發生違規風險之重要手段，因此本文建議，有機驗證管理辦法規定申驗者

應出具的生產或製程說明中，宜增訂「申驗者應提供產製作業風險管理」項目。 

 

「有機驗證管理辦法」附件一的「共同基準」定有包裝、儲存、運輸與配售、

以及紀錄共四大項目規定，包裝、儲存、以及運輸與配售的規定內容已大致完整，

可達到預防有機產品遭受非有機產品或遭受禁用物質污染之目標。 

    在紀錄保存規定方面，產製者必須同時遵守前述共同基準中的紀錄保存與倒

存年限規定，以及農委會公告的有機生產 TGAP 中的紀錄保存規定。本文提出之

修訂建議為： 

(1) 共同基準中的紀錄保存規定中，宜增訂與有機生產 TGAP 產生直接連結之相關

規定； 

(2) 對於尚未訂定有機生產 TGAP 的類型，產製者必須適用共同基準中的紀錄保存

規定，因此在共同基準中訂定完整的紀錄保存規定仍具相當重要性。目前的規

定揭示紀錄應「足資證明有機完整性」之原則，惟「有機完整性」的概念仍過

於抽象，因此本文建議可參考美國立法例，將「足資證明有機完整性」修訂為

「足資證明符合相關有機規範」，並增訂「應詳細且使人易於了解及稽查」之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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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有機作物生產標準 

 

    由於有機作物標準在本國之發展最久，因此在規範架構上已大致完整，惟部

分細節仍有改進空間，本文針對下列幾點提出討論與建議： 

(1) 轉型期規定：由於歐盟及日本規定轉型期間必須實行符合有機標準操作之農業

活動，因此對於僅未施用禁用資材、閒置一段時間以上且未遭受禁用資材之耕

地、或未經開墾之耕地，仍未符合「有機標準」之要件，依規定仍需有二到三

年之轉型期。然而此等類型土地之土壤及環境受污染的風險已相當低，原則上

可符合轉型期使土地恢復零污染或低污染之規範目的，因此歐盟及日本皆允許

經認定可符合低污染或已採用優良農業操作之土地可縮短轉型期，也可藉以鼓

勵更多產製者投入有機農業。因此本文建議，可參照歐盟及日本模式，研議訂

定縮短轉型期期限規定之可能性。 

(2) 有機資材規範：美國雖兼採正面與反面表列，但在正面表列部分，清楚界定適

用資材範圍為化學合成資材，因此禁用清單以外之化學資材；在反面表列部

分，界定適用資材範圍為天然資材，因此允用禁用天然資材清單以外之所有天

然資材。由此看來，美國兼採正反面表列的方式仍可清楚界定可使用資材的範

圍。反觀本國所採取正面表列與反面表列的方式，並未清楚界定可使用的資材

範圍，因此對於同時未列名可用及禁用資材清單之資材種類，將造成是否可使

用之疑慮，確有改進之空間。本文建議可採取歐盟及日本只採取正面表列核可

使用資材的方式，提供各界更明確之資材使用規範。 

    另外，我國規範目前仍缺乏資材之評估準則與程序，本文建議可參考歐盟

規則與修訂建議、以及美國規定的內容，斟酌本國國情，制定明確的評估準則

與程序。在商品化資材審核方面，國內四家經農委會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已著

手進行相關機制之建立185。本文也建議可參考歐盟部分國家簡化特定農業資材

                                                 
185 林俊育(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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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程序規定的方式，研議訂定類似機制的可能性，以協助國內有機資材之發

展。 

(3) 種子與種苗規定：我國規範目前僅規定有機栽培用之種子及種苗不可經化學物

質或經對人體有害之植物性萃取物質或礦物性材料處理，但尚未制定有機種子

及繁殖材料生產規定。歐、美、日皆已明文規定優先使用有機種子的原則，我

國應積極討論增訂有機種子使用規定之可能性，並參考歐盟規範制定完整之有

機種子規範，透過立法推動國內有機種子及繁殖材料之生產與發展，逐步建構

完整的有機生產體系，此亦為我國有機農業將來與國際接軌之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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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認證、驗證、標示、與進口規範 

第一節  認證規範 

第一項  國家認證制度之建立—有機驗證機構之認證為強制性規定 

 

    有機驗證的發展，早期多由民間組織成立驗證機構執行驗證作業，並制定有

機生產標準及驗證作業規範，向有機生產者執行驗證。在尚未制定國家有機法規

以前，各驗證機構所採行的有機標準及驗證作業規範不盡相同，部份民間組織甚

至訂定違反有機農業原則的有機標準及驗證作業186，除部分較具公信力之驗證機

構提供可信賴之驗證效力外，其他驗證機構執行之驗證仍受到質疑。為確保驗證

機構具備足夠的驗證能力，以及確保其所採行的有機標準及驗證作業能符合有機

農業之原則，歐盟、美國及日本皆於有機法規中訂定有機驗證機構之認證規範，

規定有機驗證機構必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認證申請，經審查合格並取得主管機

關核可後，方可執行有機驗證作業187，並於法規中制定驗證機構成立及運作規範；

驗證機構認證規範遂成為強制性規定，往後驗證機構之設立及運作皆受到有機法

規之約束，未符合規定之機構不可再執行有機生產的驗證作業。 

透過認證規範之制定，可確保各家驗證機構皆有足夠能力審查及監督其驗證

對象之產製過程確實符合有機標準，為整個有機生產管理體系不可或缺之一環。

另外，有些歐盟國家的中央主管機關除執行認證外，亦會負責對有機產製者的驗

證作業，但近來各國的趨勢皆傾向於由主管機關以外的驗證機構執行驗證，主管

機關僅負責驗證機構之認證及監督管理，例如日本 JAS 法於 2005 年修訂後，不再

由農林水產省轄下機關擔任驗證機構，而由其他民間組織依法成立驗證機構188；

英國的驗證作業，也全由民間驗證機構執行。 
                                                 
186 Guthman (2004), pp.111-140. 
187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9(4). 
   7 U. S. C. §6514. 
   JAS Law §16. 
188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2006a) At 
http://www.maff.go.jp/soshiki/syokuhin/hinshitu/e_label/file/Law/overview_jas_lo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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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各國皆由農業部擔任執行認證的主管機關，美國 OFPA 法案規定由農業

部負責認證規範之制定及執行189，實際執行單位為農業部所屬的農業營銷署

(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 , 以下簡稱 AMS)；OFPA 法案中並明訂「認證申請

審查小組」的組成規定190，由農業部設置審查小組，至少由三個以上具備有機農

業專長的人員組成，其中至少需有兩個非農業部人員。歐盟規則規定各會員國應

指派一主管機關負責執行認證，通常由各會員國的農業部或農業部轄下機關擔任

執行認證作業之主管機關191，例如英國「2004 有機生產規則」明定由各公(王)國之

農業部擔任認證主管機關192。日本 JAS 法亦明定由國家農業部「農林水產省」負

責執行認證193。 

   許多國家允許農業部委託其他認證機構實際執行驗證機構之認證審查作業，

認證機構做成審查報告後遞交回農業部審閱，由農業部判定驗證機構是否符合認

證規範，英國及日本即採取此種機制。在英國，農業部並不直接對驗證機構執行

實地審查工作，而是委託「英國國家認證機構(United Kingdom Accreditation Service, 

簡稱 UKAS)」執行；日本亦明訂農林水產省可委託「食品品質標示及消費者中心

機構(以下簡稱日本食品中心機構)」對驗證機構進行審查194。觀各國規定，農業部

雖可委託其他認證機構對驗證機構執行實地審查及評估，最終仍須由農業部判定

是否核可驗證機構之認證申請。 

        

第二項  驗證機構制定之有機產製標準與驗證作業 

 

                                                 
189 7 U. S. C. §6514. 
190 7 U. S. C. §6516. 
191 Rundgren (2002)  
192 The Organic Products Regulation 2004 (of UK) §3. 
  歐盟規則為一適用全歐盟會員國之法律，各會員國通常會透過立法將各歐盟法轉換為適用該會員

國之國內法，並增訂執行該歐盟法之補充規定。例如歐盟有機規則法條所指稱的「會員國主管機

關」，就必須透過各會員國之立法明文指定前述所稱「主管機關」之官方權責機關。 
193 JAS Law §16. 
194 JAS Law §16(2) “The MAFF may…make the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Agency, Center for Food 
Quality, Labe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 to conduct necessary investigation…complie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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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審核驗證機構資格的規定方面，包括兩部分規範，第一部分為驗證機構的

組織結構與資源，必須具備足夠的專業能力與資源執行驗證；第二部分為驗證機

構所制定之有機產製標準與驗證作業規範195，必須符合有機法規之規定。各國有

機法規對於驗證機構所制定的有機產製標準及驗證作業採取不同的規定，此處將

就前述兩部分說明各國的規範內容。 

 

第一款  驗證機構採行之有機產製標準 

 

    各國有機法規對於驗證機構所制定的有機生產標準採取不同的立場與規定，

歐盟規則僅規定有機產品的生產過程應「至少」符合歐盟規則所定標準196，而未

明文規定產製者所採行之有機標準或驗證機構制定之有機標準應「完全」符合與

歐盟規則所訂內容，在實務上，歐盟各會員國皆允許各驗證機構可自行制定至少

符合歐盟規則標準以上的有機標準。因此，不同的驗證機構間可能採取不同的有

機標準，有些驗證機構直接援用歐盟有機標準，有些驗證機構除了符合歐盟有機

標準外，尙增訂其他標準。面對不同機構所採取的不同有機標準，產製者必須符

合申驗對象機構所採用的有機標準。 

    美國 OFPA 法案立法目的之一為「保障有機產品皆符合一致之標準」197；NOP

法則中的「驗證」規定專章明定有機產製者必須「完全」符合 NOP 法則所定之生

產與製備標準198，因此美國對於有機標準採取「全國皆應適用統一的有機標準」

之立法立場。為落實統一適用國家有機標準之目標，並保障凡符合國家有機標準

之產製者皆可申請有機驗證的權利，在實務上農業部要求所有驗證機構皆必須直

接採用 NOP 法則中所定之有機標準。若驗證機構欲自訂其他有機標準，該驗證機

構仍必須同時採用 NOP 有機標準，並提供符合 NOP 標準之產製者驗證服務，不

                                                 
195 「產製標準」係指產製過程所應依循的生產與製備規則，「驗證作業規範」係指驗證機構對受驗

者採取直行驗證所採取的程序及查驗內容。見第二章第二項「有機法規」之說明。 
196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6(1)(a). 
197 7 U. S. C. §6501. 
198 7 C. F. R. §205.4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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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僅單獨採行自訂之有機標準，或以符合該自訂標準作為產製者申請驗證服務的

要件。有機產製者也須以符合 NOP 有機標準作為取得有機驗證之要件，不可僅單

單符合驗證機構自訂的有機標準。對於依 OFPA 法制定州有機法律之各州199，驗

證機構亦必須至少採用該州有機法律所定之有機標準，產製者則應以符合該州有

機法律所定標準為取得驗證之要件。因此在美國，所有驗證機構都必須採用 NOP

法則或州定有機標準，即使另外制定或採行其他有機標準，該自訂標準也僅為產

製者在優先遵守 NOP 有機標準以後，可自願性遵守的標準。例如 CCOF 驗證機構，

其除了採用 NOP 有機標準供符合 NOP 標準之產製者提出驗證申請外，亦提供

IFOAM 有機標準等其他標準產製者自願性遵守，產製者若同時符合 NOP 標準及

IFOAM 標準，則其產品可依規定同時使用 USDA 國家有機標章及 IFOAM 標章200。 

    日本對於驗證機構採行有機標準的規定與美國相同。依據 JAS 省令規定，驗

證機構提出認證時，其所驗證有機產品以符合農林水產省所定標準為限201，因此

所有的驗證機構都必須至少採用 JAS 有機標準。至於驗證機構自行制定之其他有

機標準，其適用情況與規定與前述美國規範情況相同。 

    觀各國對於驗證機構制定有機標準所採取立場的態樣，可反映各國有機農業

立法背景之差異。就歐盟而言，有機農業發展起源甚早，多由民間團體成立有機

組織推動，各種標榜特色的有機驗證機構亦隨之而起，使有機農業得以多元且蓬

勃的發展，歐盟規則的立意在於保障有機農業的基本原則及完整性，因此只要有

機標準符合歐盟規則所定之最低標準，並不限制各驗證機構於標準之外增訂其他

規定。 

    美國及日本國家法規的發展背景，主要是受到有機產品市場推動影響，早期

由於各方對有機的定義及認知差異相當大，各家驗證機構、生產者、相關各界所

                                                 
199 美國允許各州可依 OFPA 法及 NOP 法則制定州專屬的有機法律，法律內容必須至少符合國家有

機法規之各項規定內容。訂有州有機法律之各州，對於其他州所生產符合國家有機法規之有機產

品，亦必須允許其於本州內以有機產品名義販售，不可強制要求其他州之有機產品採取本州有機法

律。見 7 U. S. C. §6503(b) & 7 C. F. R. §205.620. 
200 見 CCOF 網頁。At http://www.ccof.org/faq_detail.php?id=35. 
201 JAS Minister Ordinance §40 “…organic products shall be limited to those which comply with the 
standards stipulated by the Minister for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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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的不同有機標準及定義，對於有機的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相當大，因此

在各界期待下，政府特別著重有機產品必須符合一致的標準，以矯正市場上各種

不同定義下有機產品品質參差不齊的紊亂現象，以維持有機產品間的公平競爭，

因此採取制定適用全國統一標準的方式，同時可保障凡符合國家有機標準之產製

者即具備申請有機驗證之資格，不須額外符合驗證機構自定之其他標準。 

    

 

第二款  驗證機構採行之驗證作業 

 

    由於各國有機法規對於驗證機構之有機生產標準有不同限制規定，因此對於

驗證機構所制定的驗證規範，亦隨之有不同限制。歐盟允許驗證機構自訂符合歐

盟規則以上之有機標準，為使各家驗證機構可配合自訂標準而制定合宜之驗證規

範，歐盟規則中明定「驗證規定」亦為最低標準，允許各驗證機構制定相同或更

嚴格之驗證規範202。 

美國 OFPA 法案明定任何驗證機構皆應「完全」符合並執行國家有機驗證作

業規範所包含之各事項及內容203，NOP 法則「認證」規定專章中亦規定驗證機構

必須執行國家驗證規範之各項規定204，因此驗證機構應至少採用 NOP 法則所定之

驗證作業規範。 

日本雖然規定驗證機構只得採用 JAS 有機標準，但農林水產省公告之「JAS

有機標準問答集」說明205，驗證機構制定之驗證作業以採用 JAS 驗證準則為基本

規定，但驗證機構亦可自行制定符合 JAS 驗證準則以上的驗證作業規範，並依照

自訂之準則執行驗證作業，不限於只可採用 JAS 驗證準則。 

綜合看來，歐盟授權給驗證機構的彈性最大，允許機構自訂符合歐盟有機規

                                                 
20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9(7)(a). 
203 7 U. S. C. §6515(f). 
204 7 C. F. R. §205.501(a)(3). 
205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2006b) At 
http://www.maff.go.jp/soshiki/syokuhin/hinshitu/e_label/conte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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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上的其他有機產製標準及驗證作業規範。美國最為嚴格，驗證機構皆必須採

用國家有機法規的產製標準與驗證作業規範。日本則介於歐盟及美國之間，其規

定驗證機構在有機產製標準上必須採用 JAS 有機標準，但可自訂符合 JAS 有機驗

證準則以上的驗證作業規範。 

 

第三項  驗證機構組織結構及運作規定—歐盟與日本 

第一款  ISO Guide 65 於有機驗證機構設立要件之適用 

 

目前各國及國際有機規範多以 ISO Guide 65 為驗證機構成立之組織及運作要

件，歐盟規則206及日本 JAS 法207皆直接援用 ISO Guide 65 作為驗證機構組織及運

作應符合的規範208，IFOAM 所定認證規範亦以 ISO Guide 65 為基本架構修定而

成。ISO Guide 65 全名為「產品驗證機構認證規範(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bodies 

operating product certification)，為國際標準組織及國際電工委員所公告之符合性評

鑑規範，對於驗證機構的組織、運作、驗證作業程序等定有完整規定。惟 ISO Guide 

65 為通用於各類產品驗證機構之認證規範，且其在驗證作業規定方面以「產品」

為主要驗證對象，而有機生產之驗證則以「生產過程」為驗證主要對象，因此 ISO 

Guide 65 無法完全符合有機驗證機構所需209，歐盟及日本法規遂皆另訂有 ISO 

Guide 65 以外適用有機認證及驗證的相關規定。此處擬於第二款先說明 ISO Guide 

65 之規定內容，再於第三款說明歐盟及日本於 ISO Guide 65 以外之額外規定；有

機驗證作業規定之詳細內容，則留待本章第二節說明。 

 

第二款  ISO Guide 65 規範內容 

                                                 
206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9(11). 
207 JAS Law §17-2(1);  
208 歐盟規定驗證機構須符合 EN 45011 號標準，EN 45011 與 ISO Guide 65 內容相同，本文統一採

用 ISO Guide 65 取代 EN 45011。 
209 Commins (2004) Overview of current status of standards and conformity assessment systems, 見

Michaud et al. (2004), p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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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Guide 65 規範共有 15 項內容210，本文根據內容將之區分為九大規定，各

規定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目  驗證機構應公正受理驗證申請及執行驗證作業211 

 

    為保障驗證申請者之權利及確保驗證機構所發揮之驗證功能，驗證機構應制

定並採取公正且無差別待遇的政策及管理規範，執行驗證時應以公正之態度執

行。因此，驗證機構應受理其驗證範圍內所有申請者之驗證申請，不應有不正當

或其他非技術性之條件限制，或以申請者公司之規模大小或任何協會或團體之關

係(如身分、已獲得證書數量)等作為限制。此項規定可維持驗證機構符合「公正第

三人」的立場，防止驗證機構要求受驗者以成為社員作為驗證要件，或防止驗證

機構對某些身分及團體採取較寬鬆審查標準的不平等待遇。另外，驗證機構受理

的驗證申請，應以其驗證範圍為限。 

    為維持機構執行驗證作業的公正性及客觀性，機構執行驗證作業時應特別符

合下列規定212： 

(1) 驗證審查員與驗證准駁者不應為同一人，以避免驗證審查員在審查過程中受到

審查對象之影響，而干擾最終驗證准駁之決定。 

(2) 機構判定受驗者有不合格事項時，不應對該受驗者提供驗證障礙排除方法的諮

詢服務，以避免機構核可驗證申請的公平性受質疑。前述規定係針對驗證過程

所作之規定，機構仍可提供日常的生產教育訓練或諮詢服務。 

(3) 利益衝突迴避規定：主要有兩項規定：(i)機構人員應免於受到可能影響驗證過

程的任何商業與財務壓力；(ii)機構應避免供應或生產所驗證之同型產品。 

                                                 
210 本文有關 ISO Guide 65 規定內容部份皆參照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所公告之 ISO Guide 65 中

文翻譯文件。At http://www.cnla.org.tw/cbasys/webadmin/news/article_images/2006272215462.pdf 
211 ISO Guide 65 §4.1. 
212 ISO Guide 65 §4.2(f), (m), (o). 



 

 94

 

第二目  驗證機構之組織結構213 

 

    驗證機構必須具備完整且穩定的組織結構、行政運作體系、有效的驗證能力，

使人對其所做驗證產生信心，因此 ISO Guide 65 詳細定有機構組織應符合事項的

規定，包括： 

(1) 在驗證權責方面，機構應具有完整的驗證作業相關權責，並具有適當辦法涵蓋

其運作與活動所產生之責任，對驗證之核發、維持、增列、中止或撤銷的決定

負責。驗證機構可將驗證作業委託外界進行，但須簽訂適當合約，並對委辦作

業之結果負全責。 

(2) 在機構組織的基本結構方面，驗證機構必須具備法定實體的地位，應有明確的

工作分配，並指派管理階層(如委員會、個人)全權負責下列各項業務：執行測

試、檢驗、評估及驗證工作、與機構運作相關之政策性事務規劃、驗證准駁之

決定、政策執行與監督、財務監督、授權委員會或個人代表機構執行既定業務、

訂定及管理核發驗證之技術依據(如有機生產標準)。 

(3) 在機構運作方面，為使組織維持穩定且有效率的運作，機構必須明確定有完整

的組織章程及各項業務執行辦法，包括：制定確保機構能公平運作之條款、制

定提供關切驗證作業內容與功能之各界能參與機構政策制定的辦法、定有區分

驗證作業與驗證以外活動的政策及程序；機構必須定有提供受驗者或其他團體

因辦理驗證或其他業務所提出之抱怨、申訴及爭議並予以解決之政策及程序。 

(4) 在資源方面，機構必須具有穩定的財務基礎及驗證作業所需的各項資源，並應

雇用足夠專業能力的人員執行驗證作業。 

(5) 在執行驗證作業及審查方面，機構應採取必要步驟評估受驗者是否符合生產標

準，如抽樣檢測等214。 

                                                 
213 ISO Guide 65 §4.2. 
214 ISO Guide 6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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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機構必須建構完善的品質管理系統，以維持並持續改進驗證作業之品質；本文

稍後將對品質管理系統的內容做較詳細之說明。 

 

第三目  人員規定215 

     

    人員規定包括：(1)人員資格：為使驗證機構能有效運作驗證作業，機構之人

員必須具備勝任工作之能力；機構應訂定人員能力最低標準之相關準則，確保驗

證作業之進行具有足夠效力及一致之標準。(2)人員資料記載：機構應備妥機構所

有人員之職位及職掌說明之資料；對於執行驗證作業之評估、審查、決定人員，

機構應保存其相關資格與訓練之文件紀錄，並應隨時更新。文件記載內容應包括

人員姓名地址、組織內之職位、學歷及專長、專業能力之經歷與訓練、最新更新

記錄日期、績效評估。(3)合約簽訂：驗證機構應要求執行驗證作業之人員簽訂合

約，確保人員清楚瞭解其權利及職責，承諾遵守驗證機構所訂各項規定及保密規

定。 

 

第四目  品質系統 

 

    驗證機構應維持其驗證作業的正確性並降低錯誤的發生，同時持續改進驗證

作業的品質，以達到使人對機構執行之驗證作業有信心的目標。為確保機構執行

驗證作業之效力及品質，從機構的組織架構、行政運作到驗證作業的執行，組織

的整個系統皆必須具備及維持足夠的運作品質。文件化是實踐品質系統管理最重

要的基本步驟，所謂文件化，係指將所有與機構之組織及作業程序明文記載於品

質手冊中，使機構之組織及運作皆可依照對應之文件內容執行，因此各項執行業

務可產生穩定的品質。 

                                                 
215 ISO Guide 6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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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機構應指派負責審查機構各環節(包括各部門、作業程序等)品質的管理階

層，由其明定機構之品質政策，包括品質目標及對品質之承諾，並使組織中所有

階層皆瞭解、實施以及維持。品質系統管理階層應定期審查機構之品質系統，對

機構業務及驗證作業的管理階層提出改進建議，作為各管理階層進行改進措施的

依據，以確保機構之運作持續符合品質政策與目標。  

    ISO Guide 65 明文訂有品質手冊應記載之重要內容，包括： 

(1) 品質政策聲明：驗證機構應提供簡明的品質政策聲明。以有機驗證機構訂定的

品質政策為例，可述明與其他驗證機構不同的特殊之處、述明其目標(如提供消

費者保障、提供可信賴之驗證服務)、以及達到品質目標的方法(如提供優良的

驗證規範及內部人員訓練)； 

(2) 關於驗證機構法定地位之簡要說明； 

(3) 高級主管及驗證人員之姓名、資格、經驗及職權； 

(4) 驗證機構之組織圖與組織說明、組織章程、職權及程序規則； 

(5) 辦理管理審查之政策及程序、行政程序； 

(6) 驗證機構人員之招募、遴選、訓練及績效追查之程序； 

(7) 評估產品及執行驗證作業之程序、處理不符合項目及矯正措施之程序； 

(8) 處理申訴、抱怨及爭議之政策與程序； 

(9) 內部稽核程序。 

 

第五目  定期內部稽核216 

     

    機構應訂定定期內部稽核計畫，並確實定期辦理涵蓋所有程序之內部稽核，

對於發現的缺點應及時採取適當的矯正措施，以維持及改善機構的工作效力；稽

核結果應做成記錄。 

 
                                                 
216 ISO Guide 65 §4.7「驗證機構應依計畫且有系統地辦理涵蓋所有程序之定期內部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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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目  備索資訊之文件化217 

 

    驗證機構應透過出版、電子媒體等方式，依 ISO Guide 65 規定提供應公開資

訊之文件，並定期更新，以供各界備索。前述應公開資訊包括：驗證作業系統之

說明(包括驗證之核發及撤銷等規定程序)、受驗者付費規定、驗證作業各階段的評

估程序及過程之資訊、受驗者之名錄、處理抱怨、申訴及爭議之程序、組織之財

務來源資訊。為維持文件內容之正確性，驗證機構應訂定文件管理程序，並指派

專責人員負責文件修訂之審查及批准。 

 

第七目  驗證紀錄之保存規定218 

 

    為使認證機關得以審查及評估驗證機構所執行驗證作業的效力與公信力，驗

證機構應保存其所執行驗證作業之相關紀錄，包括驗證申請者資訊、驗證作業之

評估報告與驗證決定等紀錄。驗證機構應妥善保管紀錄至少一段週期，並應訂定

紀錄保管之程序。 

 

第八目  保密條款219 

 

驗證單位於驗證作業中所取得的資訊，除依規定應公開或應遞交之權責單位

外，不可向其他第三者公開。 

 

第九目  驗證作業 

 

ISO Guide 65 明訂有機構執行驗證作業的程序規定，至於詳細的審查項目，則

                                                 
217 ISO Guide 65 §4.8. 
218 ISO Guide 65 §4.9「驗證機構應維持適合其特定情況且符合現行法規之記錄系統…。」 
219 ISO Guide 65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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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驗證機構依驗證標的生產標準制定，或依其他法定制定220。驗證機構亦必須提

供完整的驗證程序及要求，使驗證申請者清楚瞭解。詳細的驗證程序內容則留於

本章第二節「驗證規範」中說明。 

 

第三款  歐盟及日本對 ISO Guide 65 之額外規定 

 

    歐盟規則及日本 JAS 法對於有機驗證機構之設立規範，除明定應依 ISO Guide 

65 規範外，另補充訂定 ISO guide 65 以外之規定，其主要原因有三： 

(1) 如本項第一款揭示，ISO Guide 65 規範並非完全適用有機驗證機構之設立，因

此有機法規尚須另定合適之規定； 

(2) 涉及基本權利甚大之規定事項，即便已於 ISO Guide 65 中定有相關規定者，仍

應於法條中以明文規定，俾使相關權力義務有清楚規範； 

(3) 其他 ISO guide 65 未規範、但經立法者認為有必要加以規定者。 

 

     觀歐盟、日本有機法規中於 ISO Guide 65 以外所制定之主要規定包括： 

(1) 驗證機構應具備足夠的有機農業專業能力：有機農業之內涵包含許多技術及原

則，驗證機構在有機操作上應具備足夠專業能力，方能有效執行有機生產過程

之驗證，因此歐盟另外明定，驗證機構在其所執行驗證範圍內，應具備足夠的

有機生產專業能力、經驗、設備、以及專業人員221。 

(2) 驗證機構應受理所有驗證申請：ISO Guide 65 中雖已訂定驗證機構必須受理所

有驗證者申請驗證的規定，為保障有機產製者申請驗證的權利，歐盟規則另設

有相關明文，規定各會員國之主管機關必須確保凡符合有機法規之產製者皆有

提出驗證申請之權利222；日本也規定，無正當理由下，驗證機構應立即對提出

                                                 
220 由於 ISO Guide 65 為通用規範，並未制定適用有機生產的審查事項；歐盟、美國及日本皆於有

機法規中訂有適用有機驗證的詳細規定。詳細說明參考本文章第三節「驗證規範」。 
221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9(5)(c). 
22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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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申請者執行驗證223。 

(3) 驗證機構執行驗證之公平性條款：除 ISO Guide 65 定有驗證公平性條款外，歐

盟及日本皆另設明文規定驗證機構所執行之驗證必須公正224，以強化驗證機構

執行驗證之公信力。 

(4) 應公開之受驗證者資訊：歐盟225及日本226皆明定驗證機構應公開的受驗者之驗

證資訊，主要內容包括受驗者之名稱與生產場所地址，以及受驗證的生產類型。 

(5) 驗證作業記錄之保存：驗證機構執行驗證作業所取得之各項資訊及驗證審查紀

錄，皆應依法規所定時間妥善保存。驗證紀錄之保存期限，日本明文規定所有

記錄皆應留存五年227，歐盟規則未設明文，由各會員國自行制定，如英國定為

三年。另外，日本 JAS 省令中詳細訂有驗證機構應保存的驗證作業紀錄，包括

受驗者的姓名與地址、受驗者之操作類型(如包裝者或進口者)、接受驗證之日

期、受驗生產之類型、受驗工廠名稱與地址、驗證決定日期、驗證人員姓名228。 

(6) 驗證機構對驗證作業記錄之保密條款：驗證機構雖因行使職務上之必要所取得

的受驗者基本資料、驗證紀錄等，涉及受驗者隱私權之重大基本權利，為保障

受驗者之權利及避免受驗者因資料外流而蒙受損失，不應任意將受驗者之資料

外留給第三者，.因此歐盟及日本皆於法規中明定驗證機構除依規定應公開之資

訊外，不可將其他資訊洩漏給第三者229。但主管機關負有監督及審查驗證機構

之權責，因此法規亦明文規定主管機關有向驗證機構取得各項資訊及驗證相關

紀錄之權責230。 

                                                 
223 JAS Law §17-5(1). 
224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9(5)(d).  
   JAS Law §17-5(2). 
225 歐盟規定主管機關應確保一般民眾可取得受驗者之姓名與受驗生產場所地址的資訊，依據此項

規定，主管機關通常會要求驗證機構必須公開其所驗證對象之姓名及受驗場所資訊。見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8(3). 
226 JAS Minister Ordinance §46(4). 
227 JAS Minister Ordinance §53(3).   
228 JAS Minister Ordinance §53(2). 
229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7(b).  
   JAS Law §17-14.                                    
230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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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驗證機構與驗證申請者間之利益迴避規定：ISO Guide 65 雖訂有機構內部之利

益迴避規定，但未明定驗證機構與受驗者間之利益迴避規定，為避免驗證機構

與受驗者間因有利益關係而影響驗證之公平性，日本法規中明文訂有驗證機構

與受驗人員間的利益迴避規定。驗證機構申請認證時，必須符合下列利益迴避

規定：(i)驗證機構不得為受驗單位之轄下公司，(ii)受驗單位中擔任驗證機構人

員之人數，不得超過該驗證機構人員總數的一半，(iii)受驗單位轄下人員不得

擔任驗證機構之總負責人231；除前述三項情況以外，受驗單位之員工可同時擔

任驗證機構之人員。歐盟則無利益迴避的相關明文規定。 

     

第四項  驗證機構之組織結構及運作規定—美國 

     

    美國 OFPA 法案雖未援引 ISO Guide 65 作為驗證機構之認證要件，但其制定的

認證規定項目中232，大多符合 ISO Guide 65 中重要的基本原則；農部依法案於 NOP

法則中所制定的認證規範細則，亦以 ISO Guide 65 為基礎，訂定更符合有機驗證

機構認證需求的規範233。 

    NOP 法則中認證規範內容包括驗證機構組織與運作規定，以及主管機關對驗

證機構之監督管理規定。本款擬先說明機構之組織及運作規定，主管機關之監督

管理規定，則留於本節第七項與歐盟及日本規範一併說明。 

 

第一款  機構之專業能力 

 

                                                                                                                                               
   JAS Law §17-5(3).  
231 JAS Law §17-2(2). 
232 7 U. S. C. §6515. 
233 依 USDA 國家有機計畫網站公佈「國家有機標準全文」文件之說明，國家有機標準中所制定認

證規範，乃以 ISO Guide 65 為基礎所制定更符合有機驗證機構需求之規範，因此無須再引用 ISO 
guide 65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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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PA 法案規定，驗證機構應具備執行驗證作業規範中各項規定的能力234；

NOP 法則除直接援引前述 OFPA 規定內容外，另外明定驗證機構必須在有機生產

及處理技術上具備足夠的專業能力，並應採行 NOP 法則所制定的驗證作業規範；

驗證機構應顯示其具備符合認證規範中各項規定之能力235。 

 

第二款  執行驗證作業之公平性條款 

 

驗證機構應受理其驗證範圍內的所有驗證申請，且受理驗證時應無差別待

遇，不可因申請者之身分或規模大小而有區別236。驗證機構應提供足夠的驗證資

訊給驗證申請者，使其能夠符合驗證相關規定237，並應依機構所定之收費標準向

驗證申請者收取費用238。 

 

第三款  人員規定 

     

    OFPA 法案規定，驗證機構必須雇用足夠數量之驗證審查員以執行各項驗證作

業239，NOP 法則進一步規定機構除雇用足夠數量之人員外，驗證人員並應受過足

夠專業訓練，確保具備執行各項驗證作業之能力240。NOP 法則具體明定驗證人員

的職責類型，包括驗證申請文件審查員、實地審查員、驗證報告審查員、驗證決

定者，驗證機構應依規定派任各職掌人員，並應持續確保其驗證人員在有機操作

技術上具備足夠知識組織結構241。另外，為持續維持驗證人員之專業能力，驗證

                                                 
234 7 U. S. C. §6515(a). 
235 7 C. F. R. §205.501(a)(1) to (3). 
236 7 C. F. R. §205.501(a)(19) & §205.501(d). 
237 7 C. F. R. §205.501(a)(8). 
238 7 C. F. R. §205.501(a)(16). 
239 7 U. S. C. §6515(b). 
240 7 C. F. R. §205.501(a)(4). 
241 7 C. F. R. §205.501(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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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也應訂定人員訓練計畫242。 

 

第四款  內部評估規定243 

     

    機構應定期評估其運作成效，評估事項區分為兩大項，第一項為對驗證作業

人員(包括驗證申請審查員、實地審查員、驗證報告審查員等)之績效評估，評估後

應採取適當之修正措施；第二項為機構所執行之驗證作業進行年度評估，對於不

符合事項應採取修正措施。 

 

第五款  利益衝突迴避規定 

     

    相較於歐盟及日本，美國在驗證機構與受驗者間的利益衝突迴避方面，訂有

詳細規定。OFPA 法案定有重要的原則性規定244，NOP 法則定有細則規定245，主

要規定包括： 

(1) 驗證機構及其驗證人員在受驗者提出驗證申請日的一年內，不可與驗證申請者

有利益關係； 

(2) 驗證機構人員除了依規定收取費用外，不可收受受驗者所贈送之金錢、禮物或

任何協助；但非營利性質的驗證單位，則可接受自願性的勞力服務； 

(3) 為維持驗證公平性，驗證機構不可對受驗者提供排除驗證障礙的建議或諮詢服

務，驗證准駁決定人員、驗證申請文件審查員、實地審查員不可由同一人擔任； 

(4) 驗證機構之各項驗證作業人員及所屬單位，每年皆應做成年度利益衝突報告，

以確保符合利益衝突迴避規定； 

(5) 參與驗證過程之驗證人員若與受驗者間有發生利益衝突時，機構應對受驗者重

                                                 
242 7 C. F. R. §205.504(a)(a). 
243 7 C. F. R. §205.501(a)(6) & (7). 
244 7 U. S. C. §6515(h). 
245 7 C. F. R. §205.501(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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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評估，必要時應執行實地審查，或交由其他驗證機構重新執行驗證； 

(6) 驗證機構應制定前述利益衝突迴避條款的程序及措施。 

 

第六款  受驗者資訊及紀錄之保存與保密規定 

 

    OFPA 法案及 NOP 規則皆規定246，機構應保存受驗者之各項資訊及驗證紀錄，

除依規定應公開資訊外，不可將紀錄及資訊洩漏給第三人，惟主管機關具有向驗

證機構取得所有記錄之職權。 

    法規中訂有應記錄事項及保存年限的詳細規定，OFPA 法案規定驗證機構原則

上應保存記錄十年247，但農業部在衡量實際需求下，於 NOP 法則中依據不同記錄

類型，訂定五年至十年不等的記錄保存年限規定248，規定內容包括： 

(1) 由驗證申請者所提供之申請資訊及過去受驗資訊之紀錄，應保存五年； 

(2) 由驗證機構所作成之驗證報告紀錄，應保存十年； 

(3) 驗證機構依據認證規範所取得的其他相關資訊，除上述第(2)項之紀錄類型外，

應保存五年。 

 

第七款  驗證機構應公開之資訊 

 

    雖然法規中定有受驗者資訊的保密條款，但產製者基本資訊、產品資訊、以

及產品品質等與有機品質直接相關的資訊應透明化，以保障消費者或公眾知的權

利。因此 OFPA 法案規定驗證機構應公開驗證報告，並應使大眾得以取得249；NOP

法則進一步明定驗證機構應公開之資訊包括250：近三年內核發的驗證證書、已驗

                                                 
246 7 U. S. C. §6515(c) & (g).  
   7 C. F. R. §205.501(9) & (10). 
247 7 U. S. C. §6515(c). 
248 7 C. F. R. §205.510(b). 
249 7 U. S. C. §6506(a)(9). 
250 7 C. F. R. §205.504(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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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產製者名單及簡明資訊(生產類型、驗證有效日期)、農藥及禁用物質檢驗結果、

以及其他受驗者自願公開的資訊。 

 

第八款  承認其他機構所作驗證之效力 

 

    由於驗證機構適用的國家有機計畫為統一標準，因此驗證機構必須承認其他

合格驗證機構所作產品驗證之效力251。此項規定對於保障有機產製者的權利相當

重要，以加工者為例，其所使用原料來源可能來自不同驗證機構所驗證之產品，

若驗證機構間未彼此承認效力，將導致加工者生產加工品的障礙，因此國家有機

計畫中特別增加此項規定。 

 

第九款  驗證機構標章之制定與使用規定 

 

    合格之驗證機構可制定其所屬的標誌或證明標章供受驗者使用，但必須符合

下列兩點規定252： 

(1) 不可強制要求受驗者使用驗證機構標章； 

(2) 不可要求受驗者額外符合 NOP 法則以外之標準作為機構標章使用要件，但位

於定有州屬有機法律州的驗證機構，則可要求受驗者以符合該州有機規範作為

使用機構標章的要件。 

 

第五項  認證申請程序 

 

    美國 NOP 法則及日本 JAS 法令皆明文定有驗證機構之認證程序253；歐盟規則

                                                 
251 7 C. F. R. §205.501(a)(13). 
252 7 C. F. R. §205.501(b). 
253 7 C. F. R. §205.503 to §504. 
   JAS Minister Ordinance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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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定驗證程序，由各會員國自行制定，如英國農業部即制定「有機驗證機構及

審查員之核可計畫」254，內容包括完整之認證程序及規定。觀各國認證程序規定，

在細節上或有差異，但主要皆包括「書面申請資料之提出與審查」、「驗證機構之

訪查」、以及「認證准駁之決定」三個階段。此處擬以認證程序之各階段做為分類

項目，合併說明英國、美國及日本認證程序之規定內容。 

 

第一款  書面申請及認證費用之繳付 

第一目  書面資料審查 

     

    為確保驗證機構之組織及運作符合有機法規所定規範，並使主管機關得以具

體審查，各國皆明定驗證機構申請時應提供書面資料；書面資料經主管機關審查

合格後，方可繼續進行下一個認證程序。觀各國規定，皆具體規定驗證機構應提

供之資訊255，主要包括： 

(1) 機構之基本營業資訊：機構應提供其基本營業資訊，包括機構及其管轄單位(如

分會或子公司)的名稱、地址、負責人之資訊、認證申請人之聯繫方式(電話、

傳真、及網路位址)。 

(2) 機構之組織資訊：英國明文規定機構必須提供符合 ISO Guide 65 各項規定之證

明文件；日本明定機構應提供之組織資訊，依據「驗證機構應符合 ISO Guide 65

之規定256，其所提供之組織資訊應顯示能符合 ISO Guide 65 之規定。 

美國規定驗證機構所提供之資訊應包括機構法定地位之說明，如農業機

關、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等，以及機構組織章程之資訊，如行政程序、成立

日期等資訊。 
                                                 
254 原全名「Organic Certification Body and Inspector Approval Programme: control manual」，以下引註

本規範時一律簡稱「UK Approval Manual」。At 
http://www.defra.gov.uk/farm/organic/standards/pdf/inspector-controlmanual.pdf 
255 7 C. F. R. §205.503. 
   UK Approval Manual §401.6 & §601.  
   JAS Law §16(1) & JAS Minister Ordinance §39(2). 
256 JAS Law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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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驗證之生產類型：機構應述明其驗證的生產類型，如作物、野生植物，估計每

年預計執行驗證的案件量與收費標準，並述明執行驗證的所在地，如國內或其

他國家；驗證機構可同時申請執行一項以上生產類型之驗證。 

(4) 驗證相關作業之程序：機構應提供驗證作業之詳細程序；英國並未明定應包括

哪些程序，但依歐盟規定，至少應包括歐盟規則中驗證規範所列各項審查項目

257；美國及日本則具體規定機構應提供的程序項目。 

美國要求提供之項目包括258：(i)驗證評估、驗證決定、核發驗證證書之程

序；(ii)對已通過驗證者的審查與調查程序，以及對違法或違規事件提出報告之

程序；(iii)執行驗證作業記錄的程序；(iv)維持驗證作業資訊保密性的程序；(v)

評估及收取驗證費用之程序，以及發布應公開之資訊之程序； (vi)產品抽樣及

檢測之程序。有否符合法案及相關規定、以及將所發生法案和相關規範的違法

事件提報給管理當局所使用程序的複本。 

日本規定的主要內容包括259：(i)欲執行驗證作業之地點；(ii)欲驗證之生產

類型；(iii)驗證作業執行之日程及時間；(iv)驗證審查、驗證資格取消及其他驗

證作業之程序；(v)執行驗證之部門說明；(vi)驗證作業人員之職務說明；(vii)

執行驗證之公平性條款；(viii)其他相關說明。 

(5) 驗證作業相關人員之資訊：各國皆明定機構應提供驗證人員資訊，包括人員姓

名、工作執掌、及資格說明等。美國明文規定機構應提供下列資訊：(i)人員的

訓練、評估、及監督之政策與程序；(ii)驗證審查員、驗證文件審閱、及驗證評

估人員之資格說明；(iii)機構提供之人員訓練計畫。  

    英國及日本雖未明定必須提供人員訓練及評估程序，但依據 ISO Guide 65

中「人員」規定(參照本節第三項第一款第三目說明)，驗證機構仍應提供人員

甄選、訓練、評估之相關文件。 

(6) 機構曾經執行之驗證作業資訊：美國及日本規定，驗證機構若已執行過驗證活

                                                 
257 Council Regulaiton (EEC) 2092/91 §9(3). 
258 7 C. F. R. §205.504(b). 
259 JAS Law §17-7(2) &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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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應提供近期的驗證結果及相關報告給主管機關，美國並明確規定驗證機構

至少應提供三筆驗證記錄。前述規定之適用須視個案而定，對於初次申請之機

構而言，由於尚未執行任何驗證活動，因此初次申請時不需提供驗證活動之資

訊；對於適用舊法制或申請認證更新之機構而言，其已執行過驗證活動，因此

必須依規定提供驗證活動資訊。 

(7) 各國特殊規定：各國除了前述相同或相似之規定外，另訂有特別規定，分述如

下：(i)英國：由於歐盟規則允許各驗證機構制訂更嚴格之生產標準，主管機關

為確保機構自訂之標準能符合歐盟規則之最低標準，因此要求驗證機構必須提

供其所制定的生產標準供主管機關審查260。(ii)美國：為確保機構運作時能確實

符合利益迴避規定，機構應明確制定利益迴避政策及程序，並提供主管機關審

查261。另外，為確保驗證機構依各項規定履行義務，驗證機構必須簽訂合約書

262，主要內容包括：認可其他合格有機驗證機構的驗證結果、遵守不對認證狀

態做出錯誤宣稱之規定、確實執行內部人員及驗證作業之年度評估並採取修正

措施、依規定繳付認證費用；若為民間機構，應於合約書中說明當其失去認證

資格時，除機構之營業秘密資訊外，同意將其他驗證資訊移交給主管機關。 

 

第二目  繳付認證費用 

     

除了提供認證申請的書面資料，美國及日本法規中皆規定驗證機構必須繳付

認證費用263，日本明定有機驗證機構首次申請認證之認證費用為 105,700 日元，若

為認證更新申請則為 88,100 日元264。美國則明訂收費標準及相關規定，驗證機構

除固定繳付 500 美元之認證手續費用外，主管機關應依其認證程序中的各項審查

                                                 
260 UK Approval Manual §601. 
261 7 C. F. R. §205.504(c). 
262 7 C. F. R. §205.505. 
263 7 U. S. C. §6506(a)(10) & 7 C. F. R. §205.506(2). 
   JAS Law §16. 
264 JAS Government Ordinance §3(2).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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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包括文件審查、訪查等)、交通路程、以及其他認證服務，計算合理之認證費

用；機構之認證更新申請及年度報告審查之認證費用計算亦同，但可免除繳付 500

美元之手續費用265。至於歐盟則未制定認證費用繳付之明文規定，由各會員國自

行制定，英國於國家有機農業規則(The Organic Regulation 2004)中訂定認證費用繳

付規定266。 

 

第二款  驗證機構之訪查與機構驗證對象之實地審查 

 

    書面資料審查合格後，主管機關必須對驗證機構進行訪查，以及對驗證機構

之驗證對象執行實地審查，前者在於確保機構之組織、設備及運作符合規定，後

者在於評估機構驗證之驗證對象是否符合規定，以判定機構執行驗證之效力。 

 

第一目  對驗證機構之訪查 

 

在英國，農業部並不直接對驗證機構執行訪查工作，而是授權「英國認證機

構(UKAS)」執行，其審查重點包括驗證機構是否符合 ISO Guide 65 規定、制定之

有機操作標準是否至少符合英國國家有機標準、驗證規範是否符合歐盟規則之驗

證規範。驗證機構於提出認證書面申請前，即可先申請 UKAS 之審查，經審查合

格並取得合格證明文件後，可於書面申請時連同其他書面資訊遞交給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則不再執行機構之訪查。若機構提出書面申請前尚未接受 UKAS 之審

查，主管機關將於書面資料審查通過後，委託 UKAS 執行機構之訪查267。日本與

英國之規定相似，主管機關為確保驗證機構確實符合 ISO Guide 65 規範，除由主

管機關直接對驗證機構執行訪查外，亦可委託「中央食品品質、標示與消費者服

                                                 
265 7 C. F. R. §205.640. 
266 (UK) The Organic Regulation 2004 §9. 
267 UK Approval Manual §407.1 to §4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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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局」執行268。 

美國規定機構之訪查應由主管機關指派審查人員執行，訪查之主要內容包括

機構之硬體設施、機構之行政運作與管理情況。為避免主管機關延宕執行訪查，

法規中亦明定主管機關發出「認證訪查通知」後，必須於合理期限內執行269。 

 

第二目  機構驗證對象之實地審查 

  

    英國及美國明文規定主管機關應對驗證機構之驗證對象執行實地審查270，藉

此查驗驗證機構是否確實執行驗證作業，並評估其是否具備足夠之驗證效力。日

本則無相關的認證程序規定271。 

    在實務上，由於首次申請認證的驗證機構尚未執行任何驗證作業，主管機關

尚無法對機構之驗證對象執行實地審查，因此主管機關在書面資料審查階段判定

驗證機構符合認證規範後，可先核可其認證資格並准予執行驗證。待驗證機構執

行數次驗證後，主管機關應儘快對機構之驗證對象進行實地審查，若經評估合格，

則正式授與驗證機構認證合格證書。 

 

第三款  認證准駁之決定 

 

    主管機關完成申請文件、機構之訪查、機構驗證對象之實地審查後，應做成

認證准駁決定。美國及英國皆定有詳細的認證准駁規定，其規範內容大致相同，

此處僅說明美國 NOP 法則之內容。 

                                                 
268 JAS Law §16(2). 
269 7 C. F. R. §205.508(a) & §205.508(b).  
270 7 C. F. R. §205.508(a) & §205.508(b). 
   UK Approval Manual §407.10 to §407.16. 
271 日本 JAS Law 對於主管機關對已通過認證的監督管理規定中，訂有實地審查之詳細規定，其中

包含對機構本身之訪查及對機構驗證對象之實地審查，惟在認證申請程序規定中，並未明文訂定對

機構之驗證對象進行「實地審查」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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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核可驗證機構之認證申請後，須核發認證核可證書或通知書272。證

書或通知書內容應載明項目包括機構之驗證範圍、認證之有效日期。驗證機構非

經認證更新失敗、違反規定、或自願終止認證資格，其認證效力在有效期限內皆

維持有效。 

    對於不符合認證要件的驗證機構，主管機關應駁回其認證申請，駁回程序包

括273： 

(1) 主管機關發出不符合通知給驗證機構，述明不符合事項與判定事由，以及驗證

機構應提出說明或修正之期限； 

(2) 驗證機構排除不符合事項並經主管機關評估合格後，由主管機關發給不符合事

項排除通知書後，繼續執行下一個認證程序； 

(3) 若驗證機構無法及時排除不符合事項，主管機關應發出認證駁回通知；經認證

駁回之驗證機構，可隨時再次提出申請。 

 

第六項  認證資格之有效期限及更新 

第一款  認證資格有效期限 

 

    驗證機構通過認證後，為確保其運作及驗證效力，各國法規除規定驗證機構

必須接受定期評鑑外，亦明定認證效力的有效期限，期滿後驗證機構必須提出認

證更新申請，經認證機關審查後，方可延續其認證資格；認證更新申請視同新申

請案辦理。各國所制定認證效力期限不同，美國規定五年274、日本規定四年275，

歐盟規則並未明定認證效力期限，而由會員國自行制定，英國規定為三年276。 

 

第二款  認證更新之申請 
                                                 
272 7 C. F. R. §205.506. 
273 7.C. F. R. §205.507. 
274 7 U. S. C. §6514(c).  
275 JAS Government Ordinance §4. 
276 UK Approval Manual §4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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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更新之申請程序，有定於法律本法者，如日本277；有定於實行細則或辦

法者，如美國278與英國279。各國主要規定內容相似，包括： 

(1) 明定認證機關應發出認證資格期滿通知：認證機關應於驗證機構認證資格屆滿

前一段時間發出期滿通知，如美國規定農業部應於認證資格屆滿前一年發出期

滿通知； 

(2) 明定驗證機構提出認證更新之期限：美國及日本皆規定，驗證機構最遲應於有

效期限屆滿六個月前提出認證更新申請； 

(3) 認證資格於認證更新期間內之維持：於規定期限內提出認證申請之驗證機構，

在認證審理期間即使已超過原有效期限，仍得維持其認證資格，可繼續執行各

項驗證作業； 

(4) 逾期提出申請者，若認證更新申請之審理時間已超過原有效期限，其認證資格

消滅，直至認證審查合格後始可取得認證資格；但若能於原有效期限屆滿前及

時通過認證審理，仍可於原有效期限期滿後繼續維持認證資格； 

(5) 核發認證證書：認證機關核可認證更新申請後，應核發認證更新證書。 

 

第七項  主管機關對驗證機構之監督、審查與管理 

 

    驗證機構通過認證後，應依法接受主管機關或認證機關的審查與管理，各國

法規皆設有相關規定。歐盟規則及日本 JAS 法中訂有多項規定；美國 OFPA 法案

規定 NOP 法則之內容應使主管機關有足夠且適當的強制執行權力，根據此項規

定，NOP 法則中定有多項主管機關對驗證機構之監督管理規定。各國規範多有相

似之處，此處一併討論。 

 
                                                 
277 JAS Law §17-3. 
278 7. C. F. R. §205.510(c) & (d). 
279 UK Approval Manual §4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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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主管機關對驗證機構之訪查 

 

    為使主管機關具有足夠之合法性進入驗證機構執行必要的審查，以及避免驗

證機構以任何理由阻卻主管機關或相關權責單位執行審查，各國法規皆明文授予

主管機關可對驗證機構執行訪查之職權280。主管機關可派審查員進入驗證機構所

屬區域進行審查，審查內容包括機構之硬體設施、機構之行政運作與管理、驗證

作業之執行等，機構也應依審查員之要求提供驗證業務紀錄或其他有助審查之資

訊。另外，美國、日本明文規定審查員應具備經主管機關授權之身分證明。 

    除了由主管機關本身派員執行訪查以外，日本允許主管機關委託「中央食品

品質、標示與消費者服務局」執行，主管機關應於執行前告知欲訪查之內容及執

行日期；中央食品品質、標示與消費者服務局訪查後應提交報告給主管機關281。

歐盟規則中無明文規定，由各會員國之主管機關自定規定，如英國規定主管機關

可委託中央認證標準局執行訪查。 

 

第二款  驗證機構應提交驗證作業報告給主管機關 

  

   為使主管機關有效監督及管理驗證機構之運作，並充分掌握國內有機農業之發

展情形，驗證機構應定期遞交機構之運作及驗證業務報告給主管機關。美國及歐

盟皆規定，驗證機構每年必須提交前一年度執行驗證之名單及驗證資訊報告給主

管機關282，美國並要求驗證機構應遞交機構整體運作的年度報告283，包括組織運

作報告、改變驗證範圍相關報告、內部修正措施、以及內部評估報告。 

                                                 
280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9(8)(a). 
   7 C. F. R. §205.508.  
   JAS Law §20. 
281 JAS Law §20-2.  
282 7 C. F. R. §205.501(15).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9(8)(b). 
283 7 C. F. R. §205.5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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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規定，驗證機構執行驗證作業後，應將相關驗證報告遞交主管機關284，

包括驗證合格者之名單及相關資訊、驗證駁回、以及驗證撤銷等與驗證業務相關

之報告285。 

     

第三款  驗證機構改變認證狀態時應告知主管機關 

 

    美國 NOP 法則中明定，當驗證機構改變認證狀態時，如驗證範圍之增減、執

行驗證之區域發生變更時，必須向主管機關提出認證變更申請，並重新提出認證

申請所應出具之資訊286；日本規則僅明定當驗證機構地址發生改變時應事前告知

農林水產省287。歐盟規則無相關規定，英國補充規定驗證機構之認證狀態發生改

變時必須告知主管機關並重新提出認證申請所需文件288。 

 

第四款  主管機關對驗證機構之改善命令 

 

    美國及日本皆明文規定，主管機關具有要求驗證機構改善之職權，驗證機構

必須依主管機關所要求之改善命令進行修正289。另外，美國明定驗證機構改變其

驗證範圍時，必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其應遞交之書面申請資訊比照新申請案

辦理290。 

 

第五款  驗證機構認證資格之中止或撤銷 

 

                                                 
284 JAS Law §17-5(3). 
285 JAS Minister Ordinance §47. 
286 7 C. F. R. §205.510(f). 
287 JAS Law §17-6. 
288 UK Approval Manual §412. 
289 7 C. F. R. §205.501(21). 
   JAS Law §17-10 § 17-11.  
290 7 C. F. R. §205.51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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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無法符合規定的驗證機構，各國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可中止或撤銷其認證

資格，獲該處置的驗證機構，必須停止所有驗證作業。日本並另外規定，對於通

過認證申請之驗證機構，在無正當理由下於一年內未執行驗證作業者，應撤銷其

認證資格291。 

    歐盟規則規定，當驗證機構無法符合驗證機構組織及運作規定、未公平執行

驗證或無法有效執行驗證作業時、未依規定執行驗證作業、或未依規定接受主管

機關之審查或命令時，主管機關可撤銷其驗證機構之認證資格292。前述規定提供

各會員國主管機關制定驗證機構處分辦法之法源，例如英國對於驗證機構發生違

規情形時定有詳細的處分規定293。 

日本294及美國 NOP 法則中定有詳細的認證資格撤銷或中止規定。NOP 法則依

據驗證機構違規之情節輕重及內容，定有撤銷或中止兩種處分規定，由農業部裁

量。情節重者予以撤銷處分，經撤銷者三年內不得再申請認證；情結輕者予以中

止處分，經中止者可隨時重新提出認證申請。主管機關執行撤銷或中止之程序如

下295： 

(1) 主管機關判定驗證機構發生違規情形時，應發出違規通知書，內容述明違規事

項與判定事由、以及修正期限； 

(2) 驗證機構排除違規事項後，主管機關應發給違規事項排除通知書； 

(3) 若驗證機構無法排除違規事項，主管機關應發出認證中止或撤銷之預告通知；

對於惡意違反規定的驗證機構，主管機關則可以直接發出前述通知； 

(4) 收到違規通知的驗證機構在申訴無效後，主管機關可中止或撤銷其認證資格並

發出通知； 

(5) 經中止或撤銷認證資格之驗證機構，應停止一切驗證活動，並將所有驗證活動

紀錄轉移給農業部或州主管機關。 
                                                 
291 JAS Law §17-12(3). 
29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9(6)(c). 
293 UK Approval Manual §410.  
294 JAS Law §17-12. 
295 7.C. F. R. §20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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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若經撤銷處置之驗證機構尚有受理或審理中之驗證申請案件，主管機

關應重新評估受驗者之驗證結果，並決定是否應重新辦理驗證296。 

 

第八項  台灣規範現況與可參考之設計 

 

    台灣現行有機驗證機構之相關認證規範，主要依據「有機農產品管理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有機產品管理要點」)」及「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資格審查作業程序

(以下簡稱「有機驗證機構審查程序」)」實施。 

    新公告之「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驗

證機構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農委會已依據此項規定於 2007 年 6 月公

告「農產品驗證機構管理辦法」，為一同時適用優良農產品、有機農產品、及產銷

履歷三種驗證機構之認證規範。惟無論是本法或管理辦法中，皆未與現行有機驗

證機構之相關認證規範建立連結，亦未提及現行認證規範之效力，本文建議主管

單位應釐清現行辦法之適用效力，使新辦法之實行能與現行辦法有良好之銜接。 

 

    除前述建議外，本文亦擬分別對新法與現行法規之內容提出討論與建議。在

新法部份，優良農產品、有機農產品及產銷履歷的驗證需求各有不同，有著重於

最終產品之品質驗證者、有著重於產製過程紀錄者，因此對於驗證機構之要求亦

隨之不同。當三者合併定於同一認證規範時，無法訂定符合各類驗證機構需求的

規定。因此拙見認為宜獨立訂定有機農業驗證機構專屬的認證規範，並可訂定內

容更為完備的有機驗證機構認證規範。 

    另外，本法第九條規定農產品及加工品之驗證由經認證機構認證之驗證機構

辦理，按第三條第五項名詞定義說明，認證機構可為中央主管機關或經主管機關

審查合格之委託機關或法人，若依此定義及條文解釋，驗證機構可選擇經主管機

                                                 
296 7 U. S. C. §6515(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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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核可之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不一定只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拙見以為此等

設計應有改良空間。蓋有機農業相關法規制定後，凡有機產品皆必須符合國家法

規，而監督管理系統為確保有機國家法規發揮效力的重要環節，因此應由具有強

制力之官方機關擔任最上位之監督管理者角色，由其掌握完整的有機驗證機構資

訊與有機產業資訊，此為各國以官方機關作為辦理認證之最高主管機關之故。觀

各國規定，即便主管機關有授權或委託其他認證機構辦理驗證機構之認證及訪

查，最終之審核權仍由主管機關決議之，如英國農業部委託其他認證機構辦理訪

查業務，但最終仍由農業部做成認證之准駁決定。因此本文建議，本法應明定由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認證，但可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可委由其他經審查合格之認證

機構辦理認證業務，惟主管機關仍應負責做成最終認證准駁之決定」之規定，此

亦符合目前具公信力之四家驗證機構皆經農委會認證合格之現況。 

    再觀依據新法制定之「農產品驗證機構管理辦法」，其規範內容著重於認證申

請程序及驗證機構之監督管理規定，在驗證機構組織及運作要求方面僅訂有少數

幾項規定，造成驗證機構應具體符合的規定過少，並留有過大的衡量空間，因此

無法提供足夠客觀的認證審查依據，亦無法提供驗證機構驗證效力與品質的保

障。因此本文建議應加強訂定驗證機構之組織及運作要求的相關規範。 

 

    在現行法規部分，有機產品管理要點定有驗證機構之組織與運作的基本規

定，以及驗證機構之監督管理規定；有機驗證機構審查程序定有驗證機構申請認

證之程序，在規範架構上較前述新公布之驗證機構管理辦法為完整，但相較於各

國，仍具有下列缺點： 

(i) 「有機產品管理要點」第十點訂有驗證機構之組織與運作規定，惟相較於各國

之認證規定，仍有相當之差距。例如，未規定驗證機構應具備足夠的有機驗證

專業能力、未驗證機構所採用之驗證程序與有機標準應符合之規定、未制定驗

證公平性條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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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有機產品管理要點」第十一點為記錄保存規定，應保存事項及保存年限已屬

完整，惟缺乏紀錄保存保密條款。 

(iii)「有機驗證機構審查程序」訂有詳細的認證審查程序，其規範架構已屬完整，

在申請應遞交資訊部分亦屬完整，惟「有機產品管理要點」中缺乏完整的驗證

機構組織及運作規定，因此主管機關事實上並無具體標準可供審查，例如組織

運作應符合哪些規定、審核程序應至少具備哪些項目等。 

(iv) 「有機驗證機構審查程序」及「有機產品管理要點」缺乏驗證機構之監督與管

理方面的規定，其原因在於缺乏法源基礎及法律授權之下，前述兩種辦法僅屬

於自願性規定，不宜制定強制性條款。相對的，新實施的「農產品驗證機構管

理辦法」由於有明確的法源基礎及法律授權，因此可制定較完整的驗證機構監

督與管理相關之強制性規定。 

 

綜合前述討論，本文對於我國認證規範提出三項較重要之修訂建議： 

(1) 本法應明定驗證機構是否應採用國家有機標準：現行法規未明文規定各家驗證

機構是否必須採用國家有機標準或允許自訂標準，對於驗證機構或有機產製者

基本權力的影響甚大，為填補此一空隙，應於法律中明文定之。蓋拙見以為，

主管機關既已透過國家法規制定國家有機標準，人民即有適用該有機標準之權

利，因此應保障凡符合國家有機標準規定之產製者，皆有受驗證之權利。而法

律既授予驗證機構有執行驗證之權利，對於凡符合國家有機標準之生產者即應

有提供驗證服務之義務，不宜以法規未規範之限制條件作為拒絕受理驗證申請

之理由。因此，本文建議採取美國及日本規範模式，要求驗證機構皆必須採用

國家有機標準，但仍可允許驗證機構同時採用自訂有機標準，供受驗者自願性

遵守，惟驗證機構不得僅單獨提供自訂有機標準的驗證服務。 

(2) 觀各國皆以 ISO Guide 65 作為驗證機構之組織及運作的基本規範，而本國各驗

證機構相關法規所制定之驗證機構組織及運作規定，與 ISO Guide 65 標準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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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差距。ISO Guide 65 之規定為國際各界經驗累積所建構之「認證規範」，可

使驗證機構發揮良好之公正第三人功能。因此本文建議，應援用 ISO Guide 65

或當中的重要規範，以及各國立法例中之重要規定，作為我國驗證機構之組織

規範。綜觀 ISO Guide 65 與各國立法例，可歸納出重要規定包括： 

(i) 驗證機構之驗證作業應公正且無差別待遇，不應以申驗者之身分或其他與

有機標準及驗證規定無關之理由拒絕驗證或有差別待遇。 

(ii) 保障合法之有機產製者可向任一驗證機構申請驗證之權利。 

(iii)制定利益迴避條款，保障驗證作業之執行不會受到外力之干擾，確保驗證

之公平性與公信力。 

(iv) 驗證機構必須具備足夠專業能力，在實踐上應有足夠之硬體設施及技術，

以及足夠專業能力之驗證人員。 

(v) 驗證必須提供人員專業訓練課程，使其具備足夠驗證能力。 

(vi) 驗證機構必須有內部評估機制，評估範圍包括驗證相關作業及驗證人員。 

(vii) 驗證機構之組織、運作、人員等所有資訊皆應文件化，包括組織章程、

驗證作業程序、人員資訊、人員訓練課程、內部評估計畫等。 

(viii) 制定保密條款，規定驗證機構除依規定可公開或應公開之驗證資訊外，

不可將其他驗證過程所得之受驗者資訊洩漏給第三人。 

(3) 在認證申請程序方面，可援用現行的「有機驗證機構審查程序」內容，再參考

各國立法例修訂細節。 

 

    驗證機構為監督有機產製者之生產過程是否符合有機規範的第一線單位，為

有機產品品質最重要的把關者，其驗證之公信力為維繫消費者對有機產品之信賴

及保障合法有機產製者之權利的關鍵要素，因此驗證機構之認證規範為相當重要

的立法議題。我國欲建立良好具公信力之認驗證體系，以及能與國際有機農業法

規接軌，架構完整之認證規範實為不可忽視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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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驗證規範 

 

欲採行有機生產或加工的操作者，必須依照有機操作規範，生產或製造符合

規定的有機產品。位於產品生產鏈最末端的消費者，無法從產品的外觀得知其生

產過程及品質是否符合有機操作的原則，因此制定適當的審查及檢驗規範，對有

機產品的出產過程加以把關，為保護有機市場及保障消費者權益的重要課題，並

可保障合法有機產製者的權利，杜絕不合法或虛偽有機產品造成有機市場上的不

公平競爭。由驗證單位審查並檢驗有機操作者是否依循有機生產規範進行生產的

過程，稱為「驗證」；執行驗證時必須依循一套作業規範，稱為驗證作業，內容包

括驗證程序及執行事項。 

觀歐盟、美國、及日本等有機農業發展先進的國家，在驗證規範的制定上，

務必要求嚴謹且完整。比較各國有機法規中的驗證規範的內容，大致可區分為驗

證制度之建立、驗證申請程序與規定、以及驗證單位對有機操作者的審查、監督

與管理。以下將就各國驗證規範做一比較，以作為台灣制定驗證規範之參考。 

 

第一項  有機驗證制度之建立 

第一款  有機產製者應經驗證通過為強制規定 

 

    為確保有機產品之生產過程及品質符合規定，各國以明文規定，欲從事有機

初級或加工農產品生產者或產品理貨者，除法規另有規定可免除驗證者外，皆應

通過合法有機驗證機構之驗證297。 

    驗證規範的範圍原則上以定有國家標準的生產類型為限，凡屬國家標準範圍

的有機產製者皆必須接受驗證，因此「有機產製驗證」為強制性規定而非自願性

                                                 
297 Regulation (EC) 2092/91 §8(1)(b).  
  7 U.S.C §6506 (a)(1)(A). 
  JAS Law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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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目前歐盟、美國、及日本定有國家標準的產製類型皆為初級生產(包括作物

生產及畜牧，但未包括水產養殖)、由前述初級農產品加工而成之食用加工農產品、

以及飼料產品，但歐盟研擬中的新規則草案，已納入水產養殖標準。至於未定有

國家標準的產品類型，可由驗證機構或其他組織自行制定生產標準及驗證規範，

生產者可自願性接受驗證，並不受到強制接受驗證的限制，但此等產品皆不可宣

稱為通過國家法規驗證合格或使用國家有機標章。 

    歐盟另外規定，驗證申請者除向驗證機構提出申請外，尚須將其生產及驗證

資訊呈遞給主管機關，使主管機關可充分掌握國內有機生產者各項資訊298。 

 

第二款  應驗證之產品類型及對象 

 

    各國驗證規範之對象，除了包括直接從事產品生產或製造的產製者外，對於

特定的產品操作類型亦定有相關的驗證規定，惟各國所規範之類型及內容不盡相

同。歐盟規則規定，凡生產、製備、儲存或製備規範範圍內之有機產品人員，皆

必須通過驗證299。美國 OFPA 法案授權美國農部(以下簡稱 USDA)應制定有機產品

之生產者及製備者所應依循的驗證規範300，USDA 於 NOP 法則中規定「任何生產、

製備、或從事生產過程或製備中特定階段或特定操作類型之活動，除了依規定可

免除驗證外，皆為應接受驗證之對象301」；依 NOP 法則之定義，「製備」係指產品

之加工、包裝、儲存操作類型，或結合前述操作之作業流程302。因此，美國法規

所規範之驗證對象包括初級產品之生產者、加工業者、包裝業者、產品儲存者；

相較於歐盟，NOP 法則並未明定「進口者必須接受驗證」規定。 

    日本原則上與歐盟相似，規定屬於 JAS 有機標凖產製纇型範圍的產製者、產

                                                 
298 Regulation (EC) 2092/91 §8(1). 
299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8(1). 
300 7 U. S. C. §6503(a). 
301 7 C. F. R. §205.100(a). 
302 7 C. F. R. §205.2 “Handling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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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進口者、及再包裝者303事先取得驗證機構之驗證通過後，可進行驗證範圍內之

操作以及產品之分級與張貼 JAS 標章。依據現行的 JAS 有機標準，應接受驗證的

對象包括初級農產品(作物生產與畜牧)、農產加工食品、飼料之產製者、再包裝者、

以及產品進口者。 

 

第三款  特殊驗證規定 

第一目  免驗證規定 

 

    嚴謹的驗證規範確實可有效把關有機產品之產製過程並提供產品品質之保

障，但對於極小規模的有機生產者而言，由於經濟規模太小而容易造成驗證成本

相對過高的情形，因而降低小規模生產者投入有機生產的意願。 

有機農業原則之一在於使所有人皆可參與有機農業的每一環結，因此若因驗

證規範之制定與實行而限制小規模生產者投入有機生產，反而失去發展有機農業

之初衷。按驗證規範意旨的目標在於維持有機農業之完整性，確保生產者生產過

程符合有機標準，藉以提供消費者有品質保障之有機產品及維持公平的競爭市

場。然而驗證規範卻非達成前述目標的唯一方法，若消費者對於有機生產者之生

產過程得以完全了解並信賴其產品之「有機」品質而願意購買產品，仍可達成「保

障消費者購買可信賴有機產品」的目標。事實上，即使生產者未申請有機驗證，

透過實際參訪生產者之農場與生產過程後，許多消費者因信賴其產品之有機品質

而願意購買，建立消費者與生產者之互信與連結情誼，更可符合有機農業之精神。

因此，對於此種產銷模式應提供較有彈性之驗證規範機制，但彈性機制之設計必

須周延，避免投機者透過彈性機制漏洞獲取利益而造成不公平競爭或驗證規範系

統之瓦解304。 

基於前述概念，美國設有「免驗證」的彈性規定。美國 OFPA 法案明定驗證

                                                 
303 JAS Law §14(2) & §15-2 & §15. 
304 Muller (2006) At ftp://ftp.fao.org/paia/organicag/IFOAM-organic-certific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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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不適用於有機產品年銷售值在 5000 元以下的生產者305，USDA 據此於 NOP

法則中制定「免驗證規定」執行規則，並增訂多項補充規定306。對於有機產品年

產 5000 美元以下而可適用「免驗證」規定之生產者，其生產過程仍應符合國家標

準規定，並可依有機原料含量標準分級販賣，但須符合「免驗證」標示方法規定307；

此意味免驗證生產者仍應保有完整的產製過程紀錄、應接受主管機關之審查，產

品標示上不可使用國家有機標章、不可宣稱為經驗證之有機產品，產品亦不可作

為其他加工者所生產加工產品的有機原料308。在實務上，適用「免驗證」之生產

者，只可於有機生產場所中以直接銷售給消費者之方式販售其有機產品，不可流

通於一般市面販售。 

 

第二目  不列入驗證範圍之規定 

 

另一種不需驗證的情況是不列入驗證範圍的操作作業。當產品的某一操作階

段被單獨執行、且過程不會對產品之有機完整性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時，只需採

取適當的基礎防範措施避免產品遭受污染，此等操作可適用「不列入驗證範圍規

定」，例如有機產品的零售階段。另外，最終產品的烹煮操作也不被列入驗證範圍。 

美國 NOP 法則對於不列入驗證的情況訂有多項規定，包括： 

(1) 產品零售階段之作業或操作，惟前述作業或操作不可涉及產品之加工或其他製

備操作309； 

(2) 含 70%以下有機原料產品之產製作業，須避免有機原料與禁用物質發生混雜或

接觸310； 

(3) 產品原料標示資訊是否確實及符合審查作業規定，須避免有機產品與禁用物質

                                                 
305 7 U. S. C. § 6505(d). 
306 7 C. F. R. §205.101(a). 
307 7 C. F. R. §205.101(a)(1). 
308 免驗證標示規定訂於標示規範中(7 C. F. R. §205.310)，見本章第三節「產品之標示」。 
309 7 C. F. R. §205.101(a)(2). 
310 7 C. F. R. §205.101(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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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混雜貨接觸311； 

(4) 產品已經過事先包裝且該項操作過程中不會破壞原包裝之完整性312； 

(5) 產品在零售階段的烹煮操作313。 

 

    歐盟規則中有關不列入驗證範圍的明文規定於 2004 年由理事會增訂，允許未

涉及產品之生產、製備、儲存、進口操作之零售階段作業不列入驗證範圍314。 

日本則未特別明定免驗證或排除驗證範圍之規定，惟依 JAS 法令中規定必須

受驗證的產品生產或製備類型並未及於產品的零售階段，在實務上零售業者並不

列入驗證範圍。 

 

第三目  小規模產製者之集團驗證315 

     

    除了美國對於小規模有機生產定有「免驗證」規定外，近來各國有機農業主

管機關或國際組織，開始發展另一種顧及小規模有機產製者的驗證方式，稱為「集

團驗證」。 

    集團驗證早期是基於發展中國家中多數有機產製者的規模較小，單獨接受驗

證的成本相對過高，因而促進集團驗證的發展。「集團」係指由一群小規模的有機

產製者共同組織而成的團體，被視為一個受驗證單位，因此集團內的所有成員僅

需共同支付一次驗證費用，不需各別繳付，可大幅降低驗證成本，對小規模有機

產製者是相當重要的一種驗證方法。 

    不過，目前各國有機法規皆尚未正式訂定「集團驗證」規範，有些國家由主

管機關公告指導原則，作為驗證機構實行集團驗證的依據，如歐盟執委會於 2003

年公告「集團驗證之指導說明」；或由國家專門機關構公告現行有機法規類推適用

                                                 
311 7 C. F. R. §205.101(a)(4). 
312 7 C. F. R. §205.101(b)(1). 
313 7 C. F. R. §205.101(b)(2). 
314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8(1). 
315 IFOAM (2003) At http://www.ifoam.org/press/positions/pdfs/Small_holder_group_certific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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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集團驗證的方法，如美國「國家有機標準小組委員會(National Organic Standard 

Board, 簡稱 NOSB)」建議，小規模產製者可共組成一個「協會」或「組織」，即

可符合 NOP 法則驗證規範中受驗單位可為「協會」或「組織」的規定，因此可適

用驗證規定。 

    在缺乏一致的集團驗證規範下，各家驗證機構所採取的集團驗證執行細節不

盡相同，不過通常都具有下列共通點： 

(1) 小規模產製者才可適用集團驗證，依照 IFOAM 原則，小規模產製者係指年度

驗證費用超過其年度銷售額 2%的產製者。 

(2) 集團內所有產製個體皆必須遵守同一個有機產製標準。 

(3) 集團內部必須成立一個管理中心，統一負責產品之對外配銷。 

(4) 管理中心必須建立「內部管理系統(Internal Control System, 簡稱 ICS)」並負責

執行，或由管理中心委託外部合格之審查機構辦理。ICS 管理中心透過 ICS 之

運作，詳細記錄每個產製個體的產製過程及相關資訊或紀錄，並且對每個產製

個體每年至少進行一次審查。 

(5) 驗證機構對集團進行年度審查時，將以 ICS 各項紀錄文件為主要審查依據，以

及審查管理中心是否確實執行 ICS。 

 

第四款  各國驗證規範之架構 

 

    各國有機產品驗證規範的原則與內容相似，但在規範架構上有較大差異，在

進一部了解各國規定內容以前，有必要對其規範架構先行說明，各國情況分述如

下： 

(1) 歐盟：依據本法第 9 條第 3 項「驗證作業應包括附則 III 之各項措施」規定，.

歐盟驗證規範定於附則 III 中。附則 III 共有六節316，第一節為適用所有生產類

型的通則規定；其餘各節再依據各產製類型制定專屬規定，包括初級產品之生

                                                 
316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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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加工產品之製備、有機產品之進口作業、有機產製者之委外作業、飼料產

品之產製共五項產製類型的驗證規定。 

    歐盟驗證規範中除定有驗證審查項目外，部分規定內容實際上為產品生產

或製備過程的操作規定，例如作物平行生產規定、產品儲存規定等，關於此類

規定的詳細內容，本文已於第三章「有機標準」有較詳細之說明，本節僅概略

提及。 

(2) 美國：OFPA 中制定驗證作業應包含的重要措施及原則性規定，NOP 法則中依

據 OFPA 規定制定實行細則。NOP 以訂定適用所有生產類型的通用規定為主，

其驗證規範明定「提出驗證申請之生產者或製備者必須符合有機生產及製備規

範」317，據此驗證機構應依據有機標準所訂各規範事項對受驗者執行審查，例

如生產場所、產製作業是否符合規定等；NOP 法則未再針對個別產製類型制定

專屬規定。 

(3) 日本：JAS 法令定有詳細的驗證規範，包括驗證程序各階段之規定事項。然由

於其為適用各種生產類型的通則性規範，因此農林水產省另依各類生產類型之

需求，制定其他必要的驗證規定。 

    JAS 省令規定農林水產省應制訂 JAS 標準範圍內產品之生產者、進口者、

再包裝業者之驗證準則，並明訂準則所應包含項目318；農林水產省便依據 JAS

法令制訂各產製類型之有機驗證準則，包括作物暨飼料作物生產319、畜牧320、

加工食品暨加工飼料製備321、再包裝322以及進口323共五種產製操作的驗證規

                                                 
317 7 C. F. R. §400(a). 
318 JAS Minister Ordinance §29(2) & §33 & §36. 
319 Technical Criteria for Certifying Production Process Managers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Organic Feeds. (以下簡稱”Criteria for Certifying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Organic feeds.”) 
320 Technical Criteria for Certifying Production Process Managers of Organic Livestock products (以下

簡稱”Criteria for Certifying Organic Livestock products.”) 
321 Technical Criteria for Certifying Production Process Managers of Organic Processed Foods and 
Organic Feeds (以下簡稱”Criteria for Certifying Organic Processed Foods and Organic Feeds.”) 
322 Technical Criteria for Certifying Re-Packers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Organic Processed 
Foods, Organic Feeds and Organic Livestock Products. (以下簡稱”Criteria for Certifying Organic 
Re-Packers.”) 
323 Technical Criteria for Certifying Importer Concerning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cessed Foods. (以下簡稱”Criteria for Certifying Organic Impo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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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各驗證準則的主要項目皆包括生產場所、生產作業計畫、人員資格規定、

以及分級作業，產製者申請驗證時必須提供驗證準則所訂各項目之相關證明文

件，驗證機構應根據驗證準則對申驗者執行驗證。前述驗證準則之規定內容實

質上屬於生產或製備過程應遵行的操作規定，此點與前述第一點歐盟規範相

似，其詳細內容已於第三章提供較詳細之說明。 

 

第二項  驗證申請與執行程序 

 

    制定驗證程序，可使生產者依照程序規定提出驗證申請，同時驗證機構也應

依程序執行審查、評估、驗證准駁之決定等作業。美國於 NOP 法則中制定有驗證

程序的細則規定，供生產者及驗證機構依循；歐盟及日本法規則未如美國制定明

確的驗證程序，但歐盟及日本皆規定驗證機構必須符合 ISO Guide 65324，日本並於

JAS 省令中特別明定驗證機構必須依照省令規範及 ISO 規定執行驗證作業325，因

此歐盟及日本驗證機構制定之驗證程序，應符合 ISO Guide 65 中驗證程序之規範。

然而 ISO Guide 65 並非專為有機生產驗證而設，其中不足以符合有機驗證需求的

部份，歐盟及日本法規中則予以補充規定，例如生產者申請驗證應提供的申請文

件資訊等。雖然歐盟、日本與美國的驗證程序在法規形式或程序內容細節上略有

差異，但重要規定皆相似，主要包括「生產者提出申請文件、驗證機構執行文件

審查與實地審查、驗證機構之驗證准駁決定」三個步驟，此處將以申請程序的各

步驟為分類項目，合併說明各國程序規範的內容。 

 

第一款  提供申請文件 

 

    美國 NOP 及 ISO Guide 65 規定生產者申請驗證的第一個步驟是提出申請文

                                                 
324 見第四章第一節第三項「驗證機構組織結構及運作規定—歐盟與日本」說明。 
325 JAS Minister Ordinance §46(1)(v) “…complies with…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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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日本 JAS 省令及歐盟規則附則 III 亦明定生產者申請驗證時必須提供的申請資

訊。 

    歐盟規定326，申驗者應提供生產場所完整資訊、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書327、

以及防止產製過程及儲存場所遭受禁用物質污染所採取的預防措施，其中生產場

所資訊應包括生產單位之名稱、地址、場地等完整資訊。另外，生產者尚必須簽

署一份契約，其內容包括生產過程願意遵守歐盟規則之生產規定與進口規定、發

生違規事件時願意接受法規所定之處罰規定等。申驗者另外必須提供其從事有機

生產的基本資訊給中央主管機關328，資訊內容應包括申驗者姓名與地址、設備或

設施位置圖、生產產品的產品類型、產品之標示、生產與種子使用記錄、停止施

用禁用物質之日期、以及驗證機構名稱329。 

    美國 NOP 法則規定，申驗者必須提供有機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以及申驗者

之營業基本資訊330。申驗者若曾接受其他驗證，遞交申請資料時應連同前一次受

驗資訊也一併提供，包括驗證結果、任何未符合事項或驗證駁回決定、以及對於

未符合事項所採取的修正措施及修正結果331。除前述規範中明列之資訊，驗證機

構可要求申驗者提供其他驗證所需資料332。 

    日本 JAS 省令規定申驗者應提供申驗者基本資訊、各產製驗證準則所定各項

目的證明或說明文件、以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訊333。依驗證準則內容，申驗者

應提供生產場所及儲存場所資訊、有機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分級作業辦法、以

及產製人員與分級人員資格說明資訊。 

    前述各國規定中，各國皆要求申驗者必需提供生產場所基本資訊及有機產製

                                                 
326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3.  
327 各國有機產製作業管理計畫內容見第三章第二節第一項「有機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之提出」。 
328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8(1)(a). 
329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V. 
330 7 C. F. R. §205.401 (a) & (b). 
331 7 C. F. R. §205.401(c). 
332 7 C. F. R. §205.401(d). 
333 JAS Government Ordinance §28 & §32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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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暨管理計畫334，歐盟及日本並明文規定必須提供生產場所與儲存場所資訊；

美國雖無此項明文規定，但依據「驗證機構可要求申驗者提供其他驗證所需資

料」，驗證機構認為必要時可要求申驗者提供生產場所及儲存場所相關資訊。美國

並規定生產者必須提供前一次申請驗證之資訊。 

為了使驗證機構具有依個案情況要求提供其他必要審查資訊的空間，規範中

除了明定應遞交資訊外，美國及日本皆另外規定驗證機構可要求生產者提供其他

有助於審查的資訊；在歐盟，驗證機構則可依據「應提供生產場所完整資訊以及

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規定，要求申驗者提供任何有助審查之相關資訊。 

     

    美國另明文定有生產者撤銷申請的權利及相關規定，允許生產者可在任何時

間撤銷申請。撤銷申請的申驗者負有給付至驗證撤銷日前所接受服務費用的義

務。申驗者在不符合事項通知前自願撤銷申請，將不會被發給不符合事項的通知。

相似情況，申請者在驗證駁回通知發出前若自願撤銷申請，將不會被發給驗證駁

回的通知335。 

 

第二款  審查書面資料與安排實地審查 

 

    美國 NOP 法則定有申請書面資料審查的明文規定，包括審查事項及相關程序

規定336；歐盟及日本則無明文規定書面審查程序的內容，但驗證機構應依據 ISO 

Guide 65 中「評估準備」規定執行337。綜合 ISO Guide 65 及美國 NOP 法則中相同

的重要規定為： 

(1) 驗證機構收到生產者的申請資訊後，應先評估該驗證申請之產品及範圍是否

符合機構的驗證範圍，符合者才開始進行書面資料審查。至於書面資料審查

                                                 
334 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一項「有機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書之提出」。 
335 7 C. F. R. §205.402(c). 
336 7 C. F. R. §205.402(a). 
337 ISO Guide 65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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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業內容，ISO Guide 65 無具體規定，僅規定驗證機構應審查申請資訊及

維持紀錄的原則規定，美國則定有明文規定338，包括：(i)申請資料是否完整

且顯示可符合有機生產規定；(ii)是否提供證明文件說明已修正前一次驗證申

請未過或未符合事項的缺失。 

(2) 排定實地審查日程：美國 NOP 法則規定驗證機構完成驗證申請書面資料的審

查並初步評估生產者可符合有機生產規定後，應排定實地審查的日期，實際

至產製場所進行實地審查339。美國對於實地審查日期的排定與執行亦定有規

定，驗證機構必須於完成書面審查後一段合理的時間內執行，「合理時間」的

界定由驗證機構判定，但最遲不可超過六個月340。 

    由於 ISO Guide 65 所適用者以「產品」為驗證對象，僅制定「產品」的

評估程序，並未制定有機農業所需的「實地審查」規定內容，因此日本341及

歐盟342皆另外制定驗證機構至受驗者場所現場執行審查的規定，驗證機構完

成書面資訊審查後，應依據現場審查規定至受驗者現場進行審查。 

 

第三款  實地審查 

 

    各國皆定有實地審查的明文規定，驗證機構應依規定執行。實地審查以查驗

受驗者各項操作及設備是否確實符合有機標準，因之審查作業較為細雜，且視個

案需求而有不同審查內容；因此實地審查的規定內容，不在於逐條制定詳細的審

查步驟或項目，而是明定重要審查原則，提供驗證機構在此原則下進行審查。 

    前項第四款提及各國驗證規範之架構與內容有所差異，在實地審查規定部

分，美國制定於 NOP 法則「實地審查」規定項目中，歐盟規則的實地審查項目列

於附則 III 的驗證規定中，日本驗證機構須依「驗證準則」內容進行實地審查。此

                                                 
338 7 C. F. R. §205.402(a)(1) to (3). 
339 7 C. F. R. §205.402(a)(1) to (4). 
340 7 C. F. R. §205.403(b)(1). 
341 JAS Minister Ordinance §46(1)(iv)(k). 
34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 Annex II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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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擬先說明各國實地審查規定中所訂定的審查項目，其他相關規定內容(如主管機

關或主管機構的審查權力、審查頻率、審查程序等)，則留於本節第四項第二款再

詳加說明。觀各國規範中明文訂有之審查項目，重要審查項目多屬相似或相同，

包括： 

(1) 受驗者之有機生產或製備操作：  

    美國343及日本344驗證規範皆特別明定驗證機構應審查受驗者的各項操作

是否符合有機法規規定，並確實依照遞交的有機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執行各項

操作。歐盟雖未明列此項規定，惟實務上皆以確保受驗者各項操作符合規定及

符合產製作業計畫內容為主要審查內容。 

(2) 生產場所、儲存場所、生產或製備作業記錄之審查：歐盟345及日本346明定的現

場審查項目中皆包括生產場所、產品儲存場所、以及產製作業記錄；美國依據

「現場審查應確保受驗者符合有機法規」規定，審查項目自應包括前述生產場

所、儲存場所、以及產製作業記錄。另外，由於日本另定有分級作業、生產人

員及分級人員資格限制的規定，因此審查項目包括前述項目347。 

 

第四款  驗證機構提供審查結果報告 

 

    驗證機構完成書面資料審查或實地審查後，應在合理的時間內將審查結果及

取樣檢驗結果提供給生產者，美國 NOP 法則348設有明文。 

    ISO Guide 65349規定驗證機構應將審查報告告知受驗者，歐盟「實地審查」亦

規定驗證機構於現場審查後必需撰寫完整的審查報告，並由受驗者簽名，以確保

                                                 
343 7 C. F. R. §205.403(c)(1) & (2). 
344 例如 Criteria for Certifying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II(3). 
345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6 & §8, §A.1(3), §A.2(3) & (4), §C(2) & (4), §E(2) 
& (3). 
346 例如作物生產規定。見 Criteria for Certifying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I & §II(3). 
347 例如作物生產規定。見 Criteria for Certifying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I & §III to V. 
348 7 C. F. R. §205.402(b). 
349 ISO Guide 6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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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驗者全盤了解審查結果350，因此歐盟的驗證機構應遵守 ISO Guide 65 及歐盟規

則，將審查結果告知受驗者。日本 JAS 法令中則僅規定驗證機構完成驗證審查作

業後應遞交審查報告給農林水產省，未明定將審查報告告知受驗者，惟依照 ISO 

Guide 65 規定，驗證機構應提供審查報告給受驗者。 

 

第五款  驗證之准駁 

 

美國 NOP 法則351及 ISO Guide 65352皆明文規定，完成書面審查及實地審查後，

驗證機構應根據審查結果做成驗證核可或駁回的決定。 

日本除 ISO Guide 65 規定外，另於 JAS 政令中明文規定驗證機構必須依據書

面審查資料及實地審查結果做成驗證核可或駁回決定353，但並未制定驗證證書的

相關規定，因此驗證機構仍應依 ISO Guide 65 規定發給驗證證書。歐盟則無驗證

決定或驗證證書的相關明文規定，驗證機構應依據 ISO Guide 65 規定執行。 

 

第一目  驗證核可 

 

    對於符合驗證規定的生產者，驗證機構應發給驗證證書。證書主要內容包括：

(1)生產者之名稱與地址；(2)驗證之生效日期；(3)驗證產品之類型；(4)ISO Guide 65

另外規定應述明產品所適用的生產標準及驗證規範，此項規定實屬必要，可使查

看證書之第三人得以知悉生產者所遵行的生產標準；(5)美國另外規定應述明驗證

機構的名稱、地址與電話，ISO Guide 65 則未規定。 

 

第二目  驗證駁回與要求修正 

 

                                                 
350 Council Regulation 2092/91, Annex III §5. 
351 7 C. F. R. §205.404 & §205.405. 
352 ISO Guide 65 §12. 
353 JAS Government Ordinance §46 (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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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證機構根據審查結果判定申驗者為不符合驗證規定時，應發出不符合通

知，並要求限期修正，若申驗者能於期限內修正，驗證機構再繼續執行驗證，美

國及 ISO Guide 65 皆設有明文，但 ISO Guide 65 僅原則性規定驗證機構應駁回未

符合規定之申請案；美國則定有具體的駁回程序規定354。 

依美國 NOP 法則規定，對於有不符合規定的申驗者，驗證單位應發給不符合

通知書，該通知書應述明每項不符合事項、不符合事項的事實依據、以及申驗者

必須修正或提出反駁理由的期限。申驗者收到不符合通知書後，可於修正期限內

採取修正措施，並提供修正措施證明文件給原驗證機構，或是修正後連同原不符

合通知及修正措施證明文件向其他驗證機構提出新的申請；申驗者也可於期限前

向原驗證機構提出反駁說明文件。若驗證機構判定申驗者不符合事項的修正為不

能時，可將不符合事項通知連同驗證駁回通知合併於同一分通知書中，發給申驗

者。申驗者依通知提出修正或反駁給驗證機構後，驗證機構將審查申驗者的修正

結果與說明文件及反駁說明，必要時可再執行實地審查。申驗者的修正措施或反

駁理由顯示可符合驗證規定後，驗證機構將發給驗證核可通知；若仍無法符合驗

證規定或未及時提出說明，驗證機構發給驗證駁回通知。驗證機構同時也應遞交

驗證核可或驗證駁回通知給中央主管機關。駁回通知的內容應述明下列事項：(1)

驗證駁回的理由；(2)申驗者重新提出申請、申請調解、提出申訴的權利。收到不

符合通知或驗證駁回通知的申驗者，可於任何時間內依申請規定遞交申請文件，

向任何驗證機構重新提出申請，若新申請對象與原驗證機構不同時，必須提供原

驗證機構發給的不符通知書及已採行的修正措施及說明文件，驗證機構必須視為

新申請案辦理。依規定，原則上驗證機構應先發出不符合通知，方可駁回申驗者

的驗證申請，但若驗證機構有理由判定申驗者惡意提供虛偽或誤導資訊，可直接

駁回其驗證。 

 

                                                 
354 7 C. F. R. §205.405 “Denial of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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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  繳付驗證費用 

 

    歐盟規則並未制定申請驗證者繳付驗證費用的規定，留由各會員國自行制

定。英國於「2004 有機生產規則」規定，驗證機構可向受驗的有機操作者收取執

行審查時所需的費用355。美國 OFPA 規定，驗證規範應建立生產者、製備者以及

驗證機構的合理付費機制356，依據此項規定，NOP 法則規定驗證申請者應繳付驗

證費用給驗證單位及制定費用收取標準之規定357。日本則未制定驗證費用的相關

規定。 

 

第三項  產製者通過驗證後之管理與監督 

第一款  產製者應遵行事項 

第一目  作業內容變動通知 

 

    生產者通過驗證後，應確實依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進行生產作業，驗證機構

保有其生產場所基本資訊及產製作業計畫，負有管理監督之責。為使驗證機構有

效掌握生產者資訊，歐盟規則358、美國 NOP 法則359、日本 JAS 省令360皆規定，生

產者的名稱、地址、作業內容發生任何變更時，應即時告知驗證機構；日本並進

一步規定驗證機構也應在收到生產者驗證事項變更通知或得知生產者的驗證事項

有改變時，應立即審查生產者是否仍符合驗證規定361。 

 

第二目  不可對驗證狀態做錯誤宣稱 

 
                                                 
355 (UK) The Organic Products Regulation 2004 §8(1). 
356 7 U. S. C. §6506(10). 
357 7 C. F. R. §205.400(e) & §205.642. 
358 Regulation (EC) 2092/91, Annex III §4. 
359 7 C. F. R. §205.400(f)(2). 
360 JAS Minister Ordinance §46(1)(iv)(d). 
361 JAS Minister Ordinance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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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防止生產者對其產品做出錯誤宣稱而誤導消費者，日本 JAS 法對於生產者

通過驗證後的產品標示及廣告宣稱、驗證資訊提供等定有多項規定：生產者的產

品標示或廣告中提及驗證資訊時，只可以其實際通過驗證之生產範圍為限，不可

使人誤認驗證產品範圍超過實際通過的生產範圍；生產者提供其驗證、分級或標

示相關資訊給第三人時，亦不可誤導人對其驗證產品範圍、驗證狀態(如驗證類型、

驗證內容)、其他驗證相關資訊產生錯誤聯想362。 

 

第三目  對產製場所或產品認為有不合規定疑慮時的處置 

 

    產製者最能充分掌握生產作業的過程，因此除了由驗證機構提供最終的監督

與把關工作，生產者本身亦應對生產過程負責，尤其是查覺有發生違規之虞或確

知有違規情事時，應主動告知驗證機構或主管機關，歐盟及美國皆定有相關規定。 

    歐盟規定，當生產者察覺其生產或收取之有機產品有違規之虞時，應主動告

知驗證機構363。為防止污染造成的損害擴大，生產者應先行採取撤除產品上有機

標示或隔離產品的緊急處置，並立即通知驗證機構或主管機關進行調查；在疑慮

解除前，驗證機構或主管機關有權要求生產者撤除產品的有機標示。 

    美國亦規定生產者察覺其生產田區、場所、產品發生禁用物質的誤用或污染

情況時，應立即告知驗證機構364；相較於歐盟規定，美國未明定生產者應採取的

緊急處置。日本則無相關明文規定。 

 

第四目  已受驗證產製者應公開之資訊 

 

    日本 JAS 省令明定生產者通過驗證後，必須以網路或其他適合之公開方式公

布生產者相關資訊，包括受驗者名稱與地址、受驗產品類型、生產田區或設施位

                                                 
362 JAS Minister Ordinance §46(1)(iv)(e) to (h). 
363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9. 
364 7 C. F. R. §205.400(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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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以及通過驗證之日期，若生產者有發生違規事件、暫時中止驗證資格、或取

消驗證資格，亦應以網路或其他合宜之公開方式公布相關資訊。 

    歐盟及美國雖未制定已驗證產製者必須公開資訊的相關規定，但其於驗證機

構認證規範中皆已明定驗證機構必須公開已驗證者之相關驗證資訊，因此仍可確

保一般大眾皆可取得所有已驗證者的基本資訊365。 

 

第五目  產製者之驗證延續與遞交年度報告 

 

    對於產製者驗證資格的有效期限，各國皆未設有明文。原則上生產者通過驗

證後，只要無違規情事並接受驗證機構定期或不定期審查(如年度審查或抽查)，即

可持續保有驗證資格，不須重新提出申請。 

    為使驗證機構有效掌握並監督產製者的最新情況，美國 OFPA 法規定驗證作

業應要求驗證者每年必須向主管機關或驗證機構提出其生產過程皆符合有機規範

的證明366，據此 NOP 法則制定「生產者驗證資格延續規定」367，規定生產者每年

必須更新其有機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並遞交給驗證機構，同時應支付驗證延續

費用。更新的生產管理計畫內容，應包括前一年計畫中有變更的部份，以及未來

一年將增加或刪減的作業，生產者也必須提供驗證機構要求的資訊，以及修正經

驗證機構判定的輕微不符合事項。驗證機構收到生產者的更新資訊後，除了審查

其書面資訊外，應於合理時間內排定並執行實地審查；若驗證機構無法及時執行

實地審查，驗證機構可以根據生產者遞交的資訊及前 12 個月內最近一次的現場審

查報告，先行核准生產者延續其驗證資格，但必須於 6 個月內補執行實地審查。

驗證機構審查後，判定生產者是否符合規定，對於符合規定者，應發給新的驗證

證書，若判定為不合格者，驗證機構將啟動驗證中止或撤銷程序。 

    歐盟及日本雖未如美國定有詳細的驗證延續規定，但兩者驗證機構每年必須

                                                 
365 歐盟及日本規定見本章第一節第三項第三款第(4)點，美國規定見本章第一節第四項第七款。 
366 7 U. S. C. §6506(a)(4). 
367 7 C. F. R. §205.406 “Continuation of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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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至少一次現場審查，日本並規定生產者必須於每年六月 30 日前將前一年的分

級作業報告遞交給驗證機構審查368；歐盟則僅特別明定作物生產者每年必須遞交

隔年生產計畫給驗證機構369，但其他產製類型則無相關規定。前述日本及歐盟機

制皆為確保生產者是否仍可繼續保有驗證資格的監督機制，與美國驗證延續規定

機制相似。 

 

第二款  驗證機構或主管機關之管理與監督 

第一目  實地審查 

 

    為確保通過驗證生產者的生產維持合格的驗證狀態，美國 OFPA 法及 NOP 法

則370、以及歐盟規則371皆規定驗證機構對於生產者每年至少必須執行一次現場審

查；日本法 JAS 法令或相關驗證準則中雖規定驗證機構可對生產者執行現場審查

372，但並未明定年度審查次數，惟依日本農林水產省公告的「有機法規問答集」

中補充說明，驗證機構每年至少一次至生產現場執行審查373。除了例行審查外，

各國皆明定驗證機構認為必要時，可在事先或未事先告知產製者情況下對其執行

現場審查；美國並明定主管機關有權要求驗證機構執行現場審查374。 

    各國對於實地審查內容細節的規定程度不同，歐盟僅說明驗證機構認為產品

有遭受禁用物質污染之虞時，可採取樣品進行分析，並應做成審查報告後由生產

者簽名。日本僅明定驗證機構有權要求生產者提供報告或進入生產者的生產場

所、設備及生產作業進行審查，無其他更詳細之規定。 

    鑒於歐盟規則未制定具體的實地審查細節，英國「有機規則 2004」中補充現

                                                 
368 JAS Minister Ordinance §46(1)(iv)(j). 
369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29/91, Annex III A.1 §2. 
370 7 U. S. C. §6506(a)(5) & 7 C. F. R. §205.403 (a). 
371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5. 
372 JAS Minister Ordinance §46(1)(iv)(k). 
373 見 Question and Answers on 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s for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Organic Processed Foods, Question 18. At 
http://www.maff.go.jp/soshiki/syokuhin/hinshitwe_label/contents.pdf 
374 7 C. F. R. §205.403(a)(2)(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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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審查程序及驗證審查人員之審查作業的詳細規定375。依規定，經主管機關授權

人員，可進入有機操作的任何設施(但不包括居住處所)內，調查是否有違反規定的

情形，授權調查的有效期限為一個月。審查員可自行帶領所需人力進行審查，調

閱與有機產品作業相關的任何紀錄，並可扣留與事件相關的紀錄。審查員基於商

業秘密的原則，除了依規定可公開的資訊外，不得向其他人透漏調查過程中所取

得的資訊。 

    美國 NOP 法則定有實地審查的執行程序與內容細則376。依美國現場審查規

定，除未事先告知的抽查行動外，審查人員抵達生產現場時，生產場所中熟悉生

產作業的代表人員必須在場，且生產單位之土地、設施及活動皆初步顯示符合驗

證規定時，審查人員才執行下一步的全面審查工作。現場審查項目應包括各項操

作是否符合有機規範、產製作業是否與其提供的有機產製作業暨管理計畫相符

合；驗證機構衡量後認為必要時，可對生產場所的土壤、用水、產品、種子、各

類資材進行取樣及分析，確保生產作業已無使用禁止物質。審查結束時，審查員

應與生產場所熟悉生產作業的人員進行「離場訪談( Exit interview)」，一方面使生

產者確實了解審查結果，一方面審查員可確認審查所得結果是否完整、正確；訪

談時審查員可要求生產場所人員提供其他必要的資訊。審查員得進行無償取樣，

生產人員不得收取費用，審查員取樣後應提供取樣收據給生產場所人員。審查結

束後一定時間內，驗證機構應提供審查報告及樣品分析結果給受驗生產者。 

     

第二目  明訂主管機關及驗證機構之調查權力 

 

    為落實證機構對生產者執行全面審查的權力，各國皆有明文規定主管機關或

驗證機構對於生產者的審查權力。歐盟規定生產者接受驗證機構或主管機關審查

                                                 
375 (UK) The Organic Products Regulation 2004 §13 “Powers of entry.” 
376 7 C. F. R §205.403(b) to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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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必須允許審查單位進入生產場所的所有區域及設施，並提供所有相關紀錄377。 

    美國 OFPA 法規定驗證作業應使權責單位具備足夠且適當的強制力，據此 NOP

法則中訂有兩條相關規定，第一條規定受驗之產製者必須允許主管機關或驗證機

構進入其生產場所或設施進行必要審查378，第二條明定中央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以及驗證機構對於已驗證者具有調查權力379。 

    日本則於「實地審查」規定中已明定驗證機構具有要求生產者提供必要報告

及進入生產者場所、設施進行審查的權力380。 

 

第三款  產製者發生違規事件時之驗證資格撤銷或處置規定 

 

    歐盟、美國、日本對於通過驗證的生產者發生違規事件時，皆定有處置規定。

處置方式主要包括令其改善及取消驗證資格，各國的規定細節不同，以下將個別

說明。 

 

第一目  歐盟 

 

    相較於美國及日本皆有明定對驗證資格的處置或撤銷規定，歐盟並無相關明

文規定，而是著重於違規產品的標示處置規定。規則中規定，驗證單位或主管機

關發現有違反有機操作、有機產品標示、驗證作業規定的事件時，必須將受影響

產品上的「有機」標示或歐盟有機標章撤除；對於違規程度嚴重或造成長期影響

的生產者，在經複查合格前，其所生產產品不得使用有機標示或歐盟有機標章381。

另外，歐盟規則規定各會員國應制定必要的措施，防止違規產品使用有機標示或

                                                 
377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10. 
378 7 C. F. R. §205.400 (c). 
379 7 C. F. R. §205.660 & §205.661. 
380 JAS Minister Ordinance §46(iv)(k). 
381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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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有機標章的事件382。 

 

第二目  美國 

 

    美國對於已驗證生產者發生違規事件的處置程序定有詳細規定383。驗證單位

於審查中發現有機操作者有違反規定情形時，應發給違規情事理由及修正期限的

書面通知。若操作者無法於規定時間內修正，驗證單位或主管機關可以中止或撤

銷其驗證；對於惡意違反規定的操作者，可直接中止或撤銷其驗證資格。被裁決

中止驗證的操作者可於任何時候提出文件向驗證單位申請恢復驗證，若被裁決撤

銷驗證者，則五年內不可再申請驗證。除了前述處置外，蓄意販賣或標示不符合

有機生產或製造產品者，每項違法情事應被處以 10,000 美元以下的民事罰；對於

作出錯誤宣稱者，則依其他相關法規接受懲罰。 

    法規中並未明定中止或撤銷驗證資格的具體要件，而是由驗證機構或主管機

關自行衡量判定。至於生產者於違規案件審理期間應如何處理其生產產品，法規

亦未制定明文規定，因而留有模糊空間。 

 

第三目  日本 

 

    JAS 政令對於已驗證生產者發生違規事件時的處置規定，約可分為「令其改善」

及「撤銷」，並定有處置要件及效果。符合「令其改善」情況者，必須修正其違規

事項以符合規定；符合「撤銷」情況者，驗證機構應撤銷其驗證資格。兩種處置

規定的內容說明如下 

(1) 「令其改善」規定384：當生產者已發生違反驗證準則或有高度違反驗證準則之

                                                 
38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0a.. 
383 7 C. F. R. §205.660 & §205.661 & §205.662. 
384 JAS Minister Ordinance §46(3)(i) to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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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違反分級標章分級作業規定385、或對產品標示或廣告做出誤導消費者的宣

稱時，生產者應採取修正措施，在修正完成之前，生產者應停止產品的分級作

業及流通；若驗證機構預估生產者無法於一年內完成修正，則可取消其驗證資

格。生產者應依規定提供報告或完成驗證機構的審查，若生產者無正當理由而

未提供報告、提供不實報告、或拒絕驗證機構執行實地審查，在提出合格報告

或完成審查合格之前，必須停止產品的分級及運輸作業。 

(2) 「撤銷驗證」規定386：當生產者已違反驗證準則且經認定無法再修正合格、蓄

意違反標章分級作業規定或違反情事嚴重、未依中央主管機關命令修正違規情

事、無正當理由而未依改善命令修正合格、或違反驗證規定且無法修正合格

時，驗證機構應撤銷其驗證資格；驗證機構應於撤銷處置執行前一週告知遭撤

銷生產者。 

 

第四款 產品之抽樣檢驗及禁用物質殘留量規定 

第一目  美國 

 

    為確保有機產品的生產過程符合規定、有效管理及監督產品受禁用物質污染

的情況、以及防止非有機產品冒用使用有機標示的情形，OFPA 法案中明定有機產

品禁用物質殘留檢驗規定387，授權主管機關或驗證機構可對市售有機產品進行違

禁物質殘留量檢測，或對有遭受禁用物質污染之虞的有機田區採集收穫前作物進

行檢測388。當檢測結果顯示樣品含有禁用物質殘留時，主管機關或驗證機構應調

查受驗者的產製過程是否違反 NOP 法則，並可要求受驗者提出其未使用禁用物質

                                                 
385 依據 JAS Law §7(6)(7) & §18 規定，分級標章規定包括：(1)張貼分級標章的產品完成分級作業

前，禁止流通；(2)經分級作業發現產品不合規定時，生產者應移除標章；(3)通過驗證的生產者或

包裝製備者才可使用分級標章。 
386 JAS Minister Ordinance §46(3)(v) to (vi). 
387 7 U. S. C § 6511 Additional Guidelines. 
388 7 U. S. C § 6511(a)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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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明389。當受驗者被判定為蓄意使用禁用物質、或禁用物質含量超過主管機關

與環保權責機關共同協定的容許殘留量時，該產品不得再以有機產品名義銷售390。 

    依據前述 OFPA 有機法案規定，農業部於 NOP 法則中訂定禁用物質殘留量檢

驗細則，內容包括： 

(1) 援用 OFPA 法案規定，明定主管機關或驗證機構具有對市售有機產品進行禁用

物質殘留檢測之權責。 

(2) 當主管機關或驗證機構「有理由」相信受驗者使用的資材或有機產品有遭受禁

用物質污染(包括使用基因改造產品)之虞時，可對收穫前或收穫後的產品及資

材進行檢驗，並由主管機關或驗證機構支付檢驗費用391。 

    由於造成污染的可能原因很多，法規中並未明定具體的「有理由」事由，

而留由權責單位根據具體個案，自行判定是否有受污染及違規情事發生。依據

「NOP 法則立法說明報告書」中的說明，「有理由」事由通常包括392：(i)主管

機關收到產製者有違規情事的檢舉信函；(ii)在生產現場發現裝有禁用物質之容

器或包裝；(iii)生產現場與可能汙染源的距離太近；(iv)土壤曾經長期施用不易

分解之禁用物質；(v)其他可能造成生產現場或產品污染的情況。 

(3) 為確保檢驗的完整性及正確性，法則中對於審查員及檢驗程序亦予以明文規定

393。樣品的採集及輸送過程，必須由經主管機關或驗證機構授權的審查員進

行，依據「認證規範」規定，審查員應具備足夠專業能力，藉此確保樣品採集

及運送過程的完整性，避免因過程疏失致使受檢樣品遭受污染而影響檢驗結

果。樣品檢驗程序則必須依據國家公告出版的檢驗程序標準(Official Method of 

Analysis of the AOAC International)或其他經公認具有效力的檢驗程序執行。 

(4) 為使主管機關掌握即時訊息及監管有機產品，驗證機構檢驗完成後應立即將結

                                                 
389 7 U. S. C § 6511(c)(1). 
390 7 U. S. C § 6511(c)(2)(A) & (B). 
391 7 C. F. R. §205.670(a) & (b). 
392 見 USDA National Organic Program (2004) Entire Standard. pp. 312. At 
http://www.ams.usda.gov/nop/NOP/standards/FullText.pdf 
393 7 C. F. R. §205.67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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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通報主管機關，並使一般民眾可取得檢驗結果394。另外，樣品經檢測後若發

現農藥殘留量或其他污染物質殘留量超過食品藥物管理局或環境保護局制定

的殘留量標準時，驗證機構也應立即通報衛生主管機關395。 

(5) 依據 OFPA 法案(7 C. S. U. §6511)授權，農業部應制定有機產品的禁用物質殘

留量標準， 農業部於 NOP 法則中將有機產品的殘留量標準訂為環保局所定一

般農藥殘留量標準的 5%，有機產品一旦被驗出禁用物質殘留量高於一般農藥

殘留量標準的 5%，則不得再以有機名義販售；主管機關或驗證機構可以對產

製者進行調查，找出造成污染的物質及原因396。 

 

    「5%殘留量容許標準」是在衡量一般環境中存在許多無法避免的意外汙染源

的情況下，所設定的容許值，而非為有機生產過程要求的「禁用任何禁用物質」

規定設定較寬鬆的標準，產製者仍不得在產製過程中使用任何禁用物質，因此並

非所有禁用物質殘留量低於 5%容許標準的產品便可被視為合格有機產品，而必須

由主管機關或驗證機構對產製者進行追蹤調查後，依個案作出判定。對於產製過

程完全符合有機法規並已採取各項預防汙染措施的有機產品，雖被檢測出有極微

量的禁用物質殘留，其污染源被視為來自環境中或產品運輸過程中無法避免的意

外污染，此等產品具有的有機價值應被肯認及保留，仍可視為有機產品。經調查

後若發現生產者或製造者蓄意使用禁用物質或違規方法生產，即使其禁用物質含

量在 5%容許量以下，仍不得再以有機名義販賣，且產製者必須依規定接受處罰397。 

    另外，美國雖訂有明確的殘留量標準及檢驗程序，其立法說明中亦說明若為

蓄意使用進用物質者仍必須被取消有機資格並接受懲罰，但 NOP 法則中卻未明確

訂定產品被檢測出微量禁用物質殘留時的後續處理程序，有可能造成消費者誤認

為所有有機農產品皆可含有容許量 5%以下的禁用物質含量，因此拙見以為若能增

                                                 
394 7 C. F. R. §205.670 (d).  
395 7 C. F. R. §205.670 (e). 
396 7 C. F. R. §205.671. 
397 “USDA National Organic Program Entire Standard” (2004), pp. 315-316. At 
http://www.ams.usda.gov/nop/NOP/standards/FullTex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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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明確的後續處理規定，更有助於維持有機產品的完整性及消弭大眾疑慮。 

     

第二目  歐盟及日本     

 

    歐盟有機規則附則 III 第 9 項規定對於市售有機產品有違規之虞情況定有相關

處置規定。該項規定共有兩款規定，第一款規定當有機操作者本身認為其所生產

或製備之產品有違反規定之虞時的處置規定，已於本節第三項第一款第三目「對

產製場所或產品認為有不合規定疑慮時的處置」中說明。第二款規定當驗證機構

或主管機關判定市售之有機產品有違規之虞時，有權暫時禁止該產品以有機名義

販售，並進行下一步調查。若經調查證實產品確實發生違規情事，則該批產品不

得再以有機名義販售，若經調查無證據顯示產品有違規情事，主管機關或驗證機

構應在合理期限內解除販售禁令；產製者有義務配合調查之進行398。日本則未針

對市售有機產品的取樣檢驗制定相關規定。 

    鑑於歐盟規則中缺乏產品取樣檢驗的詳細規定，英國農部於國家有機農業法

「有機生產規則 2004」中補充制定抽樣檢驗程序及權責規定，明定驗證機構或主

管機關審查審查人員為檢驗有機產品是否符合規定，可採集有機產品進行分析。

審查人員應將採集樣品送交公共分析實驗室399進行檢驗(若當地未設有公共分析實

驗室，則送其他地區實驗室)，分析實驗室人員取得樣品後應立執行檢驗工作。另

外，英國的抽樣檢驗程序並未明定審查員應保持樣品採集及運輸過程的完整性及

將分析結果通報主管機關的規定400。 

    歐盟及日本的法規雖定有「生產過程中禁止使用禁用物質」的明文規定，但

皆未明訂有機產品中禁用物質殘留容許量標準，亦無任何有機產品中禁用物質殘

留量必須為零殘留的明文規定。就條文文義解釋，「生產過程中禁止使用禁用物質」

非等同「有機產品不得檢測出任何禁用物質殘留」，因此就法律面而言，有機產品

                                                 
398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9. 
399 原文「Public analyst」，為英國各行政區政府設立的分析實驗室，具備專業檢驗能力。 
400 (UK) The Organic Products Regulation 200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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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殘留量標準不應由「生產過程禁止使用禁用物質」的規定，直接類推為「不得

檢測出殘留」。在缺乏明確規定下，有機產品應適用其他食品相關法律中訂定的一

般產品殘留量規定；例如英國食品局官方網站中關於有機產品的說明中即指出「有

機產品與慣行產品皆應符合相同的法定食品標準」401，而未提及有機產品在法律

上必須適用更嚴格的標準。「CERES(Cert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402驗

證機構公布的禁用物質殘留檢驗說明亦明文指出，相較於美國 NOP 法則定有禁用

物質殘留量的明確規定，歐盟或日本並未訂定明確的殘留量規定；就一般情況的

理解，有機產品在法律上僅需符合一般食品規範的殘留量規定即可。然而，若有

機食品僅適用與一般食品或產品相同的標準，則驗證機構或主管機關將無具體資

訊判定產品的生產過程是否因作業疏失而導致污染，因此在實務上，當產品被檢

測出有禁用物質殘留時，通常由驗證機構或主管機關依個案情況進行處理。 

    以 CERES 為例，其將殘留量標準從最低殘留量(或零殘留量)到一般食品法所

定最大容許殘留量(Maximum residue levels,簡稱 MRL)之間的範圍劃分為四個等級

403，依據殘留量的輕重程度，制定各等級所對應的處理程序。第一等級為殘留量

介於零殘留至 0.01 ppm 的產品，原則上被視為合格有機產品，仍可以有機產品販

售。第二等級為微量殘留量(0.01~0.025 ppm)的產品，生產者必須與審查員共同向

驗證機構提出可能污染源的報告及採取改善措施，但其產品仍得以有機名義繼續

販售。第三等級為中度殘留量(0.025 ppm ~ 0.1 ppm)的產品，其生產過程可能已有

使用禁用物質或明顯未作好預防污染措施之虞，驗證機構應先暫時中止該批產品

的驗證資格並暫時禁止以有機名義販售，並對該批產品進行進一步檢驗及調查，

再由調查結果做出最終決定。若產品為第四級高度殘留量(>0.1 ppm)，驗證機構除

了禁止該批產品以有機名義販售及進行調查外，尚必須對生產場所中其他所有的

產品進行調查及檢驗，以掌握其他產品受污染的情形。 

                                                 
401 見 Food Standards Agency, Organic Food. At 
http://www.food.gov.uk/foodindustry/farmingfood/organicfood/ 
402 為一取得美國、德國、及日本有機認證合格的驗證機構。機構網址：http://ceres-cert.com 
403 文件網址：www.ceres-cert.com/en_pesticide_residu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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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瑞士的驗證機構 BIO SUISSE 所制定的有機農業標準第 2.3.4 條，對於產

品發生禁用物質殘留情況定有較為明確規定，該條文提及「禁止使用化學合成或

基因改造之植物保護物質，有機產品不應檢測出前述物質殘留，惟若由環境中普

遍存在之污染所造成者則不在此限。…受化學合成或基因改造物質嚴重污染的產

品將被禁止使用 Bud 標章(該驗證機構之有機證明標章)…」404。根據條文內容，驗

證機構對於被檢測出禁用物質殘留的有機產品並非一律取消其有機產品資格，尚

須依照發生原因及污染程度做出判定。該機構提供的其他相關文件中亦指出405，

當有機產品發生殘留情形時，視污染程度及殘留物的種類，驗證機構可先行禁止

該產品的販售；此項說明亦提及驗證機構做出的「禁止販售決定」尚須考量污染

程度及事實。 

    至於其他國際或國家有機規範，聯合國有機食品法典（Codex Alimentarius）

立法前言第 6 條說明406，「…有機農業原則上必須降低使農場用外部資材，避免使

用化學合成肥料及農藥。但有機農業操作並非確保產品可完全零農藥殘留，因為

實際情況下，難以完全避免環境中普遍存在的污染源所造成的影響。…」；加拿大

國家有機農業生產標準中的立法說明亦指出，「有機操作及本標準無法確保有機產

品可完全避免發生禁用物質或其他污染物質殘留情形，這是因為大氣、土壤、地

下水或其他環境中的污染源已逾越生產者可管理的範圍，本規範的目的在於使各

種可能的殘留發生機率及殘留量降到最低」。前述兩個有機規範皆未於法規中明定

有機產品必須完全零禁用物質殘留，且特別於立法前言或說明中提及有機農業著

重者為生產過程禁止使用禁用物質，而非僅以最終產品因含有禁用物質殘留而否

認其有機產品之價值與資格407。 

                                                 
404 BIO SUISSE Standards For the Processing and Marketing of Produce From Organic Farming §2.3.4. 
BIO SUISSE Standard 同時符合歐盟及瑞士有機法規效力。網址 
http://www.bio-suisse.ch/media/en/pdf2007/import/rl_2007_e.pdf 
405 BIO SUISSE (2007). Implementation of BIO SUISS Standards and Basis for Decision of the BIO 
SUISSE Label Commission “Import”, p.5. At 
http://www.bio-suiss.ch/media/en/pdf2007/import/ausfbest_mki_2007_e.pdf 
406 Guidelines for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Labeling and Marketing of Organically Produced Foods 
(CAC/GL 32), FORWORD, point 6. 
407 National Standards of Canada (2006) Organic Production Systems General Principl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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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之歐盟、日本及其他國家或國際法規中未明文制定殘留量標準的情形，應

是立法者有意不加以規範的「故意漏洞」，避免僅以最終產品中含有禁用物質殘留

為由，即否認該產品的有機價值，而是由審查權責單位(如驗證機構或主管機關)

依據具體個案進行調查及做出判定，此乃因有機產製者即使生產過程中未使用禁

用物質且已採取必要預防污染的措施，仍無法完全保證產品不會遭受其他環境中

物質的意外污染。因此，對於生產過程皆符合規定卻遭受意外污染的有機產品，

不宜僅因最終產品被檢測出有極微量的禁用物質殘留，即取消其有機產品的資格。 

 

第四項  台灣之規範現況與可參考之設計 

 

    我國現行的有機產品驗證規範為「CAS 有機評審作業程序」，乃依據「優良農

產品證明標章認證及驗證作業辦法(以下簡稱 CAS 作業辦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

制定。然而，CAS 作業辦法僅為自願性規範，其 CAS 有機評審作業程序並無強制

力，農產品只要不使用 CAS 標章或不使人誤導其為 CAS 產品，即使未經過驗證，

仍可以有機名義販售。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公告後，有機產品皆必須通過合格有

機驗證機構之驗證，使有機產品驗證制度成為強制性規定。相較於過去有機產品

驗證僅為自願性的情況，若新法配套辦法制定得宜，將可有效改善我國目前市場

上有機產品缺乏法律管理的紊亂現象，提高對有機產製者或消費者的保障。 

    農委會依據本法第五條第二項「前項各類有機農產品、農產加工品之項目、

申請條件與程序、驗證基準、標示方式、有效期間及相關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

定之」規定，先於 3 月 29 日預告「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品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草案」，

再於 7 月 6 日公告正式辦法「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品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有機產品驗證辦法)。依據本法第 27 條「本法施行後兩年內所有農產品經營業者

必須依據新辦法完成驗證」規定，新的「有機農產品驗證辦法」未來將逐步取代

                                                                                                                                               
Management Standards, p.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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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的「CAS 有機評審作業程序」；因此本文擬以本法及前述依本法制定的驗證管

理辦法為主要對象，提出下列幾點討論與建議： 

(1) 衡量增訂「免驗證」規範之可行性：對於某些秉持有機農業理念卻只從事極小

規模有機栽培的生產者，其只在自家農場上直接將有機產品販售給消費者，消

費者因能夠到農場親自了解栽培者生產過程而願意信賴並購買其有機產品，而

生產者也因消費者支持更願意提升有機栽培技術及產品品質，此等合乎生產過

程透明、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互相信賴及支持的模式，正是合乎有機農業及驗

證精神408。然若依現行驗證規範中「產品皆須經驗證才得以有機名義販售」規

定，此等小規模生產者若未經過驗證，生產者不得表示其產品為有機產品，而

驗證成本對生產者而言又相對過高，將大幅降低其從事有機生產之意願。為使

此等小規模生產者仍可從事小規模有機生產的權益，本文建議或可參照美國模

式，再依據國內情況，例如依據農場面積大小，制定允許此等小規模有機生產

者可免驗證的相關規定。然而，制定過程也必須使免驗證規範對於驗證體制可

能造成的衝擊降到最低，並制定完整的相關配套規定與措施，例如：嚴格禁止

此等生產者以公開方式向不特定消費對象銷售有機產品(如透過網路銷售)、不

得宣稱其有機產品為經驗證合格之有機產品，其產品不得使用任何有機證明標

章、同一人所擁有免驗證有機農地之總面積不得超過某規定面積等。免驗證規

定之適用尤應避免投機者藉此規避驗證規定，卻賺取龐大利益，如此反而將失

去免驗證規範之立法本意。 

(2) 訂定「集團驗證」之相關規範：儘管「免驗證規定」可顧及小規模有機產製者

之需求，惟「免驗證規定」對於產品之銷售有諸多限制，如不允許產品以有機

名義或標示流通至一般市面上販售，因此仍有衡量訂定「集團驗證」規範之必

要，使小規模有機產製者所生產或製備之有機產品，可進入一般產品流通管道

與市場。再者，集團驗證規範之實施，應可鼓勵同一區域內之產製者共同投入

                                                 
408 陳氏發表於「有機誌」雜誌中的文章即提出「…我很喜歡某位北縣農夫所種植的蔬菜，因為我

知道耕種地點是在遙遠的山上，也明瞭它的做法，身為消費者的我，根本不需要透過驗證(原作者

使用「認證」一詞)來證明他菜有多好…」。見陳怡如(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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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生產的意願。 

另外，拙見以為，即便未來定有「集團驗證」規範，前述第一點「免驗證

規定」仍有被保留及採用之價值，此乃因「集團驗證」適用對象，必須是位於

同一區域範圍內之相鄰產製者共同組成之「集合體」，難以適用於單一小規模

產製者，因此保留「免驗證」規範仍有其價值。 

(3) 就「有機產品驗證辦法」中驗證程序部分的規範，本文提出下列看法： 

(i) 第五條所列經營業者申請驗證的資格中，僅明訂申驗者的「營業」資格，

但有機產製者最重要的基本資格應包括「產銷及管理活動應符合有機規

範」，因此本文建議可增訂此項規定，使閱讀者更明確瞭解申請有機驗證應

具備的資格。 

(ii) 第六條第五項規定申驗者應檢附「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此項

規定僅明文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才可要求申驗者提供其他文件，就條文文義

解釋，已排除驗證機構可要求申驗者提供其他審查文件之授權。相較於其

他國家，為使第一線的驗證機構可完整且有效率執行驗證，皆直接或間接

規定驗證機構有權要求申驗者提供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訊，因此本文建議

第五項內容應修訂為「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或驗證機構認為審查必要之文

件」為宜。 

(iii)第七條明訂驗證機構應辦理書面審查、實地審查、農產品檢驗及驗證准駁

之決定程序，其中實地審查及農產品檢驗須依據「農產品檢查及抽樣檢驗

辦法」409，但在「書面審查」及「驗證准駁」程序應辦理的內容卻無任何

任何具體或原則性的相關規定，將使驗證機構執行各程序的彈性毫無限

制。觀各國規定，至少皆定有各程序的重要項目或原則性規定，確保驗證

機構有審查規範可依循，確實執行有效的審查作業。因此，本文建議除了

制訂驗證程序的項目外，也應制定重要的原則性規定。 

                                                 
409 農委會依據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訂定，內容為主管機關或其委任之機關構對經營業者執行之檢

查、抽驗、及實地審查的詳細內容與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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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驗證有效期限及展延申請：台灣規定有機驗證證書有效期限為三年，期滿前再

申請展延。惟拙見以為，驗證證書重要功能之一在於告知閱讀人產製者之有機

生產已取得驗證合格，因此證書之使用應使人得以產生高度信賴。驗證機構依

規定每年皆應確實執行一次完整的現場審查與年度報告，拙見以為，既規定每

年執行一次完整審查，則應每年更換一次驗證證書，使閱讀者立即清楚了解產

製者確實已通過年度審查，而產生較高度之信賴，避免因該次證書換發日期之

時間間隔過久，導致閱讀者心中對生產場所或產製者之驗證資格產生疑慮。 

(5) 執行檢驗及抽驗之權責單位應增列「驗證機構」：本法第 13 條至第 19 條為對

產製者生產場所及產品之檢驗與抽驗規定，農委會業已根據本法授權於 6 月 26

日訂定完成「農產品檢查及抽樣檢驗管理辦法」，內容詳細且大致完整，本文

予以肯認。 

惟本法第 14 條僅明文授權「主管機關」可辦理檢驗及抽驗、第 15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主管機關得委任其他機關構」辦理檢驗及抽驗。前述兩條規

定將「檢驗」的權責限縮於主管機關；即使其他機關構可依規定辦理檢驗，依

第 15 條規定，也必須被動的事前經過主管機關之委任，不可主動進行檢驗。

依據前述規定，若採嚴格解釋，有機驗證機構並未被授予主動進行檢驗之權。

蓋就有機農業規範而言，產製者之審查檢驗作業都由有機驗證機構執行，因此

各國皆明文授權經認證合格之有機驗證機構具有主動對產製者進行各項檢驗

及抽驗之權責。因此拙見以為，本法中對於辦理檢驗及抽驗之權責單位的規定

中，除主管機關外，宜再明文增定「經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明確授權驗證

機構具有主動進行檢驗及抽驗之權責。 

(6) 農藥殘留標準：綜觀各國及國際立法例，在明文訂有殘留量標準的國家，被檢

測出超過標準的產品必定喪失其有機產品資格，但殘留量低於標準的產品則必

須視個案事實進行進一步調查，若發現有不符合有機規定情形者，仍不得以有

機名義販售，且必須接受懲罰。未明文制定殘留量標準的國家，則有意留由驗



 

 150

證機構或其他相關權責機關進行個案調查及判定。無論哪種方式，各國皆未以

極嚴格的零禁用物質殘留作為判定有機產品是否合格的唯一依據。 

有機農業是一種重視生產過程及操作方法的農業生產活動，只要是合法的

有機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已採取所有必要的預防污染措施，包括設置緩衝帶、

將有機產品或資材與非有機產品分開存放等，並且完全符合資材使用規定，其

所生產的有機產品原則上並不會發生禁用物質殘留的情形。然而環境中存有太

多無法掌握的汙染因素，若產製過程皆符合有機規範之有機產品不幸遭受污染

而有微量殘留，則應依情節程度做出決定，對於情節輕微且非蓄意違規的有機

產品，權責單位仍應認可其為合格之有機產品，不宜一律禁止。事實上，透過

嚴密的產製作業規範及審查監督機制，有機生產過程已受到嚴格的控管，有機

農民亦盡最大努力符合有機農業之原則與精神。不以絕對的零殘留量作為唯一

準則，並非放寬有機農業的標準，而是不以近似嚴苛的標準來要求有機農民達

成近似完美的目標，否則可能反而大大降低農民從事有機農業的意願，或對認

真卻因非人為可掌握因素而發生輕微禁用物質殘留的有機農民造成打擊。至於

許多人關心的消費者信賴問題，則可透過更多的資訊或推廣活動，教育消費者

正確且完整的有機農業理念，使消費者能從更全面的角度來看待有機農業，達

成生產者與消費者共同支持有機農業發展的遠景。 

瑞士有機農業研究所(FiBL)資深研究員指出，「唯有完全不使用農藥才能稱

為有機，若作物檢測出含有少許農藥，我們會設法找出原因並加以檢討，但仍

不能抹滅它是有機的事實。」410拙見以為，台灣目前規範及部分消費者過度強

調「有機產品應絕對零農藥殘留」的情況，未免落入捨本逐末之作法，應儘速

透過民眾教育及調整法規實施方向之方式加以導正，以期待台灣有機農業能朝

向正確的方向發展。 

 
                                                 
410 陳美英(2007)。同篇文章並刊載由有機誌於 2007 年六月分邀請多位學者、非政府組織、驗證機

構、官方代表及消費者與生產者等民眾共同參與的座談會發言紀錄，內容即針對有機農產品是否應

要求絕對零農藥殘留議題進行多方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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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標示規定 

 

產品標示具有導正資訊不對稱、協助消費者辨識產品價值、確保產品品質之

功能。有機產品是一種生產過程符合特定規範的產品類型411，消費者無法透過產

品外觀得知產品過程是否符合規定，因此適當之標示對於有機產品相當重要，有

機農業先進國家莫不於有機法規中制定標示規定。參照歐盟、美國及台灣有機農

業相關法規的定義，標示乃指「產品本身、裝置容器或相關文件上所為之文字、

商標、圖樣或記號」，因此凡商品名稱、產品描述或廣告等文字或圖樣所表達的資

訊，皆屬於標示範圍。有機產品標示包括「產品資訊」及「證明標章」兩種表達

資訊，產品資訊包括產品名稱或描述資訊中「有機」名詞之使用、以及其他相關

資訊；證明標章包括民間有機驗證機構標章及國家(或跨國)統一標章，具有表彰有

機產品符合有機標準且經驗證合格的功能，本文將探究各國有機產品的標示規定。 

 

第一項  「有機」名詞為法定名詞之確立 

第一款  確立有機名詞為法定名詞 

 

    在尚未制定國家有機標準的時期，各界對於有機農業皆有不同之定義及生產

標準；由於缺乏國家有機法規，生產者可任意在產品上使用「有機」名詞，因而

造成各種不符合有機農業原則卻以有機名義販賣的產品，對消費者及確實符合有

機原則的生產者的權利皆造成影響。因此，有機法規必須明確定義「有機名詞」

之使用規定，使「有機」名詞之使用成為具強制性的法定用語；凡使用「有機」

名詞的產品，皆必須符合有機法規規定。歐盟採取正面立法之方式，要求產品之

有機標示必須符合法規規定412，美國及日本則兼採正面與反面的規定。依據美國

OFPA 法案，符合該法案所生產之產品得以有機名義或使用有機標示販售，禁止未

                                                 
411 Golan et al. (2000) At http://www.ers.usda.gov/publications/aer793/AER793.PDF 
41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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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有機法規生產之產品使用有機標示或暗示其為有機產品之標示413。日本規定，

依 JAS 標準生產且經驗證合格之產品，可使用 JAS 標章414，對於已建立 JAS 標準

類型的農林產品，未使用 JAS 標章之產品，不可使用與該 JAS 標準名稱相同或足

以使人誤認與 JAS 標準類型相同的名稱415；根據前述規定，農林水產省已建立作

物、畜牧、加工品、飼料四種 JAS 有機標準及 JAS 國家有機標章，符合 JAS 有機

標準並經驗證合格之有機產品，才可使用 JAS 國家有機標章並使用有機標示，未

符合 JAS 標準而無法使用 JAS 有機標章之產品，不得使用有機標示。 

 

第二款  明定具有機農業含意之「有機」名詞 

 

    由於各國有機農業的發展背景不同，因此發展出形式不同但含意相近的有機

名詞，為清楚定義標示規範中對於「有機」名詞使用的認定標準，各國皆明確列

出被認定為具備有機農業含意之「有機」名詞。美國於 NOP 法則中明定「有機」

名詞之使用416，日本各類型 JAS 有機標準中的標示規定亦使用「有機」一詞，並

訂定「定型化」的有機標示形式，各類型有機產品皆必須依生產標準所制定之形

式標示有機產品417，例如 JAS 有機作物標準訂定「有機農產物」、「有機栽培農產

物」、「有機產物○○」或「○○(有機農產物)」(○○為產品名稱)等七種標示格式，

有機產品的標示應符合其中一種標示格式。 

    歐盟的情況則較為複雜，在制定統一的歐盟有機規則以前，各國傳統上已有

使用生物農業、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名詞，且消費者已建立相當程度之認知，

因此歐盟執委在考量保留各國傳統及防止有機名詞在不同國家間造成混淆，並協

助消費者對有機標示之辨識度，因此於歐盟有機規則中明確列出各國語言所使用

之「有機」名詞，包括西班牙語、丹麥語、德語、希臘語、英語、法語、義大利

                                                 
413 7 U. S. C. §6505(a)(1). 
414 JAS Law §14-2(2). 
415 JAS Law §19-15(1). 
416 7 C. F. R. §300(a).  
417 EC Regulation 2092/9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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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荷蘭語、葡萄牙語、芬蘭語、瑞典語，將之翻譯成英語，字面上之意思大多

為「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生物農業」。產品名稱或產品資訊中凡獨立使用上

述名詞，或以任何方式在其他文字上增加上述名詞(如 org-、eco-、bio-等)時，皆被

視為使用「有機」標示，必須受到歐盟有機規則之規範；但若上述名詞非使用於

農產品及飼料類型產品的標示上，或可清楚傳達名詞之使用與生產方法無任何關

聯，則不被視為使用有機標示418，可不受到歐盟有機規則之規範。 

 

第二項  標示規定效力所及之產品範圍 

 

    雖然歐盟、美國及日本有機法規中皆賦予「有機」名詞成為具備強制力的法

定名詞，然而有機名詞效力並非及於所有的產品範圍，而是限於訂有國家標準之

產品。歐盟明定有機規則適用的產品範圍為人類食用之初級與加工作物產品與家

畜產品、以及飼料419；美國 OFPA 法案將農產品定義為「用於人類食用或禽畜食

用之初級與加工作物產品或禽畜產品」420。日本 JAS 法明定其效力應及於定有 JAS

標準之農產品類型，農林水產省目前已訂有作物(限於食用農產品)、畜牧(限於食

用農產品)、農產加工食品、及禽畜飼料，將 JAS 有機法規之規範範圍限縮於前述

四種產品類型。 

    就目前歐盟、美國、日本定有國家有機標準的產品類型而言，主要皆為食用

的作物產品、畜產品、加工食品(以下提及作物產品、畜產品及加工品時若無特別

說明，皆指食用用途之產品)、以及禽畜飼料；此等產品之有機標示自應符合相關

規定。其他類型產品，生鮮產品如水產產品、非食用加工品如化妝品及衣物布料

等，多數國家皆尚未納入有機產品範圍，因此缺乏明確的國家法源依據可加以管

理。有些驗證機構或民間團體會自行制定國家有機法規範圍以外產品的有機標

準，例如英國的土壤協會制定有保養品的有機製造標準，生產者可自願性選擇遵

                                                 
418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2. 
419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 
420 7 U. S. C. 650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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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這些機構所制定的有機標準；然而生產者是否依照特定民間組之的有機標準來

生產，僅屬於自願性規定。由於缺乏統一的國家法規，即使未依循任何有機標準

所生產製造的產品，仍可標示為有機在市場上販售，並不受到國家有機法規的約

束。由於消費者對於有機棉料、化妝品的需求逐漸增高，但市場上充斥許多以「有

機」名義販賣的衣物或是化妝品，其所含的有機成分比例、原料來源之真實性等

皆無明確規範，因此各界開始提出呼籲，應制定相關產品之規範，以維護消費者

利益及市場競爭之公平性421。例如 IFOAM 對於歐盟 2009 年新有機規則草案，即

提出應將有機布料、化妝品納入規範範圍422。 

    另外，美國有機法規雖未將非食用產品納入規範範圍，在各界呼籲下，農業

部頒佈行政公告，允許非食用產品，如寵物飼料、化妝品、布料等，只要生產過

程所使用的添加物或原料皆符合 NOP 法則規定，且經過驗證審查合格者，可依照

有機標示規範使用有機標示及 USDA 國家有機標章。但此項規定對於不使用 USDA

標章或不宣稱為通過驗證的前述產品類型，則不具有強制性，因此化妝品、布料

等產品，即使不符合 NOP 法則的原料或物質使用規定，只要不使用 USDA 標章或

不宣稱通過有機驗證，產品仍可標示為有機或以有機名義販售423。 

    歐盟預定於 2009 年頒布的有機新規則草案中，已將水產產品納入規範範圍

424，美國也持續討論制定水產品有機標準的可能性，有機水產品已逐漸成為重要

的有機產品類型。從消費者角度來看，至少在水產品、農產品及加工農產品方面，

已提供食用類型產品的全面性保障。 

    另一個新興探討的議題，是對於服務類型產品的規範，例如餐廳、餐飲業等

                                                 
421 Organic Monitor (2006) The UK Market For Natural & Organic Personal Care Products. At 
http://www.organicmonitor.com/120160.htm 
422 IFOAM EU Group (2006) At 
http://www.ifoam.org/about_ifoam/around_world/eu_group/pdfs/IFOAM_Revision_positionpaper_27.02.
2006.pdf 
423 National Organic Program (2005) Cert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at meet NOP standards. 
Policy Statement. At 
http://www.ams.usda.gov/nop/NOP/PolicyStatements/NOPPolicyMemo08_23_05.pdf 
424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on organic production and labeling 
of organic products, §1(3). At 
http://www.ifoam.org/about_ifoam/around_world/eu_group/pdfs/Revisionproposal_COM_EN_21.12.200
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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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製備之食物是否要列入有機標示規範的範圍。鑒於對此等「經餐廳烹飪產品」

使用有機標示的認定有相當程度之困難，歐盟執委會在第一個提出的新草案版本

原有意將服務產品之標示排除在規定之外425，但在各界認為凡以農產品原料所製

備而成的食品仍應涵蓋於有機標示規範之範圍的意見下，最新的草案版本中已將

餐廳烹飪產品納入標示規範的範圍426，至於相關細節規定仍在制定中。 

 

第三項  各國標示規範架構 

第一款  概述 

 

    對於由單一成分組成之農產品集合體，例如穀類產品與生鮮蔬果，產品的每

一成分或單一個體的生產過程，自應完全符合有機標準。但相較於單一成分或單

一個體之農產品，多成分產品或加工產品通常為含有多種原料組成之多成分產

品，這些成分包括農業原料及非農業原料，例如，沖泡式麥片所含的小麥粉及玉

米粉即屬農業原料，其他乳化劑或調味料等食品添加物即屬非農業原料。許多非

農業原料是加工產品必要添加的原料，有些是加工品製造過程中必須使用的添加

物，有些物質在處理後仍不可避免的會有微量殘留於加工成品中，因此，若要求

有機加工品所含成分必須全為有機原料，將使得實際生產發生困難。基於前述原

因，各國皆允許有機加工品可含有一定含量以下的非有機原料；歐盟及日本依據

產品中有機原料佔產品總農業原料的比例，將有機加工品區分為不同等級，美國

訂定不同產品原料含量等級標示規定的用意也是在此。觀各國規範，皆針對產品

的有機原料、非有機之農業原料、非農業原料制定使用規範。說明標示規範以前，

必須先釐清下列規範中常見的用語：(1)有機原料：指產品中所含的原料為有機農

                                                 
425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on organic production and labeling 
of organic products §1(3).  
426 European Council (2006) Proposals for Council Regulations on organic production and labeling of 
organic products, §21(c). At 
http://www.ifoam.org/about_ifoam/around_world/eu_group/PDF_Revision_Organic/Compromispaper_A
T_FIN_28.06.20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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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2)非有機之農業原料：指產品中所含的原料為非有機生產之農產品；(3)非

農業原料：指產品中所含原料為農產品以外之物質，如香料、添加劑等。 

 

第二款  標示規範之分類 

 

    歐盟規則中之標示規範，將有機產品分為(食用)初級農產品、(食用)加工農產

品、以及有機家畜飼料三類。日本 JAS 法令中訂有 JAS 標章及適用所有 JAS 範圍

內產品類型的共同標示規定，JAS 有機農作物標準、JAS 有機畜牧標準、JAS 有機

加工品標準、以及 JAS 家畜飼料標準中則各另訂有該類型產品的有機原料含量標

準與標示規定；稍作整理後發現，日本標示規範採取與歐盟相似的分類方式，包

括同屬初級產品的作物與畜牧產品、加工食品、以及禽畜飼料共三大類。美國則

分為食用農產品及家畜飼料兩大類，其中食用農產品同時包括初級農產品與加工

農產品，兩者適用相同的原料含量標準的標示規定。 

    除了用於人類食用的生鮮及加工產品，家畜飼料也是重要的有機產品，直接

影響有機家畜飼養中飼料的供給。歐盟、美國及日本皆訂有有機家畜飼料的原料

及標示規定。歐盟依據有機規則規定427，另外制定有機飼料規則428；日本 JAS 有

機飼料標準中，對於飼料的原料、產製過程、及標示定有詳細規定。 

    另外，產品中有機原料含量的計算方式各國也不盡相同，歐盟和日本採取相

同的計算方式，以產品中有機原料佔產品中總農業成分的比例來計算有機原料比

例，非農業原料不列入計算。美國則採取產品中有機原料佔總原料(包括農業原料

及非農業原料)的比例來計算。 

本文擬於本節第四項說明各國依據有機原料含量所區分的有機產品等級及標

示規定，再於第五節進一步說明各等級產品的標示方法與其他應標示事項之規定。 

                                                 
427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3) “The Commission Shall…providing for labeling 
requirements…for product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1)(c)….” 
428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223/2003 of 5 February 2003 on labeling requirements related to the 
organic production method for feedingstuffs, compound feedingstuffs and feed materials and amending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092/91 



 

 157

 

第四項  各類型產品之原料含量、來源及標示規定 

第一款  歐盟 

第一目  原料含量之計算方式 

 

    加工品所含有機原料含量，係以產品中有機原料佔產品中總農業原料的比例

來計算，非農業原料則不列入計算，根據此項規定，水分及鹽類亦不列入計算。

至於含量的計算單位，規則明定應根據歐盟(EEC)79/112 號指令429所訂規則來計

算。依據(EEC)79/112 號指令430，若為液狀產品，則以體積為計算單位，若為其他

型態之產品，則以質量(重量)為計算單位。 

 

第二目  初級農產品之原料含量、來源及標示規定431 

歐盟規定，符合有機標準生產或符合進口規定的初級農產品，方可於產品標

示上使用有機標示432。 

 

第三目  加工農產品之原料含量、來源及標示規定 

 

歐盟依據有機加工產品的有機成分含量，將有機加工品區分為兩種等級： 

(1) 含 95%以上有機農業原料之加工產品： 

    屬於 95%有機成分之產品，其有機原料必須佔產品總農業原料達 95%以上，

有機原料必須符合有機生產標準或依法進口之有機初級農產品433。此等含有高比

例有機原料之加工產品可視為有機產品，加工業者得於產品上使用「有機」標示。 

                                                 
429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9). 
430 Commission Directive (EEC) 112/79 §8(1). 
431 日本「JAS 有機農作物生產標準」及「JAS 有機畜牧標準」屬於初級農產品，此處為便於說明，

文中將兩者合併為「初級農產品」，對於規定之實質內容並無影響。 
43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1). 
433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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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產品所含的非有機原料，包括「非有機之農業原料」及「非農業原料」，

皆必須符合規則中的非有機原料之來源及使用規定。在非有機之農業原料方面，

只有當歐盟境內或進口產品皆無法供應足夠需求時434，才可使用列名可用原料清

單(歐盟有機規則副則 VI)中的非有機之農業原料，或事前經會員國主管機關核可

之非有機之農業原料435。在非農業原料方面，只可使用列名可用原料清單之非農

業原料436。另外，產品所含之有機農業原料與非有機農業原料不可為同種原料437。 

    除了規範原料來源外，規則中對於原料及產品製備過程所使用之加工方法及

物質亦定有相關規定，包括438：(i)產品及其所含之所有農業原料，其加工過程中

只可使用列名資材清單之物質處理，不可經其他物質處理；(ii)產品本身及其所含

之任何原料，皆不可經過放射線處理；(iii)產品之生產過程不可使用基因改造產品

或基改產品之衍生物。 

(2) 含 70%~95%有機原料之加工品： 

    歐盟另制定較寬鬆的有機原料含量標準，允許含 70%至 95%有機原料之加工

品於產品上標示出產品所函有機原料的比率，但不可直接於產品名稱或包裝上直

接標示為有機生產之產品，藉此與含 95%有機原料之產品有所區分。產品之有機

原料必須符合有機生產標準或依法進口之有機初級農產品439，其餘非有機之農業

原料與非農業原料的來源及製造過程規定，皆與含 95%以上有機原料加工品的規

定一致440。 

 

第四目  飼料產品之原料含量、來源及標示規定 

     

                                                 
434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4) “ Ingredients of agricultural origin may be included in 
Annex VI…are not produced in sufficient quantity…. 
435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3)(b). 
436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3)(c). 
437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10). 
438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3)(d) to (e) & (g). 
439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a)(a). 
440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5a)(b), (d) to (f)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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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對於有機畜牧所使用飼料的原料來源及組成的要求皆制定於有機畜牧標

準中，標示規範中則依據飼料所含原料的情況而制定不同的標示規定。 

    歐盟有機規則附則 I「有機畜牧標準」中訂有家畜飼料的原料來源與組成規

定，生產者原則上必須使用有機飼料，或使用有機轉型期原料含量比例符合規定

的飼料，只有在無法取得足量有機飼料的情況下，生產者才可經過驗證機構核可

使用慣行農業原料含量比例符合規定的飼料441。因此，依據 2092/91 號規則規定，

用於有機畜牧的飼料，依據其所含的原料來源及含量，可區分為兩種：第一種為

產品成分組成皆為有機原料的飼料，本文稱之為「有機飼料」；第二種為含有符合

規定之有機轉型期原料或其他慣行農業原料的飼料，此等飼料的成分中已含有較

高比例的非有機原料，因此不宜稱之為「有機飼料」，本文稱之為「可用飼料」，

以便與第一種「有機飼料」有所區隔。 

    為使生產者可購得合格的有機飼料或可用飼料以及確保市售飼料之品質，歐

盟有機規則規定執委會必須制定有機飼料標示規定442，執委會遂於 2003 年制定歐

盟「有機畜牧飼料標示規範」的 223/03 號規則443，制定有機飼料之原料組成與標

示的詳細規定。 

    依據 2092/91 號規定，223/03 號規則將可用於有機畜牧的飼料區分為前述「有

機飼料」及「可用飼料」兩種444，規定內容為： 

(1) 有機飼料：含有 95%以上有機原料的飼料產品，可標示為「有機生產」飼料； 

(2) 可用飼料：有機原料、轉型期有機原料、慣行農業原料來源及含量符合有機畜

牧標準的飼料產品，可於產品上標示「可依據 2092/91 號規則使用於有機生產」。 

          

有機飼料或可用飼料本身及其所含原料的生產過程及來源，皆必須符合下列

                                                 
441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 §B 4.2, 4.4, 4.8. 
44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1)(c). 
443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223/2003 of 5 February 2003 on labeling requirements related to the 
organic production method for feedingstuffs, compound feedingstuffs and feed materials and amending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092/91. 
444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223/200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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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445： 

(1) 有機原料必須符合有機生產、製備或進口規定並經驗證合格； 

(2) 產品本身及所有原料皆不可經過放射線處理； 

(3) 原料來源及組成皆須符合有機畜牧標準中的飼料規定446；  

(4) 產品中不可同時含有相同種類的有機原料與非有機原料； 

(5) 產品中不可同時含有相同種類的轉型期有機原料與非有機原料。 

 

第二款  美國 

第一目  成分含量之計算方式447 

 

    美國對於有機原料含量之計量方法，係以有機原料佔所有原料總含量(扣除水

及鹽類)比率為計算基礎，而非僅以產品之農業原料為計算基礎，此點與歐盟及日

本有極大差異，在了解美國、歐盟及日本的標示規定時，須特別留意。產品原料

含量之計算方法可區分為三種： 

(1) 有機原料之總重量(扣除水及鹽)除以產品總重量(扣除水及鹽)； 

(2) 若產品及原料皆為液體，計算方法為有機原料之總體積(扣除水及鹽)除以產品

總體積(扣除水及鹽)； 

(3) 若產品同時含有固體及液體原料，計算方法為固體及液體有機原料之總重量(扣

除水及鹽)除以產品總重量(扣除水及鹽)。 

 

除依據前述方法計算外，加工者尚可依據驗證機構所提供之計算方法計算。 

 

第二目  農產品之原料含量、來源及標示規定 
                                                 
445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223/2003 §4(1). 
446 主要規定內容為有機飼料只可含有或使用列名資材清單中的添加物、加工物質、動物原料、慣

行農業原料，產品本身及所含原料皆不可為基因改造產品。見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 §B 4.12 to 4.18. 
447 7 C. F. R. §20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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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有機標準中的原料含量規定，在規範架構上與歐盟及日本有較大差

異，不區分為初級產品及加工產品，僅係以產品所含有機原料含量為來做區分，

因此初級農產品與加工農產品適用同條規定448。依有機原料含量，區分為四種等

級產品及標示規定，較歐盟加工品之兩種等級及日本之一種等級為多。分述如下： 

(1) 100%有機449：此等產品所含原料須全為有機原料。在實務上，只含單種原料之

產品必須適用此條規定，例如生鮮蔬果及市售食用米等，同一包裝中之所有產

品個體皆必須為有機生產。若為含多原料之加工品或初級農產品，其所含有之

各種原料皆須為有機原料。符合此項規定之有機產品，得標示為「100%有機」

或以「100%有機」販售。 

(2) 95%有機450：此等產品含 95%以上有機原料，其餘 5%以下之非有機原料亦須

符合相關規定。在非有機之農業原料方面，必須是商業上無法取得有機原料時

方可使用，且只可使用列名國家清單中的非有機之農業原料類型，同一產品中

不可同時含有相同種類的有機與非有機原料。在非農業原料方面，僅允許含有

列名國家清單中之非農業原料或物質451。符合此項規定之有機產品得標示為

「有機」或以「有機」販售。 

100%或 95%有機成分之有機產品，其產品本身及所含任何原料之製造過程

皆有嚴格限制452，包括：(1)所用資材必須符合國家清單規定；(2)禁止使用基因

改造產品或經基因改造技術處理；(3)禁止使用放射線的處理；(4)禁止使用廢污

泥；(5)不可使用非列名國家清單之加工添加物；(6)禁止在加工過程使用硫化

物、硝酸、或亞硝酸。 

(3) 有機成分含量介於 70%至 95%之產品453：此等級產品含有 70 至 95%有機原料，

                                                 
448 7 C. F. R. §205.301. 
449 7 C. F. R. §205.301(a). 
450 7 C. F. R. §205.301(b).  
451 國家清單為美國有機標準所列核可使用的資材、原料以及使用條件的規定，見 7C. F. R.205.600. 
452 7 C. F. R. §205.301(f). 
453 7 C. F. R. §205.30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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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 30%非有機成分，只允許使用列名於國家清單中的非有機之農業原料及非

農業原料，但非有機之農業原料不受到「商業上無法取得有機原料時始得使用

非有機原料」之限制，同一產品中也可含有同種類的有機與非有機之農業原

料。符合本規定之產品，可使用「以有機 XX(XX 為原料名稱或食團名稱)製造」

454的標示字樣。 

    在產品本身或原料生產過程的規定上，產品本身及所含所有原料(包括有

機、非有機之農業原料、非農業原料)的製造過程皆必須符合下列規定：(1)禁

止使用基因改造物質，(2)禁止使用放射線處理，(3)禁止使用廢污泥處理。但非

有機之農業成分及非農業成分的製造過程則可適用較寬鬆之規定，包括：使用

資材可不受國家清單之限制、可經硫化物、硝酸及亞硝酸處理、市場上可取得

有機原料時仍可使用非有機之農業原料、同一產品可含有同種類的有機與非有

機原料。 

(4) 有機成分含量低於 70%的產品455：此等級產品含 70%以下有機原料，產品原料

中只有有機原料必須符合有機生產標準，其餘非有機之農業原料及非農業原料

則皆不受到任何限制，產品本身或非有機原料的加工或生產過程也不受到任何

限制。符合本規定之產品，只可以在產品的成分清單中標示出有機成分，包裝

上其他地方皆不可使用任何含有「有機」字樣的標示。 

 

第三目  飼料產品之原料含量、來源及標示規定456 

 

    美國 NOP 法則將有機家畜產品區分為「100%有機」及「有機」飼料兩種等級。

標示為「100%有機」的家畜飼料，其成分必須完全為有機原料。使用「有機」標

示的家畜飼料，其原料組成必須符合有機畜牧標準中對於飼料所含原料之含量及

                                                 
454 例如充泡式穀片中有機燕麥、有機核棗、及有機葡萄乾的總和占產品總原料的 70%~95%，則產

品包裝上可使用「以有機燕麥、核棗、葡萄乾製造」的標示字樣。 
455 7. C. F. R. §205.301(d). 
456 7. C. F. R. §205.30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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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的規定457。依有機畜牧標準，有機畜牧用飼料可依規定添加列名國家清單之

飼料添加物，惟飼料一旦添加前述核可添加物後，產品即含有非有機原料，此等

飼料即不再是含 100%有機原料的飼料，因此只可標示為「有機飼料」，藉此與「100%

有機飼料」有所區分。 

 

第三款  日本 

第一目  原料含量之計算方法 

 

    依據 JAS 有機加工品規定，有機原料含量之計算方法與歐盟規定相同，係以

產品中有機原料佔產品中總農業成分的比例來計算，非農業原料、水分及鹽類皆

不列入計算。 

 

第二目  初級農產品之原料含量、來源及標示規定 

 

    日本 JAS 有機農作物及 JAS 家畜產品標準規定，有機農作物及有機家畜產品

得依規定於產品名稱上使用有機標示458；此項初級農產品規定與歐盟規定相同。 

 

第三目  加工農產品之原料含量、來源及標示規定 

 

    依據 JAS 有機加工品製備標準之定義，有機加工產品係指產品所含成分中，

有機原料以外之作物產品、禽畜產品、水產產品、以及前述產品之加工品的含量，

僅佔產品中總農業原料(水分、鹽類及添加物不列入計算)5%以下之產品；換言之，

即產品中有機原料佔農業原料達 95%者，可視為有機加工食品。日本僅定有含 95%

                                                 
457 禽畜飼料原則上應全由有機原料組成，但可添加列名國家清單中畜牧生產核可飼料添加物之物

質，禁止添加藥物、非必要之添加物等物質，見 7. C. F. R. §205.301(e)。 
458 JAS of Organic Products §5.  
   JAS of Organic Livestock Product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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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機原料之有機加工品等級，未制定其他有機原料含量等級之加工品459。 

    JAS 將有機加工品區分為三個亞類型：(1)有機「農作物」加工產品：專指農

業原料 95%以上為有機農作物的加工產品，其餘家畜產品原料(包括有機家畜產

品)、非有機農作物成份或其他成分的含量總和不可超過 5%；(2)有機「家畜」產

品，專指農業原料中 95%以上為有機家畜產品的加工產品，其餘農作物原料（包

括有機農作物產品）、非有機家畜產品原料、或其他原料的含量總和不可超過 5%；

(3)有機「農作物及家畜」加工產品：指不屬於前述(2)或(3)項所稱有機農作物或有

機家畜加工產品的有機產品，按此定義，此等產品係指加工品所含之有機農作物

或有機家畜產品原料得以任何比例混合，但兩者之總和必須達產品總含量的 95%

以上。雖然 JAS 有機加工品標準中對於加工品之標示名稱作如上區分，但在原料

及產品之來源與製造過程的規定，各亞類型產品皆適用相同規定，因此後文將統

一稱為「有機加工品」，以便於說明。 

    依 JAS 有機加工品規定，有機加工品的有機原料，必須使用貼有 JAS 國家有

機標章之有機產品，若加工業者同時通過初級農產品之驗證，則其所生產之初級

產品經分級後，加工業者可使用自行生產之有機產品作為加工品之原料460。至於

其他非有機原料，在「非有機之農業原料」方面，僅規定同一產品不可含有同一

種類的有機原料與非有機原料461，並未限定非有機之農業原料的來源，也未明定

「當市場上無法提供足夠有機原料時方可使用非有機之農業原料」之規定，因此

相較於歐盟及美國，日本對於非有機來源之農業原料的規定較為寬鬆。在「非農

業原料」方面，標準中定有核可使用之添加物及加工物質清單，產品只可使用或

含有列名於清單中之物質。 

    至於產品本身及原料的製造過程，產品加工過程僅可利用物理方法或生物反

應方法，並禁止使用基因改造技術或依因改造相關產品462，根據此項規定，利用

                                                 
459 JAS of Organic Processed Foods §3.  
460 JAS Organic Processed Foods §4, Items Ingredients (including processing aid) (1). 
461 JAS Organic Processed Foods §4, Items Ingredients (2). 
462 JAS Organic Processed Foods §4, Item Management concerning manufacturing, Processing, P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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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使用放射線處理等加工產品的方法皆被禁止使用。在非有機之農業原

料之製造過程方面，皆不可經過放射線處理及不可利用基因改造產品或由其生產

之產品463。 

 

第四目  飼料產品之原料含量、來源及標示規定464 

 

    日本「有機家畜飼料」JAS 生產標準列出有機飼料允許使用的原料，並規定有

機家畜飼料中有機農產品、有機畜產品、有機加工產品的含量之總和應達 95%以

上，剩餘 5%的成分，則允許使用經放射線處理的產品、與有機成分相同的非有機

原料產品、基因改造產品、水產產品等其他產品。 

     

第四款  小結 

 

    依照歐盟或日本的初級產品標示規定，並未允許初級產品可含有非有機之農

業原料，在實務上，由單一種原料構成之初級農產品，在適用「初級產品必須為

有機原料」規定上並無疑義，其所有原料皆須為有機原料，此為大眾皆可接受之

處理方式；但若對於含兩種以上原料組成之初級農產品，例如五穀米，究應適用

「初級農產品必須符合有機生產」規定而不允許含有非有機之農業原料，或將其

歸類為加工品，而可適用加工農產品允許含有一定含量以下非有機原料之規定，

在適用規定上則留有斟酌空間。若立法者原意即欲對初級產品採取不允許含有非

有原料之嚴格規定，則可對初級農產品之規定採取嚴格解釋，禁止混合多種有機

初級產品原料之產品含有非有機原料。但若立法者並非有意對混合多種初級原料

之產品採取較嚴格規定，則在實務上可採取「初級農產品經混合後即視為加工品」

之解釋，則可適用加工品之原料含量規定，允許混合多種初級原料之產品含有非

                                                                                                                                               
Storage, and other process (1). 
463 JAS Organic Processed Food §4, Items Ingredients (2). 
464 JAS of Organic Feed §4, Item Content ratios in ingred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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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原料。 

允許加工品可含有不同有機原料含量等級之彈性，可以提供生產者更大的生

產空間，亦可提供消費者更多的產品選擇；同理，對於混合多種初級原料之產品

也是如此。因此，拙見以為宜採取「初級原料經混合後應視為加工品」之解釋，

進而允許適用有機加工品之原料含量規定。 

    歐盟及日本所採取的有機原料比率的計算方式，僅計算有機原料佔農業原料

之比率，而排除非農業原料的部分。若以此計算方法，當加工品含有高達 50%的

非農業原料，其餘 50%農業原料中只要有 95%為有機原料，即符合可標示為有機

加工品的門檻，而這樣的加工品若連同非農業原料在內的總含量中，實際上只含

有不到 50%的有機原料。採用此等計算方法，對消費者而言，容易誤認有機原料

的比率是以產品總原料含量來計算；對加工者而言，產品製造過程中所使用的非

有機原料含量可不受到限制，無法有效管理有機產品應盡可能以有機原料製造的

原則。歐盟及日本對於有機原料比例計算的規定，顯然有其缺失，IFOAM 也針對

此點向歐盟理事會有機農業小組提出意見，建議新規則草案中採取將水及鹽類以

外之非農業原料也納入總含量計算的方式465。因此，美國規定總原料含量必須包

括非農業原料的計算方法，應為較妥適的方式。 

 

除了明訂有機原料含量規定外，各國對於非有機原料(包括非有機之農業原料

與非農業原料)的來源與製造或生產過程、以及產品本身的製造或生產過程皆定有

相關規定。其主要內容為： 

(1) 屬於 95%以上有機原料的產品，在非有機之農業原料來源規定方面，各國皆規

定同一產品不可含有同種類的有機與非有機之農業原料，但美國及歐盟尙訂有

較嚴格限制，規定非有機之農業原料的使用條件，必須是商業無法取得且列名

資材清單、或事先經主管機關核可之農業原料，日本則無前述限制。 

                                                 
465 Blake (2006) At 
http://www.ifoam.org/about_ifoam/around_world/eu_group/PDF_Revision_Organic/Let_Fin_Revision_p
rocessedfood_28.11.20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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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農業原料方面，各國皆規定只可使用或含有列名資材清單中的原料。

此等產品所含所有原料的製造過程，包括產品本身製造過程，皆只可經過資材

清單所列物質之處理，且不得經過放射線處理及不得使用基因改造產品。 

    含 95%以上有機原料產品的本質事實上被認定為有機產品，因此原則上產

品必須以有機原料製造，只有在必要時才允許使用非有機原料，以符合有機產

品原則，美國及歐盟規定「當無法商業取得有機原料時才可使用非有機之農業

原料」的用意即是在此，並且可透過此項規定鼓勵加工者盡量使用有機原料，

進而鼓勵更多農民投入有機初級農產品之生產，推動有機生產體系整體之發

展。 

    有機農業重要原則包括重視環境與食品安全，產品加工或製造過程中所使

用之加工物質，以及產品所含非農業原料，皆應對環境及人體健康無害或將影

響降到最低，因此制定非農業原料及加工物質使用的規定，為維持有機農業原

則及產品品質的重要方法，歐盟、美國及日本皆明文訂有規定。另外，放射線

處理及使用基因改造產品皆為各國明文禁止的處理方式，此乃因放射線處理會

改變物質成分的構造及本質466，無法評估其對人體健康所產生的不良影響；基

因改造產品更是違反有機農業重視環境及尊重生命本質的原則，因此各國皆嚴

格規定產品本身或原料皆不得經過放射線處理或使用基因改造產品。 

(2) 屬於含 70%至 95%有機原料之產品：歐盟和美國訂有此等等級產品之規定，日

本則無。歐盟對於此等產品的原料與產品本身之來源及製造過程規定，皆與含

95%以上有機原料產品相同，但並未限制產品中不可含有同種類的有機與非有

機之農業原料。 

    美國對於此等產品所含之原料來源、產品製造過程與含 95%以上有機原料

相同，但未限制產品中不可含有同種類的有機與非有機之農業原料，對於非有

機原料(包括非有機之農業原料與非農業原料)的製造過程亦有較寬鬆規定，規

                                                 
466 賴滋漢與金安兒(1980) 食品加工學基礎篇。富林出版社，台北。頁 4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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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製造過程不可經放射線處理、不可使用基因改造產品，但其他加工物質的使

用則不受國家清單規定的限制。由於此等級產品的本質僅被視為含有有機原料

之產品，因此美國允許對於非有機原料的生產過程採取較寬鬆之規定，給與生

產者較高的彈性，但非有機原料仍為構成最終產品的成分，若其經過放射線處

理或使用基因改造產品，將使得最終產品可能含有基改成分或含有由放射線處

理造成不良影響之成分，因此仍嚴格禁止非有機原料生產過程經過放射線處理

或使用基因改造產品。 

(3) 美國另外允許含有 70%有機原料以下的產品，可於原料清單中標示出有機原

料。 

對消費者而言，同一類產品若有過多的分級，一方面容易造成認知上之混

淆，無法清楚區別各等級間之差別，一方面也可能在心理上產生各級間產品品

質相近之錯覺，容易以價格導向來決定購買行為而可能選擇等級較低之產品，

對於高等級產品較易發生不良影響。因此拙見以為，是否有必要增訂此一等級

之規定，尙有斟酌空間。 

 

第五項  標示方法及標示資訊 

 

    除了明定產品原料含量及來源規定外，各國對於不同有機等級產品之標示方

式及標示資訊內容亦訂有相關規定，包括有機名詞使用方式及產品包裝上之標示

位置(如產品包裝展示版面或成分清單)、產品應標示之資訊、以及有機證明標章之

使用規定。各國標示方法規範的內容差異較大，因此此處擬分述各國之標示規定。 

 

第一款  歐盟 

 

    歐盟有機規則中對於產品標示方法之規定，並未區分包裝或散裝形式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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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亦未區分零售產品或非零售產品，因此在實務上，包裝或散裝形式農產品、

零售與批發產品皆應符合相同的標示規定。另外，有機規則附則 III 之驗證規定另

明文訂有有機產品運輸時的包裝方法與標示方法規定，並明定適用對象包括零售

產品及批發產品467。此處將分別說明有機初級產品及有機加工產品之標示規定。 

 

第一目  初級有機產品 

 

    歐盟規則規定，合格之有機初級產品，可於產品或產品資訊中使用具有「採

用有機生產方法生產」意含之標示468。規定中特別明定，前述「有機生產」意含

標示之使用，必須使人在認知上得以清楚與生產方法發生連結469，例如標示「有

機栽培(蘋果)」、「有機飼養(豬肉)」；若僅於產品名稱前標示「有機」，如「有機蘋

果」、「有機豬肉」，由於未能清楚使人與生產方法發生連結，因此不符合規定，應

於包裝上其他地方另外增加「以有機栽培」或「以有機飼養」之說明470。相較於

美國及日本有機法規明定標示中「有機」名詞必須依照法規所定之格式使用，歐

盟有機產品標示僅須符合「與生產方法有清楚連結」之原則，因此產品在「有機」

標示的用語上有較大的自由度。 

    在其他應標示資訊方面471，產品應標示驗證機構之名稱及機構之法定編號

472；此為強制性規定473。此等產品也可依規定使用歐盟有機標章474，但標章之使

用則為自願性規定475。 

                                                 
467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7. 
468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1). 
469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1)(a). 
470 Rogerson (2007) At 
http://www.soilassociation.org/web/sa/saweb.nsf/librarytitles/1B4D2.HTMl/$file/Getting%20your%20me
at%20and%20eggs%20to%20market%20(Jan%202007).pdf 
471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1)(d). 
472 Code number，依歐盟規則規定，各會員國主管機關應授予驗證機構一組法定編號，以協助消費

者或產品檢查人員辨識跨會員國販售有機產品之驗證機構資訊。 
473 即依規定必須要標示出的資訊。 
474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0(1)(a). 
475 自願性標示係指「標示或不標示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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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有機加工產品 

 

    有機加工產品區分為含 95%以上有機原料及含 70~95%有機原料兩種等級，各

等級所適用之標示規定如下： 

(1) 含 95%以上有機原料之加工品：在產品及產品資訊標示上，此等級之有機加工

品與有機初級農產品規定相同，可於產品或產品資訊中使用具有「採用有機生

產方法生產」意含之標示476。 

此等產品的強制標示規定包括：(i)由於產品含多種原料，為使購買人或使

用人瞭解產品中有機原料之資訊，因此產品名稱或產品資訊上必須明確標示出

產品所含之有機原料，或於原料清單中清楚標出有機原料，且標示所使用之文

字亦應使人在認知上足以清楚與生產方法發生連結477；(ii)產品必須標示驗證機

構之名稱及機構法定編號478。 

此等級產品可依規定使用歐盟有機標章479，歐盟標章之使用為自願性規

定。 

(2) 含 70%至 95%有機原料之加工品：此等級產品在標示上與 95%有機成分產品之

最大差異，在於不可直接於產品或產品資訊中直接標示其產品為「有機生產」，

僅可標示其含有機原料的比例有多少。 

    此等產品的強制標示規定包括：(i)應於產品名稱外之產品資訊上使用「X%

農業原料為有機原料」之標示，明確標出有機原料比率，且使用之文字樣式不

應較其他產品資訊所使用之文字更為突顯；(ii)產品成分清單中必須清楚標示出

有機原料，有機原料標示之文字樣式(包括顏色、大小、字體)應與其他非有機

                                                 
476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3). 
477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3)(g).” 
478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3)(g). 
479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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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相同480。(iii)產品必須標示驗證機構之名稱及法定編號，但不可使用歐盟

有機標章，此乃因國家有機標章具有表彰產品為「有機」之功能，而 70~95%

之加工品中非有機原料含量已佔有相當程度之比例，本質上已屬非單純有機原

料組成之產品，因此歐盟規則不允許此等產品使用歐盟有機標章。 

 

第三目  禽畜飼料 

 

    依據歐盟 223/2003 號規則規定，含有 95%以上有機原料的有機飼料產品可標

示為「有機生產」；同時含有有機原料與轉型期有機原料及其他非有機原料的可用

飼料，僅可標示為「可依據 2092/91 號規則使用」，但產品名稱及產品資訊上皆不

可標示為「有機」481。 

    其他強制必須標示之資訊包括：(i)有機原料、轉型期有機原料、以及農業原

料總量佔產品總乾重的百分比；(ii)驗證單位名稱或編號；(iii)產品成分清單中需標

出有機原料及轉型期有機原料之原料名稱482。 

 

第四目  歐盟有機標章之使用規定 

 

    在證明標章規定方面，歐盟規則設有使用歐盟有機標章之明文規定483，但未

制定驗證機構證明標章之使用規定，因此驗證機構可自訂所屬證明標章之使用規

則。 

    依歐盟有機標章使用規定，通過驗證或合法進口之有機初級農產品、以及含

95%以上有機原料之加工農產品，可使用歐盟有機標章484，但歐盟標章之使用為自

願性使用，合格之有機產品不須一定要使用歐盟有機標章。另外，標章適用範圍

                                                 
480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5a)(c). 
481 Commission Regulation (EEC) 223/2003 §3(2). 
482 Commission Regulation (EEC) 223/2003 §4(1). 
483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0. 
484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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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由產製者直接販售給最終消費者之包裝或散裝產品」485，因此依照規定，

零售產品才可使用歐盟有機標章，批發產品則不得使用標章。 

    由於歐盟有機標章屬非強制性標示規定，因此無論有機產品是否使用歐盟標

章，皆必須符合相同的規範；歐盟有機標章功能在於協助消費者辨識具可信度之

有機產品，並不代表產品本身具備較優良之品質，為防止產品使用誤導消費者之

宣稱，歐盟規則特別明定使用歐盟有機標章之產品，不可宣稱其品質較其他未使

用歐盟有機標章之有機產品為佳486。 

 

第五目  批發產品運輸之標示規定 

 

    依據驗證規範一般規定第七條規定487，生產者將產品運輸至其他單位之前，

必須採用「使他人非以外力方式無法更換包裝內容物」的密封包裝方式；包裝外

觀或產品附件中，必須清楚標示下列事項：(1)生產者及販賣者(當販售者與生產者

不同人時)的姓名與地址，(2)產品名稱或原料說明，且應清楚標示出有機原料；(3)

生產者受驗的驗證機構名稱與編號，(4)生產者紀錄保存系統所使用的產品編號。 

 

第二款  美國 

 

    美國 NOP 法則中對於標示方法及標示資訊之規定，區分為零售包裝產品、零

售散裝產品、以及批發產品三類，各訂有詳細規定。在國家有機標章使用規定方

面，農業部依據 OFPA 法案「符合 OFPA 法案所生產之產品可於標示上使用 USDA

標章」之規定488，除於各類型及各等級有機產品的標示方法中明定 USDA 標章使

                                                 
485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0(1)(c). 
486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0(2). 
487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Annex III §7.  
488 7 U. S. C. §2106(a)(2) “USDA Standard and Seal…may incorporate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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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相關規定，並另外明定有機標章樣式規定489。各類型產品之標示規定分述如

下。 

 

第一目  零售包裝產品之標示規定 

 

    零售包裝產品之範圍包括農產品及禽畜飼料，規定內容包括： 

(1) 100%或 95%以上有機原料之產品：產品標示區分為「自願性標示規定」及「強

制性標示規定」。在自願性標示規定部分，產品之包裝封面或任何產品資訊描

述上，「可」依下列規定標示490：(i)含 100%有機原料之產品，可使用「100%

有機」字樣修飾產品名稱，含 95%有機原料之產品，可使用「有機」名詞修飾

產品名稱；(ii)使用「有機」標示之產品，可列出有機成分所佔百分率，但使用

字樣不可超過同包裝版面上最大字體大小的一半，且字樣大小、字體、及顏色，

應與其他包裝上其他文字相同；(iii)對於含多種原料之 100%有機成分產品，可

於產品上標示出各有機原料；(iv)可使用 USDA 國家有機標章；(v)可使用驗證

機構標章，若含有多種有機原料，亦可於個別有機成分上標示出該原料之驗證

機構標章；使用驗證機構標章時，其樣式不可比 USDA 國家有機標章突顯。 

    在強制標示規定部分，有兩項規定491：(i)標示「有機」之產品，同時含有

有機及少量非有機原料，必須於成分清單中使用「有機」名詞或其他註記方式

標示出有機成分，但水分及鹽類不可標示為有機；(ii)在產品製備者(如進口業

者、生產者、製造者、配銷者等)名稱及地址資訊下方，依照「經 XXX 驗證為

有機」格式，列出驗證機構之名稱；至於是否列出驗證機構之地址或電話，則

為自願性規定。 

(2) 含 70~95%有機成分的食品：在自願性標示規定部分，產品之包裝封面或任何

                                                 
489 7 C. F. R. §205.311. 
490 7 C. F. R. §205.303(a). 
491 7 C. F. R. §205.303(b). 



 

 174

產品資訊描述上，「可」依下列規定為產品之標示492：(i)可列出產品所含之有

機原料或有機食品團493，並使用「以有機 XXX 製造」字樣(XXX 為原料或食品

團名稱)修飾成分或食品團名稱，但列出種類以三樣為限；(ii)使用「以有機 XXX

製造」標示有機原料時，其字樣大小不可超過同版面上其他文字最大字體大小

的一半，且字體、大小、字體、及顏色，應與包裝上其他文字相同；(iii)可標

出有機成分所佔百分率，但百分率字樣之大小不可超過同版面其他文字中最大

字體的一半，且整體字樣之大小、字體、顏色皆應相同。 

    在強制性規定方面494，此等級產品不可使用 USDA 國家有機標章，但可使

用驗證機構標章；產品應於成分清單中標示或以註記方式標出有機成分，並於

包裝上列出驗證機構之名稱，其細節規定與 100%有機及 95%有機產品相同。 

(3) 有機原料含量 70%以下之食品495：此等產品不可於包裝封面或其他版面上使用

任何有機標示或標出有機原料名稱，僅可於成分清單中標出有機原料。有機原

料標示之字體、顏色、樣式應與其他原料標示相同，並可標出有機原料所占百

分率。產品上不得使用 USDA 國家有機標章或任何驗證機構標章496。 

(4) 禽畜飼料497：禽畜飼料僅包括「100%有機飼料」及「有機飼料」兩類，產品包

裝上可標示為「100%有機」或「有機」，其自願性規定及強制性規定之細節大

致與前述「100%有機」或「有機」等級之農產品一致，僅在強制性規定部分有

兩項不同規定，包括：(i)除符合有機標示規定外，飼料產品尚必須遵守國內其

他飼料標示規定；(ii)規範中未強制飼料產品必須在成分清單中標出有機成分。 

 

                                                 
492 7 C. F. R. §205.304(a). 
493 食品團係標示規範特殊規定，食品團為特定形式、種類、或性質之農業成分所構成之集合名詞，

如「乳製品(milk products)」即包含奶油、乳酪、牛奶、優格等。標示規範中特別明列食品團之種

類，包括豆類產品、魚類產品、水果、草藥、肉類、油類、家禽類、種子等，產品欲標示食品團標

示時，必須使用規範中所列之食品團種類與名稱。見見 USDA National Organic Program (2004) Entire 
Standard. pp. 121. At http://www.ams.usda.gov/nop/NOP/standards/FullText.pdf 
494 7 C. F. R. §205.304(b). 
495 7 C. F. R. §205.305(a). 
496 7 C. F. R. §205.305(b). 
497 7 C. F. R. §20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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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非包裝形式之零售產品 

 

    零售農產品有時並非以包裝形式販賣，如市集上常可見散裝之農產品供消費

者直接挑選，即屬於非包裝形式的零售食品。美國訂有散裝形式有機產品之標示

規定，適用產品類型為「100%有機或 95%以上有機原料」及「含 70%~95%有機原

料」兩類，其規定內容分述如下： 

(1) 含 100%有機或含 95%以上有機原料產品498：可於標示或展示中的產品名稱上

使用「100%有機」或「有機」名詞，須清楚標出有機原料之名稱。若產品是在

通過驗證的場所上販售，其展示架、容器等器材，皆可使用 USDA 國家有機標

章與驗證單位標章，但驗證機構標章不可比 USDA 標章明顯。 

(2) 含 70%至 95%有機原料產品499：此等產品可於零售展示、標示及展示容器的產

品名稱上標示「以有機 XXX 製造」字樣，但標出的「有機原料」品項以三項

為限。若產品是在通過驗證的場所上販售，其展示架、容器等器材，可使用驗

證單位標章，但不可使用 USDA 國家有機標章。 

 

第三目  船運及儲存產品之裝載容器標示規定500 

 

    船運及儲存時用以裝載具有有機標示(100%有機、有機、以有機 XXX 製造等

標示)的產品時，可於裝載容器上自願標示下列事項：標示驗證機構的名稱及聯繫

資訊、註明有機原料名稱、維持產品有機完整性的方法、USDA 有機標章及驗證

機構標章，必要時，應述明裝箱或容器中的有機產品數量。另外，出口之批發產

品，若裝載容器上註明為「僅限於出口之產品」，則可依照輸往國家的標示規定標

示。 

 
                                                 
498 7 C. F. R. §205.308. 
499 7 C. F. R. §205.309. 
500 7 C. F. R. §20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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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適用免驗證有機產品之標示規定501 

 

    美國國家有機標準允許有機產品年產值低於 5000 元以下的有機產製者不須接

受驗證(但是仍必須遵守有機產製標準規定)，其所生產產品可在生產場所上販賣，

但不可上架至一般市場通路，如超級市場502；此類產品由於未接受驗證，因此不

可使用有機標章。 

    適用免驗證的有機產品，不可使用 USDA 標章或是驗證單位標章，或宣稱為

「經驗證合格」之有機產品。免驗證之有機產製者自行所生產及製備的產品中，

若含有適用免驗證規定所生產的有機原料，仍可在產品原料標示中標出有機原

料；但若將適用免驗證之原料提供或出售給其他人作為產品之原料，則該原料不

可再被標示為「有機」原料，此乃因免驗證的適用範圍僅適用於生產者在生產場

所現場直接販售給消費者的交易方式，若原料經運送提供給他人作為原料，一方

面已違反免驗證規定的適用範圍，一方面產品與原料若非於同一地點生產，消費

者將無法得知原料生產過程的資訊，因而無法提供足夠之品質信賴，違反有機農

業法規立法目的之一的「提供消費者有機產品品質保障」原則。 

 

第三款  日本 

 

    日本有機產品之標示規定，必須同時符合 JAS 法令條文及各類型 JAS 有機標

準中的標示規定。JAS 法令中與有機產品相關的標示規定為 JAS 有機標章規定。

依 JAS 法令規定，欲標示為有機或以有機名義販售之產品，皆必須依法貼有 JAS

國家有機標章503，因此在日本的有機產品使用國家有機標章屬於強制性規定。 

    有機標示之規定細節則於各類型 JAS 有機標準則中制定，有機產品之標示應

符合所屬標準之規定。JAS 有機標準制定類似「定型化標示」的規定，詳列標示上

                                                 
501 7 C. F. R. §205.310. 
502 詳細規定內容見本論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免驗證規定」。 
503 JAS Law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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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套用的「有機標示」格式，並特別明定產品之名稱必須採用足使一般人辨識

之通用名稱。各類有機產品之標示規定分述如下： 

(1) (初級)作物產品504：定有七種有機農作物產品標示格式，分別為○1 「有機農產

物」；○2 「有機栽培農產物」；○3 「有機產物○○」或「○○(有機農產物)」(○

○指產品名稱)；○4「有機栽培農產物○○」或「○○(有機栽培農產物)」；○5「有

機栽培○○」或「○○(有機栽培)」；○6 「有機○○」或「○○(有機)」；○7

「 ○○」或「○○( )」，為日語的有機標示；有機產品

應採用前述任一標示格式。 

(2) (初級)禽畜產品505：定有五種標示格式，分別為：○1 「有機畜產物」；○2 「有機

畜產物○○」或「○○(有機畜產物)」；○3 有機畜產○○」或「○○(有機畜產)」；

○4「有機○○」或「○○(有機)」；○5「 ○○」或「○○( )」，

為日語的有機標示。 

(3) 加工品506：標示規定分為「產品標示」及「原料標示」兩種規定，分述如下：

(i)產品標示規定：定有兩種標示格式，分別為○1 「有機○○」或「○○(有機)」

及○2 「 ○○」或「○○( )」；(ii)原料標示：僅規定應標

示出有機原料名稱，未強制規定必須標示含量百分率。 

(4) 家畜飼料507：定有三種標示格式，分別為○1「有機飼料(或飼料 )」；

○2 「有機飼料○○」或「○○(有機飼料)」；○3 「 飼料○○」或「○

○( 飼料)」。 

 

    相較於歐盟及美國，日本 JAS 法令或 JAS 標準中並未針對有機產品制定其他

應標示資訊的規定，因此有機產品的標示只須符合一般產品的標示規定。 

 

                                                 
504 JAS Standard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5. 
505 JAS Standard of Organic Livestock Products §5. 
506 JAS of Organic Processed Foods §5. 
507 JAS of Organic Feed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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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小結 

 

    各國對於不同有機原料含量等級的產品，對於「有機」名詞的使用與表示方

法、包裝上之標示位置皆定有規定，歐盟及美國更進一步限制文字之大小及態樣，

藉此協助消費者辨識不同有機原料等級之產品，並防止投機者刻意採取誤導消費

者的標示方式，以維持有機產品間的公平競爭。 

透過標示提供足夠的產品資訊，也是提高消費者對產品信賴的重要方法，因

此歐盟及美國皆要求產品上至少必須列出驗證機構名稱資訊，使消費者得以辨識

其產品為通過有機驗證。對於多原料產品，必須使消費者得知產品中含有哪些有

機原料，因此各國皆規定原料清單中必須清楚標示出有機原料。 

 

第六項  國家有機標章之制定 

第一款  國家有機標章之發展 

 

    有機證明標章包含驗證機構標章及國家證明標章兩類。有機農業發展初期，

主要由民間組織推動，為使消費者得以辨識有機產品，多數生產者團體或驗證機

構，皆各自制訂專屬的證明標章供產品使用，使得市面上有機標章琳瑯滿目，但

對於消費者卻容易造成混淆。因此，各國開始制定統一性的國家有機標章，供符

合有機規範的有機產品使用，增加消費者對有機產品的辨識度，並提高消費者選

購有機產品時的信賴感。目前美國、日本、歐盟會員國中的荷蘭、比利時、德國、

奧地利等國家，皆已訂有國家有機標章，對於各國有機農業之發展，確有顯著之

幫助。在標章使用規定上，美國、歐盟、歐盟各會員國的國家有機標章，皆為自

願性使用；日本則強制規定所有有機產品皆必須使用 JAS 國家有機標章，並規定

唯有貼有 JAS 國家有機標章的產品，才可標示為有機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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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有機標章具有生態標章價值508 

 

    生態標章所表徵之意義，為產品之生產過程，採取對環境友善之方法。更廣

義來說，尚涵蓋動物福利、社會責任、在地性、以及在地文化之價值。良好之生

態標章使用規範，必須具備透明化的資訊、明確的生產或檢驗標準，其使用並應

經過公正第三者之驗證。過去數十年間，主流生產方法以重視高產量及高利潤為

優先，但卻相對付出了較高的環境品質以及動物與生產者福利的成本。生態標章

之使用，提供關心並追求社會公益的消費者一個可以選擇對環境、動物及人類有

益的產品生產方法的機會，因此近來在歐盟、美國等國家的消費者，已逐漸重視

貼有生態標章的產品。 

生態標章通常表徵產品具有下列價值：(1)對環境友善：食品的製造過程中，

經常容易對環境造成污染，例如產品在農場生產階段時所使用的農藥、化學肥料

等物質，皆會對環境中的土壤、水源造成污染；加工過程中所使用之物質，其排

放也可能造成環境污染。但生態標章所附力之生產或加工標準，乃採取對環境友

善之方法，因此生態標章產品具有對環境友善之價值。(2)生產過程符合動物福利

原則：工業化的禽畜飼養過程，可能因飼養密度高、過量使用化學藥物等措施，

而忽略動物健康、正常行為等生理需求，同時也可能造成環境污染，而採用生態

標章之產品，其生產標準多會顧及動物福利原則。(3)社會責任：採行慣行農法之

農民常倚賴化學農藥，在長期暴露下，對農民之健康無疑造成威脅。但生態標章

產品之生產過程強調低農藥或零農藥使用，除對環境有益外，也間接降低農民健

康受到農藥威脅之風險，因此當消費者願意購買生態標章產品時，可同時達到兼

顧環境及農民健康之功能，此即為生態標章所具備之社會責任功能。(4)促進在地

農業之發展：有些生態標章的意義在於表徵「從產地到銷售地的運輸距離維持在

一定範圍內」，藉此降低運輸作業所消耗的能源，因而可間接促進在地農業之發

                                                 
508 Lockeretz and Merrigan (2005) At 
http://nursingcenter.com/library/JournalArticle.asp?Article_ID=57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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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間接對環境有益。(5)提高消費者對原產地信賴度：歐盟對於原產地標示之提

倡最積極，提供原產地採用傳統方法製造或生產之產品專屬的原產地標章。雖然

原產地標示立意初衷和環境無直接關係，但有些原產地標示所採取之標準同時兼

顧對環境友善、動物福利等課題，因此對於環境仍有助益。 

    有機農業具有環境保護、重視動物福利、不使用化學農藥肥料之生產方法可

維護環境生態並保護農民健康、維持家庭農場經營等多元功能，符合生態標章包

含之多項價值，因此有機農業證明標章具有生態標章之價值。 

 

第三款  小結 

 

由於有機產品可透過國家有機標章向消費者傳達許多無法由產品外觀得知的

訊息，特別是產品內含的環境保育與食品安全價值，因此可促進消費者願意以更

高價格購買。而由於有機標章具有生態標章內含的多項價值，政府若能搭配適當

的大眾教育、推廣及宣導活動，加強民眾對生態標章的認知，並將有機標章與生

態標章加以連結，使大眾了解國家有機標章代表之深層意義與價值，將可有效提

高消費者購買有機產品之意願。 

綜觀之，國家有機標章之制定及使用特別具有下列功能509： 

(1) 由國家之公信力為有機產品品質把關，保障產製者及消費者權益； 

(2) 易於向大眾推廣、介紹； 

(3) 有助於消費者辨別，避免被無謂或虛偽標章、標示混淆； 

(4) 因易於辨識，有助於吸引隨性購買者，對超市有機農產品之銷售有極大幫助。 

 

第七項  轉型期標示 

 

                                                 
509 黃璋如 (2004b) At http://organic.niu.edu.tw/02-certification/foreign/foreign-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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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轉型期間，生產者一方面要面對轉型期經常發生的產量降低及品質降低等

問題所造成的損失，一方面其產品尚不得以有機名義販售而無法以較高價格售

出，在產品外觀無法與其他非有機產品有市場區隔性之情況下，生產者因此更難

以平衡其損失。為協助生產者補償在轉型期間的損失，歐盟及日本允許轉型期間

的產品可依規定使用「轉型期有機」標示，使轉型期有機產品有市場區隔性，並

使支持有機農業願意以較高價格購買轉型期有機產品之消費者，得以辨識市面上

之轉型期產品。美國 OFPA 法案中未制定有機作物轉型期標示規定，USDA 在缺

乏 OFPA 法案明確授權下，並未於 NOP 法則中制定轉型期標示規定。 

歐盟及日本轉型期標示的基本規定大致相同，但在規定細節上歐盟則訂有更

嚴格之規定。在相同規定部分，歐盟及日本皆只制定「作物產品」的轉型期規定，

生產田區進入轉型期達 12 個月以上、但未滿轉型期期限之間所收穫之作物產品，

可視為轉型期產品510；禽畜產品則無轉型期標示規定。符合轉型期標示的初級作

物產品，得標示為「轉型期」；含 95%以上轉型期有機作物原料之加工品，其轉型

期有機作物原料可標示為「轉型期」511。 

在相異規定部分，主要有下列幾點： 

(1) 歐盟對於轉型期有機標示之字樣定有限制，規定其字樣不可較其他產品資訊所

使用之文字更為突顯，「有機」字樣亦不可較「轉型期」字樣突顯512；日本則

無相關規定。 

(2) 歐盟規定，含 95%以上加工品只可含有一種轉型期作物原料513；日本則無相關

規定。 

 

    另外，歐盟規則中僅明定初級農產品及含 95%以上有機原料之加工品可標示

                                                 
510 Council Regulation (EEC) §5(5)(b). 
   JAS Standard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4, Items or Harvesting Points (1)(2). 
511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5). 
   JAS Standard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5; JAS of Organic Processed Foods §5. 
51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5)(c). 
513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5(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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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轉型期有機」；因此轉型期標示規定不適用於含 70%至 95%有機原料之加工品。 

     

    除了初級產品及加工品外，歐盟及日本亦訂有飼料的轉型期標示規定。日本

規定，含有轉型期有機作物原料之飼料，應於產品名稱前加上「轉型期」文字514。

歐盟飼料的轉型期標示規定，產品必須依照「歐盟 223/2003 號有機飼料標示規則」

標示飼料中的轉型期原料，詳細規定已於本節第四項第一款第四目說明，此處不

再詳述。相較於加工品只可含有一種轉型期有機原料之規定，歐盟有機飼料規則

並未限制「有機飼料」或「可用飼料」只可含有一種轉型期原料，是為較寬鬆之

規定。 

 

第八項  產品廣告或宣稱 

 

    現行歐盟規則並未禁止有機產品可宣稱其所採取的有機標準較歐盟規則優越

或嚴格，因此產品可自由說明其所遵行有機標準的特點、或做較為嚴格的宣稱。

不過，在新歐盟規則草案中，已特別增訂生產者不可在產品上宣稱其所採行的有

機標準或生產的有機產品，較歐盟有機規則或其他有機標準更為嚴格、更有機或

更優越，但允許對所遵行有機標準中的特殊規定部份加以說明515。 

    制定國家法律或規範之用意，在於確保適用對象皆符合一致的規定基礎，因

此符合規定之產品，其品質及完整性已有國家法規背書，各界皆應認同。就有機

農業規範而言，各界皆應認同國家有機法規的內容已涵蓋並符合有機農業之原

則，凡合乎國家有機規定之產品，其本質皆屬於「有機」產品，不應再有更有機、

或更優越之區別，即使歐盟允許各驗證機構制定其他規定，其驗證之產品仍為符

合國家有機法規的有機產品，國家法規中並未因此即賦予有機產品有等級之差

                                                 
514 JAS of Organic Feeds §5. 
515 European Council (2006) Proposals for Council Regulations on organic production and labeling of 
organic products §20. At 
http://www.ifoam.org/about_ifoam/around_world/eu_group/PDF_Revision_Organic/Compromispaper_A
T_FIN_28.06.20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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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再者，各機構間所採行標準是否為更嚴格或更優越，亦無客觀方法予以判定。

制定禁止產品宣稱其為更有機或更優越之規定，可鞏固國家有機法規給予有機產

品品質保證的價值，防止產品間因不當宣稱而發生不公平競爭，並有助於未來各

有機規範之間的調和。 

 

第九項  對台灣有機標示相關規定之建議 

 

    現行有機產品的標示及標章使用規定，仍以「優良農產品證明標章認證及驗

證作業辦法(以下簡稱 CAS 標章認驗證辦法)」與所屬子辦法「CAS 有機農產品品

質規格標準與標示及標章使用規定」為主要依據。新的「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

法」(本項簡稱本法)公告後，未來將以新法及相關子法為主要規定。本法第五條及

第六條僅定有產品標示的原則性規定，其於相關規定皆由農委會另以管理辦法定

之。此處將以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及相關子法為主要討論對象。    

    在本法規定方面，第五條規定，「進口農產品、農產加工品在國內生產、加工、

分裝及流通等過程，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有機規範，並經驗證者，始得以有

機名義販賣」。依第三條定義規定，農產品係指「利用資然資源、農用資材及科技，

從事農作、森林、水產、畜牧等產製銷所生產之物」。因此依條文文義解釋，本法

規範效力將及於所有農產品或農產加工品，然而對於尚未訂有國家標準之農產品

和加工品類型，則將發生適用之疑義。因為對於未訂有國家有機標準之農產品，

並無國家標準及驗證規範可依循，根本無從適用第五條「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之有機規範，並經驗證者」之標示要件，因而不得使用有機標示，在執行上確有

不合理之處。觀各國規定，皆有明文規定有機法規效力所及範圍以訂有國家有機

標準之產品類型為限，因此，拙見以為，為保障生產者之權利及釐清本法效力所

及範圍，建議將第五條規定修訂為「凡定有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有機規範之農產

品及農產品加工類型，其生產、加工、分裝及流通等過程，必須符合前述標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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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證合格，始得以有機名義販賣」，第六條有關進口農產品及加工品有機標示規

定的前半段條文修訂為「凡定有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有機規範之農產品及農產品

加工類型，其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之進口須經……」。 

 

    依據本法規定，農委會於「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有機驗證辦法)第 22 條至第 30 條訂定有機產品的標示規定，對於有機標示

文字之使用、應標示事項、標示方法等已定有詳細規定，此處僅藉由參考其他國

家之立法例，針對其中規範不足或有斟酌餘地之規定提出下列三點建議： 

(1) 有機驗證辦法中的標示規定並未訂定產品有機原料含量的標準，也未明文規定

各類型產品的成分及原料來源須符合有機規範生產或製造。驗證辦法附件一為

有機標準，其第一部份及第二部份為「初級農產品標準(作物、畜牧)」，皆無原

料含量之相關規定；第三部份「加工、分裝及流通標準」則訂有加工品之含量

標準。 

    就規範架構而言，本文建議可參考歐盟及美國標示規定架構，將原料含量

標準、原料來源及生產過程等與標示資訊相關的重要規定，納入標示辦法中一

併規定，在規範架構上將更為清楚。 

依「加工、分裝及流通標準」規定，加工品適用範圍已包括「混合」，因

此按規定，初級農產品經混合後，即被視為加工品，其原料來源及含量等相關

規定，須適用加工品標示規定。另外，觀我國對於加工品有機原料含量之規定，

立法者傾向於只制定含 95%以上有機原料一種含量等級的產品，然拙見以為，

本國有機農業發展正處於萌芽之際，若能參照歐盟及美國模式，允許含 70%至

95%有機原料之產品仍可使用「以有機原料製造」標示，給與生產者及加工者

較大彈性標準，對於國內有機農業之提升應可發揮相當助益。 

(2) 鑒於產品名稱(特別是加工品)不一定能顯示出其製造原料，各國皆規定必須於

原料清單中將有機原料以註記或其他方式標示出來，使消費者可以清楚辨識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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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所含之有機原料，而我國標示規定中並未明定應於包裝上或原料清單中標示

出有機原料，因此本文建議應增訂相關規定。 

(3) 「加工、分裝及流通」有機標準第六條訂有產品本身製造過程及原料使用的相

關規定，其中對於產品所含之原料、以及產品本身之製造過程皆已定有明文規

定，此部份與各國規定大致相同。惟在非有機原料部分，並未清楚區分為非有

之農業原料與非農業原料，亦未對其製造過程訂定相關限制規定，此應為立法

者非有意之疏漏，因此本文建議可參考歐盟與美國之規定，衡量是否制定更明

確或更嚴格之規定。 

(4) 標示辦法草案中尚未制定轉型期產品及有機飼料標示規定，建議應增訂相關規

定。 

 

    在標章使用規定方面，本法第 12 條第一款規定「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使用農產

品標章，須經驗證合格」，第二款規定標章之規格、圖示等相關管理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另定之，農委會便依據本法授權制定「農產品標章管理辦法」。本文針對標

章相關規定，提出下列三點討論： 

(1) 本法中未明定標章之使用為自願性或強制性規定，建議應明文規定； 

(2) 農委會制定之有機農產品標章，與其他兩種類型產品「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及「優良農產品」標章，在圖樣主體樣式上相當類似(圖 4-3-1)，僅在顏色及文

字上有所區分，且圖樣無法使閱讀者清楚與有機農業產生任何聯結，有機文字

說明佔整體圖樣之比例又相當低，未來適用時，將可能遭遇下列困境： 

(i) 如本節第六項說明，有機標章可視為一種生態標章，其表徵之價值較其他

食品標章所表徵的食品安全或食品衛生功能，具有更寬廣之價值。無論是

產銷履歷產品或優良農產品標章，其主要價值在於提供食品安全之功能，

並未保證可提供環境保育等生態標章所表彰之價值。當有機標章無法與「產

銷履歷農產品標章」及「優良農產品」標章明顯區隔時，易使消費者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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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型產品在認知上產生混淆，甚或誤認為三者之價值相近，使國家有機

標章失去其具備生態標章價值所表徵之意義。 

(ii) 觀國家有機標章推廣成功之國家，如德國及美國，其國家有機標章之樣式

皆獨立設計，其使用之有機字樣亦使閱讀者得以迅速接收標章所傳達之有

機訊息，因此在推廣標章之使用及推廣大眾對有機標章之認知時，可發揮

相當大之成效。而歐盟標章雖已於 2000 年制訂，但其推廣情形並不理想，

究其原因之一，即在於歐盟有機標章之樣式與產地來源標章、地理保護標

章、以及傳統知識標章相當相似516(圖 4-3-2)，使消費者不易識別，無法有

效發揮有機標章之功能。由來自 33 個以上歐洲國家的消費者組織所組成的

歐洲消費者協會(Association of European Consumers)也提出理想的標示應使

消費者可清楚且容易辨識產品特性，並批評歐盟有機標章與其他歐盟地理

標章過於相似，應重新訂定具有明顯區別性之歐盟有機標章517。 

(iii)有機產品通路在未來勢必會更多流通至超級市場、大賣場等一般賣場販

售，此為吸引隨性消費者購買有機產品並推廣有機產品的時機，然而消費

者購買產品時對於產品之標示通常是快速的，因此惟有具有明顯區隔特性

的標示才可發揮較好效果，甚至吸引隨時性消費者進一步對有機農業的興

趣。當無法透過有機標章使價格較高之有機產品與其他類型產品有明顯區

隔時，消費者將可能僅以價格為導向而選擇購買價格較便宜之其他產品。 

     

    鑒於以上三點，本文建議相關單位應共同制定既可清楚傳達有機農業訊息且

與其他標章有明顯區隔的國家有機標章，未來再配合透過舉辦教育及推廣活動，

使大眾對國家有機標章有清楚認知並產生信賴，將可使有機標章發揮最大效果。 

 

 

                                                 
516 Dabbert et al. (2004), pp.51. 
517 Frid (2002) At http://www.konsumentsamverkan.se/11verk/kampanj/glob/organic_AE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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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我國農產品標章。 

 

 

圖 4-3-2 歐盟標章  由左至右分別為有機農業標章、原產地名稱保護標章(Protected 

Designations of Origin)、地理標示保護標章(Protect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傳

統產業標章(Traditional Speciality Guaranteed)。 

 

 

第四節 各國有機產品進口規範 

第一項  制定有機產品進口規範之背景 

第一款  滿足國內有機產品需求 

 

.歐盟、美國及日本等有機消費市場高的國家，由於國內有機產品的生產量無

法滿足市場需求，因此尚需仰賴大量的進口有機產品518；例如 2004 年，德國進口

有機產品佔國內有機市場的 38%519，英國進口有機產品佔國內有機市場的 56%520。

                                                 
518 FAO, ITC and CTA (2001), pp.9-16. At http://www.fao.org/DOCREP/004/Y1669E/Y1669E00.HTM 
519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Food, Agriculture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2004) At 
http://www.oekolandbau.de/fileadmin/redaktion/bestellformular/pdf/031105.pdf 
520 Soil Association (2004) At 
http://www.soilassociation.org/web/sa/saweb.nsf/librarytitles/1B316.HTMl/$file/food%20and%20farmin
g%20report%2020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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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障國內有機消費者購買合格有機產品的權利，並維持國內有機產品與進口

有機產品間的公平競爭，歐盟、美國、日本，皆制定有機產品的進口規定。進口

產品能否合法進入國內市場銷售，在於其生產過程及產品品質是否足以達到各國

所採取的有機法規效力，因此進口規範的核心在於確認有機產品的驗證效力，內

容即在制定有機產品進口的認可機制。 

 

第二款  符合 WTO/GATT 規範 

 

    凡為 WTO 會員國之國家，自應制定符合 WTO 貿易規範的產品進口規範，歐

盟、美國及日本皆基於符合 WTO 規範的基礎上制訂有機產品的進口規範。WTO

於 1995 年成立，制定組織規範及各類與經濟貿易相關協定，並以關稅及貿易總協

定(GATT)作為制定各項貿易協定的原則。 

    各國國內所制定的技術規章或標準之強制規定，往往對進口產品產生限制作

用，其所構成之貿易障礙稱為「技術性貿易障礙」，為一種非關稅的貿易保護措施。

WTO 規範中的「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簡

稱 TBT）」，即在調和會員間日益多樣且複雜之技術性貿易障礙問題，避免各國以

不當之檢驗及驗證程序作為貿易障礙的手段。有機農業法規的性質為技術性法規

及標準，屬於 TBT 的規範範圍，因此各國所制定的進口產品機制必須符合 TBT 規

定。此處將略述 TBT 中與有機產品進口機制最具相關性的規定，以及各國進口機

制對 TBT 規定內容的應用521。 

    

    TBT 規範的內容主要有六大原則522，目前各國制定的有機產品進口規範主要

依據的原則有四項，分別為： 

                                                 
521 本文所引用之 WTO 規範及條文，皆引用自國貿局所翻譯之 WTO 中文翻譯文件。At 
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3&CtNode=867 
522 國貿局 (2003) 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 TBT 主要六大原則。At 
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3&CtNode=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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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歧視待遇及國民待遇原則：各會員應確保在技術規章及標準方面，對於來自

任何國家境內所輸入之產品，應給予不低於對待本國同類產品及來自任何其他

國家同類產品之待遇。 

    根據此項規定，其他國家所生產之產品若能符合進口國家有機法規所制定

之標準及驗證規範，進口國家主管機關應提供合法進口管道供該項外國產品以

有機名義於國內市場販售，且為符合「應給予不低於來自任何其他國家同類產

品之待遇」，進口國所提供之管口管道(及進口機制)應適用於符合進口機制規定

的所有國家，不可有所差別，此亦為 GATT 協定中的「最惠國待遇原則」523。

因此，歐盟、美國及日本制定的進口機制中之一，即允許其他國家境內遵循本

國有機法規所生產之有機產品，得與本國生產之有機產品享有同等待遇，可進

口至本國市場上以有機名義販售524。 

2. 貿易障礙避免原則：各會員在制訂、採行和適用其國家之技術規章時，不應以

造成不必要之貿易限制為目的，且應避免產生限制貿易之效果。為此，技術性

法規對貿易之限制，不應較諸達成合法目的所必須者嚴格，同時並顧及未達成

該合法目的所可能產生之風險。 

    根據此項原則，進口產品的規範及管制規定應以「達成合法目的」為制定

範圍，其所謂合法，係指符合國內有機法規之相關規定，因此各國制定的進口

機制必須以確保進口產品可符合國內有機法規為目的，不應制定其他非以「達

成合法目的」為目的的貿易障礙措施。 

3. 技術性法規同等效力原則：要求各會員如果認為其他會員就同類之技術規章，

能適當地滿足其本身相關法規之目的時，應積極考慮接受該等規章。 
                                                 
523 GATT 第一條第一款 “對輸出或輸入，有關輸出或輸入，或因輸出或輸入所生之國際支付所課

徵任何種類關稅或規費；及對該等關稅及規費之徵收方法，有關輸出及輸入之一切法令及程序以及

本協定第三條第二項及第四項所涉事項，各締約國對來自或輸往其他締約國之任何產品所給予之利

益、優惠、特權或豁免，應即無條件給予來自或輸往一切其他締約國之同類產品。” 
524 嚴格而言，歐盟有機規則為各界人員應遵守的基本標準，允許各會員國或驗證機構自行制定及

採行符合歐盟基本標準的其他有機標準及規範，因此歐盟境內有機產品即已可能符合不同的有機規

範生產，而非僅單適用歐盟規則。因此歐盟規則所制定之進口機制，乃要求其他國家有機產品所依

循的有機法規必須與歐盟規則具「同等效力」，而非要求採行與歐盟規則相同的規範，當然，若直

接適用歐盟規則來生產，自可符合「同等效力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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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同等效力，可定義為「相較於本法規系統，另一個法規系統的內容雖

有差異，但仍被認為可達到與本法規相同目標的本質」525。TBT 第六條為進口

國認可其他國家之符合性評估具有同等效力之規定，其規定「就中央政府機構

而言…各會員應儘可能確保其他會員接受符合性評估程序所得之結果，縱使該

等程序異於會員本身之程序者亦同。但以該會員認為其他會員之程序與其固有

之程序均足確保符合適用之技術性法規或標準者為限。各會員承認，為達成滿

意之共識，事先諮商確有必要…。」依據此項規定，歐盟、美國及日本皆訂有

對其他國家有機法規「同等效力認可」的進口機制。 

4. 透明化原則：TBT 係藉由設立國家諮詢點及要求通知之義務，確保會員國公開

相關之技術規章、標準和試驗等程序，以符合透明化原則。 

    在實務上，美國、歐盟各會員國(如英國農部 Defra 官方網站)及日本皆由

有機農業主管機關負責辦理進口有機產品的審核與管理，官方網站上亦設置有

機法規專屬網頁，提供有機農業法規及有機產品進口業務的最新資訊，如公告

核可辦理國外有機產品驗證之驗證機構、認可國家有機法規之第三國家清單

等；日本官方網站並已提供法規及規範相關資訊的英文版版本，使其他國家得

以更便利瞭解日本規定內容；惟目前多數國家皆未公開審核過程的詳細資訊，

在透明化要求上仍略嫌不足526。 

 

    面對全球有機農業成長的浪潮，有機農業規範完整\之國家皆制定嚴謹的產品

進口規範，管制有機產品的進口，惟其所制定之規範必須符合 WTO/TBT 規範，因

此各國在符合 WTO/TBT 原則下，制定嚴謹的進口機制。台灣已於 2002 年成為

WTO 之一員527，宜參考制定嚴謹進口機制國家之立法例，制定並實施兼顧符合

                                                 
525 Bowen (2004), 見 Michaus et al. (2004), pp. 29. At 
http://r0.unctad.org/trade_env/ITF-organic/publications/Complete%20Harmonization%20Book%20Vol%
201.pdf 
526 Bowen (2004), 見 Michaus et al. (2004), pp. 34-41. 
527 我國於 1990 年 1 月 1 日依據 GATT 第 33 條規定，以在對外貿易關係上具自主權地位的「台灣、

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向 GATT 秘書處提出入會申請，歷經多年努力，終於在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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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原則及有效管理有機產品進口的進口機制。此處即以歐盟、美國及日本三個

有機產品進口量較高的國家為例，說明其制定的進口機制及執行情形。 

 

第二項  歐盟進口規範 

第一款  概述 

 

歐盟有機規則第 11 條為「進口」專章，其規定的進口機制主要有三種，第一

種為有機法規(包括有機標準及認驗證體系)與歐盟有機規則同等效力

(Equivalence)528的國家，此等國家可列入「第三國家名單」，其國內所生產且經驗

證合格的有機產品，可進口至歐盟境內市場銷售529。第二種為國家有機法規效力

不及歐盟規則的國家，各會員國進口業者欲從此等國家進口有機產品時，必須事

前取得主管機關的個別核可530；此種進口機制是由進口有機產品的會員國進行個

別認定，而非由歐盟執委會進行認定。第三種是由執委會直接對第三國之驗證機

構進行認定並核可後，該驗證機構所驗證之第三國有機產品可進入歐盟市場銷售

531。進口有機產品進入歐盟後，必須受歐盟規則之約束。除了前述三種有機產品

進口機制，其他歐盟境外國家所生產或驗證的有機產品，皆不得以有機產品名義

於歐盟區域之市場上販售。此處擬進一步說明前述三種進口機制。 

 

第二款  進口機制 

                                                                                                                                               
完成各項雙邊與多邊入會經貿諮商。我入會工作小組於 2001 年 9 月 18 日舉行第 11 次會議，採認

我入會議定書及工作小組報告，ＷＴＯ第四屆部長會議於同年 11 月 11 日通過採認我國入會案，我

國由經濟部林前部長信義於 11 月 12 日代表我國簽署入會議定書。我入會條約案於 11 月 16 日經立

法院審議通過，陳總統於 11 月 20 日簽署我國加入 WTO 批准書，自批准日起 3 日生效(即 90 年 11
月 22 日)，我國乃於 12 月 2 日致函ＷＴＯ秘書長確認接受我國入會議定書。經過 30 天之等待期後，

我國於 2002 年 1 月 1 日成為ＷＴＯ第 144 個會員。見國際貿易局 (2005) 我國申請加入 GATT/WTO
之歷史記要。At 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311&CtNode=655 
528 Equivalence, 指另一系統所採用的標準及符合性評鑑與本系統間雖存有差異，但仍可達到本系

統的規範目的及水準。 
529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1(1) to (5). 
530 Regulation (EEC) 2092/91 §11(6). 
531 Regulation (EEC) 2092/9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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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經歐盟執委會核可之第三國家 

 

    歐盟制定的第一種進口機制為經歐盟執委會判定具有與歐盟有機規則同等效

力有機法規的國家，可列入「第三國家清單」。列名第三國家清單的國家所生產的

有機產品，只要符合該國有機規範並通過驗證體系之驗證，即可輸出至歐盟市場

以有機產品販售。 

    出口國得列名第三國家清單的要件共有兩項：(1)出口國有機產品所制定的有

機產製標準，與歐盟規則具同等效力；(2)出口國所制定的認驗證規範，與歐盟規

則具同等效力532。欲列名第三國家名單的出口國，必須向歐盟執委會提出申請，

由歐盟執委會依法定程序進行審核，執委會有權力要求申請國家提供可協助審查

的必要資訊與文件，並可派專員前往該國執行訪查，以確保其生產標準及認驗證

制度皆可符合規定533。 

    列名「第三國家名單」之出口國所生產之產品進入歐盟市場前，必須先取得

該國主管機關或驗證機構所核發之證書，證書內容應顯示產品所遵守的有機標準

及驗證作業皆與歐盟規則之生產標準及驗證規範有同等效力，證書正本應連同產

品一同運抵進口會員國的第一個產品安置場所，由產品進口業者保存兩年以上

534，以供備查。 

    歐盟 94/92 號規則為執委會評審出口國家是否可列入第三國家清單的程序細

則535，主要內容包括執委會應公布的第三國家名單資訊、申請國申請文件之內容、

執委會對申請國的審查權限等規定。為促進有機產品進口資訊之透明化，94/92 號

規則中明定「第三國家清單」所應記載的資訊內容536，包括出口國境內負責核發

                                                 
53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1(2). 
533 Council Regulation (EC) 2092/91 §11(5). 
534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1(3). 
535 Commission Regulation (EEC) 94/92 of 14 January 1992 laying down detailed rules for implementing 
the arrangement for imports from third countries provided for in Regulation (EEC) No 2092/91 on 
organic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dicating referring thereto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stuffs. 
536 Commission Regulation (EEC) 94/92 Regula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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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證書的權責單位537、該國境內執行驗證的驗證機構、生產單位或出口業者資

訊、以及進口產品類型。第三國家名單所列之驗證機構，僅可對同國境內生產者

所執行驗證，不可對其他國家生產者執行驗證。 

    為避免審核時間過長，執委會受理申請後必須於六個月內完成評審作業。申

請國提供資訊所使用之語言應為歐盟官方語言之一，申請國應提供的審查資訊主

要有四項538：(1)產品進口資訊：出口產品類型，若可估計輸入歐盟的產品數量，

應載明粗估的進口數量；(2)出口國所採取的有機操作標準：包括生產標準、核可

使用的有機資材、核可使用的加工品原料及資材；(3)出口國的認驗證體系資訊：

包括驗證機構資訊、驗證規範、核發進口證書的驗證機構資訊、對於有機標準及

驗證規範的監督及管理規範、以及預訂輸入至歐盟境內的加工業者及出口業者名

單以及生產者數量及栽培面積資訊；(4)申請國若曾接受獨立專員訪查其有機標準

及驗證體系的實際運作情形，應提供訪查報告。 

    審查過程中，執委會可要求申請國家進一步提供生產標準、驗證規範、實地

審查等相關資訊，必要時並可派任專員人員前往申請國家訪查，確保申請國確實

執行有機生產及驗證規定539。 

    經審查通過並列明第三國家名單之國家，若其有機法規或實際情況發生任何

變更時，應立即告知執委會，執委會應根據受理資訊更新第三國家名單中的相關

程序，若經審核後判定其變更無法再符合列名第三國家清單資格時，將予以除名；

若第三國發生變更卻未告知執委會，比照除名辦理540。另外，當執委會取得第三

國家的實際執行效力有不足或不符規定的相關資訊時，可要求第三國家提供實地

審查報告，或由執委會派專員前往審查，若該國未依規定提供資訊或經審核判定

                                                 
537 歐盟以外國家境內核發進口證書的單位，依各國規定而異。列名第三國家名單的國家，通常驗

證機構本身即可核發進口證書，但少數國家則由專責機關核發，例如紐西蘭規定必須由農業主管機

關統一核發出口證書。 
538 Commission Regulation (EEC) 94/92 §2(1) 
539 Commission Regulation (EEC) 94/92 §2(3). 
540 Commission Regulation (EEC) 94/9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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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規定，則取消其列名第三國家之資格541。 

    至 2006 年為止，列名歐盟第三國家清單的國家共有阿根廷、澳大利亞、哥斯

大黎加、印度、以色列、瑞士、及紐西蘭七個國家；茲以阿根廷為例說明第三國

家清單的資訊內容： 

國家名：阿根廷 

1. 生產類型：(1)初級作物及家畜產品，但不包括轉型期產品。 

          (2)食用加工作物及家畜產品，但不包括轉型期產品。 

2. 生產地：阿根廷境內生產的初級產品及加工產品原料。 

3. 驗證機構：SRL、OIA、Letis SA、Food Safety SA。 

4. 核發進口證書機構：同 3.所列機構。 

5. 有效期限：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 

 

第二目 對進口業者之個別核可 

 

第二種機制為各進口會員國之主管機關對進口業者進行個別核可，為非列名

第三國清單之國家所採取的主要進口機制，約有 90%的進口有機產品透過此等機

制進口。相較於「第三國家名單」，此等機制的審核權歸於各會員國的主管機關542。

負責從第三國家進口有機產品的進口業者，必須向進口所在會員國的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例如在英國，由農業部執行審核作業。進口業者欲取得主管機關的核可，

必須備妥足夠資訊及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文件內容應證明下列事項543：(1)

進口有機產品所遵循之有機標準及驗證規範與歐盟規則有同等效力；(2)確實依照

驗證規範執行各項驗證作業。 

原適用此項機制的進口產品，當其出口國經執委會審核通過列入第三國家名

                                                 
541 Commission Regulation (EEC) 94/92 §2(6). 
54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1(6) . 
543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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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且產品之生產類型及驗證機構皆列名於執委會公告的第三國家名單資訊所涵

蓋範圍後，無其他特殊事由下，原個別核可進口失其效力；但若產品之生產類型、

區域或驗證機構等不屬於國家名單所列資訊範圍，經會員國確認核可後，仍可持

續保有原個別核可進口之效力544。 

各會員個別審查並核可進口業者的進口申請後，依據歐盟規則「共同體自由

流通」規定545，原則上該產品可經由進口之會員國流通至其他會員國；但為避免

會員國對進口業者審查或核可可能發生重大瑕疵，法規中也制定相關規定保障其

他會員國及歐盟執委會的把關權力。依規定，核可進口業者之會員國應立即將受

理的相關資訊，包括生產、驗證作業等詳細資訊的相關文件，提供給執委會及其

他會員國；執委會及其他會員國認為原核可有疑慮時，可提報執委會會議重新審

議，若經審議後判定原核可之進口業者不合規定，則執委會可要求原會員國撤銷，

或要求原進口業者於期限內修正。 

 

根據前述「進口業者必須向主管機關出具足夠證明進口產品遵循之規範與歐

盟有機標準及驗證有同等效力」，條文中並未明訂產品應採取何種評鑑機制546，實

際執行產品的核可審理作業時，主管機關通常是以進口產品之驗證機構、生產者、

製備者、出口者及進口者為主要審理項目，對於核可案件中微小的變更，例如進

口者僅增加進口同一生產者所生產產品時，主管機關通常會直接將新的項目納入

核可產品的範圍內；但若有重大變更，例如驗證機構、生產者、出口主有異動時，

主管機關則會重新審理進口申請並重新核發證書547。主管機關審查的項目中，近

來已轉向以「進口產品驗證機構的驗證能力」作為最重要的審核依據548，由進口

會員國之主管機關對驗證機構進行最終核可及定期監督。驗證機構通常可透過三

                                                 
544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1(6)(2). 
545 Council Regulation (EEC) 2092/91 §12 “Free movement within the Community….” 
546 評鑑機制係指判定有機產品是否符合歐盟規則所採取之方法，例如產品應通過歐盟會員國主管

機關認證合格驗證機構之驗證，即為一種評鑑機制。 
547 Barrett et al. (2002) 
548 陳世雄 (2004) At http://www.tari.gov.tw/霧峰總所/永續農業協會/建立永續發展的農業產銷體系

研討會專刊/有機農業的管理法令.pdf 



 

 196

種認證機制取得會員國主管機關之核可549：(1)由歐盟會員國主管機關認證合格之

驗證機構；(2)出口國主管機關取得歐盟會員國主管機關之認可後，於該出口國境

內所驗證通過之驗證機構；(3)由歐盟會員國主管機關認可之獨立專業第三公正人

所驗證通過之驗證機構。至於驗證機構的認證資格，通常以驗證機構是否符合 ISO 

Guide 65 為最重要的審查項目550，例如英國即是551。 

目前實際運作驗證機構包括總部設立於會員國境內之驗證機構於出口國家當

地設立驗證機構分部，或總部設立於出口國之當地驗證機構。若為第一類總部設

於歐盟境內之驗證機構，依據歐盟有機規則自應受到會員國主管機關之監督，若

為第二類驗證機構，會員國必須監督該機構之運作符合歐盟有機標準及驗證規

定，例如在英國，由農業部負責審理及監督。 

相較於第三國家清單的進口機制，此等授權由各會員國針對個別申請案執行

審核，而非由執委會統一審理，因此不同國家授權時所要求的證明或授權的有效

期限，在符合歐盟規則基本規定下，存有差異。另外，每個進口者對於一種進口

產品，都必須取得個別的授權，因此不同國家的同種進口產品、或是相同國家但

是不同種進口產品，仍必須個別取得授權。 

 

第三目 經歐盟執委會核可之驗證機構 

 

    歐盟規則第 11 條第 7 項規定，允許會員國對其他國家的驗證機構執行初步評

估後，提請執委會根據法定程序認可該驗證機構，並將之列入第三國家清單中的

驗證機構名單中。此等機制下，執委會並非審查其他國家所採行有機法規或認證

                                                 
549 Kommerskollegium (2003) At 
http://www.kommers.se/upload/Analysarkiv/In%20English/Market_access_for_organic_agriculture_prod
ucts.doc 
550 Bowen (2004) Current mechanism that enabl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organic products, 見 Michaud et 
al. (2004), pp.35. At 
http://r0.unctad.org/trade_env/ITF-organic/publications/Complete%20Harmonization%20Book%20Vol%
201.pdf 
551 見英國農部 Defra 官方網站公告之「有機產品進口問答錄」。網址: 
http://www.defra.gov.uk/farm/organic/imports/importsfaq.htm 



 

 197

機關的效力，而是直接對驗證機構執行認證。 

 在實際執行上，初步評估係指會員國出具詳細相關資訊及進行書面資訊審核

遞交與執委會，由會員國進行實地審查等進一步的審核作業，會員國不須對驗證

機構執行實地審查。 

對於非列名第三國家的出口國，凡由經執委會核可之驗證機構所驗證之有機產

品，即可進入歐盟國家販售，不需「對進口者之個別核可」每項產品都必須依繁

複的申請程序提出申請或每隔一段時間就須重提申請，因此有利於出口國的長期

生產與出口552。然而，至 2003 年為止，只有一家驗證機構通過執委會核可，因此

各會員國並不以之為主要的進口機制。 

 

第三款  進口證書之規定及內容 

 

    根據歐盟有機規則本文中之授權，執委會於 2001 年公告「有機產品進口證書

之執行細則」規則553，適用對象包括透過「第三國家清單」及「對進口業者之個

別核可」機制進口之有機產品。規則內容包括證書之內容、進口產品之審查程序

及相關規定，內容分述如下。 

(1) 進口證書之內容：進口證書內容以附件方式制定「進口證書範本」，內容區分

為「進口產品基本資訊」及「進口產品通過進口國權責機關檢查程序時所簽署

的證明」兩部分。「進口產品基本資訊」的內容包括：核發證書之機構名、進

口產品適用的進口機制(第三國家清單或會員國個別核可)、證書之編號、產品

核可編號、出口業者名稱及地址、驗證機構名稱、產品之生產者名稱及姓名、

出口國家及進口國家、第一個承接進口產品業者的名稱及地址、進口者名稱及

                                                 
552 Kommerskollegium (2003) At 
http://www.kommers.se/upload/Analysarkiv/In%20English/Market_access_for_organic_agriculture_prod
ucts.doc 
553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1788/2001 laying down detailed rules for implementing the provisions 
concerng the certificate of inspection for imports from third counties under Article 11 of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092/91 on organic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dicating referring 
thereto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stu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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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產品名稱、產品批號、產品重量或容量。第二部份內容包括核發證書之

機構的簽章、核可進口產品之主管機關之簽章、負責審查進口產品證明文件之

權責機關之簽章、以及第一個承接進口產品業者之簽章。 

(2) 出口國對於進口證書之核發規定：對於適用第三國家清單之國家，必須由國家

清單資訊上所列名之權責單位(如主管機關或驗證機構)核發，對於適用「會員

國對進口者個別核可」之國家，則須由經進口會員國之主管機關核可之驗證機

構核發554。負責核發進口證書之驗證機構，核發前必須審查進口產品的相關文

件，包括產品的生產作業、出口文件、產品資訊等文件，並應在出口作業前實

際審查產品之狀況，確保其符合歐盟規則之出口規定；核發證書時，負責機構

必須發給進口證書編號，並留存證書核發的註冊記錄。 

(3) 證書所使用之語言：出口國所核發進口證書所使用的文字，除了標章或圖樣標

幟外，其他內容必須使用第一個進入國家的官方語言書寫，若產品要流通至其

他會員國，該會員國主管機關可要求提供該國使用的官方語言。產品之證書應

以正本為之，但進口國內之進口業者或第一個承接進口產品之業者，在履行驗

證作業時，可提供副本給執行驗證的驗證機構。 

(4) 適用「會員國對進口產品個別核可」機制的進口產品，由於是由各會員國主管

機關各別核可，為確保產品之生產確實經過主管機關之核可，此等產品的進口

證書上，必須經核可進口之會員國專責機關的簽章；但產品進口業者若已持有

由主管機關對該進口產品所核發之核可證明文件，由於具備足夠證明該進口產

品已確實受到主管機關之核可，則可省略由主管機關於證明書上另外簽章之程

序；前述證明文件應包括進口者資訊、出口國家、核發證書及驗證機構之證明、

產品名稱。 

    進口證書中有主管機關之核可證明資訊，對於進口證書的審查及進口產品

在會員國間的流通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會員國除了歐盟國家共通的「第三國家

                                                 
554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1788/2001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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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中所列名國家外，不一定具有其他會員國個別認可之其他驗證機構之資

訊，因此必須以核可會員國之簽章或證明文件作為審查之依據。 

(5) 進口產品抵達進口國家後，經權責機關檢查各項證明後，必須簽章。 

(6) 進口國第一個接收產品之業者，必須通過國內驗證機構之驗證，於檢查進口產

品之各項證明無誤後，必須簽章。 

     

第三項  美國進口規範 

 

OFPA 法案規定，經農業部認定具有與美國有機規範相同標準及審查監督系統

的進口產品，可標示為有機或以有機名義販售555。根據規定，NOP 法則「認證」

專章中制定三種進口機制：(1)經農業部認證合格的國內外驗證機構所驗證合格的

有機產品，可進入美國市場販售556。(2)出口國官方機關所執行之認證效力經農業

部認可後，其所認證之外國驗證機構所驗證核可之產品，可進入美國市場銷售557；

(3)經農業部與他國協商後，判定他國所採行之有機法規與美國有機法規具同等效

力558。另外，相較於歐盟規定，美國 NOP 法則中並未制定詳細的評審程序或進口

證書等細則規定，而是由農業部令以行政公告方式公佈相關程序，目前已公告「同

等效力認定程序」559。美國三種進口機制的規範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款  經 USDA 直接認證之驗證機構 

 

    選擇由 USDA 直接認證之驗證機構，必須告知 USDA 其執行驗證之國家所在

地及產品類型。無論是美國或國外驗證機構，皆可向 USDA 提出申請成為 USDA

                                                 
555 7 U. S. C. §6505(b). 
556 7 C. F. R. §205.500(a).                                         
557 7 C. F. R. §205.500(c)(1). 
558 7 C. F. R. §205.500(c)(2). 
559 NOP (2007) Equivalence Determination Procedures. At 
http://www.ams.usda.gov/NOP/NoticesPolicies/NOP5004EquivalenceDeterminationProcedures01-05-07.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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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其組織運作、採行之生產標準及驗證規範，皆必須遵守 NOP

法則規定，不可自行制定其他標準，因此其所申請驗證的產品範圍，必須限於美

國國家有機標準之產品類型，包括作物、家畜產品、野生作物、加工產品；驗證

機構也必須承認其他經 USDA 認證之驗證機構所作成之驗證決定。 

 

第二款  經 USDA 認可之國外官方機關 

 

他國之驗證組織，除了由 USDA 直接認證外，NOP 法則尚提供另一種驗證機

構的認證機制，允許由出口國之主管機關直接對該國之驗證機構進行認證。採用

此種機制的國家，出口國之認證機關必須採行符合美國有機法規的認證規範，由

該國之政府向 USDA 提出申請並經評定合格後，其所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即受

到 USDA 之認可。由於認證機關之認證規範必須符合美國國家有機法規，因此驗

證機構之組織運作、採行的生產標準、驗證規範等，皆必須完全符合美國有機標

準之規定。 

    目前經 USDA 認定具有執行符合 NOP 法則認證作業的國家有加拿大、丹麥、

以色列、紐西蘭、魁北克、西班牙、以及英國560。 

 

第三款  第三國國家法規與美國法規具同等效力 

 

    他國所採取之有機法規，經與 USDA 協商並經 USDA 判定與美國法規具有同

等效力後，該國驗證合格之有機產品可進入美國市場銷售。「同等效力國家有機法

規」機制與前兩種進口機制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前兩種進口機制下的認證、驗證、

產品生產等規範，皆必須完全遵守美國標準之規定，而採用「同等效力國家」機

制之國家，主管機關可依照其自定的國家法規執行驗證機構之認證、有機產品之

                                                 
560 見 NOP, Imported Organic Agriculture Products. At 
http://www.ams.usda.gov/nop/NOP/TradeIssues/importedorgan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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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與驗證等作業，而不須以美國有機法規為標準。 

    目前與美國進行「同等效力」協定的國家有歐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亞561，

不過目前尚未有任何國家與美國達成協定562。 

 

第四項  日本進口規範 

 

JAS 法令定有三種有機產品進口至日本之進口機制，第一種是由日本驗證機構

對出口國生產之有機產品執行驗證；第二種是由經日本主管機關認證合格之他國

驗證機構(Registered Overseas Certification Organization, 簡稱 ROCB)，對出口國生

產有機產品執行驗證；第三種為「與日本有機法規具同等效力之他國」中經驗證

合格之有機產品。 

 

第一款  具有與日本有機法規同等效力之第三國 

 

    經主管機關並判定具有與日本 JAS 規範相同效力的國家所生產之有機產品，

可適用該國的有機生產標準及驗證規範，經驗證合格後，必須取得該國主管機關

所核發之證書，連同產品運抵日本。使用此等機制的有機產品，在他國完成驗證

後，尚不得張貼日本 JAS 有機標章，必須待產品進入日本後，先由經日本驗證機

構驗證合格之進口業者負責承接後，進行進口證書及相關資訊之審查，審核合格

後再於產品張貼 JAS 有機標章，始可進入日本市場以有機產品販售563。此等具有

與 JAS 同等標準有機規範的國家，與歐盟規則中所稱列名第三國家名單者相似。 

    至 2005 年為止，經公告與日本有機法規具同等效力的國家包括愛爾蘭、美國、

英國、義大利、澳洲、奧地利、荷蘭、瑞士、希臘、瑞典、西班牙、丹麥、德國、

                                                 
561 見 NOP, Imported Organic Agriculture Products. At 
http://www.ams.usda.gov/nop/NOP/TradeIssues/importedorganic.html 
562 Crucefix (2007) At 
http://r0.unctad.org/trade_env/ITF-organic/publications/UNCTAD_DITC_TED_2007_1.pdf 
563 JAS Law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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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法國、比利時、葡萄牙、及盧森堡564。 

 

第二款  經日本驗證機構驗證合格之產品 

 

他國之有機操作者欲將有機產品出口至日本，可向日本境內經日本主管機關

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申請驗證，經驗證合格後，該操作者可逕行執行產品的分級

作業後，自行張貼日本 JAS 有機標章，並進入日本市場銷售，不須再另外由進口

業者執行分級作業及張貼 JAS 有機標章。在實際執行上，日本驗證機構可與他國

境內之驗證機構簽定「驗證作業委託契約」，將該國之驗證工作委由該驗證機構執

行；受委托之驗證機構通常必須經該出口國官方機關認證合格或具備國際認證(如

ISO Guide 認證)，日本驗證機構必須負有監督管理之責565。 

 

第三款  經日本主管機關認證之外國有機驗證機構所驗證之產品 

     

    他國之有機操作者除了向日本驗證機構提出驗證申請外，也可向經日本主管

機關認證合格之外國有機驗證機構申請驗證，經驗證合格後，可逕行執行產品的

分級作業及張貼日本 JAS 有機標章。JAS 法令對於國外有機驗證機構之認證要件

及申請程序，大多與日本驗證機構適用相同之規定。國外有機驗證機構除了對其

所在國家的有機生產者執行驗證外，可向日本主管機關申請執行其他國家(日本除

外)的驗證作業，並不限於驗證機構總部所在國家；也可將驗證作業委由其他具備

相同認證要件的驗證機構執行。 

 

第五項  小結 

                                                 
564 JAS Minister Ordinance §37. 
565 Bowen (2004) Current mechanism that enabl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organic products, 見 Michaud et 
al. (2004), pp.37-41. At 
http://r0.unctad.org/trade_env/ITF-organic/publications/Complete%20Harmonization%20Book%20Vol%
2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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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歐盟、美國、日本所制定的進口規範主要有兩種機制，第一種為「出口

國有機法規與本國有機法規具同等效力」的規範機制，適用此等機制之進口國，

其有機法規不一定與本國完全相同，但其規範效力已被國內權責機關評審且認定

為具備與國內有機法規同等效力，因此該國驗證系統所驗證合格之有機產品，可

直接進入至本國市場上銷售。目前歐盟及日本皆已有審核通過適用此等機制之第

三國，美國則尚未核可任何國家適用此等機制。 

第二種機制為「由本國認證機關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或「經進口國主管機

關認可之認證機關所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在出口國所驗證合格之有機產品」，採

用此等機制的驗證機構所採行的有機標準及驗證規範皆必須完全符合進口國的有

機法規，在出口國地區由此等驗證機構所驗證合格之產品，可進入進口國市場販

售。歐盟採用的「對進口者之個別核可」、美國及日本採用的「由國家認證機關直

接認證之國內外機構所驗證之產品」、美國採用的「經 USDA 認可之國外官方機關

認證能力」，皆屬此等原則。 

 

第六項  台灣規範現況與可參考之設計 

     

    在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通過以前，主管機關缺乏明確的法

律授權對國內進口有機產品加以管制，造成國內進口有機產品無法可管，標示不

清、標示不實、魚目混珠等情況屢見不鮮，不但無法保障消費者權益，竟也使一

般掌握資訊不足的消費者認為進口有機產品就是有保證，進而對國內有機產品造

成不公平的競爭衝擊。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本項簡稱本法)通過後，其第六條

明定「進口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須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國家或國際有機認證機

構認證之驗證機構驗證及中央主管機關之審查，始得以有機名義販賣」，使主管機

關有明確權責對國內進口有機產品加以管制，未來勢將逐漸改善進口產品紊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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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農委會已根據本法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進口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管

理辦法」，包括「總則」、「進口審查與管理」、「標示及標章」共三章規定，規範範

圍已大致完整，本文僅針對辦法中有缺乏之處進行討論與提出建議。 

    辦法第二條明定我國所採取的有機產品進口機制，第四條為審理申請案件之

程序。依第二條規定，經我國與他國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法人與國際有

機認證機構，簽訂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認證相互承認協定或協議者，該國際機構

或該國認證機關所為之認證效力可獲得我國承認，經其認證之第三國驗證機構所

驗證合格之產品，可進入我市場販售。依文義解釋，我國所採取之進口機制應屬

「認可他國或國際認證機構之認證效力」，與美國「經 USDA 認可之國外官方機關

認證能力」機制相類似。惟美國對於認證機構的申請要件定有明確規定，認證機

構執行的驗證作業必須符合 NOP 法則，而我國規範中僅明定「相互承認協定或協

議」，但對於進行相互承認協定或協議時的依據卻未無任何說明，因此對於國際或

他國之認證機關構，究應要求其採用我國之驗證規範，或採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定具同等效力的方式，則留有模糊空間。針對前述缺失，本文認為應修補此項立

法疏漏，明文訂定我國對他國認證機構進行效力認定時的具體依據。 

    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僅提供前述單一種進口機制而略顯不足。依 WTO 規

定，本國應提供足夠的機制供其他國家所生產符合本國規範的產品進口，尤其是

「技術性法規同等效力原則」，因此各國皆訂有「第三國有機法規與本國具同等效

力」規範。觀草案目前的內容，並未制定符合「技術性法規同等效力原則」的進

口機制，未來台灣實施進口規範後，若僅採取目前制定的單一種進口規範，恐將

面臨是否違反 WTO 規範的情況。若僅依前述草案單種進口規範，強加套用於「第

三國有機法規具同等效力」之審查，也因欠缺制定對第三國法規的具體評估規定，

而可能造成審核過程中發生爭議。因此本文建議應增訂「第三國有機法規同等效

力」機制，並可參考歐盟規定，明定具體的審查要件、評估準則、以及審理程序，

以期落實對進口產品的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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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述兩種機制，各國皆訂有「由本國認證機關逕行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所

驗證之產品」進口規範，我國辦法未制定此等機制，雖未直接與 WTO 規範發生牴

觸，但本文建議主管機關可依未來進口產品的管理及市場情況，斟酌相關機制之

增修訂。 

另外，從各國的有機產品進口規範可知，各國對於出口國所制定之有機法規

或認驗證機構所採行之認驗證規範有相當嚴謹的要求，因此建立國內健全且認驗

證體系能與其他國家接軌之有機農業法規，實為我國有機產品未來進入國際有機

市場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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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有機農業政策 

第一節  概述 

 

    制定政策支持有機農業發展，有三個主要原因566：(1)有機農業具備「公共財」

價值：有機農業具有對環境有益、有助農村發展、以及其他社會利益功能，但公

共財價值無法適當的反應在產品價格上，因此由政府提供資金補貼。(2)扶植幼嫩

期產業：消費者對有機產品的需求愈來愈提高，生產者也有相當高的興趣，但有

機農業及產品占整個農業及市場結構的極小部分，無法滿足大眾需求，應由政府

支持有機農業的初步發展以提升有機種植面積；(3)矯正市場失靈：有機產品的市

場需求雖高，但從事有機生產的生產者卻少，以經濟學角度觀之，此為「市場失

靈」現象567，即有機產品市場為一個沒有效率的市場，因此應由政府以公共政策

適當干預，以矯正市場失靈現象。 

    在全球有機農業發展歷程中，歐盟國家為最早由政府制定政策支持有機農業

發展的國家，因此歐盟有機農業政策，在全球居領導地位。美國有機農業政策發

展較晚，但國內對有機生產的需求成長快速，因此在市場機制推動下，政府已陸

續採行相關支持政策，並於研擬中的「2007 農業法案」增列多項有機農業政策。

相較於全球其他地區，歐盟及美國的國家有機農業政策具有領先及指標性作用，

因此本章擬以歐盟及美國兩國所採取的國家有機政策為討論主軸；另外，此處亦

將概略說明日本正研擬中的「有機農業促進法」草案內容。透過對政策進步國家

的瞭解，作為我國制定有機農業發展政策的參考。 

 

第二節  歐盟有機農業政策 

                                                 
566 Lampkin (2002) At 
http://www.organic.aber.ac.uk/library/policies%20for%20organic%20agriculture.pdf 
567 透過市場機能運作下，仍無法達到經濟效率，便稱為市場失靈；市場失靈的形成主因有：市場

獨占、外部性、公共財、以及資訊不對稱。見楊雲明(2002)，頁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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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地區有機農業政策的發展同時受到歐盟及各會員國國內政策的影響。歐

盟政策對於各會員國有強制性，各會員國必須依此制定相關的國內政策，因此歐

盟政策扮演引導歐盟國家有機農業發展的關鍵角色；但另一方面，各會員國可在

允許範圍內依國家立場及國內情勢彈性制定政策內容，因此各國有機農業發展仍

存有相當差異。本節第一項擬先說明歐盟有機農業政策之發展與演進；第二項再

以奧地利、丹麥、德國、及英國四個歐盟會員國為例，探討各國有機農業政策的

沿革及有機農業的發展趨勢，藉此了解有機農業政策對國家有機農業發展的影響。 

 

第一項  歐盟有機農業政策之發展 

 

    在歐盟層級，有機農業政策的發展有兩個重要的里程碑，第一個里程碑是 1992

年歐盟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以下簡稱 CAP)改革，制定有機農

業補貼措施，第二個里程碑是 2004 年制定「歐盟有機農業與食品行動計畫(European 

Organic Food and Farming Action Plan, 以下簡稱「歐盟有機行動計畫」)。以此兩個

里程碑為分隔點，可將歐盟有機農業政策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992

年以前的「歐盟共同有機農業政策前時期」，此時期雖有部份會員國已制訂國家有

機農業政策，但歐盟尚未提出共同的有機農業政策。第二階段為 1992 年至 2004

年間的「CAP 有機農業補貼措施時期」，歐盟在 1992 年進行 CAP 改革，將環境補

貼納入 CAP 中，會員國必須依規定制定包括有機農業補貼在內的措施；此階段的

政策主要提供農民轉型有機農業的經濟誘因，從生產面推動有機農業發展，是為

早期主要的有機農業政策。第三階段為 2004 年制定歐盟有機行動計畫以後的「有

機農業行動計畫時期」，此時期的有機農業政策延續第二階段的 CAP 有機農業補

貼措施，但進一步擴增為整合性的政策，施政重點擴大至有機法規、有機消費市

場發展、資訊宣導、以及研究等面向，期待透過全面性的發展，提升有機消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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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及推動更多農民或業者投入有機生產行列。 

 

第一款  歐盟共同有機農業政策前時期568 

 

    在 1992 年以前，歐盟 CAP 政策的主軸為「加強歐洲地區糧食供應充足(即糧

食安全)」，其政策以價格補貼措施為主，獎勵農民從事高量產的農業生產，並以單

位面積產量作為補貼基礎。此時期 CAP 未針對有機農業制定補貼措施，因此有機

農民幾乎難以從 CAP 獲得較優惠的補貼。然而，已有部分國家意識到有機農業具

有多元農業功能，因而制定國家有機農業補貼政策，例如丹麥在 1987 年時首度制

定有機農業政策，包括有機農業轉型期補貼、有機農業推廣及資訊推廣等相關措

施，是最早提供有機農業補貼措施的歐洲國家。德國於 1989 年依據歐盟 4115/88

號規則569制定有機農業轉型期補貼措施，法國及盧森堡也於 1992 年根據該號規則

制定小規模的有機農業補貼措施；4115/88 號規則主要是對粗放式農業生產提供補

貼，尚未強制各會員國據此提供有機農業補貼措施，留由各會員國自行決定是否

根據該號規則提供有機補貼。 

    其他國家如奧地利、瑞典、芬蘭，在加入歐盟前也已陸續制定有機農業轉型

期補貼措施，其中瑞典及芬蘭還訂定技術諮詢的支持措施，瑞典更是首度對有機

農民轉型期後提供持續補貼的國家。 

 

第二款  共同農業政策(CAP)有機農業補貼措施時期 

第一目  CAP 沿革與有機農業補貼措施的發展 

 

    前款提及 1992 年以前 CAP 的目標為獎勵農民從事高產量的農業，雖然早期

確實有效達到政策目標，然而卻也衍生了高產量生產所造成的問題，包括糧食過

                                                 
568 Lampkin (2003), pp.313-326. 
569 EU Commission (1988), Commission Regulation (EEC) No. 4115/88 of 21 December 1988 laying 
down detiled rules for applying the aid scheme to promote the extensification of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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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環境破壞、食品安全等。為解決前述問題，1980 年代以後部分會員國開始制

定「農業—環境措施」，提供補貼給從事對環境友善農業操作的農民，以彌補農民

因從事對環境友善的農業生產所需的較高成本或是因產量降低所造成的利益損

失。受到會員國政策的啟發，1992 年歐盟於當時的 CAP 主架構外增訂歐盟 2078/92

號規則—「農業—環境措施」570。2078/92 號規則生效後，各會員國必須依規定制

定相關國家法律與政策。此次 CAP 修訂稱為「1992 CAP 改革」，其主要內容為對

從事有益環境農業操作的農民提供直接給付(以種植面積或牲頭數目為補貼基礎，

而非以產量為補貼基礎的價格補貼)；自此，CAP 逐漸轉向鼓勵農民從事非高產量

且對生態環境有益的農業生產571。 

    由於有機農業具有對環境友善及保存自然資源與農村地景的多項功能，符合

農業—環境措施的目標，因此 2078/92 號規則明定各國必須制定有機農業補貼措

施；此為歐盟首度於歐盟層級上制定的共同有機農業政策，亦開啟歐盟地區全面

支持有機農業發展的局面，奠定有機農業在歐盟農業政策中的重要性。 

2078/92 號規則公告實行後，已定有有機農業補貼措施的會員國便根據該號規

則制定新的有機農業補貼措施，取代原有的相關措施；原先未制定有機農業補貼

措施的國家，也開始著手擬定有機農業補貼措施。大部分的會員國於 1994 年開始

實施新的有機農業補貼措施，奧地利、芬蘭、瑞典於 1995 年加入歐盟後，也依規

定制定新的有機農業補貼措施，希臘及西班牙則於 1996 年首度執行572。大部分會

員國以制訂統一的國家層級有機補貼政策為主，但部分會員國除了國家型政策

外，國境內不同區域亦會制定不同的地方補貼政策573。 

    1999 年 3 月，為因應未來新成員國加入的衝擊及發展局勢，歐盟各會員國領

袖共同制定 2000 年至 2006 年的新歐盟政策，調整原政策方向及制定新的歐盟經

                                                 
570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078/92. 
571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a). At http://ec.europa.eu/agriculture/publi/reports/agrienv/rep_en.pdf 
572 Lampkin (2003), pp.313-326. 
573 為因應不同區域間環境及地理環境的差異，會員國可自行決定制定全國性或區域性的農業— 
環境措施，使農業環境措施可達到最佳的環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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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運用架構，此次大規模改革所制定的政策稱為「2000 年議程(Agenda 2000)」574。

2000 年議程的重點之一為 CAP 的大規模改革，本文稱之為「2000 年議程 CAP 改

革」575。此次改革重整 CAP 架構，重整後 CAP 架構由兩大支柱組成576：第一支柱

為「市場支持計畫(即價格支持政策)」，為 CAP 改革前的政策主軸；第二支柱為新

制訂的「農村發展計畫」，其法源依據為 1257/99 號歐盟規則577。1257/99 號規則中

明定的重要措施主要涵蓋下列四項，會員國可利用這些措施提供有機農民相關協

助： 

(1) 支持農村建設及協助年輕農民留在農村創業的補貼措施； 

(2) 鼓勵農村結構及農村活動多元化的補貼措施，包括農民專業訓練、提供農產品

加工及行銷投資支持等措施。 

(3) 納入 1992 年 2078/92 號規則中的各項措施，包括農業—環境措施、獎勵農民提

早退休補貼措施、造林補貼措施； 

(4) 劣質生長地區補貼措施、生產優良品質農產品之補貼措施。 

     

    「農村發展計畫(即 1257/99 號規則)」取代原來的 2078/92 號規則，成為各國

制定農業—環境措施的主要法源依據。配合新 CAP 的實施，各會員國於 1999 年

開始制訂國家「農村發展計畫」，並於農村發展計畫下制定「農業—環境計畫」578，

其中包括有機農業補貼措施；此後，農村發展計畫中下的「農業—環境計畫」成

為各會員國提供有機農業專屬補貼措施的主要政策。 

                                                 
574 2000 年議程的政策改革重點包括：(1)延續 CAP 在 1988 年至 1992 年間新制定的農業政策，提

升農民的競爭力、重視農業與環境議題、確保公平的農民收入、精簡 CAP 相關的法律規範；(2)調
整歐盟經費運用結構，加強歐盟經費運用效率及因應未來歐盟會員國增加的需求。見 European 
Commission: Agenda 2000. At http://ec.europa.eu/agenda2000/index_en.htm 
575 與 2000 年之前的 CAP 相較，此次「2000 年議程 CAP 改革」具有下列幾項新特點：(1)持續降

低價格補貼措施；(2)增加直接給付措施；(3)精簡 CAP 的相關法規、(4)分權化：因應各區域農業環

境不同，會員國可在符合規定範圍內自行彈性制定農業政策；(5)加強制定與生產脫鉤及與環境議

題掛鉤的補貼政策；(6)整合非農業部門經費共同建設農村。 
576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At http://ec.europa.eu/agriculture/envir/index_en.htm 
577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1257/99 of May 1999 on support for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European Agricultural Guidance and Guarantee Fund and amending and repealing certain regulation. 
578 農業—環境措施包含多種與環境相關的補貼措施，例如休耕補貼、造林補貼、有機農業補貼等，

因此集合各種農業—環境措施的政策稱之為農業—環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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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7 月，為因應歐盟東擴及 WTO 新回合農業談判的內外壓力，以及改

進 CAP 的執行成效，歐盟執委會進行「2000 年議程 CAP 改革之中程評估」作業

及發表評估報告，並提出多項 CAP 改革構想。經過與歐盟理事會一年的協商後，

理事會於 2003 年 6 月通過新的 CAP 改革方案，稱為「2003 年 CAP 改革」。此次

改革仍維持 2000 年議程 CAP 改革時的主要架構，即第一支柱的市場支持政策與

第二支柱的農村發展計畫，但大幅度調整補貼的內容，包括持續調降對市場支持

政策中相關措施的支持，以及修訂農村發展政策(即 1257/99 號規則)的內容，提高

對農村發展計畫中相關措施的支持金額。此次 CAP 改革的重點內容為579： 

(1) 改變直接給付方式，實施單一給付制度：將原先以種植面積或牲畜數目為

計算基礎的直接給付，轉變為與生產脫鉤(decoupling)的單一給付； 

(2) 調降市場支持政策中的價格補貼政策； 

(3) 申領補貼者應符合交叉配合(Cross-compliance)原則：申請單一給付制度的

農戶，必須同時遵守環境、食品安全、動物健康及動物福利標準的相關法

規。 

     

2003 年 CAP 改革持續加強對環境及食品安全等公共利益的要求、將給付與生

產脫鉤的轉變，皆有助於有機農業補貼措施的制定；另一方面，有機農戶原先申

領的補貼即非以價格補貼政策為主，因此調降市場支持政策對有機農戶並無明顯

影響。整體而言，2000 年及 2003 年兩次 CAP 改革對於有機農業補貼措施所發生

的影響是正面的580。 

    2000 年以後歐盟各會員國的有機農業補貼措施，主要是以 1257/99 號規則為

法源依據；至於原申領依 2078/92 號規則所制定有機補貼措施的有機農戶，則延續

至契約到期後，可再申請新的補貼措施。平均而言，各會員國依據 1257/99 號規則

                                                 
579 韓寶珠 (2005) 
580 Häring et al. (2004), pp.v. 



 

 212

所提供的有機農業補貼金額較 2078/92 號規則為高581。 

    補貼措施的執行方式，通常由政府與農民簽訂契約，申領給付的有機農民必

須承諾其所執行之生產必須達到一定成果，契約年限通常以五年為一期。有機農

業補貼的內容通常包括「轉型期補貼」及「轉型後持續補貼」，除了英國及法國僅

提供轉型期補貼外，其他會員國皆同時提供轉型期及轉型期後持續補貼；不過英

國已於 2004 年後開始納入轉型期後持續補貼。補貼金額的制定主要考量兩項因

素：(1)補償農民轉型有機生產時的收益損失582，以及(2)藉由補貼金額獎勵農民轉

型生產，提供經濟誘因。各會員國所提供的補貼金額有相當大的差異，例如奧地

利、丹麥提供較高補貼金額，而英國在 1994 年至 1999 年間所提供的補貼金額則

甚低，至 2000 年後才提高補貼金額，因此，即便在共同的歐盟 CAP 之下，有機

農業發展在各會員國間仍存有差異。本節第二項將以四個歐盟會員國家為例，詳

細說明補貼政策之內容與造成的影響。 

 

第二目  有機農業補貼措施對有機農業發展的影響 

 

     1992 年後，CAP 政策重點由價格補貼逐漸轉向與環境相關的直接給付補貼，

對有機農民而言是相當有利的政策發展方向583。2001 年，歐盟區域中各會員國內

領有政府依據 2078/92 號規則或 1257/99 號規則所提供的有機農民專屬補貼的有機

農戶，佔該國內總有機農戶數的比例平均為 62%，其中多數會員國的有機農戶中 

(例如奧地利、丹麥、芬蘭、德國等國家)領有補貼者比率偏高，僅有法國及義大利

領有補貼者偏低，顯示補貼政策確實有助於提升國內有機農戶數目及有機生產面

積584。在經費方面，2001 年整個歐盟區域依據 1257/99 號規則所提供的有機農民

                                                 
581 Häring et al. (2004), pp.3-6. 
582 因為在轉型期第一年所生產的產品尚不得以轉型期有機產品販售，農民無法獲得有機食品所帶

來的較高利潤。再者，轉型過程中由於農場環境的急遽改變，會造成作物收成較大損失，因此提供

適當補助可以降低農民損失的程度。 
583 Häring, (2001). 
584 Häring et al. (2004) Organic Farming in Europe: Economics and Policy Volume 11, 見 Dimitri and 
Oberhotzer (2005). At http://www.ers.usda.gov/publications/WRS0505/wrs05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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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經費達 2 億 7000 多萬元，佔同年 1257/99 號規則下各項農業—環境措施總和

的 15%；2078/92 號規則提供的有機農民補貼措施經費也高達 2 億 5000 多萬歐元。

由此看來，歐盟 CAP 的農業補貼政策提供有機農民相當大的經費支持。另外，一

項由德國聯邦農業研究中心對各歐盟會員國農民從事轉型意願的訪談研究顯示，

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有機農業補貼為決定是否轉型有機生產的重要因素585。 

    歐盟有機農地面積從 1992 年的 63 萬公頃增加到 2004 年的 530 萬公頃，占農

地面積比例從 1992 年的 0.5%增加至 2004 年的 3.6%586，提高 8 倍之多，並且預期

未來仍會持續上升，顯示各會員國透過歐盟 CAP 所制定的有機補貼措施以及其他

有機農業發展政策確實能有效促進國內有機農業的發展。 

    觀察歐盟有機農地面積從 1992 年 CAP 有機農業補貼措施實施後的成長趨

勢、有機農戶申領有機補貼措施所占的比例、以及有機補貼措施支出經費的情況，

顯見有機農業補貼政策，在推動有機農業發展上有其重要性。 

 

第三款  有機農業行動計畫時期 

 

    歐盟或歐洲國家初期農業政策以提供有機農民補貼為主，但有機產品生產達

一定程度後，政策不應再只是單面向著重供給面的生產補貼政策，同時也須注重

其他面向的發展，特別是促進有機產品市場的發展，從需求面提升消費者對有機

產品的需求，進而獎勵更多生產者投入有機農業生產。因此，從 1995 年開始，已

有部分歐盟國家陸續制定涵蓋多面向推動措施的整合性有機農業政策—「有機行

動計畫」。各國有機行動計畫內容雖有所差異，但整體而言，主要內容包括設定國

內有機農業發展的具體目標(通常是設定 2005 或 2010 年有機農地面積可達總農地

面積之 10~20%)及各項推動措施，包括資訊推廣、教育與訓練、生產者及加工業

                                                 
585 Nieberg et al. (2005) At 
http://www.irs.aber.ac.uk/EUCEEOFP/eu-ceeofp/pdf_files/EUCEEOFP-Report-D12.pdf 
586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b). At http://ec.europa.eu/agriculture/qual/organic/facts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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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支持措施、市場發展、驗證系統(有機法規)之修訂等587；至 2002 年止，已有奧

地利、丹麥、芬蘭、法國、西班牙、德國、挪威、瑞典等國家制定有機行動計畫，

且實行成效良好588。 

    受到會員國「有機行動計畫」的驅動，以及愈來愈多客觀證據顯示有機農業

可達成歐盟農業政策的目標，17 位來自 12 個會員國的農業部部長或政府高層人員

於 2001 年舉行的有機農業國際會議—「有機食品與農業—未來合作與行動」中共

同簽署一份「哥本哈根宣言(Copenhagen Declaration)」589，呼籲歐盟執委會應制定

歐盟層級的「有機行動計畫」。該次會議由丹麥農業部承辦，在丹麥的哥本哈根舉

行，與會人員包括會員國農業部長或農業機關高階人員、歐盟執委會、農民組織

或消費者組織等民間團體。 

哥本哈根宣言中首先揭示會員國呼籲歐盟執委會制定有機行動計畫的背景，

有三項要點，第一點提及制定行動計畫之原因，包括(1)有機農業具有食品安全、

有益環境、動物福利、協助農村發展等多元功能；(2)消費市場對有機食品的需求

量正快速增加中，此為推動有機食品市場發展及創造農民利益的最佳時機；(3)確

保有機農業在歐盟區域得以持續發展。第二點說明有機行動計畫在各會員國成功

推動有機農業發展的經驗，可作為制定歐盟有機行動計畫的有力參考。第三點說

明綜合前述兩項要點之內容，執委會應制定「歐盟有機行動計畫」，協助有機農業

的發展。宣言中提出四項具體建議，包括：(1)分析有機產品之生產、加工、貿易、

及消費未來發展的可能障礙；(2)制定符合公眾期待及以市場發展為基礎的策略，

涵蓋層面應及於歐盟執委會、國家機關、消費者、農民、生產者、零售者、非政

府組織、研究者、及其他有密切相關的各界；(3)行動計畫應涵蓋所有層面，例如

環境保育、動物福利、消費者行為、市場發展、食品安全、食品品質、有機法規、

驗證與標示、研究、以及國際貿易等；(4)進行有機農業未來發展與共同農業政策、

                                                 
587 Lampkin et al (1999), pp. 321-324.  
588 European Commission (2002) At http://ec.europa.eu/agriculture/qual/organic/plan/consult_en.pdf 
589 Danish Ministry for Food,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2001) At 
http://www.biotech-info.net/copenhag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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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與 Codex Alimentarius(聯合國有機食品法典)等國際規範間的關連性分析。 

    哥本哈根宣言簽署後，歐盟理事會接著於同年 7 月發表一份聲明590，於該聲

明中表達歐盟理事會肯認及支持有機農業發展的立場，指示執委會應進行制定歐

盟有機行動計畫的討論，並邀請執委會、會員國及有機各界人員對於行動計畫的

內容提出建議591。經過數次討論後，歐盟執委會於 2002 年提出「歐盟有機行動計

畫可行性分析報告」592，為歐盟有機行動計畫的前身，內容包括分析歐盟有機農

業發展現狀、阻礙有機農業發展的因素，以及有機農業未來發展的關鍵議題，據

此作為制定行動計畫的依據。報告內容共涵蓋 10 個子題，其中(1)~(8)項為歐盟現

狀之分析或改進方向之說明，第(9)項及第(10)則根據(1)~(8)項內容提出總結及未來

制定有機行動計畫之建議。該項報告為歐盟行動計畫制定前最重要的關鍵報告，

因此此處將概略說明報告中各項子題之內容： 

(1) 生產、加工與創新技術：有機生產需同時結合傳統與現代農業科學知識，因

此應持續進行提升生產技術等方面的研究。在加工技術方面，應持續研發符

合消費者期待的低添加物及低處理程序的加工技術。另外，對於新興的有機

生產類型(例如有機水產、燃料使用等規範)，應考量是否納入有機產製標準規

定中。基改作物(GMO)也是有機生產的重要議題，隨著基改作物種植面積增

加，必須儘速制定完善的基改與非基改作物共存制度，使有機作物受到基改

污染的風險降到最低。 

(2) CAP 架構對有機農業的支持：隨著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朝農村發展及環境補貼

的方向改革，預期有機農民將可從 CAP 中獲得更多支持，對有機農業的發展

產生正面的影響。 

                                                 
590 European Council (2001) At http://ue.eu.int/newsroom/ 
591 聲明中關於有機農業的內容為：歐盟理事會認為：(1)有機農業是達成永續發展的方法之一；(2)
歐盟 2092/91 號規則(即歐盟的有機農業法規)相當重要；(3)會員國根據歐盟 1257/1999 號規則「農

村發展計畫」可作為推動有機農業發展的政策；(4)持續改善有機飼料標示、有機生產管理、以及

有機禽畜生產規範的重要性；(5)歐洲地區消費者對有機產品的興趣逐漸提升；(6)指示會員國、執

委會及有機界相關人員，共同參與有機農業在歐盟層級的各項推動措施或行動；(7)指示執委會進

行歐盟行動計畫可行性分析報告。 
592 European Commission (2002). At http://ec.europa.eu/agriculture/qual/organic/plan/consult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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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場發展：影響消費者購買有機產品最重要的因素包括消費者對有機產品品

質的觀感、消費者對有機產品的信賴度、以及產品價格，因此未來應制定資

訊宣導措施，強化消費者對有機產品價值的認知，並加強建構完整的驗證與

管理機制以提高消費者信心，提升購買有機產品的意願。在價格方面，產品

通路是造成有機產品價格升高的原因之一，未來也應分析並提出降低產品通

路成本的可能機制。另一個市場發展的重要議題是歐盟及大部份會員國皆缺

乏有機產品統計資訊，未來應建構完整的有機產品資訊系統，作為生產者、

加工業者、及通路業者發展市場策略的依據。 

(4) 改善歐盟境內有機產品貿易的流通與發展歐盟有機標章：歐盟規則允許各會

員國及民間驗證機構採行自定的規範(但必須符合歐盟的最低標準)，易造成生

產者或消費者混淆，因此應加強各類有機規範資訊的透明化，同時也應調和

不同規範，使差異降到最小。另外，未來也應加強歐盟有機標章的通行率及

提升消費者的認知。 

(5) & (6)有機產品之進出口：歐盟對於進口有機產品的需求量很大，因此未來應

建立制度完善且貿易流暢的進口制度，並應顧及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在出口

方面，為協助歐盟有機產品之出口貿易，未來應持續加強歐盟與其他國家相

互承認有機法規的協定。 

(7) 改善有機驗證規範：本子題提出兩項討論，第一項指出現行歐盟驗證規範的

主要缺失，包括：(i)雖明定民間驗證機構必須通過會員國專責機關之核可，

但並未制定監督及管理的執行細則；(ii)規則中要求民間驗證機構必須通過

ISO Guide 65 認證規範，但卻未明定主管機關應制定標準的官方認證程序，

缺乏足夠的認證效力。第二項提出對於已通過驗證有機農民的年度審查次

數，應依生產規模及風險程度作調整，規模小者維持低審查次數即可，但規

模大者應增加審查次數，以加強驗證規範對於有機產品品質的把關效力。 

(8) 研究與訓練：使農民容易取得有機生產方法資訊、提供農民訓練、以及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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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術，是推動有機農業發展的重要措施，因此政府應加強制定相關措施。

在研究方面，執委會鼓勵各會員國制定有機農業專屬的國家型研究計畫，建

立研究人員、農民以及相關人員的資訊交流平台；鼓勵與有機農民及農場共

同合作進行研究，以及加強有機加工方法的研究。在訓練方面，最重要的是

諮詢服務的提供，包括由政府設立諮詢服務系統，或支持有機農民成立有機

農業組織，使農民(包括有機農民或慣行農民)可相互交流或取得協助。歐盟已

透過 CAP 提供教育與訓練方面的經費，因此各會員國可善加利用，成立有機

農業相關的諮詢及訓練服務系統。 

(9) 根據(1)~(8)說明，可獲致歐盟有機農業未來發展的議題包括：(i)在生產方面，

應針對各生產類型遭遇的瓶頸制定相關改善措施；(ii)在市場發展方面，應加

強有機生產各層面資訊的宣導與建構，提高消費者認知及供應有機農業各界

人士對有機產業資訊的需求，全面提升有機市場之發展；(iii)加強歐盟有機標

章的使用率及消費者對標章的認知；(iv)改進現有的驗證規範與制度；(v)加強

制定研究與訓練方面的相關措施。 

(10) 對未來有機行動計畫制定之建議：未來有機行動計畫的制定，應考量前

述(1)~(9)議題，但不應僅侷限於前述內容，尚應根據未來有機行動計畫的相

關討論，納入新的議題。另外，有機行動計畫的各項措施，有些可於既有的

政策或法規架構中制定，例如持續透過 CAP「農村發展計畫」提供對有機農

業的支持政策；有些則須另外制定新的措施，例如資訊系統的建立、分析及

提供等。 

    

    「歐盟有機行動計畫可行性分析報告」中雖對歐盟有機農業現狀提供詳細分

析及行動計畫規劃方向的建議，但尚未制定具體的措施；有機行動計畫的制定仍

需更多的討論。2003 年，執委會以前述「可行性分析報告」為基礎設計一份問卷，

於執委會網頁上進行公共意見調查，供民眾填寫及提出建議。2004 年，執委會以



 

 218

「制定歐盟有機行動計畫」為主題，舉辦「歐盟有機食品與農業—有機行動計畫

之發展」公聽會，該公聽會在於收集關心有機農業議題的各界專家人士的意見，

作為制定歐盟行動計畫前的最後一次參考依據。公聽會之後，歐盟執委終於完成

有機行動計畫的制定，並於 2004 年 7 月公告之593。 

     

    歐盟有機行動計畫為歐盟首度制定的整合性有機農業政策594，為歐盟有機農

業政策發展的第二個里程碑，可說已進入「整合性有機農業政策」時期。有機行

動計畫雖涵蓋多面向的有機農業發展措施，但並非創造一個全新的政策來取代既

有政策。相對的，有機行動計畫強調利用其他既有的歐盟政策架構，制定各項有

機農業支持措施；若無適合的既有政策架構制定措施時，則制定新的措施。例如，

有機農民的生產補貼或教育訓練等措施，仍以歐盟共同農業政策(CAP)為主要的支

持政策，延續歐盟有機農業政策發展第二時期中加強 CAP 對有機農業支持的政策

方向。 

    歐盟有機行動計畫並未設定明確的發展目標(例如設定具體的有機農地面

積)，而是制定推動有機農業發展的各項具體措施，許多措施以 2002 年的「歐盟有

機行動計畫可行性分析報告」為依據，其他措施則以 2003 年的網路問卷調查及

2004 舉辦的公聽會所獲致的建議為主。觀行動計畫內容，主要有三大主軸： 

(1) 資訊宣導及資訊系統之建立(行動 1~3)：以資訊宣導及資訊系統為主要措施的

有機食品市場發展策略。歐盟執委會應與各會員國建立良好之合作機制，發展

長期的資訊宣導及推廣計畫，向消費者、公部門或機關餐廳、學校及其他食品

供應鏈上的各界業者，宣導有機農業的益處，促進業者與消費者對有機產品的

認知與認同，同時加強各界對歐盟有機標章的認知及推廣標章之使用。具體活

動包括辦理消費者與生產者資訊宣導活動及推廣活動、鼓勵公部門餐廳採購有

機食品等。 

                                                 
593 Web of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 European Plan for Organic Food and Farming. At 
http://ec.europa.eu/agriculture/qual/organic/plan/index_en.htm 
594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a) At http://ec.europa.eu/agriculture/qual/organic/plan/comm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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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應與各會員國共同建立完善的有機生產及市場資訊系統，提供消費

者及生產者使用。另外也應建立各種有機法規(民間及國家有機法規)及歐盟法

規之間差異比較的資料庫，協助生產者及消費者了解不同區域、不同國家的有

機農業規範。 

(2) 加強制定支持有機農業生產的公共政策(行動 4~7)：執委會鼓勵會員國多利用

歐盟農村發展計畫，加強制定更多有利有機農業生產的措施。為使有意願從事

有機生產之生產者可獲得公共政策的支持和補貼，執委會應建立有機農業相關

政策的資料庫，並公告有機農業生產、銷售及資訊宣導的相關措施或活動。各

會員國應善用各國的農村發展計畫來制定有機農業支持政策與措施，包括(i)制

定提高有機產品需求面的相關政策；(ii)制定獎勵生產者農場全面轉型為有機生

產之補貼政策；(iii)推動環境敏感地區優先採用有機農業；(iv)提供有機農民亦

可申請其他非有機農業的補貼措施；(v)整合生產鏈，加速生產者的產品流通及

銷售；(vi)提供更多有機農業技術諮詢服務；(vii)舉辦有機生產、加工及配售的

訓練與教育課程。 

(3) 持續支持有機農業相關領域與產製方法之研究。 

(4) 改進歐盟有機農業生產標準、驗證規範及進口規範(行動 8~21)：此部分在行動

計畫中所佔比率最高，顯見制定完善的有機法規仍為歐盟有機農業發展的重要

議題，相關內容包括： 

(i) 於法規中明定有機農業的基本原則； 

(ii) 加強制定更完整的有機標準及建立更完善的驗證系統規範，包括建立畜產

品加工時可使用的添加物及資材清單、考量建立有機酒類及水產養殖產品

的有機標準、改善與動物福利相關的規定、研究是否於生產標準中加入與

環境相關(能源使用、生物多樣性、地景等)的規範； 

(iii)成立獨立的有機農業技術小組，對有機標準的制定提出建議； 

(iv) 制定明確的基改產品禁用規範，以及加強制定基改作物共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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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加強制定完善的認驗證系統：為加強對有機生產過程的監督與管理，未來

有機法規中將要求驗證機構以風險評估原則來決定每年對生產者的審查次

數(但至少一次)，取代現行一年一次的基本規定，以及持續制定並建立更完

善的認證規範以確保驗證機構的驗證品質。執委會應制定適用於有機生產

的抽樣及分析方法、鼓勵會員國加強制定有機農場田區的監督規範、以及

推動驗證機構之間及驗證機構與主管機關間建立良好的聯繫及通報系統；

執委會應持續制定完善的有機驗證機構之認證制度，每年應公佈各會員國

對驗證機構的審查及違法事件之報告。 

(vi) 改進現行的有機產品進口規範，以及衡量是否制定協助發展中國家生產有

機產品及出口至歐盟境內的相關措施。另外，由執委會進行歐盟有機規則

與國際有機規範的比較，以評估國際有機規範是否具有與歐盟規則同等的

效力。 

 

    歐盟行動計畫之制定，不僅顯示歐盟官方對於有機農業發展採取更正面積極

的態度與立場，也顯示歐盟有機農業政策進入整體發展時期；各界對於有機行動

計畫亦多抱以正面肯定的態度595，期待有機行動計畫將推動歐盟有機農業更多的

發展。 

 

第二項  歐盟會員國案例說明 

 

    歐盟有機農業補貼政策有助於歐盟有機農業的發展，但歐盟會員國雖有遵守

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義務，仍可依國情需求制定個別的農業政策，因此有機農業

的發展在各國間呈現不同模式。另外，許多會員國也在歐盟有機行動計畫制定前

已定有國家級的「有機行動計畫」，藉此加強國內有機農業的全方面發展；各國制

                                                 
595 IFOAM EU Group (2004a) At 
http://www.organic-europe.net/europe_eu/downloads/ifoam-eu-2004-response-action-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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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有機行動計畫內容不盡相同，本章將概略說明案例國家所制定的有機行動計

畫內容。此處擬以奧地利、丹麥、德國以及英國為例，說明有機農業政策沿革對

國內有機農業發展的影響。 

 

第一款  奧地利 

第一目  有機農業政策沿革與有機農業發展 

 

奧地利於 1991 年至 1992 年首度執行全國性的有機農業轉型期補貼措施596，

雖只針對轉型期提供補貼，但已促進 1991 年至 1992 年國內有機農地面積迅速增

加(圖 5-1-1)。1993 年至 1994 年，農業部調整補貼內容，提供有機農業轉型期及轉

型後持續補貼，並增加補貼金額，持續促進有機農業的成長。1995 年奧地利加入

歐盟後，農業部依據歐盟 2078/92 號規則「農業—環境計畫」規定，制定農業－環

境計畫(Austrian National Aid Programme for the Promotion of Extensive Farming 

Which Protects the Natural Living Condition, 簡稱 OePUL) 597，將有機農業補貼措施

整併入該項計畫中，並調整補貼措施內容，增加補貼的生產類型及提高補貼金額(表

5-1-1)，促使 1995 年一年內增加 5200 個有機農戶，有機農地面積增加 14 萬多公

頃。自此，農業—環境計畫成為奧地利有機農業補貼措施的主要政策，並由農業

部視需要定期調整補貼內容。觀察奧地利 1991 到 1995 年間逐步提高補貼對於國

內有機農業成長的影響，顯見補貼措施確能有效促進有機農業早期的成長。1995

提供的有機農業補貼措施持續實行至 1999 年，此時期有機農地面積雖略有下降或

持平，但有機農地面積占總農地面積仍維持 8%以上的高比率。 

2000 年時，為因應歐盟新共同農業政策第二支柱 1257/99 號規則的實施，農

業部制定新的「農業—環境計畫(計畫名稱仍維持 OePUL)」，持續透過該計畫提供

有機農業補貼措施。2001 年，為全面推動有機農業的發展，改善 1996 年至 2000
                                                 
596 Klingbacher and Pohl (2004) At http://www.organic-europe.net/country_reports/austria/default.asp 
597 為一提供對環境有益農業生產補貼的政策，本質上與歐盟「農業—環境計畫」相同，為簡化全

名，因此本文採「農業—環境計畫」名稱。 



 

 222

年間國內有機成長率的停滯情況，農業部制定第一個奧地利「有機農業行動計

畫」，2003 年再制定第二個「有機農業行動計畫」。高金額的有機農業補貼搭配有

機行動計畫的執行，使得 2001 年以後的有機農業再度呈現穩定的成長，至 2005

年有機農業面積占總農業面積比率已高達 14%，為全歐洲地區之冠。 

觀察奧地利的有機農業發展趨勢，早期(1990 年~1995 年)推動有機農業發展的

重要推手為「有機農業補貼措施」。1996 年至 2000 年間成長率雖呈現停滯，但透

過提高消費者對有機產品的認知、持續開拓有機產品通路、以及 2001 年開始執行

整體發展政策的有機行動計畫等政策，使得有機農業再次呈現穩定成長，顯示除

了單面向的補貼措施外，整體性發展政策更是維持有機農業持續成長的要素。另

外，儘管補貼措施非唯一因素，從奧地利 95%的有機農戶皆領有有機農業補貼及

政府提供 8600 萬歐元有機補貼經費的現狀來看，有機農業補貼政策仍是奧地利有

機農業發展蓬勃的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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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奧地利有機農業發展趨勢圖598 

                                                 
598 資料來源:  

(1) 1985~2003 有機農業面積與農場數：Organic Centre Wales, Europe: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Farming betwenn 1985 and 2004, University of Wales, Aberystwyth, 2007. Available at 

www.organic.aber.ac.uk/statistics/europe05.htm 

(2) 1993~1998 有機農業面積及有機農戶數比率：Foster, C. and N. Lampkin (2000) Organic and 

in-conversion land area, holdings, livestock and crop production in Europe. University of 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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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奧地利有機農業補貼金額 

有機補貼措施 1991~1992 年        單位：奧幣(歐元)/公頃 
生產類型 第一~三年 (轉型期) 轉型後補貼 
耕地 220 
草原 110 

無 
 

有機補貼措施 1993~1994 年         
生產類型 第一~三年 (轉型期) 轉型後補貼 
耕地 2500 (183) 2500 (183) 
草原 1000 (75) 1000 (75) 
特殊作物 5000 (367) 5000 (367) 
(1995)農業—環境計畫下之有機補貼措施 1995~1999 年   
生產類型 第一~三年 (轉型期) 轉型後補貼 
耕地 4500 (340) 4500 (340) 
草原 3000 (227) 3000 (227) 
蔬菜 6000 (454) 6000 (454) 
果樹、葡萄栽培、

密集園藝生產 

10000 (758) 10000 (758) 

                                                                                                                                               
Aberystwyth. At http://www.organic.aber.ac.uk/library/European%20organic%20farming.pdf 

(3) 1999 有機農業面積及有機農戶數比率：Willer, H. and M. Yussefi (2001) Table of State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individual countries. In: Organic Agriculture Worldwide 2001, Stiftung Ökologie & 

Landbau (SÖL) 

(4) 2000 有機農業面積及有機農戶數比率：Willer, H. and M. Yussefi (2002) Table of State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individual countries. In Organic Agriculture Worldwide 2002, Stiftung Ökologie & 

Landbau (SÖL). 

(5) 2001 有機農業面積及有機農戶數比率：Willer, H. and M. Yussefi (2003) Table of State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individual countries in Organic Agriculture Worldwide 2003, Stiftung Ökologie & 

Landbau (SÖL). 

(6) 2002 有機農業面積及有機農戶數比率： Willer, H. and M. Yussefi (2004) Table of State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individual countries in Organic Agriculture Worldwide 2004, Stiftung 

Ökologie & Landbau (SÖL). 
(7) 2003 有機農業面積及有機農戶數比率：Willer, H. and M. Yussefi (2005) Table of State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individual countries in Organic Agriculture Worldwide 2005, Stiftung Ökologie & 
Landbau (SÖL). 

(8) 2004~2005 有機農業面積及有機農戶數、以及有機農業面積及有機農戶數比率：Research 
Institute Organic Agruculture FiBL, Statistics on Organic Farming in Europe: FiBL Survey, 2007. 
Available at www.organic-europe.net_eu/statistics-europ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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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農業—環境計畫下之有機補貼措施 2000 年以後   
生產類型 第一~三年 (轉型期) 轉型後補貼 
耕地 4500  (327) 4500  (327) 
草原 3450  (218) 3450  (218) 
蔬菜 6000  (436) 6000  (436) 
果樹、葡萄栽培、

蛇痲子 

11000  (727) 11000  (727) 

1991~1999 年資料：Manurer and Lampkin (1999), 見 Lampkin et al. (1999), pp. 6. 
2000 年以後資料：Pohl (2000)599 

 

第二目  現行有機農業補貼政策與有機行動計畫之內容 

 

    奧地利目前採行的農業環境計畫為「2000 農業—環境計畫」，該計畫目標在於

推動全國農民從事具多功能性、永續性、以及具競爭力的農業生產類型，其給付

的理由主要有三項：(1)補償給付—適用環境不利地區及森林產業；(2)資源保存給

付(適用自然資源保存、職業訓練、調整農村結構措施)；(3)提升競爭力給付(結構

措施、多元化、對加工生產及市場的支持措施)。計畫中制訂七大優先課題，其中

以「農業—環境措施」所占比例最高，用於支持從事對環境、資源保存有利的農

業生產，共包括 31 項措施，有機農業補貼措施即屬於其中一項600。 

除了有機農業補貼措施，有機農民也可以領有符合農業—環境計畫下其他項

目措施的補貼601，不過有機農業補貼措施仍為有機農民最重要的補貼來源。非有

機生產的農民也可申請農業環境方案下有機農業以外的補貼措施，但與有機農民

相較，有機農民領有的總補貼金額約為非有機農民的兩倍；由此可見農業環境計

畫可提供有機農民較高的經濟誘因602。 

奧地利對於轉型期及轉型後有機農民皆提供相同的補貼金額，不同有機生產

                                                 
599 Pohl (2000) At http://www.organic-europe.net/country_reports/pdf/2000/austria.pdf 
600 Häring et al. (2004), pp. 60-90. 
   此處案例討論以本參考文獻內容為主要依據，該篇參考文獻中政策資訊來源皆來自案例國家的

農業部所公佈或提供之資訊。 
601 例如休耕補貼(有機農業的輪作制度通常會符合休耕補貼)、栽種特殊作物種類等補助措施。 
602 根據 2004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平均每位有機農戶每年可申領的農業—環境計畫補貼金額為每公

頃 464 歐元，慣行農法或其他農業生產的農戶可領取的補貼金額為 248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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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可獲得不同程度的補貼(表 5-1-1)，2007 年的補助金額也較 2000 年者高。根據

奧地利農業部官方網站公佈資料顯示，近年來有機補貼措施經費佔農業環境方案

總經費(2000~2006 年平均經費約 6 億 1000 萬歐元)的比例已提高至 25%，且有機

農業仍為其農業發展的重要政策，顯見奧地利政府對有機農業政策的重視603。 

     

    在有機行動計畫方面，奧地利以制定每次為期 2~4 年的行動計畫為主，內容

包括設定成長目標、制定市場發展、教育訓練、加強制定補貼政策等多方面措施。

目前已執行完成者為第一次(2001~2002 年)及第二次(2003~2004 年)有機行動計

畫，目前正在執行第三次行動計畫(2005~2008 年)。前兩次行動計畫及第三次行動

計畫內容的要點分述如下604： 

(1) 第一次與第二次行動計畫的要點：維持奧地利有機農地面積比率居全歐盟首位

的現狀、設定 2003 年全國有機農地面積達 115 萬公頃、加強有機產品市場發

展及開拓銷售通路、以及其他推動教育訓練的相關措施。前兩次有機行動設定

的目標皆有達成，包括有機面積維持全歐第一、有機面積於 2003 年已達 12 萬

公頃。 

(2) 第三次行動計畫：延續前兩次行動計畫的內容，特別加強產品銷售、公眾認知、

教育與訓練、學校教育、以及推廣作業措施，預期可使有機食品銷售值達市場

的 6~7%。 

 

第二款  丹麥 

第一目  有機農業政策沿革與有機農業發展605 

     

    丹麥政府相當重視有機農業的發展，最早於 1987 年制定有機農業法，內容包

                                                 
603 Organic farming in Austria, 奧地利農業部官方網站公告資訊。At 
http://land.lebensministerium.at/article/articleview/43561/1/5835 
604 Organic farming in Austria, 奧地利農業部官方網站公告資訊。At 
http://land.lebensministerium.at/article/articleview/44927/1/8381 
605 Norfelt (2005) At http://www.lr.dk/oekologi/diverse/org_agr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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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有機農業生產標準、驗證、標章法規、以及補貼措施與研究等政策，相關單位

依據該法於 1987 年底制定完成第一個有機農業轉型期補貼措施(以下簡稱「87 年

有機轉型期補貼」，從隔年(1988 年)開始實施，為歐盟國家中最早實行有機農業補

貼的國家。1988 年修訂 87 年有機補貼措施內容，提供更多農場類型的補貼措施，

並持續實行至 1993 年(表 5-1-2)606；從 1988 年至 1993 年間實行的補貼政策僅提供

轉型期補貼。儘管如此，補貼政策仍有效促進丹麥有機農業的初期成長，使國內

有機農地面積從 1988 年的 5881 公頃成長至 1991 年的 1 萬 7000 多公頃，共提高

了四倍之多(圖 5-1-2)，可見補貼措施對於丹麥有機農業初期的成長發揮了正面的

影響。然而由於有機產品市場並未隨供給面的提升而增加，供需不平衡的情況下

造成 1991 年至 1993 年有機農地面積呈現幾近停滯的狀態(圖 5-1-2)607。 

    1993 年，丹麥最大的零售業團體「丹麥零售暨批發業社群合作社(Danish 

Cooperative Retail and Wholesale Society, 簡稱 FDB)」開始從事有機產品的配銷，

FDB 透過許多市場推廣活動，在短時間內迅速提升消費者對有機產品的需求，使

得有機產品市場得以拓展，解決 1991 年後產銷不平衡的情形，再次創造丹麥提升

國內有機生產的契機608。為滿足有機市場需求及符合歐盟農業政策之規定，丹麥

於同年(1993 年)透過立法，將歐盟 2078/92 號規則轉換為國內有機農業補貼政策之

法源基礎，並首度提供轉型後的持續補貼，從 1994 年開始實行(表 5-1-2)，取代 1987

年開始實行的轉型期補貼措施。然而，有機產品市場的成長以及新補貼措施的實

行轉型並未明顯促使 1993 年及 1994 年有機農地面積的成長，可能與補貼內容過

低無法提供足夠誘因鼓勵農民轉型有機生產有關。 

    1995 年發生兩個關鍵事件，促使丹麥有機生產面積再度成長。首先是丹麥最

大的兩家乳品公司與有機酪農簽訂契約，保證提供長達五年的額外補貼，並只限

於提供給當年度簽定契約的酪農，因此吸引許多酪農投入有機乳品生產，直接促

進 1995 年有機農地面積的成長。第二個事件是「國家有機農業委員會(National 
                                                 
606 Krongaard et al. (1999), 見 Lampkin et al. (1999), pp. 139-170. 
607 Lynggaard and Johannes (2001) Denmark, 見 Michelsen et al. (2001), pp. 60-62. 
608 Dabber et al. (2004), pp. 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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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for Organic Farming)」首度制定從 1995 年至 1999 年為期五年的整合型國

家有機農業政策「有機農業行動計畫 I」，為歐盟國家中最早制定有機行動計畫的

國家，計畫內容涵蓋供給面及需求面，包括推廣措施，加強補貼措施及調整內容、

提供諮詢服務與訓練、研究等，並設定 2000 年國家有機農地面積佔全國總農地面

積比率達 7%的目標609。 

    農業部根據行動計畫 I 內容，分別於 1996 年及 1997 年修訂了補貼措施，其中

以 1997 年實施的新補貼措施影響最大，該次修訂內容大幅提高作物生產農戶及豬

隻飼養農戶的補貼金額(表 5-1-2)，直接促使 1997 年度有機農地面積迅速提升。補

貼措施搭配其他有機農業行動計畫的相關政策，使有機農業面積從 1995 年至 2000

年間呈現快速成長(圖 5-1-2)。2000 年，國內有機面積已達總農業面積的 6%，幾可

達行動計畫 I 設定 7%的目標。 

    1999 年歐盟 1257/1999 號規則實施後，丹麥再據此制定新的補貼措施，調高

部分補貼內容(表 5-1-2)。觀 1999 年至 2003 年的補貼措施，對於新轉型的有機農

戶，制定以五年為一週期的補貼，例如初次轉型有機生產的農戶可申請轉型期兩

年加上轉型後三年為一週期的補助金額，並依農場類型申領不同的金額補貼；若

已完成五年補貼週期或已於轉型期後才申請補貼的有機農戶，則於第六年開始適

用轉型後持續補貼(表 5-1-2)。 

丹麥有機農業委員會再於 1999 年著手制定第二階段的「有機農業行動計畫

II」，並廣邀來自政府、有機生產組織、慣行農業團體、貿易業者、消費者及環保

團體等各界人士參與，計畫內容以延續及補強第一次行動計畫內容為主，並制定

更全面性的有機農業政策。第二次行動計畫的實行，使丹麥有機農業在 2000 年及

2002 年間維持成長(圖 5-1-2)。目前丹麥仍持續延用有機行動計畫 II。 

    2003 年之後，農業部大幅度修定原「農業—環境」計畫的內容，在有機農業

補貼方面取消對作物生產及飼養豬隻農戶的高額補貼，改為制定所有生產類型農

場皆統一適用的補貼措施。新措施內容提供前兩年轉型期每公頃 155 歐元的補貼，

                                                 
609 Dabber et al. (2004), pp. 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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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開始每年提供每公頃 13 歐元的補貼；有機農戶另可申請「對環境友善之農

業生產」的相關補貼。2003 年至 2005 年丹麥有機農地面積呈現下降趨勢，此現象

可能與國內有機消費市場的停滯及未成功拓展有機產品外銷市場有關610，未來的

發展趨勢仍有待觀察。 

 

    1989 年丹麥的有機農地面積僅有 9000 多公頃，至 2002 有機農地面積已增加

至 18 萬公頃，佔總耕地面積的 6.7%；2003 年至 2005 年有機農地面積雖呈現下降

趨勢，但有機農業在丹麥的成長歷程仍被視為相當成功的例子。在幾次有機生產

的成長轉戾點上或成長期中，提供足夠誘因的補貼措施在推動農民投入有機生產

的過程中發揮了最直接的效果，包括 1988 年首度實行的轉型期補貼、1995 年由民

間貿易組織自行提供有機酪農額外補貼、1997 年政府提高有機補貼內容等。透過

有機農業行動計畫的制定與執行，包括擬訂補貼政策、提供技術諮詢及加強教育

訓練、拓展有機消費市場等涵蓋各層面的支持措施，更是同時從供給面及需求面

推動有機農業發展。總之，補貼措施與有機農業行動計畫，對於丹麥有機農業的

發展發揮了相當良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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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丹麥有機農業成長趨勢611 
 
                                                 
610 Norfelt (2005) At http://www.lr.dk/oekologi/diverse/org_agri.htm 
611 資料來源同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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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丹麥有機農業補貼措施 
首度有機農業補貼措施 1988-1993 年  單位：歐元/公頃 (1 歐元=7.4 丹麥幣) 
1988-1989 
生產類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轉型後補貼

只栽培作物之農場 203 108 40.5 無 
1989-1993 

生產類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轉型後補貼

混合農場 <0.3 LU/ha 203 108 40.5 
混合農場 0.3-0.7 LU/ha 266 142 51 
混合農場 >0.7 LU/ha 297 159 57 

無 

依據歐盟 2078/92 號規則制定之「有機農業補貼措施」 1994-1999 之歷年沿革 
1994 
生產類型 第一年 第二年 轉型後每年補貼

一般農場 40(轉型期補貼)+101 40(轉型期補

貼)+101 
101 

低氮肥用量農場 一般農場補貼+88 一般農場補貼+88 一般農場補貼+88
環境敏改區域 一般農場補貼+29 一般農場補貼+29 一般農場補貼+29
1995 年     (修訂 2078/92 號規則有機農業補貼措施內容) 
生產類型 第一年 第二年 轉型後每年補貼 
一般農場 37(轉型期)+81 37(轉型期)+81 81 
低氮肥用量農場 一般農場補貼+71 一般農場補貼+71 一般農場補貼+71
環境敏改區域 未修訂，同 1994 年。 
1996-1998   (修訂 2078/92 號規則有機農業補貼措施內容) 
一般農場 27(轉型期)+60 27(轉型期)+60 60 
低氮肥用量農場 一般農場補貼+54 一般農場補貼+54 一般農場補貼+54 
1997-1998   (修訂 2078/92 號規則有機農業補貼措施內容) 
生產類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以後 
一般農場 27+60 27+60 60/每年 
低氮肥用量農場 55 55 55/每年 
環境敏感區域 一般農

場補貼

+68 

一般農

場補貼

+68 

(一般農場補貼+68)/每年 

無飼養乳牛之耕

地 
一般農

場補貼

+270 

一般農

場補貼

+270 

一般農

場補貼

+162 

一般農場補貼 

無飼養乳牛之養 一般農 一般農 一般農 一般農 一般農 一般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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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農場 軮補貼

+270 
場補貼

+270 
場補貼

+270 
場補貼

+270 
場補貼

+270 
場補貼

依據歐盟 1257/1999 號規則制定之「有機農業補貼措施」 1999 年~2003 年 
生產類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以後 
一般農場 60(轉型

期補

貼)+80 

60+80 80/每年 

多年生作物 一般農

場+80 
一般農

場+80 
(一般農場+80)/每年 

環境敏感區域 一般農

場補貼

+68 

一般農

場補貼

+68 

(一般農場補貼+68)/每年 

無飼養乳牛之耕

地 
一般農

場補貼

+270 

一般農

場補貼

+270 

一般農

場補貼

+162 

一般農

場補貼

+68 

一般農

場補貼

+68 

一般農

場補貼 

無飼養乳牛之豬

隻農場 
一般農

軮補貼

+270 

一般農

場補貼

+270 

一般農

場補貼

+270 

一般農

場補貼

+270 

一般農

場補貼

+270 

一般農

場補貼 

LU/ha：家畜數目(Livestock Units/公頃) 
1988-1998 年：Krongaard and Michelsen, 見 Lampkin et al. (1999), pp.144-145. 
1999 年：Danish Research Center for Organic Food and Farming (DARCOF). At 
http://www.darcof.dk/organic/index.html 

 

第二目  丹麥有機行動計畫 II 之內容612 

     

    有機行動計畫 II 內容共包括 65 條具體建議，內容涵蓋資訊推廣、教育訓練、

研發、對生產者與加工者之支持、市場發展、驗證機制之改良、有機農業組織及

機制發展各項議題，其中以制定完整之教育訓練體系、制定未來研究之優先課題、

建構完整之有機農業相關組織、加強有機生產者補助政策等議題所占比例最重。

在驗證方面，亦強調建構更完整及透明化的有機規範與資訊系統，例如設立專門

法規小組、公開驗證結果、提供有機農業使用資材資訊等。各部份之主要內容分

                                                 
612 Danish Minister of Food,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1999) At 
http://www.dffe.dk/Files/Filer/Oekologi/Om_oekologi/Publikationer/Action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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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下： 

(1) 資訊推廣及相關政策：制定有機標章長期宣導政策，加強民眾對有機標章的信

賴。設立有機農業法規網站，包括核可使用資材、免責事項等資訊，增加消費

者對有機生產標準的了解，並增強民眾對有機產品的信賴度。設立供各級教育

學校皆可使用的有機農業資訊中心，透過網路提供學校使用，藉此加強學生對

有機農業的了解與興趣。 

(2) 教育與訓練：教育與訓練分為兩部分進行，一部分是學校教育，另一部分是民

眾及生產者的推廣教育及訓練。在教育方面，包括推動整體農業教育系統的有

機教育、對農業學校學生提供有機教育、提供教育課程給從事農業的工作者、

以及所有農業機構的進修訓練；同時加強有機生產的進階教育，並持續推廣新

的知識。 

    在生產者訓練方面，特別加強提供生產技術諮詢服務的相關政策，包括提

高諮詢服務相關計畫的經費、成立生產者之間的技術交流與聯繫的平台(特別是

作物生產者與家畜生產者間的交流，有助於建構更完整的有機生產體系)，以及

建構國家級「果農生產諮詢服務系統」來解決有機蔬果生產較為困難的現狀。

另外，也開放有機實驗農場作為生產者間的技術交流與教學平台，提供生產者

技術問題的諮詢，並提供新的研究成果供生產者利用。 

除了生產者外，也擴大舉辦其他業界的相關推廣活動，包括向服務業提供

有機資訊的全國性資訊推廣及諮詢活動，以及提供有機農業的職場訓練課程，

如提供餐飲業者入門教育以及有機業者進階教育訓練。為輔助有意願從事有機

產品市場的業者順利創業，農業部擬成立有機農業專家小組，協助中小型企業

投入有機食品市場的經營。 

(3) 研究與發展：有機生產及產品研發方面訂有許多詳細的措施，項目涵蓋有機農

業各層面，藉此推動有機產業的整體發展。在初級生產方面，加強作物生產及

家畜飼養的養分管理研究，持續在作物生產方面投入更多研究，包括蔬菜與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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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生產的技術改良、提供有機溫室作物栽培的研發計畫、加強果樹生產技術研

發。透過政府與民間機構，加強有機作物育種、提高產品品質、改良有機家畜

飼養技術之研究，有機畜牧方面尤應加強家畜育種、疾病預防、飼養方法等。 

    在產品加工處理方面，改良產品產後處理技術，包括研發符合有機生產原

則的有機產品原料保存、加工、包裝、儲存、及加工過程蟲害防治等技術，以

及進行食品安全議題之研究。其他研究課題包括有機農業土壤長期研究、有機

生產過程產生之農業廢棄物發展為生物燃料的可能性、對出口市場之研究、以

及提供資源投入非基因改造作物議題的研究，特別應建立防止基改污染的機

制，確保有機農民將來可取得無基改成分的種子與植物品種。 

    另外，國家將進一步推動有機研究政策，包括提供更高的研究經費，從事

更深廣的有機研究；由有機農業研究中心與國家農業部建立良好的合作系統。 

(4) 對生產者及加工業者的支持措施：主管機關依據歐盟制定的新農業政策，調整

有機農業的補貼措施，並應持續掌握農民轉型投入有機生產時農場經濟變化的

情況，以制定更合宜的補貼措施。 

    由主管機關推動有機農場間的合作機制，俾使不同類型的農場在合作後可

互通有無，特別應推動有機飼料之生產，使有機飼料之供應可以充足。另外，

也鼓勵各界研發適合用於烹飪或調理的有機加工產品或原料，提高有機加工食

品的競爭力。 

(5) 市場發展：分析消費者對有機產品的消費行為，特別是消費者對特定類型產品

的偏好，政府除了可以充分掌握市場資訊外，也可提供生產者進行生產決策之

參考。 

    提供完整有機材料來源資訊給餐飲業或公司機構的餐廳，鼓勵其使用有機

材料，藉此提高有機初級產品的生產。主管機關可研議獎勵公部門大規模採購

有機產品的經費補貼措施，以及制定有機產品出口策略，如貿易措施、提供消

費者與進口業者有機產品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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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強驗證系統：建構完善的有機法規制定及修訂制度，定期檢討有機法規的實

行成效，並依據最新資訊、國際法規來調整法規內容。成立由公部門、消費者、

業界人員組成的專門法規小組，定期檢討驗證及法規執行情形，並建構良好的

有機生產者驗證審查結果之資訊公告系統。 

(7) 整體性政策之制定與各界合作平台之建立：在政策方面，由國家農業部制定有

機農業發展的年度計畫，包括研究、諮詢服務、銷售推廣等，並將有機農業列

為農村發展計畫的優先課題之一，制定及修定合宜的有機農業專屬補貼措施。 

    由主管機關推動建立生產者與零售業者、以及生產者、專責機關、以及其

他有意願參與有機農業之團體的合作機制，推動有機農業的全面發展。 

 

第三款  德國 

第一目  有機農業政策沿革與有機農業發展613 

 

    德國由 1989 年開始提供有機農業補貼政策，1992 年時聯邦政府引用歐盟「降

低化學農藥使用計畫」規則，制訂有機農業補貼措施供有機農民申請，推動有機

農業發展。歐盟 2078/92 號規則「農業—環境計畫」生效後，德國聯邦農業部根據

該號規則，制定各郡農業機關制定農業政策時應依循的「農業環境計畫原則」，增

訂有機農業轉型後持續補貼措施，並於 1994 年開始實施；自此德國的有機農業補

貼措施涵蓋轉型期及轉型後補貼。1999 年 1257/99 號規則制定後，農業部制定新

的農村發展政策「改善農業結構及海岸保護之綜合政策(Joint Task for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es and Coarse Protection, 簡稱 GAK)」，透過其中

的農業環境計畫，持續提供有機農業補貼措施。聯邦農業部所制定的政策內容為

原則規定，實際的政策內容及執行的主管機關，則由各郡的農業機關依據聯邦農

業政策原則自行制定。雖然各郡定有不同的計畫內容，但皆包括對有機生產的補

                                                 
613 Germany Federal Ministry of Food, Agriculture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2007). At 
http://www.bmelv.de/cln_045/nn_757134/EN/05-Agriculture/OrganicFarming2006,templateID=renderPri
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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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政策。2002 年，農業部著手研擬有機農業行動計畫「聯邦有機農業計畫」，該行

動計畫除了加強對有機生產的支持外，特別著重於資訊宣導及技術研發的相關措

施，透過供給面及需求面的支持，推動德國有機農業的持續發展。 

    德國於 1989 年首度制定有機農業補貼政策時，即發揮提升國內有機農業成長

之效果，從 1989 年至 1991 年三年期間內，有機生產面積較 1988 年以前提高了 3.7

倍之多(圖 5-1-3)。此後德國修訂有機補貼措施，提高補貼的內容及項目，也促使

德國有機農業的發展呈現穩定成長。除了補貼措施外，加強有機法規、獎勵有機

農民成立消費者組織、制定國家有機標章等措施，也是重要的因素。2002 年以後，

有機行動計畫的實施搭配有機補貼措施，促使德國有機農業持續成長，至 2005 年

有機農地面積已佔全國農地面積將近 5%。 

綜觀之，有機補貼措施對於推動有機農業早期的發展，具有相當顯著的成效；

補貼措施雖非推動德國有機農業發展的唯一要素，但由德國 2004 年用於有機農業

補貼的經費高達 1200 萬歐元的情況來看，補貼措施仍提供德國有機農民相當程度

的協助；而全面性的有機農業政策，更是推動有機農業持續成長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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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德國有機農業成長趨勢614 

 

                                                 
614 資料來源同圖 5-1-1。 



 

 235

第二目  補貼政策內容 

 

     聯邦農業部所制定的政策內容為原則，實際的政策內容及執行的權責機關，

則由各郡的農業機關依據聯邦農業補助原則自行制定；各郡所訂政策雖有差異，

但大多以「農業環境計畫」為提供有機農民補貼金最重要的政策。各州所訂補貼

金額必須符合德國中央聯邦農業部所允許的彈性範圍之內，以 2005 年至 2006 年

為例，聯邦農業部所定有機農業補貼金額包括四種生產類型(表 5-1-3)，各州應依

據該項原則訂定上限 20%及下限 30%的有機農業補貼政策615。 

Baden-Württemberg 為德國各郡中有機農業發展歷史最優久且有機農地面積比

率最高的國家，因此此處以 Baden-Württemberg 州所制定的農業環境計畫說明德國

有機農業補貼措施616。 

Baden-Württemberg 的有機農業補貼措施屬於「農業環境計畫」617措施之一，

「農業環境計畫」則是架構於更大的農村發展政策「MEPL 計畫(Marktentlastung und 

Kulturlandschaftsausgleich, 簡稱 MEPL)」之下。MEPL 計畫之主軸包括「調整農村

結構」及「農業環境與森林」兩大項，前者以改善農村結構的措施為主，包括農

業投資支持、年輕農民培育、鄉村發展等措施；後者則以支持從事對環境有益的

農業生產為主，包括農業環境計畫、自然及地景保存計畫、自然公園計劃、森林

及造林計畫等措施。農業環境計畫包含五大課題618，其中即包括有機農業補貼措

施。有機農業補貼計畫定有四種生產類型的補貼金額，包括「短期作物」、「蔬菜」、

「草原」、以及「多年生作物」四種，其中以多年生作物所獲得補貼為最高。有機

農民除可申請有機農業補貼外，同時也可申領農業環境計畫下的其他補貼，如栽

                                                 
615 德國各州的詳細補貼資訊，可連結至 www.oekolandbau.de 網站查詢。 
616 Häring et al. (2004), pp.112-115.  
617 農業環境計畫有兩次變革，第一次是從 1994 至 2000 年，第二次是從 2001 年至今。在 2001 年，

約有 55%的農業面積皆受到該項計畫的支持，且高達 82%的農場都至少申請一項農業環境計畫下

的措施；從農民受到農業環境計畫支持的高比例來看，農業環境政策對於農業生產的確產品相當影

響。 
618 五大主軸分別為「土壤分析」、「對環境友善的家庭農場綠肥作物管理」、「有機農業」、「零農藥

使用」、「覆蓋作物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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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牧草作物、栽種覆蓋作物等補貼金。根據統計，2001 年時有機農民從農業環境

計畫領到的補貼金平均為每公頃 278 歐元，較其他慣行農業的 200 歐元為高，對

於獎勵農民從事有機農業而言，的確提供了較高的經濟誘因。 

 

表 5-1-3  德國有機農業補貼措施原則 
聯邦有機農業補貼措施原則 (2005~2006 年) 作物類型 
轉型期(五年) 歐元/公頃 轉型後持續補貼  歐元/公頃 

短期作物 210 160 
蔬菜 480 300 
草原 210 160 
多年生作物 950 770 
資料來源：Federal Ministry of Food, Agriculture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2007)619  

 

 

第三目  有機行動計畫內容 

 

德國於 2002 年制定整合性的有機農業政策「聯邦有機農業計畫」620(以下稱為

有機行動計畫)；在此之前，德國雖然已在有機農業部分層面上採取作為，但仍缺

乏整體性的政策，例如在 2000 年設定 2010 年達到全國有機農業達 20%的目標，

卻缺乏具體措施而遭受批評，但政府透過提高補貼金額、制定全國性統一標章等

措施，仍在推動國內有機農業發展上發揮正面影響。有機行動計畫制定後，德國

始具有全面性的有機發展政策。 

有機行動計畫設定的目標為 2010 年有機農業面積達全國農業面積的 10%， 內

容以「資訊宣導」、「教育訓練」、以及「研究」為政策重心。資訊宣導及教育訓練

的對象涵蓋各界人員，包括生產者、加工業者、貿易商與行銷商、消費者、以及

                                                 
619 Germany Federal Ministry of Food, Agriculture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2007) At 
http://www.bmelv.de/cln_045/nn_757134/EN/05-Agriculture/OrganicFarming2006,templateID=renderPri
nt.html 
620 Germany Federal Ministry of Food, Agriculture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2003) At 
www.oekolandbau.de/fileadmin/redaktion/bestellformular/pdf/0103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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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主管機關應定期評估行動計畫之成效，作為制定下一步政策的參考。農業

部已於 2002 年及 2003 年分別提供 3500 萬及 3600 萬歐元支持有機行動計畫之實

行，並將持續推動至 2007 年，每年提供 2000 萬歐元的經費。 

 

在研究方面，主要是提供有機農業專屬的國家型研究計畫，擬定重點研究領

域，並制定有效的技術轉移及成果傳播措施，使研究得以有效運用於實際生產。 

在資訊推廣方面，重要的措施包括： 

(1) 架構有機農業資訊中心入口網站：建構有機農業資訊中心網站，整合各類銷售

資訊及設定連結，使消費者、生產者、加工業者、食品業者皆可取得各自所需

之相關資訊，如有機銷售店、有機食材資訊等。網站資訊主要包括：(i)有機栽

培、蔬果栽培、特殊作物、有機加工生產等生產資訊；(ii)從事有機農業相關工

作人員(如生產者、學者、學生)的諮詢服務；(iii)設立兒童及青少年專屬網頁，

提供有機農業趣味教學及學校教學使用教材。 

    有機行動計畫中入口網站之架設、多媒體資訊宣導活動等活動皆須運用大

量的有機農業影像，因此應建構有機農業影像專屬的資料庫，收集數量足夠且

合適的有機農業影像。 

(2) 提升消費者對有機農業之認知：展開各項有機農業資訊推廣活動，使消費者對

於有機生產有正確的認知，進而改變消費者購物行為。例如：(i)舉辦資訊宣導

活動，透過宣傳、宣傳廣告、報告等方式傳達有機資訊，加強消費者對有機食

品的接受度及強化其對有機生產的正面觀感。(ii)辦理有機農業專屬的報刊及媒

體，提供對有機生產、加工及有機產品有興趣者更多資訊。(iii)舉辦有機食品

體驗日、有機食品體驗展等，提供消費者更多接觸有機食品的機會。(iv)在有

機生產場所舉辦展覽活動，透過在有機農場、麵包店、加工品製造工廠舉辦巡

迴展覽及設立資訊站方式，提供消費者有機農業資訊，並與生產者進行對談，

推廣消費者對有機農業的認知。(v)將各項資訊宣導活動的內容整理後製作成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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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手冊，供各大銷售據點擺放，提供消費者索取。 

(3) 舉辦與有機農業相關的校園活動及提供教育課程，加強兒童及青少年的有機農

業資訊宣導，包括：(i)製作適合中小學使用的有機農業教材，提高學生興趣及

加強學生對有機農業之了解；(ii)設置有機農業多媒體巡迴車，在各中小學校園

間進行巡迴展覽，以及提供與學生互動的多媒體教學；(iii)舉辦校際有機農業

影片或短片拍攝競賽，優勝之影片並可作為資訊宣導材料，加強民眾對有機農

業之參與及對有機農業之印象；(iv)舉辦校園有機農業相關的競賽：舉辦以有

機農業為主題的美術、網站設計等競賽，使學生以更多元化及趣味的方式加深

對有機農業的了解；(v)發展適合幼兒且可傳達有機農業資訊的教材或遊戲，供

各幼兒教育機構使用。 

(4) 提供業界及生產者取得有機農業資訊的措施：提供業界充分且正確的有機農業

資訊，可提高其對有機農業的興趣，並可擴增使用有機產品的族群。資訊提供

措施包括：(i)提供有機資訊給食品零售店或健康食品零售店的工作者，並製作

手冊、幻燈片等教材，加強有機店工作者之有機教育，使員工能向消費者傳達

正確的知識；(ii)餐廳業者經常面臨採購管道不易取得、對有機產品品質存有疑

慮等由於資訊不足所造成之問題。提供適合餐廳業者使用的資訊系統、舉辦提

供業者與生產者直接接觸機會的小型會議等，有助於加強餐廳及機構餐廳業者

取得有機農業資訊，進而提高使用有機產品的意願；(iii)舉辦有機加工的研討

會，促進加工業者間之資訊交流；(iv)舉辦提供有機食品的餐廳或公司的表揚，

吸引更多餐廳或公司採用有機產品，也可藉助其成功經驗提供他人參考；(v)

製作有機農場及有機食品餐飲店的紀錄影片，除加強社會大眾對有機農業的認

識，並可提供有意從事有機生產的農民或業者從影片中得知成功轉型有機農業

的契機，進而提高轉型意願；(vi)持續提供資訊協助給有意轉型有機農業的生

產者，包括資訊提供、教育及諮詢服務，並透過研討會、座談會等促進資訊交

流；(v)由國家頒發有機加工業的「創新獎」給有傑出創新發明的加工業者，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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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更多加工業者投入創新技術的發明；(vi)舉辦有機加工品的產品展售會，增

加一般加工業者對有機加工業及加工技術的認知，提高其從事有機加工意願。 

 

     在教育訓練方面，包括農業學校專門教育與生產者之教育訓練，相關措施有： 

(1) 製作學校有機農業教材：制定涵蓋各種與有機農業相關議題的統一教材，供農

業專門學校及生產者使用，教材類型包括教科書、光碟、講義，以及網路資源，

可供農業專門學校師生免費下載。 

(2) 專業諮詢人員之培訓：為培養足夠專業及數量的有機生產諮詢服務，在農業領

域的大專學院中提供著重實作訓練的諮詢訓練課程、舉辦研討會課程供慣行農

業資詢員、獸醫師等人員參加、以及提供諮詢訓練課程給地方有機生產團體(如

產銷班)負責人參與，藉此將強有機農業諮詢系統。 

(3) 提供有機生產資材及有機加工可用原料的教材及教育訓練給食品業界：藉由製

作完整的有機加工教材及提供訓練，加強一般食品業或加工業者對於有機加工

技術的知識。 

(4) 提供年輕農民及農業工作者更多有機農業相關資訊：舉辦 20~25 個週末的有機

農業教育講習，邀請年輕的農民及農場中高階主管參加。 

(5) 設立有機示範農場，提供有機農民之間的交流，並提供有意轉型有機農業的農

民及業者學習，也可開放給一般民眾參觀。參與本項計畫之示範農場，應於一

年內開放數次參觀時間。 

(6) 提供農民諮詢費用補貼，協助分擔農民諮詢費用。 

 

第四款  英國 

第一目  有機農業政策沿革與有機農業發展 

 

    英國的有機農業補貼政策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994 至 1998

年，第二階段從 1999 年至 2003 年，2004 年以後為第三階段。補貼政策內容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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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階段之間皆發生劇烈的轉折，第一次劇烈轉折發生在 1998 年 1999 年間，第二

次劇烈轉折在 2003 年及 2004 年之間，兩次轉折對於英國有機農業的成長皆造成

重大影響，因此英國有機農業政策轉變與有機農業發展之間的關係相當值得探

討；以下擬分別探討三個發展階段的政策內容及發揮的影響。另外，英格蘭、威

爾斯及蘇格蘭的有機農地面積總和佔全英國有機農地面積 98%以上，因此此處僅

以前述三個區域為探討範圍。 

(1) 第一階段(1994年至1998年)： 

    此時期的有機補貼措施為依據歐盟2078/92號規則制定的「有機農業補貼計畫

(Organic Aid Scheme，以下簡稱OAS)」，各公(王)國制定的補貼內容大致相同。相

較於其他會員國，英國此階段提供的有機農業補貼金額相當低，且僅提供轉型期

補貼，未提供任何轉型後持續補貼(表5-1-4)。由於補貼金額相當低，無法提供足夠

誘因，因此政策實行的1994年至1997年間，英國有機農業面積及農戶數皆無明顯

成長，有機農地面積約僅佔總農地面積的0.6%(圖5-1-4)，而1994年至1998年間也僅

有400位生產者申領有機農業補貼，顯見過低的補貼金額無法提供足夠誘因，此階

段的補貼政策對於有機農業發展並無幫助。1996年，英國農業部為提高農民轉型

有機農業的意願，開始提供「轉型諮詢服務措施(Organic Conversion Information 

System, 簡稱OCIS)」，提供農民免收費的有機農業轉型技術諮詢。然而經濟誘因

不足的補貼政策，仍無法明顯促進英國有機農業顯著成長。1997年至1998年間，

由於發生狂牛病事件(BSE)，消費者購買有機產品的意願大增，有機消費市場的增

加間接促使許多農民轉型投入有機生產，使得英國有機農業面積從1997年的5萬

4000公頃迅速增加至1998年的27萬多公頃，共成長了4.5倍；然而此次的成長是由

市場推動，而非政策推動。總而言之，1994年至1998年之間，有機農業補貼政策

發揮的影響力相當有限621。 

(2) 第二階段(1999年至2003年)： 

                                                 
621 Centre for Rural Economics Research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2) 
At http://www.defra.gov.uk/farm/organic/policy/actionplan/pdf/FinalRep.pdf 



 

 241

為提高英國地區農民實行有機農業的意願，英格蘭及威爾斯在 1999 年制定新

的農業補貼措施622，稱為「有機農業計畫(Organic Farming Scheme, 以下簡稱

OFS)」，蘇格蘭也修訂原 OAS 補貼內容623(表 5-1-4)；同時各公(王)國仍延續「轉型

諮詢服務措施」，提供免費轉型諮詢服務及訓練費用補貼。各公(王)國此次制定或

修定的新補貼政策，皆大量提高補貼金額，不過仍未提供轉型後持續補貼。新補

貼政策的實施，搭配轉型諮詢服務政策以及有機產品消費市場的擴展，明顯提高

農民投入有機生產的誘因，因而促使英國有機農地面積在 1999 年至 2003 年期間

迅速成長(圖 5-1-4)，顯見足夠補貼金額的補貼政策為推動有機農業發展的重要因

素之一。 

另外，各公(王)國也於此階段先後制定及實行有機農業行動計畫，主要內容包

括加強對有機農民的補貼金額、健全有機農業法規、推動市場發展等措施，有機

農業行動亦為推動有機農業發展的重要政策。 

威爾斯於 1999 年首度制定有機行動計畫，其計畫目標設定 2005 年有機農地

面積可達威爾斯總農地面積的 10%，因此該計畫的重點在於提高有機產品生產量

之效率、拓展有機產品市場、以及消除阻礙有機發展之障礙；至 2003 年底，威爾

斯的有機農地面積佔總農地面積比例已從 1998 年的 0.3%提升至 4%，顯示第一次

行動計畫發揮相當良好成效。為因應未來發展，2005 年威爾斯制定第二次行動計

畫，內容包括部份第一次行動計畫之措施及新定措施，其中最重要者包括加強制

定有機農業補貼措施、推動市場發展、加強公眾教育及公眾健康議題、加強研究、

以及研擬完善的基改作物共存政策624。 

英格蘭則於 2002 年首度制定有機農業行動計畫625，政策內容主要以發展有機

產品市場為重心，因此定有多項與市場或消費者相關之政策，包括建立完整的有

                                                 
622 Centre for Rural Economics Research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2) 
At http://www.defra.gov.uk/farm/organic/policy/actionplan/pdf/FinalRep.pdf 
623 Scottish Parliament Information Center (2002) At 
http://www.scottish.parliament.uk/business/research/pdf_res_brief/sb02-84.pdf 
624 Welsh Agri-Food Partnership Organic Strategy Group (2005) At 
http://www.organic.aber.ac.uk/policy/docs/orgactionplan2.pdf 
625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Affairs (2002) At 
http://www.defra.gov.uk/farm/organic/policy/actionplan/pdf/action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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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產品市場資訊、提高消費者對有機產品的認知、加強有機規範系統以加強消費

者對有機產品之信賴。另外，在有機農業補貼及研究方面，亦定有相關措施，顯

示農業部對補貼措施的重視程度逐漸加增。不過，英格蘭行動計畫並未設定具體

的有機農地面積成長目標，此為英格蘭行動計畫與其他國家行動計畫最大的差

異。蘇格蘭則於 2003 年首度制定「有機農業行動計畫」626。 

(3) 第三階段(2004 年以後至今)： 

    2003 年及 2004 年間，各公(王)國的補貼政策發生第二次重要變革。英國劍橋

大學在 2002 年進行的一項英國有機農業補貼政策評估報告指出，英國有機產品市

場成長快速，但是國內有機農地面積及生產量的發展卻相對緩慢，而有機農業具

有優良公共財的價值，因此建議農業部應制定誘因更高之政策支持有機農業發

展，並提供轉型後的持續補貼，以增加農民從事有機農業的意願627。受到該篇報

告影響，英格蘭、威爾斯及蘇格蘭皆修訂原補貼措施，首度提供轉型後持續補貼，

英格蘭先於 2003 年 7 月開始實施，威爾斯及蘇格蘭則於 2004 年初開始實施628(表

5-1-4)。由於各公(王)國新補貼措施實施後所造成的影響有較大差異，因此此處擬

各別討論各區域的情形。 

    英格蘭新補貼政策除了增加轉型後持續補貼外，並增訂「重點發展水果」補

貼項目，提供相當高額的補貼(表 5-1-4)。新補貼措施於 2003 年年中開始實施後，

2003 年及 2004 年有機農地面積皆呈現持續成長的趨勢；2005 年，有機農地增加

的面積更高達 39,000 多公頃(表 5-1-5)，顯示新補貼政策提供的高額補貼及轉型後

補貼，確實能有效吸引農民投入有機生產。威爾斯於 2004 年實施新補貼政策後，

也促使有機農地面積在 2004 年及 2005 年各成長約 6000 公頃，約為 2003 年及 3000

年面積成長率的 2 倍(表 5-1-5)，也顯示高補貼金額及提供轉型後補貼有助於吸引

農民投入有機生產。另外，除了補貼措施在生產面所發生的直接影響外，有機農

                                                 
626 Scottish Executive (2007) At http://www.scotland.gov.uk/Resource/Doc/166641/0045438.pdf 
627 Centre for Rural Economics Research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2) 
At http://www.defra.gov.uk/farm/organic/policy/actionplan/pdf/FinalRep.pdf 
628 Härring et al. (2004), pp.15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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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行動計畫的實行，也是促使兩區域內有機農業持續成長的重要因素。 

 

    相對於英格蘭與威爾斯，蘇格蘭 2004 年開始實施新補貼措施後，並未促進境

內有機農地面積的增加，反而在 2005 年時有機農地面積減少了 97,000 多公頃(表

5-1-5)，此亦為英國有機農地總面積在 2005 年時呈現急速下滑的主要因素(圖

5-1-4)。根據蘇格蘭農業部的報告指出629，此乃由於 2004 年制定的轉型期後持續

補貼金額偏低(表 5-1-4)，對於先前於 1999 年至 2003 年間申領有機農業補貼期限

即將屆滿的農民，無法提供足夠誘因，因此許多補貼期限屆滿的農民不願再繼續

從事有機生產。對此，蘇格蘭農業部已於 2005 年底提高轉型後持續補貼的金額(表

5-1-4)以彌補原政策之缺失。2006 年新的補貼措施實施後，重新申請補貼措施的新

轉型有機農戶數明顯增加，再次顯示足夠的補貼金額，確實可有效提高農民從事

有機農業之意願。此階段蘇格蘭也持續實行有機行動計畫的各項措施，從各層面

推動有機農業之發展。 

 

    透過觀察英國歷年有機農業補貼政策與國內有機農地面積成長的演變，可知

補貼政策內容，如補貼的作物類型及補貼金額，對於補貼政策的實行成效有相當

重要的影響。 

 

                                                 
629 Scottish Executive (2007) At http://www.scotland.gov.uk/Resource/Doc/166641/00454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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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英國有機農業成長趨勢630 
 
 
表 5-1-4  英國有機農業補貼措施 
有機補貼計畫(Organic Aid Scheme) 1994-1998  歐元/公頃 (1 英鎊=1.47 歐元) 
生產類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轉型後補貼 
一般農場(適
用英國全區) 

103 103 74 51 38 

發展不利地區

(適用英格蘭

與威爾斯) 

21 21 15 10 7 

粗放草原(適
用蘇格蘭) 

15 15 10 7 7 

無 
(無) 

有機農業計畫(Organic Farming Scheme) 1999-2003  英格蘭與威爾斯 
                       (括號內為蘇格蘭的「有機補貼計畫(OAS)」) 
生產類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轉型後補貼 
一般耕地及多

年生作物 
331 

(221) 
199 

(221) 
74 

(74) 
29 

(74) 
29 

(59) 
一般草原 257 

(176) 
154 

(176) 
59 

(74) 
22 

(74) 
22 

(44) 
劣質草原或粗

放草原 
37 

(15) 
15 

(15) 
7 

(10) 
7 

(7) 
7 

(7) 

無 
(無) 

有機農業計畫 2003 年及 2004 年以後 
英格蘭   2003 年以後 

                                                 
630 資料來源同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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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類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轉型後持續

補貼(每年) 
重點發展水果

(梨、李、蘋

果、草莓) 

883 883 883 44 44 44 

除重點發展水

果以外之多年

生作物 

331 199 44 44 44 44 

一般農場 258 155 34 34 34 34 
劣質地 37 15 7 7 7 7 
威爾斯   2004 年以後   
一般農場 331 199 74 52 52 52 
草原 258 155 59 52 52 52 
放牧地 37 15 15 15 15 15 
蘇格蘭   2004 年       
一般農場 324 324 81 81 66 44 
水果或蔬菜 441 441 59 59 59 21 
良質草原 177 177 74 74 44 21 
粗放草原 7 7 7 7 7 7 
蘇格蘭   2005 年以後 
一般農場 324 324 81 81 66 88 
水果或蔬菜 441 441 59 59 59 88 
良質草原 177 177 74 74 44 88 
粗放草原 7 7 7 7 7 7 
1994~2003 年資料：Center for Rural Economics Research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y University Cambridge (2002) 
2004 年以後英格蘭與威爾斯資料：Edwards (2004)631 
2005 年蘇格蘭資料：Scottish Executive (2007) 
 
表 5-1-5  2002 年-2005 年英國各公(王)國有機農地面積變化  單位：公頃 

年度 2002 2003 2004 2005 
英格蘭 251,836 256,984 258,458 291,578 
威爾斯 55,101 58,280 64,208 70,832 
蘇格蘭 428,608 372,263 345,266 247,930 
總和 735545.4 687526.6 667931.8 610339.6 

英國農業部統計資料，網址 http://statistics.defra.gov.uk/esg/statnot/orgdataset1.xls 

                                                 
631 At http://www.scottish.parliament.uk/business/research/briefings-04/sb04-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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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英格蘭有機行動計畫之內容 

 

此處擬說明英格蘭有機行動計畫之內容，主要有六大部分，分述如下： 

(1) 建立市場資訊收集系統：由英國農業部與驗證機構、零售商協會(British Retail 

Consortium, 簡稱 BRC)等相關組織合作，收集有機生產、配銷、以及消費資訊

並公告之，提供充分的有機產品市場訊息給各業界使用。 

(2) 教育與訓練措施：以歐盟農村發展規則中的農村職業訓練支持計畫為基礎，提

供更多小型有機食品加工與製造者的技術訓練機會，並推動示範農場間的合

作，建構完整的示範農場網絡。 

(3) 研究與發展：共有三項措施：(i)由行動計畫小組(Action Plan Group)與農業部共

同彙整英國境內各公部門、私部門及非營利機構的有機農業研究經費資訊，提

供擬定研究發展方向之參考，以及可明確提供有機農業研究經費之來源；(ii)

由有機標準建議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on Organic Standards, 簡稱 ACOS)

成立研究小組(Research Sub-committee)，召集有機農業各領域人員，共同擬定

有機農業研究優先課題，以及加強各研究領域間之整合機制；(iii)農業部於 2004

年開始透過英國 LINK 方案，提供五年 500 萬英鎊的研究經費供有機業界申請

研究計畫。 

(4) 加強制訂生產者及供應者的補貼措施：修訂有機農業計畫(Organic Farming 

Scheme, 簡稱 OFS)，提供五年的轉型後持續補貼，並提高重點發展水果的補貼

金額。 

(5) 實施推動有機產品市場發展之措施，包括：(i)由英國零售商協會進行有機產品

與一般慣行農產品價格比較之研究，分析有機生產者的市場潛力，作為生產者

及通路商店決定產銷策略的基礎；(ii)由 DEFRA 與產銷鏈相關業者合作，共同

制定有機產品在健康食品市場或其他各類型食品市場、在地食品市場的發展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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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iii)鼓勵政府部門採購符合永續生產原則的食品，包括有機食品。 

(6) 加強制訂健全之有機法規，成立新的「有機標準建議委員會(ACOS)」，負責向

農業部提出關於歐盟有機法規內容的建議。 

 

第三項  小結 

 

    有機農業具有對環境有益、提供優質食品、改善農村結構等多元功能，因此

從 1992 年開始，歐盟即於共同農業政策(CAP)中制定農業—環境計畫，要求各會

員國必須提供有機農業補貼。補貼政策確實發揮相當成效，使歐盟的有機農業在

1990 年代迅速成長。隨著有機農業的發展及研究的進行，更加確立有機農業所具

有的多元農業功能及價值，尤其是具備對環境有益的公共財價值，因而促使歐盟

及各會員國逐步加強有機農業補貼政策，推動有機農業的發展。 

    在有機農業發展良好的國家，除了以補貼措施作為重要的有機農業政策外，

有機農民間團體的成立、國家提供教育訓練及加強資訊推廣等措施，也都是促使

有機農業發達的原因632。然而，各會員國在制定有機行動計畫之前，相關政策或

措施都是零散式的實行。隨著政策發展與各項措施成功經驗的累積，各會員國開

始體認需要制定一個整合性的有機農業政策，因而制定有機農業行動計畫，並促

使歐盟制定歐盟層級的有機行動計畫。原本零散式的有機農業政策，遂轉變為整

合性的政策，成為歐盟及各會員國最新的有機農業政策走向。 

    一項歐盟跨國研究計畫「有機行動計畫研究計畫」，共比較了八個會員國的國

家有機行動計畫內容(表 5-1-6)，其中包括前述案例分析所引用之丹麥、德國、及

英格蘭。該份報告計畫雖未對所有歐盟會員國進行比較，但藉由八個國家的比較，

仍有助於全面性了解各國有機行動計畫可能涵蓋之內容，並可作為台灣制定有機

行動計畫之參考633。 

                                                 
632 賴曉楓 (2003) 
633 Stolze et al. (2007) At http://www.orgap.org/documents/orgap_wp31_documentation_2501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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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大部分國家的有機行動計畫皆會設定有機農業面積的目標(英格蘭除

外)，目標通常設定為 2005 年或 2010 年有機農地面積達全國農地面積 10%。設定

目標可作為政策主管機關評估政策成效的依據，並適時調整政策內容；英格蘭雖

未明確設定有機農地面積目標，但設有各項具體的措施，仍可落實推動有機農業

發展的目的。 

    觀八個會員國行動計畫的內容，在資訊方面皆定有相關措施，特別著重消費

者資訊之宣導措施。加強有機產業各業界的資訊亦為重要的部份，透過提供完整

的資訊，有助於生產者、加工業者、以及銷售業者採取適當的決策，提高從事有

機產品生產之意願。 

    在教育與訓練部份，各國皆定有加強「技術諮詢」措施，顯示產製者對於有

機生產的「關鍵技術(Know How)」有相當大的需求。各國在「研究」措施方面亦

多有注重，其中以加強創新研發及提升生產技術最重要，其次為市場及資訊研究。 

    提供生產者支持措施亦為重要的行動計畫項目，特別著重補貼政策之制定與

實施，但在加工方面的支持措施則較少。「市場發展」及「加強有機法規及驗證」

措施也幾乎是各國有機行動計畫之項目(惟德國行動計畫中未訂定加強有機法規之

相關措施)。市場發展措施中最重要者為建構完整之供應鏈及資訊系統、以及訂定

行銷策略。加強有機法規及驗證之措施方面，著重增修定健全的有機標準及驗證

規範與體系，以及成立有機法規專門建議小組或委員會。 

    綜言之，各國制定的有機農業行動計畫的施政重點雖有差異，但足以顯示各

國的有機農業政策已從原本單面向的政策(如：生產者補貼政策)，發展到多面向的

政策。未來，各國將評估行動計畫之執行成效及國內情勢演變，修訂或延續現存

的行動計畫內容，持續推動有機農業全面性之發展，預期可發揮良好成效。而透

過對歐盟有機農業政策之演變與內容的了解，可作為我國制定有機農業政策之參

考。 

 
 



 

 249

表 5-1-6  8 個歐盟會員國有機行動計畫內容之比較   
行動計畫中之各項措施 西

班
牙 

捷
克 

丹
麥 

德
國 

英
格
蘭 

義
大
利 

荷
蘭  

斯
洛
伐
克 

資訊         
資訊推廣         
中小學生資訊推廣         
未來國家有機標章之制定         
建立資訊系統(如消費資訊)         
訓練與教育         
農民教育         
提供基礎及高等教育課程         
技術諮詢         
研究與發展         
生產技術研發         
加工技術研發         
研究組織與網絡         
業界資訊分析         
有機農業影響分析         
替代能源之研發         
對供給鏈與生產者之支持         
經濟支持(如補貼)         
推動生產者合作         
改善經濟表現         
支持特定生產類型創業         
加工支持         
經濟支持         
研發創新技術         
改良業界結構         
加工業市場發展成功因素

之分析 
        

市場發展         
拓展銷售管道         
改善市場效率         
增加產品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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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畫中之各項措施 西
班
牙 

捷
克 

丹
麥 

德
國 

英
格
蘭 

義
大
利 

荷
蘭  

斯
洛
伐
克 

驗證         
新類型有機標準之制定         
有機標準修訂         
改善法規執行效率         
建立驗證結果之資訊公告

系統 
        

行動計畫之管理與評估         
評估與監督         
成立行動計畫建議小組         
組織設立         
成立有機農業各界相關人

員之聯合組織 
        

有機業界之整合         
制定特殊議題政策(如
GMO) 

        

資金提供         
政策調整         
資料來源：Stolze et al. (2007) 
 
 

第三節  美國有機農業政策 

 

美國有機農業政策初期發展以協助有機產品市場發展為主要目標，而非制定

支持生產面發展之相關政策，與歐盟國家以支持生產面發展為初期政策導向的立

場不同，此乃因兩地區對於有機農業採取不同態度所致。美國農業官方早期尚未

肯認有機農業具有環境、社會等多項「公共利益價值」，而僅將有機農業視為一種

維持或改善土壤品質的農業生產方法、有機產品提供農民另一種開拓產品市場的

機會、以及提供消費者另一種可選擇的產品。因此 1990 年代美國有機農業政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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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在於制定國家有機農業法規，建立公平的有機產品市場環境634。至 2000 年代初

期，受到美國有機產品消費市場迅速上升以及公眾需求的驅動635，農業部及部分

州政府逐漸加強有機農業政策的制定，以提升國內有機產品的生產並滿足社會大

眾需求636。 

    美國國家農業政策主要由美國農業部(USDA)及所屬各機關執行，各項政策或

措施必須經由國會立法提供執行經費及授權執行，因此美國農業政策相關法案是

美國有機農業政策最重要的施政藍圖。相較於歐盟，美國有機農業政策的起步較

晚，最早於 2002 年「2002 農業法案」中制定支持有機農業發展的措施，其中對有

機農業發生直接影響者包括「有機農場驗證費用分擔計畫」以及「研究、教育訓

練與推廣」，間接影響有機農業發展的措施則有「自然資源保存計畫」及「附加價

值產品生產者補貼計畫」637。此處將概略說明各項措施的內容，並說明處於研擬

階段的 2007 農業法案中與有機農業相關的內容。 

 

第一項  有機農場驗證費用分擔計畫 

 

    生產者申請有機驗證時必須給付驗證費用，為提高農民投入有機生產的意

願，農業部實施「有機驗證費用分擔計畫(Organic certification cost-share program)」，

由政府協助分擔部分有機驗證費用，降低農民實行有機生產的成本。2002 農業法

案(2002 Farm Security and Rural Investment Act, 簡稱 2002 Farm Bill)中訂定兩項有

機驗證費用分擔計畫的規定，為農業部實施分擔計畫的法源基礎。由於 2002 農業

法案的內容，除了增訂 2002 農業法案本身的規定外，另有一部分是修定先前就已

制定完成的農業法案，而前述兩項分擔計畫即分屬兩個不同的範圍內，且適用對

                                                 
634 發展歷程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第二項「美國 OFPA 法案及 NOP 法則」說明。 
635 1999 年至 2004 年為止，有機產品零售額的平均年成長率為 20%，2003 年銷售值已達 104 億美

元。見 USDA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2005) At 
http://www.fas.usda.gov/agx/organics/USmarketProfileOrganicFoodFeb2005.pdf 
636 Dimitri and Oberholtzer (2005) At http://www.ers.usda.gov/publications/WRS0505/wrs0505.pdf 
637 Rawson (2007) At http://www.nationalaglawcenter.org/assets/crs/RL315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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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及內容亦有差異，因此此處將分述說明各分擔計畫的內容。 

    第一個驗證分擔費用計畫為 2002 農業法案中修訂「聯邦作物保險法案」638中

「農業管理協助計畫(Agricultural Management Assistance Program)」規定專章的內

容，增加「有機驗證費用分擔計畫」項目639，因此此項計畫乃隸屬於「聯邦作物

保險法案」之範圍。該項計畫明訂農業部所屬農業銷售署(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 以下簡稱 AMS)必須提供經費執行分擔計畫640，實施期限由 2002 年至 2007

年。本項計畫只適用於 15 個州641，AMS 依規定每年提供總額 100 萬美元的計畫經

費，供前述 15 州依法定程序個別向 AMS 提出申請，獲該項經費之各州，則可供

該州內依國家有機法規申請驗證的生產者申請補助費用。本項方案的。在執行上，

AMS 規定每人的補助額最高為其驗證總費用的 75%，且以 500 美元為上限642；制

定上限的用意在於擴展可補助的申請數量，避免補助過度集中於已申請者。由於

本計畫只適用 15 州，因此本文稱之為「15 州驗證費用分擔計畫」，使其與下文將

討論「國家驗證費用分擔計畫」有清楚區別。 

    除了修訂「聯邦作物保險法案」外， 國會亦制訂 2002 農業法案本身所屬的

「國家驗證費用分擔計畫(National Certification Cost-Share Program)」643，此項規定

乃屬於 2002 農業法案所新增訂的條文，而非修訂其他農業法案之內容，與 15 州

驗證費用分擔計畫隸屬不同法案，兩者有所區別。不過，本計畫的實際執行方法

                                                 
638 Federal Crop Insurance Act, FCIA. 
639 Federal Crop Insurance Act 經歷兩段修法才將「Organic Certification Cost-Share Program」納入該

法案中。第一段修法於「Agricultural Risk Protection Act of 2000」中修訂 Federal Crop Insurance Act 
內容，增加§1524(b)「Agricultural Management Assistance Program」，此時尚未納入「Organic 
Certification Cost-Share Program」；第二段修法於 2002 Farm Bill 中再次修訂 Federal Crop Insurance 
Act，才增加§1524(b)(4)(B)(iii)(II)「Organic Certification Cost-Share Program」(有機驗證分擔費用)，
首度執行有機驗證費用分擔方案。 
640 Federal Crop Insurance Act , 7 U.S.C. §1524(b)(4)(B)(iii)(II) “…Funding-$1,000,000 to provide 
organic certification cost share assistance through the 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 
641 康乃狄克州、德拉威州、緬因州、馬里蘭州、麻薩諸塞州、內華達州、漢普郡州、紐澤西州、

紐約、賓夕法尼亞州、羅德島州、猶他州、佛蒙特州、西維吉尼亞州、及懷俄明州。 
Federal Crop Insurance Act (7 U.S.C.) §1524(b)(1) “Authority-The Secretary shall provide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producers in the State of Connecticut,….” 
642 Federal Register Notice of Organic Certification Cost Share Program. Available in 
http://www.ams.usda.gov/nop/StatePrograms/CostShare.pdf 
643 Farm Security and Investment Act of 2002, 7 U.S.C. §6523 “National Organic Certification 
Cost-Shar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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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容大致與 15 州驗證費用分擔計畫相同，惟其適用範圍擴大為全國各州，由各

州政府向 AMS 提出申請。本方案實施期限由 2002 年至 2007 年，但 AMS 並非每

年提供經費，而是於 2002 年計劃實施後一次提撥 500 萬美元經費於 2002 年至 2007

年間每年提供各州申請，直到經費用完則結束該項計劃。每位有機生產者可獲得

的分擔費用上限為其驗證總額的 75%，且以最高 500 美元為上限。另外，國家驗

證費用分擔方案仍可適用「15 州驗證費用計畫」中的 15 的州，但該州內同一位生

產者只可選擇其中一種補助計畫644。表 5-2-1 為兩個驗證費用分擔方案內容的主要

異同。 

 

表 5-3-1  國家有機驗證費用分擔計畫與 15 州有機驗證費用分擔計畫之內容 

有機驗證費用分擔方案 
方案名稱 國家有機驗證費用分擔方案 (15 州)有機驗證費用分擔方案

隸屬法案 2002 Farm Bill Federal Crop Insurance Act 
補助對象 適用聯邦各州的有機農民 適用法定 15 州的有機農民 
實施年度 2002-2007 
專責機關 美國農部所屬美國銷售局(AMS) 
經費提供 2002 年一次提供 500 萬美元供

2002-2007 年使用，至用盡為

止。 

每年提供 100 萬美元 

每人補助規定 最高補助總驗證費用的 75%，並以 500 美元為上限。 

 

第二項  自然資源保育計畫 

 

    2002 農業法案定有許多與環境品質及自然資源保育相關的條款，國家資源保

育署(Nation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Service, 以下簡稱 NRCS)依法案內容制定多

項環境及自然資源保育計畫，提供生產者從事土壤、水分及其他自然資源保育措

施的經費補助。 

                                                 
644 Federal Register Notices (2002) At 
http://www.ams.usda.gov/nop/StatePrograms/NationalCostShareProgramFedRe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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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農業生產必須採行作物輪作、禁止施用大部分的化學物質，對於土壤及

水質有很大的益處，符合保育天然棲地、保護土壤及水質的目標。有機田區必須

設置緩衝帶與非有機田區隔離，緩衝帶通常為綠籬作物，具有改善水質、營造野

生動物棲地、降低風害功能，亦可符合自然資源保育目標。另外，有機生產亦有

助於小型或家庭農場的發展與生存、調整農村人力結構之功能。由於有機農業在

資源保育方面具有前述的多功能價值，因此 NRCS 與有機貿易協會(Organic Trade 

Association, 簡稱 OTS)共同研擬可供有機農民申請自然資源保育計畫的補貼措

施，明確將有機農民列入國家資源保育計畫的對象，有機農民可依視個別情況，

申請資格相符的自然資源保育計畫所提供的補貼645。不過，本方案主要目的以推

動對天然資源保育有益的各項土地管理操作646，並非專為推廣有機農業而設，亦

屬於間接的有機農業補貼政策。 

                                                 
645 NCRS (2007) Organic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At 
http://www.soils.usda.gov/sqi/management/org_farm_2.html 
646 自然資源保育計畫包括多項計畫，其中可供有機農民申請的計畫主要有下列七項：(1)農田與畜

牧地維護計畫(Farmland and Ranch Lands Protection Program, FRPP)：本計畫透過提供農場或畜牧場

經營者農業補助金，協助生產者持續維持農地作為農業用途使用；領有該補助的生產者必須承諾不

將農地轉作其他非農業用途，且必須採行防範土地遭受侵蝕的作業計畫。(2)草地保存方案(Grassland 

Reserve Program, GRP)及濕地保存計畫(Wetland Reserve Program, WRP)：前項方案的內容在於提供

生產者回復或維持土地上的草原地，例如牧草地、牧場、矮灌木叢等，藉此增加植物與動物的生物

多樣性，避免栽培單一作物栽培或轉變土地作其他非農業用途；生產者可同時進行畜牧生產。(3)

濕地保存計畫(Wetlands Reserve Program)：協助經營者從事有益環境的溼地、天然棲地、土壤、水

源及其他天然資源的土地管理活動，申請人可獲得 NRCS 提供的資金與技術協助。溼地保存計畫

有助於提供良好的魚類及天然動物棲地環境、改善土壤品質、降低水災、維護地下水水質、增加生

物多樣性等資源保存功能，同時也可供作教育、學術性等活動。(4)環境品質促進計畫(Environmental 

Quality Incentive Program)：採行兼顧有益環境及作物生產的栽培方式的土地經營者，可發揮改善水

質、地面與地下水質之保護、降低土壤侵蝕、營造天然棲地等功能；經營者可獲得 NCRS 的金錢

及技術補助。(5)資源保存方案(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對於從事有益土壤、水質等天然環

境有益的農業生產方式的經營者，給予資金及技術補助；本方案在於獎勵農民避免從事會對土地造

成較大侵蝕的栽培管理方法。(6)保育安全計畫(Conservation Security Program)：經營者實行符合高

標準資源保育與環境管理的栽培制度，具備改善土壤、水質、植物及動物生態等功能，可獲得資金

及技術補助。(7)野生動物棲地改善計畫(Wild Habitat Incentives Program)」：補助對象為營造高品質

野生動物棲地環境的經營者，採行措施包括營造溼地與陸地環境、河岸環境、水生棲地環境等。 

見 Farm Bill Programs, NCRS Web. At http://www.nrcs.usda.gov/programs/farmbill/2002/produc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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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資源保育計畫除了提供生產補貼外，也會對有意願從事各項保育計畫的

農民提供技術諮詢服務，其中也包括轉型有機農業的技術諮詢，因此有意轉型的

農民可向 NRCS 申請有機農業操作的技術諮詢647。透過國家資源保育 0.計畫的協

助，獎勵更多農民投入有機生產的行列。 

 

第三項  生產具附加價值農產品之補助方案 

 

    2002 農業法案「農村發展」專章修訂「2000 年農業風險保護法案」中「輔導

具附加價值農產品市場開發經費補助」規定648，對於生產或發展具備附加價值農

產品的個別生產者或生產者團體，補助其提出產品行銷計畫及策略所需的經費。

依法案內容，國會原則上每年應提供 4000 萬美元的方案經費供農業部使用，但 2002

年至 2007 年的實行期間，每年提供經費略有差異。依美國農業部認定，有機產品

為具備附加價值之農業生產類型，因此有機生產者可申請該項方案的經費補助

649。本計畫雖非有機生產專屬的支持措施，仍間接提供有機農民補助。 

 

第四項  研究政策 

 

    農業研究政策亦為美國國家農業政策的重點，農業法案中定有農業研究政策

的重點發展領域與方向，相關農業機關或研究機關必須依法案內容提供研究計畫

與研究經費。 

    「整合州際研究、教育及推廣署(簡稱 Cooperative State Research, Education, 

and Extension Service, 簡稱 CSREES)」650於 1998 年提出「轉型有機農業計畫」，

                                                 
647 Greene and Kremen (2003) http://www.ers.usda.gov/publications/aib780/aib780.pdf 
648 Farm Security and Investment Act of 2002 §6401 “ Section 231 of the Agricultural Risk Protection 
Act of 2000 (7 U. S. C. 1621) is amended …Value-added 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 Development 
Grants.….”  
649 Rawson (2007) At http://www.nationalaglawcenter.org/assets/crs/RL31595.pdf 
650 CSREES 為美國負責提供國家型農業研究計畫及研究經費的重要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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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機農業研究專屬經費，為美國最早的國家型有機農業研究計畫，首度將有

機農業提升至國家研究重點發展的層級。2002 農業法案中再度規定 CSREES 必須

提供有機農業專屬的「有機研究與推廣計畫」。依據規定，CSREES 在 2003 年至

2007 年間，每年必需提供 300 萬美元研究經費用於「有機研究與推廣計畫」及 170

萬美元用於「轉型有機農業計畫」；2004 年時，CSREES 將兩者整併為單一的「綜

合有機計畫」，為美國最重要的有機農業研究計畫651。綜合有機計畫提供申請的計

畫類型，除了研究外，亦包括教育與推廣活動計畫，提供農民訓練、教學課程、

資訊宣導等計畫申請。 

    除前述綜合有機計畫外，2002 年法案農業法案也定有其他與有機農業研究相

關的規定，相關機關必須依規定執行。關於美國有機農業研究發展的詳細內容，

將於本論文第六章「研究與教育」中說明，此處僅在於強調美國農業政策已提升

對有機農業研究的重視。 

 

第五項  推廣政策 

 

    推廣措施內容涵蓋層面較廣，舉凡與開拓有機農業相關的活動皆可屬於推廣

措施的範圍，包括建構良好的資訊系統以提升各界對有機農業的認知、提供農民

訓練與技術諮詢服務、提供有機產品銷售的支持措施等。除了前述第四項提及

CSREES 可提供有機農業推廣計畫的申請外，2002 農業法案也定有其他機關必須

執行的有機農業推廣措施。至 2006 年為止，最重要的推廣措施及執行機關包括652： 

(1)農業銷售署(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 簡稱 AMS)：協助建立銷售有機產品

的場所或設備；(2)於農業研究署(American Research Service, 簡稱 ARS)所屬的國家

農業圖書館(National Agriculture Library)下建立永續農業資訊中心，提供有機農業

研究成果、市場資訊報告等各項與有機農業相關議題的文章或資訊；(3)經濟研究

                                                 
651 CSREES (2006) At http://www.csrees.usda.gov/funding/rfas/pdfs/07_organic.pdf 
652 Thilmany (2006) At 
http://dare.agsci.colostate.edu/csuagecon/extension/docs/agbusmarketing/abmr06-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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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簡稱 ERS)：研究及分析美國有機產業的生產現況與

市場發展趨勢、架構有機市場統計資料系統；(4)外國農業處(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簡稱 FAS)：掌握國際及其他國家有機產品貿易情況的資訊；(5)國家農業

統計處(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ervice, 簡稱 NASS)：收集並建構完整的有機

產品生產、銷售及價格資訊系統，提供各界完整且透明化的資訊；(6)CSREES：提

供有機農業推廣計畫的申請，至 2006 年已有 42 個州中的 57 個研究機關構透過

CSREES 提供的計畫，提供有機農業教育與訓練服務，這些單位包括農業學院、州

立農業部等。 

 

第六項  美國有機農業政策之未來發展     

第一款  2007 農業法案之有機農業政策 

 

2007 年年底，新的美國農業法案 2007(Farm Bill 2007)將取代現行的農業法案

2002，成為未來美國新的農業政策施政依據。在農業法案 2007 完成之前，已有多

個美國有機農業民間團體提出，新農業法案應增加更多支持有機農業發展的相關

政策，例如有機貿易協會(OTA)653提出四項有機農業政策優先課題，包括：(1)支持

有機農業及貿易的轉型；(2)消除有機農業與貿易發展的障礙因素；(3)增加有機農

業研究與經濟研究的措施與經費；(4)延續並強化現行相關政策。 

 

另一個有機農業相關團體「國家永續農業發展組織(National Campaig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對 2007 農業法案提出具體的有機農業政策建議654，這些

建議不僅可作為制定 2007 農業法案的參考，同時也反應大眾及有機各界對國內有

機政策的需求。此處擬說明該團體所提建議之內容，以了解美國各界有機農業團

                                                 
653 美國有機貿易協會(Organic Trade Association, OTA)為北美地區最重要的有機產業組織，會員來

自有機農業各界，包括生產者、加工業者、通路業者、進出口業者、驗證機構、農民團體、諮詢人

員等。 
654 National Campaig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2006) Draft NCSA 2007 Farm Bill for Organic. At 
http://www.sustainableagriculture.net/RAFINCSAJoin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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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對於有機農業政策走向的建議，以及各項措施的背景。建議內容共有六大項，

分述如下： 

(1) 延續驗證費用分擔政策：2002 農業法案制定的「國家有機驗證費用分擔方案」

經費(五百萬美元)全數用盡，執行成效良好。根據統計，至 2005 年全國已有超

過一萬戶有機農戶，每個有機農戶的驗證費用平均為 400 美元。經分析有機產

品市場發展趨勢，為因應消費者需求(包括初級及加工農產品)，估計未來五年

間每年必須有 12,500 戶有機農戶的成長率，因此除延續驗證費用分擔政策外，

提供經費也應提高為五年 2500 萬美元，每位生產者的補助金額上限應由原本

的 500 美元提高至 750 美元。 

(2) 加強自然資源保育計畫對有機農業的支持：自然資源保存計畫雖非有機農業專

屬的支持政策，但有機農業符合對環境有益的高標準需求，因此建議新農業法

案中應將有機農業列入本計畫優先提供給付的農業類型。 

(3) 有機農業轉型補貼—現行的有機政策並未針對生產者轉型有機生產的過程提

供支持，為降低生產者轉型有機過程中的障礙及成本，因此建議 NRCS 增加「有

機轉型獎勵計畫」項目，執行下列六項重要措施： 

(i) 每年提供 5000 萬美元的有機轉型補貼； 

(ii) 補貼對象：有意轉型有機的生產者，必須擬定轉型「有機生產計畫書」並

經 USDA 認證之驗證機構判定該計畫書符合有機驗證規範，才具有獲得補

貼資格；已取得有機驗證的生產者，其所屬尚未經有機驗證的土地若欲轉

型為有機生產，亦可適用此項補貼規定。 

(iii)補貼金額：一般情況下，每戶轉型者可獲得每年 1 萬美元以下的補貼金，

補貼期限以四年為限。若種植經主管機關公告為特殊作物類型的農戶、或

是乳品生產農戶，每戶轉型者最高可獲得每年 2 萬元以下、為期四年以下

的補貼金。 

(iv) 補貼內容：主管機關提供的補助金中，至少應有 50%屬於生產者在技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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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習方面所需的費用。 

(v) 獲補貼之轉型者於成功轉型為有機生產並通過驗證後，補貼來源可轉變由

「自然資源保育」計畫提供。 

(vi) NRCS 應成立國家有機農業技術小組(National Organic Technical 

Committee)，負責「有機轉型與農莊守護獎勵方案」相關業務；農業部應責

成國家有機農業技術小組進行計畫的審查與評估。 

(4) 加強傳統種子與育種研究：近年來大量公部門研究資源都用於少數幾種作物的

基因體及生物技術研究，傳統的作物與動物育種及相關研究相對縮減許多，因

而忽略基因庫、種子品種多樣性及動物品種多樣性之研究與發展，對於需要選

擇適合各樣生產環境的作物或動物種類的有機農業或永續農業系統而言，產生

不良影響；再者，生物多樣性亦為人類糧食安全的重要基礎。因此，新農業法

案應重新重視傳統種子與育種的研究與發展，增加下列項目：(1) CSREES 於國

家研究計畫的優先課題中增列「傳統作物與動物育種研究」項目；(2)由農業研

究署(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ARS)提供國家遺傳資源計畫，提供基因庫收

集、保存及評估的執行經費；(3)提供作物與動物育種長期研究的國家型計畫。 

(5) 加強有機農業研究：相較於有機銷售市場佔總農產品市場的 6%現狀，目前提

供的有機農業研究專屬研究經費僅佔總農業研究經費的比例的 0.6%，為使有機

研究能符合有機產業發展之趨勢，建議新農業法案提高有機農業研究經費及加

強有機研究活動，主要規定內容包括：(i)將 CSREES 中與有機農業相關的研究

計畫整合成一個「整合有機計畫(IOP)」，提供每年 1500 萬美元的研究經費；(ii)

由 ARS 提供每年最低 2500 萬美元的有機農業專屬研究經費；國家農業圖書館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應加強有機農業研究成果之提供。(ii)加強經濟研

究署(ERS)、農業銷售處(AMS)、國家農業統計處(NASS)在有機農業資訊收集

與分析方面的業務。 

(6) 基因改造產品管理規範：有機農業禁止生產過程禁止使用基因改造產品，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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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規定檢測值門檻，但一般情況下只要產品被檢測出遭基因改造產品污染，

即可能遭禁止以有機名義販售，因而造成有機生產者之損失；因此未來必須制

定完善的基因改造產品管制規範，包括基改作物農戶對別人造成污染時的賠償

議題。 

        

    對於民間團體所提出的修法建議，USDA 已將各方意見彙整於 2007 農業法案

論壇網站上，其重點項目多與前述六項內容相同655。  

    根據 USDA 2007 農業法案官方網站656目前所公告的草案內容，雖未完全援用

民間團體所提建議，但仍採納多項建議。目前公告的 2007 農業法案草案中關於有

機農業政策的內容包括657： 

(1) 延續並擴增驗證費用分擔計畫，適用對象由 15 州擴大至全美 50 州，經費為每

年 500 萬美元，每人補助上限提高至 750 美元。 

(2) 加強有機生產及市場資訊收集與研究的措施及經費，並提供有機產品市場價格

公告服務。為協助有機農民或欲轉型有機生產之農民充分了解有機市場資訊以

便做出正確決策，法案中將規定專責機關必須提供 100 萬美元經費用於有機生

產及市場資訊系統之收集與建立。 

(3) 每年提供 1 億美元的有機農業專屬研究經費，並著重有機農業與資源保育及環

境、適宜有機生產用作物種子之研發等研究議題。 

(4) 在「環境品質促進計畫(Environmental Quality Incentive Program)」中的補助生

產類型中，明文增訂「有機農業」一項，確保有機農民可獲得自然資源保育計

畫之補助。 

 

    觀察官方公告的有機農業政策相關草案，採納了前述「國家永續農業發展組

織」提出六項建議中的四項，除了顯示美國官方對於有機農業政策採取更積極的

                                                 
655 Web of USDA Farm Bill Forum. At http://www.usda.gov/documents/ORGANIC_FARMING.doc  
656 At http://www.usda.gov/wps/portal/!ut/p/_s.7_0_A/7_0_1UH?navid=FARM_BILL_FORUMS 
657 USDA (2007), pp.166-167. At http://www.usda.gov/documents/07finalfb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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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官方對於民間建議的善意回應，亦顯示民間有機團體對於官方制定政策時

確實發揮相當影響力。草案目前雖未納入影響有機農民較重大的「有機轉型期補

貼」建議，但在法案制定完成前，仍具有討論空間。 

 

第二款  發展有機農業行動計畫 

 

    除了於 2007 農業法案中加強有機農業相關政策，「國家永續農業發展組織」

也開始著手擬定「有機農業行動計畫」658，預定將於 2007 年至 2008 年間在全國

數個地區舉辦研討會議，邀請有機各界人士參與，討論美國有機農業的發展遠景

與目標，共同制定涵蓋有機農業全面議題、上看有機農業未來十年發展的國家行

動計畫書。儘管目前尚未有官方機關制定整體性的有機農業政策，但由民間有機

團體所發揮的影響來看，民間版有機行動計畫書的制定，將協助美國未來發展更

全面性的有機農業政策。 

 

第七項  小結 

 

    觀目前美國有機農業政策重心，主要為提供生產者補助及研究政策。在有機

農民補助政策方面，直接與有機農業相關的補貼政策為驗證費用分擔費用政策，

但與歐盟相較，美國並未提供有機農業專屬的轉型或轉型後持續的生產補貼。不

過，有機農民可取得自然資源保育計畫中的相關補貼(非有機農業專屬補貼措施，

屬間接的補貼措施)，此等對環境友善農業生產的補貼政策，與歐盟有機農民可申

領其他「農業—環境」補貼措施相似。 

    在研究政策方面，美國也提供國家級的有機農業研究計畫與經費，加強有機

農業方面的相關研究。其他政策還包括有機市場資訊系統的建立及協助有機農民

                                                 
658 National Campaign Organic Committee (2007) National Organic Action Plan: What Will Organic 
Look Like in the next 10-20 Years. At www.sustainableagriculture.net/docs/o/org_action_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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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有機市場(附加價值農產品補助計畫)，特別是有機市場資訊系統的建立，已逐

漸成為有機農業政策的重點。 

    美國有機農業政策的發展背景與歐盟不同，歐盟是由政府主動制定獎勵生產

者從事有機農業的政策，再由需求面提升對有機產品的需求；美國的有機農業政

策則是被動的由有機產品需求的迅速提昇所推動，因此相較於歐盟，美國國家有

機農業政策發展的起步較晚，對有機農民的支持政策也較少659，涵蓋層面也較窄。

儘管如此，隨著愈來愈多研究與實務經驗顯示有機農業具有環境、有益農村發展

等多元農業價值、以及各界對有機農業的需求與支持不斷提升，美國正逐步加強

有機農業政策的內容及涵蓋層面，例如建構完整的有機生產資訊系統、加強推廣

措施、明定有機農業為自然資源保育計畫的補貼類型等。 

    未來，美國有機農業政策的發展重點將包括：(1)制定可提高農民轉型有機農

業誘因的支持措施；(2)加強有機資訊系統的建立；(3)加強制定規廣措施與計畫；

(4)提供業界各領域的教育與訓練措施、加強農民與加工業者的有機生產技術；(5)

持續加強有機農業研究。透過各層面措施的加強，將可推動有機農業在美國的持

續成長660。 

 

 

第四節  日本有機農業政策 

 

    在日本，由於消費者越來越注重食品的健康及環境保育，對有機產品的需求

提高，使得日本的有機產品市場曾經歷一段快速成長時期，2000 年時日本有機產

品的零售額達 2 億 5000 萬美元，2003 年時約有 3 億 5000 萬至 4 億 5000 萬美元661；

各大超市、食品零售門市等，皆可見到有機產品蹤跡。然而，國內有機農業生產

                                                 
659 Dimitri & Oberholtzer (2005) 
660 Thilmany (2006) At 
http://dare.agsci.colostate.edu/csuagecon/extension/docs/agbusmarketing/abmr06-01.pdf 
661 FAO (2006) At 
http://www.fao.org/organicag/display/work/display.asp?country=JPN&lang=en&disp=summ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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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長速度卻相當緩慢，甚至於在 2005 年至 2006 年停滯成長，至 2006 年有機農

地面積僅佔總農地面積的 0.16%662。2001 年，日本有機產品中僅有 2/3 為進口產品，

然而至 2004 年，進口有機產品已是日本國內自產的 9 倍之多，顯見國內有機生產

與市場需求不成比例。 

    至 2007 年為止，日本政府並未提供有機農業相關的支持政策，國內主要透過

民間團體從事有機農業的推廣663。根據 IFOAM 觀點，日本有機農業的情形與歐盟

早期相似，在缺乏政府獎勵或支持政策的情況下，有機生產將不易推動。為改善

停滯狀況，IFOAM 日籍團隊與日本有機農業倡導者共同舉辦全國性的有機農業政

策研討會，並邀請官方人員共同參與664。 

    目前日本國會已著手研擬有機農業促進法草案665，適用範圍包括中央及地方

層級，中央與地方農業機關皆必須依法實施各項發展政策。目前雖僅為草案階段，

但仍可見日本政府逐漸重視國內有機農業生產的發展，此處擬說明該草案的內容。 

 

第一項  有機農業促進法之立法目的與背景 

 

    草案首先揭櫫「有機農業促進法」立法目的，在於有機農業推動政策的制定

及實施，藉以推動有機農業之發展。法條內容包括說明制定發展政策的背景、明

定制定政策的權責機關、以及明定政策應提供的基本措施。 

    發展有機農業的原因主要有四點：(1)永續發展及減少對環境傷害是維持農業

發展的命脈，有機農業有助於提升農業的天然資源循環功能及降低農業生產所造

成的環境影響，因此應使生產者更易投入有機生產，帶動有機農業生產之發展。(2)

消費者對於食品的需求趨向多元化，尤其對於安全且高品質之農產品的需求不斷

                                                 
662 Imai (2007) 
663 FAO (2006) At 
http://www.fao.org/organicag/display/work/display.asp?country=JPN&lang=en&disp=summaries 
664 Imai (2007) 
665 日本有機農業促進法英文版草案(2007) 見「陳世雄的有機生活—Yahoo 奇摩部落格」。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organic-farmer/article?mid=316&prev=325&next=308&1=f&fid=6 



 

 264

增加，而有機產品具有滿足前述消費者需求的特性，因此應實施有機農業推廣活

動，使生產者及相關人員更易於從事有機產品之生產與配售作業，同時也提供消

費者更易取得有機產品之管道。(3)增加消費者對有機生產之認識亦為重要部份，

應舉辦推廣活動，促進生產者、相關人員、以及消費者之間的直接接觸與交流。(4)

協助生產者及相關人員從事有機生產是有機農業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政策

之執行應尊重生產者及相關人員的自主意願。 

 

第二項  有機農業促進法之內容 

 

農林水產省應制定發展有機農業的基本政策，並明訂政策內容至少應訂定「有

機農業發展措施」及「發展政策預期達成之目標」項目。政策之研擬或修訂，應

由農林水產省會同相關主管機關及農業部所屬的食品農業與鄉村政策委員會共同

研議，訂定完成後應立即公告。基本政策制定後，地方主管機關應依據政策內容，

制定詳細的「發展計畫」。為落實主管機關推動有機農業的執行，草案明定對於有

意願從事有機生產之農民，地方主管機關必須提供必要的輔導措施。 

    研究與教育推廣：地方政府應採取必要的措施支持有機研究與教育發展，包

括改善研究設施、提供研究成果之訓練與教育活動，以推動有機農業技術之研究

發展與研究資訊之流通。 

    地方主管機關應制定拓展有機產品市場的相關措施，包括推動農民與消費者

間之接觸與交流，藉此增加雙方面對彼此之了解，一方面加強消費者對有機生產

之認識，一方面使生產者了解消費者需求，藉以促進有機農業的平衡發展。 

為落實推動措施對於推動有機農業發展之助益，草案明定地方主管機關應評

估推動措施的執行成效，作為修訂政策之依據。 

除了由公部門本身採取發展措施，草案亦明定地方主管機關對於其他從事有

機農業相關活動之機構，也應提供支持其推動有機農業活動的措施。另外，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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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也應提供適當的意見反應機制，提供生產者、相關人士及消費者對發展政策

提出意見的管道。  

 

第三項  小結 

 

    綜觀草案內容，吸取歐盟與美國有機農業政策發展的經驗，在生產面、消費

面、以及研究與教育面都有著重，涵蓋範圍完整，提供全面性支持的有機農業政

策，足見日本對於發展國內有機農業生產的決心。 

    日本於 2001 年將有機農業納入 JAS 法管理後，消費者對於有機產品的品質及

定義的認知與信賴度已漸形穩固；有機農業促進法若能通過，將可提供有機農民、

加工業者等相關支持與協助，進而獎勵更多國內生產者投入有機農業。透過「有

機法規」與「有機農業促進法案」的雙軌運作，有機農業將更深入日本人民的生

活之中。 

台灣目前的有機農業發展趨勢與日本相似，有機產品市場雖大，但國內有機

農業生產面積卻僅有 0.1%，粗略估計進口有機產品占了有機產品銷售額的一半以

上666，顯示國內有機農業仍有相當大的成長潛力，因此台灣若能借鏡日本現階段

有機農業政策發展模式，透過制定健全的有機法規及提供整合性的有機農業政

策，預期將可有效推動台灣有機農業的成長。 

 

第五節  我國有機農業政策發展現況及可參考之建議 

 

     從可得的文獻顯示667，我國從 1995 年開始推動有機農業生產以來，至 2006

年為止，有機農業發展的重點僅侷限於有機農業相關規範之制定，如訂定有機農

業生產標準、加強建立認驗證體系。在其他政策方面則較為缺乏全國性的政策，

                                                 
666 Chen and Miller (2004) At http://www.fas.usda.gov/gainfiles/200402/146105363.pdf 
667 如：林銘洲 (2006) At http://organic.niu.edu.tw/01-introduction/data/國內有機產業發展趨勢.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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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的推廣或教育活動，主要是由驗證機構、協會等民間組織執行。2007 年

農委會實施的「新農業運動」將有機農業列為我國農業發展重點，制定多項措施，

主要內容包括668： 

(1) 擴大有機農業生產：主要內容為輔導農友辦理有機驗證、推動有機作物集團栽

培、編印栽培技術手冊、補助合格有機農戶之水質及產品檢驗費； 

(2) 研發有機農產品生產技術與資材：著重肥培管理與病蟲害防治技術與資材之研

發； 

(3) 有機農業法規及規範系統之相關措施：主要包括建構有機認驗證管理體系、加

強有機產品品質監測系統、提升有機驗證機構績效、推動有機農產品履歷制度； 

(4) 輔導拓展行銷通路及消費者推廣教育：舉辦研習交流活動、加強國內現有有機

農業相關網站之資訊功能，如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建立聯合行銷組織。在消

費者推廣教育方面，舉辦有機農場體驗活動、推動有機農業之大眾教育、成立

有機生活研習站與生態村等。 

 

     新農業運動有機農業政策之制定與實施，將我國有機農業政策提升至國家層

次，其層面涵蓋法規、生產、市場、推廣教育、研究，顯見政府開始重視我國有

機農業之發展，本文亦給予肯認。惟參考各國有機農業政策之內容，尚有許多值

得我國學習之處。針對我國有機農業政策之制定，本文提出下列建議： 

(1) 參考歐盟及歐洲國家，制定類似有機農業行動的整合性國家有機農業政策，政

策內容應涵蓋供給面及需求面。 

(2) 從歐盟政策發展的經驗來看，有機農業補貼措施對於促進有機生產之初期發展

可發揮相當重要影響，主管機關應研擬實施有機農業補貼措施之可行性，以及

協助建立農民及各業界合作交流機制。 

(3) 加強建立能與國際接軌之有機法規及相關體系：建立完整且能與國際接軌的有

                                                 
668 林銘洲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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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法規一直使我國有機農業發展的重點，本論文已針對有機法規完整之國家與

我國現有有機法規進行細部比較，應儘速針對我國規範不周延之處進行增修訂

之討論。 

(4) 制定資訊政策：除提供現有有機相關資訊系統更多資源，應加強建立有機產銷

資訊系統、加強生產者及業界宣導、加強大眾教育及學校國民教育之宣導，並

制定具體的資訊措施；德國在資訊推廣方面的經驗，相當值得我國借鏡。 

(5) 在研究方面，我國過去一直僅著重於肥培管理及病蟲害防治的研究，新農業運

動有機農業政策中亦然；然而有機業需要更寬廣的研究範圍與層次，如有機作

物栽培制度與育種等相關研究、有機畜牧之相關研究、有機加工品之研究、有

機農業之鄉村、社會與經濟議題研究等(本論文第六章有詳細說明)，因此本文

建議應重視有機農業全面性的研究，對我國有機農業發展才能提供全面性的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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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有機農業研究與教育 

 

    隨著有機農業的蓬勃發展以及其具備的多元功能價值，有機農業研究的重要

性與日俱增，成為推動有機農業持續發展的關鍵要素669。 

    有機農業研究在歐洲地區的起源相當早，因此其研究發展也領先全球；美國

有機研究的起步雖然較慢，但受到有機農業快速發展之影響，近年來研究活動相

當積極。其他國家在有機農業研究方面的規模則不若歐盟與美國完整，即使澳洲

從 1996 年開始已於「農村產業研究及發展(Rural Industr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國家型計畫中提供有機農業專屬研究計畫，其 2004 年

至 2005 年間所提供的研究經費也僅有 20 萬歐元670。因此本章擬以歐洲及美國兩

地區的有機農業研究為例，了解發展歷程、政府提倡機制、研究主題、以及未來

發展重點，藉此作為我國提升有機農業研究的重要參考。 

    另外，大學學制內教育是培養未來從事有機研究人才及從事有機生產人員的

搖籃，歐洲有機農業發達國家及美國近幾年莫不在大學農業教育中加強有機農業

課程。本文擬列舉部分歐洲國家及美國的有機農業大學教育之發展情況，作為我

國規劃有機農業教育課程之參考。 

 

第一節  有機農業研究之發展歷程 

第一項  歐洲671 

 

歐洲國家有機研究的發展可分為四個時期：(1)農民與學者開拓時期；(2)民間

研究機構開拓時期；(3)大學院校設立有機農業教職及投入研究時期；(4)國家支持

                                                 
669 Dabbert et al. (2004), pp. 30-42. 
670 Wynen (2006) Organic farming in Australia/Oceania, 見 Willer and Yussefi (2006), pp. 123-124. At 
http://www.soel.de/inhalte/publikationen/s/s_74_08.pdf 
671 Niggli (2002) At 
http://www.organic.aber.ac.uk/library/Research%20and%20the%20development%20of%20organic%20fa
rming%20in%20Europ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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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第一時期大約是從 1920 年代至 1970 年之前，主要由個別農民或科學家從

事相關研究，此時期的研究內容主要為比較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所造成的差異，

研究的規模較小，也都屬於個人式的零散研究。 

至 1970 年，進入研究發展的第二階段，此時期對有機農業或生物動態農業大

力提倡的生產者或團體開始萌芽，在其驅動下，陸續成立了民間有機農業(或生物

動態農業)機構。1977 年，各方從事有機農業的團體或個人舉辦「國際有機農業運

動聯盟第一屆國際學術會議(1st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of the 

IFOAM)」，此為有機農業正式受到重視之開端。至 1980 年代，首次有公部門提供

有機農業研究經費，同此階段，歐洲首次有大學設立有機農業或替代性農業

(Alternative agriculture)科系及教職，例如德國的 Witzenhaouse 大學與荷蘭的

Wageningen 大學。 

從 1990 年代開始，許多會員國開始制定有機農業的專屬研究計畫或國家型計

畫，包括奧地利、丹麥、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瑞士、瑞典、英國，此階

段即為第三階段「國家支持時期」。 

 

第二項  美國 

 

    1990 年代晚期以前，美國境內有機產品市場及發展規模尚小，有機農業研究

主要是由農民或是民間機構的研究人員進行，尚無國家或州政府針對有機農業提

供研究經費，只有部分農業部所屬農業研究處的研究人員或大學研究人員與農民

合作進行試驗672，例如農業研究署(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ARS)的研究人員

與有機農民合作進行有機農業相關研究，其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協助當地農民解決

有機栽種所面臨的困難。在政府尚未提供研究經費以前，民間研究組織成為有機

農業研究最重要的推手，例如在美國最早提出「有機農業」概念的 J. I. Rodale673於

                                                 
672 Jawson and Bull (2002) 
673 見本論文第一章第一節第一項「有機農業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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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所成立的「Rodale 研究所」674所出版的「有機農業與園藝雜誌」，從出版至

今仍為提供有機農業資訊及提倡有機農業的重要刊物675。「有機農業研究基金會

(Organic Farming Research Foundation, 簡稱 OFRF)」則為成立較早且具完整規模的

有機農業研究組織，其成立目的為提供經費支持有機研究，以及收集與提供研究

成果資訊。 

   1990 年以後，美國有機市場平均年成長率達 20%676，有意願投入有機產品生產

的農民、食品製造業者、配銷業者也迅速增加。然而，國內有機產品生產成長的

速度卻無法滿足大量的市場需求，至 2005 年為止，有機面積僅占總農地面積的 1%

以下。阻礙生產者轉型有機農業的因素包括生產成本及風險過高、認知不足、以

及缺乏良好的配銷管道。為提升國內有機農業之發展，USDA 所屬研究機關及各

州政府從 1990 年以後開始重視有機農業的研究，此時期以 USDA「永續農業研究

與教育計畫(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簡稱 SARE)」677及「國

家創新研究(NRI)」所提供的有機農業研究經費為最重要的國家研究經費，其研究

著重於加強有機農業在生產技術、環境與社會功能、農場經營與經濟方面之研究

678。 

    1998 年，國會於「1998 年農業研究、推廣與教育改革法案」中明定 USDA「整

合性州研究、教育與推廣局(Cooperative State Research Education and Extension, 簡

稱 CSREES)必須制定有機農業專屬的「有機農業轉型計畫(Organic Transition 

Program, 簡稱 ORG)」，提供研究經費；此為美國於農業法案中明定公部門機關必

須提供有機農業專屬研究經費之開端。2002 年，國會再度於「2002 農業法案」中

增訂 CSREES 必須制定「有機研究與推廣計畫(Organic Research and Extensive 

Initiative, 簡稱 OREI)。依法案內容規定，ORG 每年應提供 150 萬美元研究經費用，

                                                 
674 1947 年成立時的機構名稱為「土壤與健康基金會」，後來才轉型為「Rodale 研究所」。 
675 Thilnny (2006) At 
http://www.agsci.colostate.edu/csuagecon/extension/docs/agbusmarketing/abmrob-01.pdf 
676 Dimitri et al. (2002) At http://www.ers.usda.gov/publication/aib777/ 
677 1988 年至 2000 年間用於有機農業研究經費占總經費的 10%(總經費約 1725 萬美元)。 
678 Sooby (2003), pp. 12. At http://ofrf.org/publications/pubs/sos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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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I 每年應提供 300 萬美元經費，合計 CSREES 每年透過 ORG 及 OREI 至少提

供 450 萬美元的有機農業研究經費，經費提供對象包括中央研究機關、州機關、

大學院校以及民間研究機構。為便於各方申請，CSREES 於 2004 年將前述兩項計

畫整併為「綜合有機計畫(Integrated Organic Program)」679。 

2002 農業法案也增訂建議其他農業部所屬機關進行有機農業相關研究的規

定，但並非強制性規定，各機關可自行決定研究內容，例如經濟研究處(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簡稱 ERS)進行有機農業經濟研究、國際農業處(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簡稱 FAS)進行其他國家有機農業的相關研究。 

 

農業研究署(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簡稱 ARS)為隸屬 USDA 的農業研

究機關，其編制約有 2340 位研究人員，為美國最重要的國家級農業研究機關。2006

年 ARS 制定 20 個以上的國家型研究計畫，提供 1373 項研究計畫。ARS 曾於 1979

年根據「USDA 有機農業研究小組(USDA Study Team on Organic Farming)」所提建

議，設立有機農業專門研究主持人職位，然而隨即於 1982 年時取消該項職位，此

後雖仍有 ARS 研究人員持續進行有機農業研究，但計畫數及經費僅占 ARS 的一小

部分，且缺乏有效的整合。直到 1999 年，ARS 才首度提供研究經費給七個有機農

業研究計畫，合計共提供 400 萬美元研究經費，為 ARS 支持有機農業研究計畫之

開端680。2005 年，ARS 研究人員進行有機農業研究主要透過「整合性農業系統」、

「作物保護」、「作物生產」三項國家型研究計畫申請有機農業研究計畫，此時已

有超過 100 位 ARS 研究人員在 20 多個區域進行有機農業研究，ARS 也持續擴充

研究進行的區域與計畫量。ARS 於 2005 年 1 月舉行一場全國性的有機農業研究會

議，參與人士包括研究人員、消費者團體、其他 USDA 所屬機關人員、大學研究

學者、以及 ARS 研究人員，討論未來有機農業研究的重點課題以及研究方法，並

建議 ARS 研究員成立國家型有機研究網絡團隊，負責擬定研究主題、提供研究成

                                                 
679 CSREES (2006) At http://www.csrees.usda.gov/funding/rfas/pdfs/07_organic.pdf 
680 Bull (2006) At http://www.plantmanagementnetwork.org/pub/cm/symposium/organics/B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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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資訊、協助有機研究之發展等工作681。 

    綜觀之，受到有機農業迅速成長的推動，有機農業研究從 2000 年以後開始受

到美國官方重視，從地方層級、州層級到國家層級的研究機關及大學，皆逐漸增

加有機農業研究的比重，相關報告也隨之大量發表。現階段美國所進行的有機農

業研究，已遠比過去為多。 

 

第二節  有機農業研究現況 

第一項  歐盟與歐洲國家 

 

歐洲地區對於有機農業研究的重視，反應在歐盟跨國性的研究計畫及各會員

國對有機農業研究的支持政策。在歐盟層級，近年來最重要的是第五屆及第六屆

「科研架構計畫(Framework Programmes, 以下簡稱 FP5 與 FP6)682的制定與執行，

歐盟會員國或非歐盟之歐洲國家可向歐盟申請計畫經費從事有機農業研究。此處

將概略說明歐盟科研計畫與有機農業研究的關係。 

    除了歐盟提供的研究方案外，各會員國內亦會提供有機農業研究經費；有些

國家會制定有機農業研究計畫，提供有機農業專屬的研究經費，例如丹麥、瑞典、

奧地利、德國、瑞典、瑞士、英國、義大利；有些國家則未特別提供有機農業專

屬研究經費，而由其他國家研究計畫提供，例如愛沙尼亞、捷克共和國等683。相

較而言，有機農業發展進步的國家，大多會提供有機農業專屬的國家型研究計畫，

或在農業國家型計畫中將有機農業列為優先課題。本項第二款擬酌選數個在有機

農業研究方面領先的國家，說明其發展現況與重點研究課題。 

     

                                                 
681 ARS (2007) At 
http://www.ars.usda.gov/research/programs/programs.htm?np_code=216&docid=14855 
682 EU 透過研究與技術發展架構方案，直接提供研究和技術發展資金給歐盟各國從事計畫相關研

究。 
683 Slabe (2004) At 
http://ec.europa.eu/research/agriculture/pdf/off_research_in_europe_consolidate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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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歐盟層級—科研架構計畫 

 

    近期有機農業研究在歐盟層級的研究計畫，主要由 FP5 及 FP6 提供，FP5 提

供計畫申請時間為 1998 年至 2002 年，其中有機農業相關的研究計畫皆已完成；

FP6 提供計畫申請的時間為 2003 至 2006 年，其中部分有機農業研究計畫已經完

成，部分則尚在進行中。 

    FP5 內容共包括五大關鍵行動(5 Key Action Projects)，其中第五項關鍵行動計

畫「永續農業、漁業、森林與農村發展」為有機農業研究計畫的主要來源。第五

項關鍵行動計畫包括「永續農業與漁業」、「非食用作物之利用」、「森林管理與林

木業」、「政策發展」、以及「農村發展」五大研究領域，有機農業具備永續農業、

政策支持及鄉村發展的特性，與五大領域相符，申請者可依其欲從事有機研究計

畫的性質，選擇相符合的領域申請。因此 FP5 雖無有機農業之主項，但仍成為有

機農業研究的有力支持684。有機研究計畫在各領域的分配情形為685：(1)永續農業

與漁業：與作物、動物生產相關的研究計畫，例如作物病蟲害防治、養份管理、

動物飼料、肉品品質等，皆由此項領域提供；(2)政策發展：凡與政策制定及市場

                                                 
684 FP5 所支持的有機農業研究計畫包括：(1)面對歐盟擴大後未來歐洲有機農業政策制定之研究

(EU—CEEOFP)：原歐盟會員國及新進會員國有機農業政策之研究與制定。(2)有機農業中動物健康

及食品安全(SAFO)：改善有機農業中動物健康及食品安全。(3)歐洲有機市場資訊系統(EISFOM)：
建構歐洲地區有機生產及市場資訊的資料庫網站。(4)有機產品生產過程中食品安全及品質之策略

建議(Organic HCCP)：對於有機產品在生產鏈、銷售及消費過程中之食品安全及食品品質相關議題

提出建議。(5)有機農業作物保護產品、肥料與土壤調節劑評估程序之調和與標準化(Organic Inputs 
Evaluation)：探討歐盟及各國有機資材之評估程序與準則，並對作物保護產品、肥料及土壤調節劑

等有機資材的評估準則提出建議。(6)有機市場活動與農村發展(OMIARD)：進行歐洲國家有機市場

之研究，發展正確的市場資訊收集與分析方法以提供正確的市場資訊，並進而提出市場發展策略之

建議。(7)透過開發轉型有機產品市場消除轉型有機農業障礙之研究(CONVERSION)：研究阻礙農

民轉型成有機農法的因素及有機市場發展潛力，並對生產者及決策者提出建議。(8)發展有機馬鈴

薯生產時白疫病防治方法之系統性方法(Blight-Mop)：發展不使用含銅殺蟲劑的系統性方法防治馬

鈴薯白疫病。(9)有機農業雜草防治策略(WECOF)：發展適用有機生產的雜草管理策略，取代物理

性剷除雜草之方法。(10)降低生產過程中真菌汙染源及其他風險因子生產安全有機蔬菜及蔬菜產

品—替代生產模式之研究(SAFE)：發展確保有機食品生產過程安全及檢測方法，降低產品被有毒

物質污染之風險，進而提供確保消費者食品安全及有益有機產品生產之方法。(11)綜合及有機農業

系統雲苔屬作物永續生產策略之發展：發展符合歐盟有機法規且可提升產量與品質之有機生產策

略，以滿足歐洲有機消費市場之需求。見 Web of Organic-Europe Europe & EU report. At 
http://www.organic-europe.net/europe_eu/research-eu-projects.asp Web of CORE Organic 
685 Patermann (2006) At 
http://www.organic-revision.org/dissim/con06/Research_Sust_F_and_F_Systems_C_Patermann_Odense_
Pl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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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相關議題的研究皆由此提供，例如共同農業政策對有機農業影響之研究、有

機市場資訊系統之研究與建立；(3)農村發展：包括農業與環境、農村發展、產品

市場與銷售等議題。 

    FP6686共有三個主軸，第一主軸為「歐洲國家研究整合」議題687，提供研究計

畫申請；另外兩個主軸則為「歐盟研究領域的結構與加強」議題。第一主軸含有

八個優先研究課題688(Thematic Priority)，其中以第五優先課題「食品品質與安全」

及第八優先課題「政策發展之科學支持研究」為提供有機農業研究計畫的主要來

源689。有機食品製造方法、食品病蟲害防除方法、作物病蟲害防除、動物肉質改

良等與食品生產或製造等相關研究議題由第五優先課題提供經費，至於有機農業

政策或生產方法之評估與發展之相關研究，則由第八優先研究課題下的子題「永

續農業發展之工具與評估方法」提供經費，例如歐盟新有機法規制定之研究、取

代含銅殺菌劑之真菌防除方法之研發等計畫。FP6 在前述 8 個課題之外還另外提供

一項稱為「特殊支持行動」的特殊課題，提供研究人員間舉辦學術會議等資訊交

流活動所需經費，例如舉辦歐盟候選國與歐盟間有機農業資訊交流會議、有機種

子與育種學術研討會等計畫，由此現象看來，研究的整合與成果交流是現階段及

未來研究政策發展中相當重要的課題。 

                                                 
686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c) At 
http://ec.europa.eu/research/agriculture/pdf/organic_farming_en.pdf 
687 總經費預算為 1627 萬歐元(約台幣 6 億 5080 萬)。 
688 (1)生命科學、基因體與生物科技；(2)資訊社會科技；(3)奈米與奈米科學；(4)航空技術與太空；

(5)食物品質與安全；(6)永續發展、全球變遷與生態系統；(7)知識社會中的人民與政府；(8)支持政

策發展的科學基礎研究。 
689 FP6 所提供的有機農業研究計劃包括：(1)優質低投入生產食品(QualityLowInputFood)：改善有

機與低投入食品生產供給鏈的品質與安全性；(2)有機葡萄栽培與酒類製造(ORWINE)：發展對環境

及消費者友善之酒類製造技術與生產規範之制；(3)有機農業系統中穀類作物與豆科作物間作在提

升產量、雜草防治、產品品質、防治氮素流失之研究(INTERCROP)；(4)有機蔬菜的種子處裡研究

(STOVE)：因應歐盟 2092/91 號規則有機種子規範，研究克服生產健康有機種子的處理技術與方

法，以及發展符合有機規範的種子病蟲害防治方法；(5)歐盟有機農業法規制定之相關研究(Organic 
Revision)； (6)葡萄及蘋果有機生產中含銅殺菌劑之替代性防治方法之研發(REPCO)；(7)歐盟候選

國與歐盟間有機農業交流管道(CHANNEL)：評估 2004 年新進歐盟之會員國的有機研究發展階段，

並設立資訊交流管道(Channel)；(8)歐盟有機行動計畫評估程序與準則之發展(ORGAP)：歐洲各國

有機行動計畫之研究，同時發展評估歐盟有機農業行動之評估程序與準則；(9)作物育種與種子生

產(ENVIROFOOD)。見 Web of Organic-Europe Europe & EU report. At 
http://www.organic-europe.net/europe_eu/research-eu-projects.asp Web of CORE Org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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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底執委會已提出「第七屆科研架構計畫(Seventh Framework Programme, 

FP7)」，執行期效為五年。新的架構方案將根據第六回的研究成果評估與報告，提

供新的研究計畫，其中與有機農業研究相關的主軸行動(Activity)為「土地、森林

及水生環境中永續生物資源」，此項主軸提出的「微生物與動植物生物多樣性研

究」、「有機農業生產系統」、「多功能農業系統與農村發展」、「動物福利、育種與

生產」、「水產」等領域計畫，可提供有機農業相關研究計畫的申請。另外兩項主

軸行動「健康與福利」及「永續非食用產品與生產的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之發展」，

亦提供有機產品加工方法、家畜飼料生產等研究計畫690。 

 

第二款  歐洲各國 

 

歐洲有機研究較為活躍之國家為奧地利、丹麥、芬蘭、法國、德國、義大利、

荷蘭、挪威、瑞典、瑞士、及英國等 11 個國家，其共通點為政府皆將有機農業研

究列入國家農業研究的重點領域。 

    至於有機農業研究的主要內容，早期的研究重點常放在有機農法與慣行農法

的比較，特別著重有機農業在環境生態的功能；今日的研究範圍，則已擴及各層

面，包括生產技術的改良、食品品質研究、對環境及社會等公共利益的價值、以

及社會經濟分析等。各國提供有機農業研究計畫的分類項目略有差異，為整合各

國之研究項目，歐洲有機研究資料庫「Organic Eprints」將研究類型區分為八大類

691：(1)農場系統研究：以農場整體經營為主，包括農場經濟分析、農場設施及機

具、以及農場養份管理；(2)作物生產：凡與作物生產相關的研究，包括栽培制度、

肥培管理、病蟲害防治、作物育種等；(3)畜牧：與有機畜牧相關之研究，包括飼

養、育種、動物福利、健康管理等；(4)土壤研究；(5)對環境影響：與環境相關之

                                                 
690 Patermann (2006) At 
http://www.organic-revision.org/dissim/con06/Research_Sust_F_and_F_Systems_C_Patermann_Odense_
P1_2.pdf 
691 Organic Eprints (www.orgprints.org)為丹麥有機農業研究中心設立的國際性有機農業研究資料

庫，提供研究者發表有機農業的相關研究報告。網址: At http://orgprin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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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包括有機農業對生態多樣性影響、有機農業之景觀及休閒功能研究等；(6)

食品：有機農業在食品層面的研究，包括食品品質、食品加工與製造技術、市場

與貿易、政策與政經議題；(7)價值、標準及驗證研究：有機農業規範制定及價值

之研究；(8)知識管理：包括教育與推廣計畫、資訊交流平台之建立等。 

    此處擬先列舉前述 11 國中的奧地利、丹麥、法國、德國、荷蘭、瑞典、瑞士

(非歐盟會員國)、及英國等 8 個國家，說明有機農業研究的發展情形，再分別於第

二目、第三目整合說明 11 個國家的研究課題以及研究成果之傳播措施。 

 

第一目  各國發展概況與現狀概述 

 

1. 奧地利692 

    奧地利 1992 年以後開始有大學或國家研究機構從事較具規模有機農業研究，

其後有機農業研究逐漸蓬勃發展，成為國家農業研究的優先課題。1992 年，奧地

利「自然資源暨應用性生命科學大學維也納校區(BOKU, Vienna)首度設立「有機農

業」客座教授職，此為大學投入有機農業研究之開端。2000 年以後，農業部投入

在有機農業方面的研究計畫與經費逐漸增加，雖未制定有機農業專屬的國家型研

究計畫，但有機農業研究已成為農業部國家型農業研究計畫(2002~2005 年「PFEIL 

05」及 2006~2010 年「PFEIL 10」)中的優先課題。從 2000 年至 2004 年有機農業

研究經費約為 445 萬歐元，其中年度研究經費已從 2000 年的 60 萬歐元增加到 2004

年的 114 萬歐元，顯示有機農業研究愈加受到重視。研究計畫中，以作物生產課

題所占比例最高，其次則為農場經營與管理方面的研究。奧地利官方成立一個有

機農業專屬的國家研究機構—「農業研究與教育中心之有機農業與生物動態農業

研究機構」，其他參與有機農業研究較重要的機構還有「國家葡萄與果樹栽培研究

所」、BOKU 大學永續農業系所設立的研究農場或實驗室。 

 
                                                 
692 Fuhrmann et al. (2006) CORE orranic country report: Austria, 見 Lange et al. (2006), pp.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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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丹麥693 

   「丹麥研究委員會(Danish Research Council)」於 1970 年代舉行了數次有關有機

農業研究的討論會議後，於 1980 年開始進行有機農業相關研究，研究主題涵蓋作

物生產、病蟲害防治、養分轉換、土壤品質。1986 年，農業部制定一項五年的農

業研究計畫，通過多項有機農業各層面議題的研究計畫；1993 年制定第一個有機

農業專屬的研究計畫，為期五年，通過 13 項研究計畫，總經費達 670 萬歐元，研

究主題以「有機農業原則之基礎研究」及「有機生產方法之研發」為主。 

    1995 年底，農業部根據「有機農業行動計畫」所提建議，成立「丹麥有機農

業研究中心(Danish Research Research Centre,簡稱 DARCOF)」，統籌國家有機農業

研究計畫之提供、整合、與研究成果傳播。DARCOF 設立後，至今農業部已透過

DARCOF 陸續提供三個國家型有機農業研究計畫的經費—「DARCOF I」、DARCOF 

II」、「DARCOF III」。「DARCOF I」為期從 1996~2000 年，總經費為 1300 萬歐元；

「DARCOF II」為期 2000 年至 2005 年，總經費為 30000 萬歐元；「DARCOF III」

為期從 2006 年至 2010 年，研究主題涵蓋社會經濟、生產、以及食品品質與健康

等課題。除了由 DARCOF 提供研究經費外，其他研究計畫、公部門、或歐盟也提

供相關研究經費。從 2000 年以後，總計平均每年用於有機農業研究的經費為 900

萬歐元。 

    丹麥曾舉辦兩次大規模的國際有機農業研究研討會，第一次為 1996 年在哥本

哈根舉行的 IFOAM 第 11 屆學術研討會，第二次為 2006 年由 DARCOF 主辦的「有

機農業大會」，會議中來自各國的講者發表了近期歐洲國家的有機農業研究成果。 

    DARCOF 陸續成立數個有機農業研究機構，其中較重要者有 Rugballegaard 有

機農業研究所，主辦有機畜產、有機畜產與作物生產整合研究；在 Foulum 等各地

區設立的有機農業研究農場或研究機構。丹麥農業大學(Danish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簡稱 KVL)設立的有機農業試驗農場為通過有機驗證的農場，進行有機

                                                 
693 Andreasen and Kristensen (2006) Report on Danish research in organic food and farming, 見 Lange 
et al. (2006), pp. 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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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栽培制度的相關研究。 

 

3. 德國694 

    德國有機農業研究的發展，早期主要由農民進行，最早可回溯到 1920 年代提

倡生物動態性農業的農民在各自農場上進行相關試驗。生物動態研究所(Institute 

für Biologischer-Dynamische Forschung, 簡稱 IBDF)在 1950 年成立，是世界上最早

的民間有機農業研究機構。1981 年，Kassel-Witzenhausen 應用科學大學設置全球

第一個有機農業領域專長的教授職，引領大學投入有機農業研究。相較於其他歐

洲國家，德國的大學及應用大學已進行相當多的有機農業研究，對於德國有機研

究的發展相當重要。在國家層級上，國家農業研究中心於 2000 年設立有機農業專

門研究機構(OEL—FAL)從事有機農業專屬研究，其他國家研究機構的研究部門亦

皆有參與有機研究，包括國家農業研究中心所屬「農場經濟機構及農村研究機

構」、農林業生物研究中心、營養與食品研究中心所屬研究部門、栽培育種研究中

心所屬研究部門；另外，各邦的公部門研究機構也從事有機農業應用性研究，或

協助設立示範農場、提供技術轉移及成立農業諮詢服務組織等工作。民間研究機

構、大學、以及國家研究機構皆是有機農業研究的重要推手，其中以大學及國家

研究機構在研究貢獻上相對較為重要。 

    德國有機農業研究的學術活動也很活躍，1990 年以後，生態與農業基金會

(Stiftung Ökologie & Landbau, 簡稱 SÖL)定期舉辦有機農業學術研討會，發表德國

有機農業的研究現況；部分國家級研究機構也逐漸增加有機農業研究計畫與經

費。2002 年，德國國家農業部提出有機農業行動計畫(Federal Organic Farming 

Scheme, 德文簡稱為 BÖL)，內容包括有機農業專屬的國家型研究計畫，進一步推

動德國有機農業研究的快速成長；BÖL 在 2002 至 2005 年期間所提供的研究經費

總額達 2670 萬，平均每年約有 660 萬歐元研究經費，另有 40 萬歐元則用於研究

                                                 
694 Lange et al. (2006) Country report on organic food and farming research in Germany, 見 Lange et al. 
(2006), pp.96-127. 



 

 279

成果之傳播及技術移轉的業務。除了 BÖL 研究計畫外，農業部也透過其他計畫提

供有機農業研究經費，最重要者為農業環境保護研發計畫(簡稱 UM)與政策支持研

究計畫(簡稱 EH)，從 1999 年至 2005 年間，UM 用於有機農業研究的經費共 306

萬歐元，佔 UM 總經費的 40%，EH 則有 55 萬歐元用於有機農業研究。 

    德國在國際有機農業研究發展上亦扮演重要角色，1984 年在 Witzenhousen 舉

行第五屆 IFOAM 國際科學會議，2003 年在柏林成立國際有機研究協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Research, 簡稱 ISOFAR)，推動全球有

機農業研究領域之整合，提供不同研究領域人員進行知識、研究方法、教育發展

之間的交流。 

 

4. 法國695 

    在法國有機農業研究主要由研究機構及大學進行，1980 年以後，有機農業研

究逐漸受到政府重視。1983 年成立有機農業技術研究所(Technical Institute of 

Organic Farming, 簡稱 ITAB)，開始進行各項試驗。國家農業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簡稱 INRA)受到政府推動有機農業發展政策的影

響，於 2000 年時與農業部共同制定有機農業專屬的國家型研究計畫「Agribio I」；

農業技術研究所(Union of the Technical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簡稱 ACTA)也鼓勵

其研究人員增加有機農業方面的研究。2000 年，農業部所屬「技術研究管理部門

(Directorate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簡稱 DGER)」奉命建立 ITAB、INRA 及 ACTA

有機農業研究的整合平台。 

    2000 年以後提供有機農業研究經費的國家型計畫可區分為 2000 年至 2003 年

及 2004 年至 2007 年兩階段說明。2000 至 2003 年，提供有機農業研究經費的國家

型研究計畫為：(1)有機農業國家型研究計畫 Agribio I(2000 至 2003 年)，由國家農

業研究所、農業技術研究所、有機農業技術研究所共同執行，共提供約 4100 萬歐

                                                 
695 Diolez and Sylvander (2006) The 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mes on organic farming 2000-2006: 
French country report, 見 Lange et al. (2006), pp. 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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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研究經費；(2)INRA 農村發展研究計畫(2000-2003 年)，共提供 190 萬歐元經費

用於有機農業研究；(3)ACTA 研究計畫(2000-2004 年)：共提供約 140 萬歐元有機

農業研究經費。2004-2007 年，提供有機農業研究經費的國家型研究計畫為：(1)

有機農業國家型研究計畫 Agribio II(2004 至 2007 年)，共提供 740 萬歐元經費；(2)

農業與農村發展局研究計畫(2005 年)，約有 190 萬歐元經費用於有機農業研究；(3)

農業-食品研究計畫(2004-2007 年)：共提供約 32 萬歐元有機農業研究經費。除了

國家型研究計畫，地方研究計畫也是重要的有機農業研究經費來源。2000 至 2004

年間每年國家型研究計畫有 1000 萬歐元以上用於有機農業研究，2005 及 2006 年

分別為 665 萬及 316 萬歐元。 

 

5. 荷蘭696 

    相較於其他歐盟國家，有機農業在荷蘭的發展時間較晚，農業部於 1992 年才

依據歐盟規則開始強制實施有機法規，2000 年開始著重國內有機農業的全面發

展，並設定 2010 年國內有機農地面積達總農地面積 10%的目標，其中加強有機研

究為重要政策之一。在此之前，農業部從 1980 年代開始已提供有機農業研究經費，

初期以作物生產為主，2002 年才開始豬隻及家禽飼養的研究。國家整合型有機農

業政策實施後，使得農業部提供的有機研究經費從 1999 年的 300 萬，增加到 2003

年的 1000 萬。2004 年後，研究涵蓋層面擴展至食品安全與品質、有機產品消費與

市場研究、經濟、農村發展及都市活動等社會經濟層面的課題，意味有機農業研

究已從純科學研究，轉向結合社會科學的整合性研究，並進入跨領域的專業團隊

合作時期。 

    根據國家整合型有機農業政策，農業部提供兩階段的「國家型有機農業研究

計畫」，第一階段從 2000 年至 2004 年，提供每年平均 1000 萬歐元的有機研究經

費；第二階段從 2005 年至 2007 年，提供每年約 920 元萬歐元有機研究經費。研

                                                 
696 Teenstra and Regouis (2006) Research in organic food and farming in The Netherlands, 見 Lange et 
al. (2006), pp. 16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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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題涵蓋範圍以動植物生產、農場經營管理、以及知識管理所佔比例最高。 

    荷蘭最重要的有機農業研究機構為 Wageningen 大學暨研究中心(通稱

Wageningen UR)所屬各區域研究機構以及 Louis Bolk 研究所(簡稱 LBI)。 

 

6. 瑞典697 

    瑞典最早的有機農業研究為 1944 年的民間研究機構 Ekhaga 基金會所進行的

有機農業與生物醫學研究，至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公部門及大學開始從事較

具規模的有機農業研究計畫及經費。 

    負責有機農業研究計畫的公部門主要有三個，分別為「瑞典環境農業科學暨

空間規畫研究委員會(Swedish Research Council for Environmental,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Spatial Planning, 簡稱 Formas)」、「瑞典農業委員會(Swedish Board of 

Agriculture, 簡稱 SJV)」、以及由政府直接提供有機研究經費的「瑞典農業科學大

學(Swedis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簡稱 SLU)」。 

    Formas 前身為森林暨農業研究委員會(Forestry and Agricultural Research Board, 

簡稱 SJFR)，最早於 1996 年提出瑞典第一個國家型有機農業研究計畫(1996 至 1998

年)；1998 年 SJFR 改制為 Formas 後，持續提供國家型有機農業研究計畫(1998 年

至 2007 年)。瑞典農業委員會則於 1997 年提出第一個國家級有機農業研究計畫，

其重點領域為初級生產技術之研發；其後每年均提供有機農業研究計畫。瑞典農

業科學大學從 2001 年開始接受瑞典政府直接提供的研究經費，進行有機農業專屬

的研究計畫「Ekoforsk」。 

    除了公部門研究機構外，瑞典最重要的民間研究機構「農業研究基金會

(Swedish Farmers’ Foundation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簡稱 SLF)」從 2001 年後也

逐漸增加有機農業研究經費。 

    瑞典在 2000 年至 2007 年間有三個國家型有機農業研究計畫，分別為：(1)環

                                                 
697 Alm et al. (2006) Swedish research in organic farming and food systems, 見 Lange et al. (2006), pp. 
21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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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農業科學暨空間規畫研究委員會提供的 Formas 研究計畫：Formas I 研究計畫

(2001 至 2003 年)提供三年共 760 萬歐元研究經費，Formas II 研究計畫(2004 年 12

月至 2007 年 1 月)提供三年共 700 萬歐元研究經費；(2)農業委員會提供的 SJV 研

究計畫：為年度研究計畫，2000 年至 2005 年每年皆提供約 140 萬歐元研究經費；

(3)Ekoforsk 研究計畫：由瑞典農業科學大學(SLU)提供，Ekoforsk I (2002 至 2004

年)提供每年約 90 萬歐元的研究經費，Ekoforsk II (2005 至 2007 年)提供每年 80 萬

歐元研究經費。其他重要的民間研究機構從 2000 年開始提供每年約 200 萬歐元的

研究經費。總計 2000 年至 2007 年間，瑞典平均年度有機農業研究經費為 600 萬

歐元。 

    瑞典重要的研究機構為瑞典農業大學與其他農業大學的研究機構及研究農

場、公部門研究機構及研究農場；主要的研究類型包括有機動植物生產、養分流

失議題研究農場、長期環境影響試驗農場。 

 

7. 瑞士698 

   瑞士有機研究的歷史起源甚早，早期皆由民間機構進行研究，1924年在

Goetheanum成立第一個生物動態農業研究機構，1973年成立最重要的民間有機農

業研究機構FiBL(Research Institute of Organic Agriculture, 簡稱FiBL)，1988年開

始，農業部開始提供研究經費給FiBL，為瑞士公部門支持有機農業研究之開端，

此後農業部逐漸增加對FiBL的研究經費提供。2000年以後，瑞士國家農業研究所

(在瑞士，所有官方設立的農業研究所合稱為Agroscope)也開始增加有機農業研

究。瑞士舉辦過兩次大型的國際性有機農業研究研討會，第一次為1977年舉辦的

IFOAM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議，第二次為2000年舉辦的IFOAM第13屆學術研討會，

可見瑞士的民間有機農業研究活動相當活躍。 

    有機農業研究計畫為瑞士農業部制定的國家研究計畫的重要課題之一，2004

                                                 
698 Alfödi et al. (2006) Country report on organic farming research in Switzerland, 見 Lange et al. (2006), 
pp. 25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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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07 年公部門提供的年度有機農業研究經費約為 750 萬歐元，提供對象以

FiBL 及五個國家農業研究所為主，此亦為瑞士最主要的有機農業研究機構，其中

FiBL 的經費來源還有來自民間提供的研究經費。有機研究主題以作物生產經費所

占最高，其次為畜牧及知識管理。 

     

8. 英國699 

    1980 年代中期以前，英國有機農業研究由民間機構進行，最重要的是 1946 年

成立的土壤協會(Soil Association, 簡稱 SA)、1954 年成立的 Henry 研究協會(Henry 

Boubleday Research Association, 簡稱 HDRA)、以及 1981 年成立的 Elm 農場研究

中心(Elm Farm Research Center, 簡稱 EFRC)。 

    1985 至 1986 年間，英國農部提出英國有機農業發展情況報告，並依據該報告

成立英國有機食品標準註冊局(UK Register of Organic Foods Standards, 簡稱

UKROFS)，UKROFS 所屬有機標準諮詢小組(Advisory Committee on Organic 

Standards, 簡稱 ACOS)向農業部建議應加強有機研究與發展。1991 年以後，農業

部提出「有機農業研究和發展計畫」，提供有機農業專屬的研究經費。2002 年，農

業部提出「英格蘭有機農業行動計畫」，包括以科學證據作為國家制定有機農業政

策的基礎、有機農場轉型的成本及利益的研究、發展初級生產及加工技術、發展

克服有機農業商業化障礙的方法、以及其他相關議題；計畫也著重研究成果的傳

播與知識交流。另外，有機行動計畫中規定農業部必須透過 LINK 機制提供有機農

業專屬研發經費供業界申請。 

    目前，農業部透過兩個國家型研究計畫提供有機農業研究經費，一個是「有

機農業研究和發展計畫」，另一個是 2002 年以後的「有機農業 LINK 計畫」；2002

年以後，農業部每年透過前述兩項計畫提供約 300 萬歐元研究經費。除了農業部

以外，其他提供有機研究經費較重要的公部門尚包括蘇格蘭農業部、北愛爾蘭農

                                                 
699 DEFRA (2006) CORE organic report fron Defra, 見 Lange et al. (2006), pp. 13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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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部、英國研究委員會、食品標準局、環境保護局、威爾斯政府。2000 年至 2004

年英國有機農業研究經費總計為 2900 萬歐元，其中農業部提供的經費為 1470 萬

歐元，其他公部門提供經費為 1500 萬歐元；估計英國每年的有機農業研究經費約

為 600 萬歐元。 

    研究主題以動植物生產、農場經營管理、以及與食品相關議題之研究為主。

研究機構以公部門研究中心、大學、以及民間機構為主，至 2006 年已有 17 個研

究機構進行較具規模的有機農業研究。 

 

第二目  國家型研究計畫、研究機構、與傳播研究成果之措施700 

 

    丹麥、德國、義大利、挪威、瑞典、英國六個國家，皆提供獨立的有機農業

國家型研究計畫；奧地利、芬蘭、瑞士、及挪威四國，其有機農業研究計畫雖與

其他研究領域規劃於同一國家型研究計畫之內，但仍列為重點研究領域。與其他

歐洲國家相較，在定有有機農業國家型研究計畫或將有機農業研究列為優先研究

課題之國家，由於有國家研究經費之支持，促使國內之有機農業研究活動相當活

躍，顯見國家有機研究政策對有機農業研究活動之重要性。 

    國家研究機構及大學為各國最重要的研究機構，而民間研究機構在部分國家

則為重要的研究機構，例如瑞士的 FiBL、英國的土壤協會(Soil Association)。整體

而言，國家研究機構及大學仍是推動 1990 年以後有機農業研究全面發展的重要參

與者。 

    研究成果之傳播亦為研究活動中的重要課題。有機農業研究除了必須符合實

務需要外，研究成果也要能順暢的應用於有機農業的實務活動上，因此在 11 國家

當中，除了法國及瑞典之外，其他國家皆規定計畫申請人所提的研究計畫書除包

括研究主題之內容外，尙必須提出未來技術轉移或傳播研究成果的措施，以確保

                                                 
700 Alfödi et al. (2006) Sharing and developing best practice for the evaluation of research in organic 
food and farming, 見 Lange et al. (2006), pp.27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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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可應用於實際需求。傳播措施包括由研究人員與研究成果適用對象人員

直接交流及成果報告、將研究成果的詳細資訊提供於網頁上、邀請相關業界人員

參與研討會及說明會、透過農業諮詢機構提供成果資訊等方式。另外，由丹麥有

機農業研究中心「DARCOF」所建立的「Organic Eprints」線上資料庫，提供全球

各國及國際組織的研究人員發表以有機農業為研究主題的研究報告，該資料庫提

供相當豐富的有機農業研究報告701；德國、丹麥、以及挪威皆已強制要求有機農

業研究人員必須將研究成果發表於 Organic Eprints 資料庫上，其他國家則是要求研

究人員仍必須透過適當方式發表或報告其研究成果。  

    綜合本款第一目及第二目之內容，茲整理成表 6-2-1。 

表 6-2-1  酌選歐盟 11 個會員國之有機農業研究計畫與經費 

國家 計畫名稱及年度 年度總經費(歐元 

奧地利 國家農業研究計畫，有機農業為優先課題。 

2002-2005: PFEIL 05 
2006-2010: PFEIL 10 

2002: 53 萬 

2003: 130 萬 

2004: 114 萬 

有機農業專屬計畫： 

1996-2000: DARCOF I: 1300 萬 

2000-2005: DARCOF II: 3000 萬 

2006-2010: DARCOF III: 2700 萬 

丹麥 

其他研究計畫(2000-2009):約 300 萬/年 

約 900 萬/年 

有機農業專屬計畫： 

2003-2006: MMM-FI 

芬蘭 

其他研究資源:2003-2006 

2003 年：380 萬 

2004 年：425 萬 

2005 年：245 萬 

有機農業專屬計畫： 

2000-2003: Agrobio I 

2004-2007: Agrobio II 

法國 

其他國家型研究計畫 

2000-2004: INRA-PDSR; ACTA; AQS 

2004-2007: ADAR; RARE 

2001-2004：1000 萬/年

2005：665 萬 

2006：316 萬 

                                                 
701 資料庫網址：http://orgprin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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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專屬研究計畫： 

BÖL(2002-2010)：2670 萬 

BÖL(2006-2010)：估計每年 700 萬 

德國 

其他農業研究計畫： 

UM(2000-2005)：16 萬~60 萬/年 

EH(2000-2005)：6000~16 萬/年 

2002 年以後每年達 700

萬以上 

 

有機農業專屬計畫 

National Plan on OF(2002-2004)：共 250 萬 

National Plan on OF(after 2005) 

義大利 

其他研究計畫(1998-2005)：共 1000 萬 

1998-2005：162 萬/年

荷蘭 有機農業專屬研究計畫： 

National Plan on OF:2000-2005 

2002-2005：1000 萬/年

挪威 有機農業專屬研究計畫： 

OF&F Program (1992-1996) 

其他研究計畫(1997-2005) 

1992-2003：90 萬/年

2004-2006：200 萬/年

有機農業專屬研究計畫 

Formas I (2001-2003) & Formas II (2004-2007)：208

萬/年 

SJV 有機研發計畫 (2000-2005)：140 萬/年 
有機初級生產研究 Ekoforsk I & Ekoforsk II 

(2000-2007)：90 萬/年 

瑞典 

其他民間研究基金 

SLF：約 150 萬/年 

Ekhaga：16 萬~44 萬/年 

700 萬/年。 

有機農業專屬研究計畫 

National Plan on OF (2004-2007) &其他研究計

畫：750 萬/年 

瑞士 

民間研究經費：340 萬/年 

1030 萬/年 

有機農業專屬研究計畫： 

OF&F Program (after 1991) & Link 研究計畫(after 

2002)：2002 年後約 300 萬/年 

英國 

其他研究計畫(2000-2005)：2002 年以後約 300

萬/年 

約 600 萬/年 

資料來源：Lange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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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研究課題702 

 

    對研究課題進行全盤性的整理與統計，有助於整合各國在有機農業方面的研

究成果及提出未來發展建議。在國際整合層級上，知悉各國已投入較多研究的課

題，可統整各國在該項特定課題上的研究成果，進而架構更完整資訊，提高應用

效率，在實際應用上產生正面的加成效果。知悉各國投入較少的研究課題，則有

助於分析缺乏研究對於有機各層面發展的影響，並進而對未來應加強的研究方向

提出建議，供應實際需求。 

綜觀各國研究主題的研究經費與計畫數量分配情形(圖 6-2-1)703，作物生產研

究在各國幾乎都占最高比率，其中又以栽培制度、作物之病蟲害防治及提高品質

為主；其次為育種、雜草管理研究；比例最低的主題為溫室栽培以及灌溉與排水。 

畜牧及農業系統為比率第二高的研究主題，但受到各國有機農業型態影響，

各國差異較大，例如丹麥有機畜牧業較發達，因此畜牧研究比率較高，而奧地利

的畜牧業較弱，因此有機畜牧研究比率相當低。畜牧研究中以飼養系統研究所占

比率最高，動物福利及健康研究的比率正逐漸升高中；比率最低者為育種及遺傳

方面研究。 

在農場系統研究方面，比率最高的研究類型為農場經濟及農場養份管理之研

究，而社會議題及農場設備研究比率較低，且只有七個國家進行相關研究。至於

其他研究類型，則因各國有機農業的發展階段及需求不同而有不同重要性。 

食品研究在各國的比率也逐漸提升，特別在部分國家中(丹麥、德國、奧地利、

瑞士、芬蘭、義大利)佔有 20%或更高的高比率，顯示食品研究愈形受到重視。其

中最重要的研究主題為糧食安全、食品品質及對人類健康影響之研究，其次則為

有機食品之貿易、市場及生產鏈管理之研究。 

環境研究及土壤研究在各國間所占比率的差異較大，在環境研究方面，以有

                                                 
702 Nykänen and Canali (2006) At 
http://www.coreorganic.org/library/pub/Analyses_of_research_topics_final2.pdf 
703 以 Organic Eprints 所區分的八大類為分類基礎，見本節第一項第二款「歐洲各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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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農業對於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以及水質及空氣品質影響的研究主題占最高

比率，只有少部分國家進行景觀與休憩功能之研究。在土壤研究方面，比率最高

的主題為有機農業對土壤性質影響的研究。 

大部分國家都有提供「知識管理」之相關研究或推廣措施，比率最高者為教

育、推廣與資訊交流之研究主題，有些國家則進行研究方法之研究。至於「價值、

標準及驗證」研究，只有部分國家進行相關研究，以法規、消費者研究主題為重。 

經費分配比率

0% 20% 40% 60% 80% 100%

奧地利(2000-2004)

丹麥(2000-2010)

芬蘭(2000-2005)

法國(2001-2006)

德國(2002-2005)

英國(2000-2005)

義大利(1998-2005)

荷蘭(2005-2006)

瑞典(2000-2007)

瑞士(2004-2007) 農業系統

動物生產

作物生產

土壤

環境

食品系統

價值、標準與驗證

知識管理

 

計畫數量分配比率

0% 20% 40% 60% 80% 100%

奧地利(2000-2004)

丹麥(2000-2010)

芬蘭(2000-2005)

法國(2001-2006)

德國(2002-2005)

英國(2000-2005)

義大利(1998-2005)

荷蘭(2005-2006)

瑞典(2000-2007)

瑞士(2004-2007) 農業系統

動物生產

作物生產

土壤

環境

食品系統

價值、標準與驗證

知識管理

 
圖 6-2-1  酌選 11 個歐盟會員國有機農業研究主題之經費及計畫數目分配情形 
資料來源：計畫經費:Lange et al. (2006)；計畫數量:Nykänen and Canali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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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美國 

 

    國家提供的有機農業研究計畫主要是由 CSREES 所提供的有機整合型計畫、

永續農業發展計畫(SARE)、以及國家研究計畫(NRI)。 

    除了前述研究計畫外，部分 USDA 所屬機關亦從事有機農業相關研究，主要

包括：(1)農業研究署(Agriculture Research Service, 簡稱 ARS)；(2)經濟研究局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簡稱 ERS)；(4)國際農業局(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簡稱 FAS)。 

    美國目前以 CSREES 提供之有機整合型計畫及 ARS 進行之有機農業研究最為

重要，因此本此處擬對前述兩者的發展近況及研究內容多做說明，其他機關則概

略說明之。 

 

第一款  CSREES 綜合有機農業計畫 

第一目  發展與現況 

 

    CSREES 於 1998 年與 2002 年分別提供國家級「轉型有機農業計畫」及「有機

研究與推廣計畫」，在有機農業的研究、教育與推廣上開啟全面性的發展。CSREES

於 2004 年更將兩項計畫整合為「綜合有機方案(Integrated Organic Program)」，提供

各大學院校、公部門試驗場、以及設立於美國的國際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申請，

目前已有多所大學、公立與民間研究機構申請該項計畫。除了申請「綜合有機方

案」研究計畫外，研究人員也可申請其他方案中與有機農業相關的主題。綜合有

機研究計畫發展的重點，在於使研究成果得以有效應用於實際生產上，因此

CSREES 鼓勵研究人員應多與實務人員合作，協調研究之內容與方向；其所擬定之

研究計畫，除了研究主題之內容外，也應包括成果轉移、應用或推廣措施，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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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確實得以應用於實際需求704。 

    綜合有機農業計畫於 2004 年整併實行後，2004 年提供研究經費約為 450 萬美

元，2005 年提供經費增加為 45 萬 9000 每元，核可 8 項計畫，有 13 個州參與705；

2006 年，經費增加為 46 萬美元，核可 10 項計畫，有 12 個州參與706。申請到研究

計畫的機構以大學為主，有些則為國家研究機關。 

 

第二目  研究優先課題 

 

    轉型有機農業計畫(Organic Transitions Program, 簡稱 ORP)為較早實施的研究

計畫(1998 年實施)，主要目的為「加強有機生產與加工技術之研究，以及有機資訊

之教育與推廣活動，以提升有機農業之競爭力，提高一般生產者轉型有機生產之

意願」，因此該計畫的重點為生產技術之研究，以及教育與推廣措施計畫，所擬定

的優先課題包括707： 

1. 有機生產中病蟲害問題之研究，包括土壤生物、覆蓋作物、作物輪作、同時生

產作物及飼養禽畜對作物及動物健康的影響等； 

2. 探討有機土壤肥力管理與作物健康及病蟲害抗性的關係、動物營養與動物健康

間的關係； 

3. 建構教育和資訊訓練系統、制定規模完整的有機生產教育課程，作為農村推廣

人員與其他農業專業人員的教育工具； 

4. 針對美國有機農業法規中未制定或有缺失的部份進行研究，作為修訂規範的基

礎。 

 

                                                 
704 CSREES (2006) At http://www.csrees.usda.gov/funding/rfas/pdfs/07_organic.pdf 
705 CSREES (2005) News Release: USDA Awards More than 4.5 Million for Integrated Organic 
Research. At http://www.csrees.usda.gov/newsroom/news/2005news/integrated_organic05.html 
706 CSREES (2005) News Release: USDA Awards More than 4.5 Million for Integrated Organic 
Research. At http://www.csrees.usda.gov/newsroom/news/2006news/organic.html 
707 CSREES (2006) At http://www.csrees.usda.gov/funding/rfas/pdfs/07_organi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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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研究與推廣計畫(Organic Research and Extension Initiative, 簡稱 OREI)實

施時期較晚(2002 年)，其主要目的為「加強已實行有機生產及加工者的生產技術及

提升有機農業產品的市場銷售潛力」，因此研究優先課題除了提升生產技術外，亦

涵蓋農業自然科學、社會學、經濟學等領域之研究；其所設定的優先課題共有 6

項，分述如下： 

1. 有機農業生產與加工方法、育種之發展：包括農場之養分管理與微生物生態研

究；雜草、害蟲、及疾病綜合防治方法之研究；預防、控制及治療禽畜體內外

寄生蟲之方法；作物育種，以具抗病及抗蟲特性、在生物多樣性體系下具有良

好生產、對有機土壤肥力有良好反應、具有水平抗性作為育種目標。 

2. 有機畜牧或有機作物生產者之生產經濟研究分析：包括分析有機生產體系的經

濟成本、報酬和風險；進行有機食品的環境外部性評估研究，以及與慣行食品

之外部性進行比較分析；分析價格和市場結構，以及不同生產規模進入市場的

模式與情況分析；進行有機產品銷售管道之分析，以了解有機食品如何分配、

有機食品價格對農民的回饋、以及適合有機產品進入有機市場模式之分析。 

3. 分析有機初級產品或有機加工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比較世界上不同國家

所實行的有機農業驗證規範，開拓國產有機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的契機；進行國

際上消費者對於美國生產的有機產品需求的行銷研究；評估生產者和消費者的

損益情況，探討影響國際競爭力的貿易政策，包括施行國家有機法規(National 

Organic Program)、農業保險(如 Conservation Security Act)、GMO 標示、來源標

示所造成的影響。 

4. 有機食品之研究：檢驗土壤中養分與在該土壤上生長之產物中所含養分之間的

關係，包括在有機農法及慣行農法下，長期的土壤養分和作物養分情況；進行

有機作物和慣行農業作物養分含量之比較，並分析口味和作物營養間之關聯

性；研究收穫後處理對於保持新鮮有機產品品質的影響；探討消費者偏好有機

食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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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阻礙有機農業市場及政策發展因素之研究：分析農業法案中與有機農業相關條

款的實行，對於有機農業產生的機會和困境；探討可能造成阻礙有機市場發展

的政策或規定；探討實行有機農法卻無法獲得對等利益的因素，並發展改善方

法；分析法規中禁止有機生產者申請政策支持的事由，例如某些生產者無法申

請國家支持計畫的案例，並提出改善建議。 

6. 加強農場實際運作之研究議題與發展研究方法，包括畜牧、作物生產、行銷與

社會經濟議題：發展適用有機農業的研究方法，以及進行長期且跨學門的系統

性研究。 

 

    觀察兩項計畫設定的優先課題內容，有機農業的研究重點從原本較重視提升

生產者的初級產品生產技術，擴展到食品、社會經濟、市場、政策法規面的研究，

顯示有機農業研究的發展已進入全面性、跨領域性的研究層面，透過持續加強各

領域研究之研究及跨領域整合，可望更有助於有機農業之發展。 

 
表 6-2-2  2002 年至 2006 年整合型有機研究計畫之研究課題分配情形708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農場系統 3 0 3 2 5 
畜牧 1 0 2 2 1 
作物生產 2 3 6 4 6 
土壤 0 1 1 2 1 
環境 1 0 1 0 1 
食品 1 0 1 1 2 
價值、標準與驗證 0 0 1 0 0 
知識管理 0 2 6 5 1 
資料來源：CSREES 網頁709  
     

    再觀察 2002 年至 2006 年有機整合型計畫所提供的研究計畫所涵蓋的研究課

                                                 
708 2002 年及 2003 年 ORG 及 OREI 尚未合併為綜合有機計畫，此處將兩者合併視為同一計畫說明，

未再加以區分。 
709以 Eprints 制訂的八項主題為分類依據。計畫內容之資料來源為 CSREES 網頁，網址：

http://cris.csrees.usda.gov/cgi-bin/starfinder/0?path=icgpoplink.txt&id=anon&pass=&search=CG=*-5130
0-*;*-51106-*%20and%20gy%3e1999&format=WEBTITL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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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表 6-2-2)，多數研究計畫的範圍所涵蓋課題是綜合性或多面向的，例如以作物

栽培為主要研究目標的計畫，其研究範圍可能包括栽培制度、植物健康管理、以

及農場經濟之研究，因此研究成果有助於應用者多方應用。2002 年及 2003 年的研

究主題以作物生產及農業系統為主，其中病蟲害及雜草管理為作物系統研究重

點，農業系統則以農場經濟分析為主。 

    2004 年以後，研究計畫所涵蓋主題開始趨向多元化，除了作物系統外及農業

系統維持高比率外，畜牧、土壤、食品、知識管理方面的研究也都有明顯的增加；

環境和土壤方面則持平發展。有機標準或驗證相關的研究所占比例最少，僅有 2004

年提供相關研究。 

    在作物系統方面，病蟲害與雜草防治、栽培制度、最適有機資材施用方法為

研究重心；由作物研究占高比率的情形來看，作物生產仍是美國近期有機農業發

展最重要之領域。 

    農場系統研究除了仍舊以農場經濟為主外，也增加農場養分管理方面的研

究。農場經濟研究可瞭解影響有機農場經營的經濟因素，有助於提供良好有機農

場經營模式之建議，對有機農民或有意願轉型的農民而言，可發揮相當程度之助

益。養分管理則在於使有機生產過程可達最佳養分使用效率，減少過剩養分逸散

至環境中，以降低污染，提升有機農業對環境友善之功能。 

    畜牧系統則以動物之健康管理、飼料品質與配方、以及飼養管理方法為研究

重心。由於有機畜牧嚴格管制化學合成藥物或營養藥劑之使用，因此必須建構良

好之飼養管理系統與提供完整養分飼料，強化禽畜健康，以降低染病或營養失衡

之風險。 

    土壤研究包括土壤微生物及有機農法對土壤養分之影響，環境研究則以評估

有機農業生產對生物多樣性及水質等環境的影響為主。 

    食品系統研究包括食品價格分析、適用有機食品之除菌劑研發、優良食味品

種選拔。有機加工食品已成為有機市場的重要食品來源，因此研發適宜有機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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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將有助於更多加工業者投入有機食品製造，以及提升加工品品質。 

    知識管理研究計畫數在 2004 及 2005 年間所佔比例較高，內容以舉辦推廣措

施及規劃教育訓練教材及課程為主。透過計畫經費的支持，研究人員或推廣人員

可提供農民更完整的教育訓練及舉辦推廣活動，促使更多農民參與有機農業生產。 

     

第二款  國家農業研究署(ARS)有機農業研究發展現況 

第一目  ARS 有機農業研究行動計畫 

 

    ARS 為美國最重要的國家農業研究機關，經過 2005 年研討會議的討論，ARS

建構一個以有機農業研究為主的整合型研究架構—「2005 有機農業研究行動計畫」

710，提供各項與有機農業相關的研究資訊，包括設定研究目標及研究主題等。在

性質上，研究行動計畫並非一個獨立的有機農業專屬國家型研究計畫，而是一個

跨主題的整合型計畫，由 ARS 國家型研究計畫中與有機農業相關計畫的研究人員

共同參與；前述國家型計畫主要為整合性農業系統、國家資源與永續農業系統、

作物生產與保護、動物生產與保護、以及營養與食品安全及品質。研究行動計畫

內容包括(1)研究目標與遠景、(2)研究架構與課題、以及(3)研究成果對美國農業發

展目標的貢獻。依行動計畫所列規定原則，ARS 研究人員在擬定研究計畫題目與

內容時，應與有機生產者或消費者共同組成一個研究交流小組，視有機生產者及

其他有機業界相關人員之需求，共同擬定計畫內容，並且每年互相交流研究成果

及討論研究進行方向；ARS 在各地區的研究站也應邀請當地生產者及其他相關人

員參與類似的交流會議。 

    ARS 於 2005 年制定有機農業研究行動計畫後，開始增加有機農業研究的發

展。2004 年，ARS 所用於有機農業的研究經費為 350 萬美元，僅佔 ARS 總研究經

                                                 
710 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2007) At 
http://www.ars.usda.gov/research/programs/programs.htm?np_code=216&docid=1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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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的 0.35%711；至 2007 年，ARS 提供給以有機農業為研究主題的研究經費已提高

至 1500 萬美元，其中有 800 萬美元是在通過有機驗證合格的農場上進行。除前述

用於以有機農業為研究主題的 1500 萬美元研究經費外，另外還有 4500 萬美元研

究經費所支持的研究計畫，雖非以有機農業為主題，但其成果仍有助於有機農業

發展，例如生物綜合防治方法研發等計畫712。ARS 為美國相當重要的農業研究機

構，其有機農業研究經費之提升，顯示有機農業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 

 

第二目  研究課題713 

 

    依行動計畫內容說明，ARS 有機農業研究的宗旨為「協助克服有機農業生產、

收入損益、環境、以及能源利用方面的相關困難或瓶頸」，據此 ARS 設定有機農

業的優先研究課題有五大項，分別為食品品質、食品安全、有機畜牧與作物生產、

有機農業對環境之影響、以及有機農業損益分析。至 2007 年止，ARS 研究課題主

要以生產方法及技術研究為主，其次則為食品品質及食品安全研究；生產研究中

以蔬菜及農藝作物為最大宗，水果及堅果類次之，至於畜牧方面的研究則相對較

少。 

    ARS 研究人員首重提供直接協助給有機產製者，因此多項研究皆由研究人員

與在地有機產製者合作，在產製者的農場或場所進行試驗，研究成果可直接提供

給當地產製者利用。 

    ARS 有機農業研究目前及未來的研究重點包括：(1)提出慣行農業轉型有機農

業之經營策略之建議，使損失及風險降到最低；(2)選育適合有機農業栽培環境之

作物品種，以及發展土壤肥力管理策略，提高有機生產之產量與品質；(3)發展系

統性生物雜草及病蟲害防治方法；(4)加強有機農業對環境助益之研究，作為國家

制定有機農業支持政策的基礎；(5)發展結合作物生產與畜牧的農場經營策略；(6)

                                                 
711 Lipson (2007) At http://www.ofrf.org/networks/soar.html 
712 Steiner (2007) At http://www.ars.usda.gov/SP2UserFiles/Program/216/SteinerARSOTA3_21_07.ppt 
713 Steiner (2007) At http://www.ars.usda.gov/SP2UserFiles/Program/216/SteinerARSOTA3_21_07.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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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有機產品的市場價值，分析消費者需求及發展多元化產品類型。 

     

第三款  其他進行有機農業相關研究之國家機關 

 

    CSREES 綜合有機計畫與 ARS 之外，其他農業部所屬機關或農業部提供的研

究計畫，也有進行或提供有機農業相關研究，較重要的國家級機關或研究計畫有： 

(1) CSREES 提供的永續農業研究與教育計畫(SARE)及國家研究計畫(National 

Research Initiative)714：非有機農業專屬的研究計畫，但仍提供有機農業相關研

究計畫之申請，惟必需與其他非有機農業之研究計畫競爭經費。SARE 在有機

農業研究上提供了相當程度的支持，有機農業生產及市場相關研究經費占了總

研究經費的 19%715。 

(2) 「經濟研究署(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ERS)」716：負責有機生產及市場資訊

的收集與建立，進行有機農業市場與經濟現況與趨勢分析，舉辦有機農業政策

與經濟議題的研討會。 

(3) 國際農業局(FAS) 717：收集其他國家有機農業發展、市場統計資訊、政策、以

及法規資訊，並提出相關報告。 

     

第四款  研究成果之傳播 

 

    CSREES 綜合有機研究計畫及 ARS 皆相當重視研究成果可應用於實際情況

中，因此 CREES 綜合有機研究計畫除了提供推廣及教育相關計畫之申請外，對於

各項申請的研究計畫，皆要求申請人制定研究成果之傳播及分享措施，據此確保

                                                 
714 Bull (2006) At http://www.plantmanagementnetwork.org/pub/cm/symposium/organics/Bull/ 
715 Greene and Kremen (2003) At http://www.ers.usda.gov/publications/aib780/aib780g.pdf 
716 Thilmany (2006) At 
http://dare.agsci.colostate.edu/csuagecon/extension/docs/agbusmarketing/abmr06-01.pdf 
717 Thilmany (2006) At 
http://dare.agsci.colostate.edu/csuagecon/extension/docs/agbusmarketing/abmr06-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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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可對有機農業發揮實質幫助；ARS 則是強調提供有實際生產者協助，因

此鼓勵研究人員多與農場合作進行試驗，或針對在地生產之問題進行研究，並使

研究成果能直接應用於當地的實際生產上。 

    資料庫建構亦為傳播研究成果之重要途徑，在國家有機計畫(National Organic 

Program)及永續農業研究教育計畫(SARE)提供資金下，國家農業圖書館(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設立「替代性農業系統資訊中心資料庫(Alternative Farming 

Systems Information Center, 簡稱 AFSIC)」，收集各項與替代性農業相關的研究成果

或有機農業相關報告，其中有機農業資料庫專區為收錄有機農業相關報告或文獻

的資料專區718。AFSIC 有機農業資料庫收集大部分農業部所屬機關所發表的有機

農業相關報告或研究成果，有些重要年度訊息也會收錄在其中，提供相當完整的

有機農業資訊。 

    另外，部分民間有機消費者組織或研究機構所建構的資料庫也提供許多有機

研究資訊，或提供完整的有機農業相關網站連結，可供生產者或一般民眾找尋各

項資訊719。 

 

第三節  有機農業研究之未來發展 

第一項  研究課題 

 

    欲建構完整的有機研究系統，第一步為建立有效整合有機農業研究的機制，

第二步則是根據研究結果所得結論與建議、以及有機發展情勢之需求，研議未來

的研究課題與目標。至於如何決定未來研究的優先課題，Niggli 等人在 2001 年由

瑞典農業部籌辦的「有機食品與農業」研討會中提出未來有機農業研究課題的三

                                                 
718 資料庫網址：http://www.nal.usda.gov/afsic/ofp/ 
719 例如：有機農業研究基金會(OFRF): http://www.ofrf.org/resources/links.html 
   有機農業中心( The Organic Center): http://www.organic-center.org/science.antiox.php 
   有機農業資訊網(Organic Agriculture Information website):  http://www.organiaginfo.org/ 
   加州大學永續農業研究有機農業網: http://www.sarep.ucdavis.edu/Organic/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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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軸720，分別為：(1)突破在地性、區域性或全球性有機農業成長的困境—研究

焦點包括生產技術、經濟議題研究；(2)加強有機食品市場之發展—研究焦點包括

食品品質、食品安全；(3)有機農業之永續發展—研究焦點包括動物福利、有機農

業倫理、遺傳資源、地景與生物多樣性、社會議題。根據前述三個主軸，可作為

擬定未來研究優先課題的基礎。 

    2004 年，「IFOAM 歐盟團隊」在捷克共和國舉辦的有機研討會議中，經過與

會人員充分討論後，共同研議出未來有機農業研究優先課題的具體方向與建議

721，涵蓋「有機作物生產」、「有機畜牧」、「社會經濟議題」、「健康、食品品質與

安全」、以及「環境」共五大課題，並於各主題下詳定優先研究子題及內容；美國

克羅拉多州立大學 Thilmany 研究員對於美國未來有機農業研究需加強的課題，也

提出與前述 IFOAM 所提出的五大課題相似的看法722。五大課題中，作物生產仍是

未來最重要的課題，特別是土壤管理及栽培系統與作物健康之課題。對於有機研

究已有相當發展的國家，有機農業的社會經濟研究亦為將來必須加強研究的課

題；對於有機研究發展較緩慢的國家，則著重持續加強生產技術及環境議題方面

的研究。關於各優先課題的子題及內容，分述如下： 

(1) 有機作物生產： 

(i) 土壤健康與作物健康及低投入生產系統：優良土壤管理及栽培系統(如輪

作、綠肥作物栽種、高品質堆肥製作技術)在作物健康上的基礎與應用性研

究。 

(ii) 適用有機農業的除蟲資材之研發：在有機除蟲技術方面之研發仍然不足，

公部門應支持學術單位、研究機構及私人公司從事相關研究，特別應開發

取代現在允許在有機生產中使用的含銅、硫等化學成分之除蟲資材。 

(iii)有機生產系統之品質、生態、技術及經濟表現之育種：透過育種選育適合

                                                 
720 Niggli and Willer (2001) At http://orgprints.org/1048/01/niggli-willer-2001-research.pdf 
721 IFOAM EU Group (2004b) At 
http://www.ifoam.org/about_ifoam/around_world/eu_group/pdfs/OA-future-research-priorities.pdf 
722 Thilmany (2006) At 
http://dare.agsci.colostate.edu/csuagecon/extension/docs/agbusmarketing/abmr06-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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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生產系統的作物種類與品種，育種目標應以高營養價值、有機栽培環

境下具良好抗病蟲害特性、適合有機栽培環境(如低投入環境、多樣性生態

相之環境)之品種特性為主。 

(iv) 地中海地區有機農業之病蟲害防治：地中海地區的氣候環境特殊，必須針

對在地性環境進行相關病蟲害研究。 

(v) 基因改造作物與有機農業共存議題之研究：基因改造作物污染有機作物的

風險評估、基改食品對有機生產鏈的影響、如何制定有效防止基改污染的

措施等。 

(2) 有機畜牧： 

(i) 符合動物福利之畜牧系統：研究重點包括降低土地單位面積使用量、減少

氨廢棄物及溫室氣體之佚散、加強食品健康、發展符合動物福利之飼養方

法及生長環境系統。 

(ii) 提升動物健康、產品品質及整體表現之育種：特別著重牛隻、豬隻及禽類

之育種，育種目標包括健康、適合有機畜牧環境之特性、高營養價值及良

好食味之產品品質。 

(iii)建構最適免疫系統、抗病性及抗寄生蟲之畜牧系統：有機畜牧系統相當重

視疾病及寄生蟲之預防，而環境、生產系統(如飼養密度、居住環境等)及禽

畜品種三者在疾病及病蟲害預防上具有緊密的交互關係，未來應持續著重

涵蓋前述三項要點之整合性研究。 

(iv) 有機禽畜之疾病治療：現行適合有機禽畜治療之技術及產品仍相當有限，

未來應由公部門支持學術單位、研究機構及私人公司加強相關技術之研發。 

(v) 發展零抗生素使用之乳品生產系統：歐洲地區乳牛常發生乳腺炎(Mastitis)，

為維持有機乳品之永續生產，應研發取代使用抗生素的創新治療方法。 

(vi) 開發取代合成營養劑的產品：有機生產標準禁止或限制生產者以合成營養

劑餵食禽畜，但禽畜因此常發生營養不足之問題，因此需研發符合有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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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系統需求之取代品。 

(3) 社會經濟議題： 

(i) 了解不同社會團體及大眾對有機農業之態度，對未來發展提出建議：有機

農業近一、二十年間發展迅速，透過研究發展過程中學術界、生產者、社

會團體等社會議題之研究，了解有機發展之動力，有助於對未來發展提出

建議。 

(ii) 「產地來源」及「有機農業」結合之研究：了解消費者對食品產地來源與

有機農業之觀感，透過兩者之結合，有助於發展具地方特色之有機產業及

農村營造。 

(iii)研究消費者及不同產銷階段市場業者對有機食品之心理及態度：研究成功

銷售有機食品之案例，了解各項成功因素，藉此突破有機市場未如期發展

之僵局。 

(iv) 不同農場合作模式之社會經濟分析：研究並發展農場間不同的合作模式，

結合各農場生產系統之多樣性、養分類型、管理模式，有助於架構良好之

有機生產系統及經營。 

(v) 有機農業與 WTO 綠色補貼關係之研究：加強有機農業多功能性之研究，包

括農村發展、動物福利、環境議題之功能，提供政策制定之理論基礎，並

可符合 WTO 下綠色補貼之規定。 

(vi) 消費者行為之資訊整合：建構國際性有機消費市場之資訊整合機制，可作

為市場業者及決策者之決策考量。 

(4) 健康、食品品質與安全： 

(i) 有機食品加工技術之研發：消費者對於加工有機食品所使用之技術、添加

物等仍存有疑慮，因此未來必須持續研發減少添加物使用及降低外力干擾

的加工方法，並了解消費者對有機加工品之需求，以開發符合消費者需求

之生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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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加強有機食品之在健康議題上及食味之研究：加強有機食品在營養價值、

食品安全及食味品質上之研究。 

(iii)食品品質—飲食行為—健康—公共健康成本：近來先進國家愈來愈重視公

共健康成本議題，未來需要進一步了解有機農業在降低公共健康成本上所

具備之功能及扮演之角色，包括飲食行為與人體健康關係之研究。 

(iv) 降低不同生產標準及驗證規範所造成的成本： GMO、慣行作物、或農藥殘

留皆可能造成有機產品生產之風險及成本，未來應持續研究制定兼顧降低

風險及成本之有機規範系統。 

(v) 食品安全與有機食品：有機農業常被批評為無法供應世界足夠的糧食所

需，未來應全面性研究有機農業與全球糧食安全之關係。 

(5) 環境： 

(i) 有機農業與生物多樣性：了解有機農業在促進遺傳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上

所扮演之功能，並發展促進生物多樣性之栽培制度供生產者採用。 

(ii) 有機農業與養分之散失及循環：研究有機農業系統的養分管理及降低養分

散失的方法。 

(iii)有機農業與氣候變遷：有機農業與溫室氣體排放情形之研究，例如降低禽

畜飼養密度及改善廄肥處理系統有助於降低溫室氣體之排放。 

 

第二項  加強研究人員與各界之交流與聯繫 

 

    研究人員必須與有機實物界人員建立良好之溝通管道，方可確實了解實際需

求，制定可有效提供協助的研究計畫；研究成果也應確實使各界人員取得並應用

於實際作業中，使研究發揮實質幫助。針對前述要點，歐盟第二屆有機農業與食

品研究研討會報告書中提出四項建議723：(1)強化現有研究資訊系統之整合，促進

研究成果及資訊的傳播與分享；(2)加強溝通管道：研究計畫之研擬必須透過有機

                                                 
723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 At http://ec.europa.eu/research/agriculture/pdf/organic_farming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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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之參與，因此必須改善及加強研究人員與生產者間之溝通管道，促進研究資

訊及技術之雙向交流，有效發揮研究之功能；(3)加強研究用途之基礎建設，包括

與示範農場共同進行研究、設立試驗田區與研究機構；(4)研究人員訓練與研究成

果之應用：應訂定長期年輕有機農業研究人員的培訓計畫，同時應注重應用性研

究成果應對生產者有實質幫助。 

 

第三項  加強研究之合作與整合 

 

    就有機農業研究的整個體系著眼，以往的研究體系經常是片段且分散的，各

研究領域之間較缺乏橫向聯繫，也缺乏統整各研究領域之機制。近十年間，有機

農業研究發達國家開始重視研究整合議題，公部門及部分私部門已逐漸加強研究

統整工作，除了匯整各研究計畫外，同時加強研究人員與生產者間的交流；此處

將列舉數例說明幾個國家所進行的研究整合作業。 

    在丹麥，由政府設立的有機農業專門研究機構「丹麥有機農業研究中心

(DARCOF)」，除了統籌國家有機農業研究計畫事務，也負責進行研究整合工作，

彙整國內各研究單位的有機農業研究計畫與成果。德國於 2003 年成立「國際有機

農業研究協會」，邀請各學門有機農業研究人員參與，並編組五個跨學門研究工作

小組，負責項目包括：探討有機農業與生物科技發展之關係、探討有機農業研究

方法、以及彙整有機農業長期試驗之研究計畫724。在英國，英格蘭「有機標準諮

詢小組(ACOS)」依據英格蘭「有機行動計畫書」要求，於 2004 年成立 ACOS 研

究與發展小組，彙整國內有機農業研究，並舉辦邀請國內有機各界人士參與的研

究會議，加強研究主題之擬定及技術交流，確保研究成果有助於達成國家目標725。

美國的「有機農業研究基金會」成立宗旨之一為彙整國內有機研究成果供生產者

                                                 
724 Watson and Kristensen (2006) Research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food and farming, 見

Kristiansen et al. (2006), pp. 361-383. 
725 ACO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u-committee (2006) At 
http://www.defra.gov.uk/farm/organic/standards/acos/pdf/acos-rd-06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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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關人員利用，該機構於 2001 年成立「有機農業研究學術會議」，邀請研究人

員及有機界相關人員加入，負責國內有機研究彙整及有機農業長期研究方向與目

標之擬定。 

 

    近年最重要的跨國性研究整合計畫為歐盟的「歐洲有機農業與食品跨國性研

究整合計畫(Coordination of European Transnational Research in Organic Food and 

Farming, 簡稱 CORE Organic)，計畫內容在於進行加強跨國性有機農業研究成果之

交流與彙整、提供完整的知識交流平台、以及透過研究現況分析對未來研究之擬

定與整合提出建議726；該項計畫共有 11 個有機農業研究發達之歐洲國家參與，已

陸續完成完整的研究整合現況報告。 

    有機農業研究發達之國家，相繼重視國內或國際有機農業研究之整合以及跨

領域研究，對於仍未進行有機農業研究整合之國家，隨著有機農業發展及有機研

究逐漸成長，未來勢必要加強整合工作，以期使研究能對有機農業之發展發揮最

大效用。 

 

第四節  小結 

 

    相較於慣行農業，有機農業在生產面上有其特殊需求，例如慣行農法研究通

常是針對某一特定問題尋找單一種解決方法，而有機農業特別著重必須透過整體

性策略來解決問題，尤其有機農業不能使用一般農藥或化學肥料，因而特別需要

加強整體生產環境之營造與良好養分循環之研究。然而，有機農業所需的整體性

研究通常需要耗費較長時間才能獲得成果，且有機農業在整個農業生產體系中仍

屬於小部分，因此吸引研究人員投入有機研究的誘因較為不足；但若由國家另外

                                                 
726 CORE Organic (2006) Introduction to CORE Organic. At 
http://www.organic-congress.org/documents/Core%20Organic.pdf 
CORE Organic 網址：http://www.coreorganic.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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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機農業專屬的國家型研究計畫，由於不須與其他研究類型競爭，因此可提

升各界研究人員投入有機農業研究之意願。觀歐盟國家及美國在政府開始著重有

機農業研究並提供專屬的國家型研究計畫後，的確有助於推動國內有機農業研究

之發展。另外，有機農業在環境生態與社會經濟面上所具備的特殊功能及價值，

皆必須透過足夠的研究來加以了解及闡明，而此等研究通常亦為耗力耗時之研

究，若能透過國家型有機農業研究計畫提供經費，應能提高研究意願，並可提供

有機農業研究人員足夠的支持。綜言之，提供國家型有機農業計畫，對於提升國

內有機農業研究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影響。 

    另一方面，觀歐盟及美國在有機農業研究上的現況與發展趨勢，有機農業研

究的重點課題及功能主要有四項：(1)生產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有機農業發展初期，

生產類型涵蓋的範圍較小，主要集中於乳品生產、穀類作物及特定種類蔬果的生

產；時至今日，生產類型已相當多元化，涵蓋範圍擴及各類水果、栽培難度高之

蔬菜、酒類釀製用途之作物、非乳品生產之家畜生產、以及加工品製造等，因此

提高有機產品產量及品質的基礎與應用研究是相當重要的議題；(2)提升有機供應

鏈開拓市場之契機：加強有機產品市場與行銷之研究，分析擴展有機市場的要素，

作為農民、加工業者及相關人員經營有機農業的重要依據，並協助政府制定配套

措施；(3)了解有機農業之社會與環境功能之價值，以及加強有機農業社會經濟議

題之研究：研究有機農業在環境及社會議題方面的益處，並可作為政府制定政策

支持有機農業發展的理論依據；(4)消弭不利有機農業發展之因素：分析有利及不

利有機農業發展之因素，營造有利有機農業發展之環境，並使不利因素降到最低。 

    我國目前雖已從事有機農業研究多年，但在研究整合的議題上較為缺乏，因

此本文建議現階段可先就台灣過去已從事過之研究成果作一完整之整理，先了解

我國在哪些領域已有充足之成果與經驗，以及哪些領域較缺乏研究，再參考有機

農業研究發達國家的研究發展趨勢與制定研究政策之經驗，針對台灣有機農業發

展現狀之需求，擬定有機農業之研究方向與提供研究計畫，同時應加強跨領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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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與整合，以及研究資訊之交流。 

 

第五節  有機農業教育 

 

    有機農業教育可分為兩類，一類為學校教育體制下的學制教育，主要授課對

象為在學學生，提供學制內相關課程供學生修習，有些學校甚至提供有機農業或

相似類科的學士及碩士學位。另一類為非學制下的教育課程，主要授課對象為農

民、食品業者等非學制下之有機農業各業界人員，有時也提供一般民眾教育課程。

本節所討論者為第一類教育類型。 

    過去學校系統幾乎沒有提供有機農業方面的教育或訓練課程，農業科系畢業

之學生必須透過田間操作及訓練，才能學習有機農業之技術。直到近十多年間，

部分國家已開始提高對機農業教育之重視，開始在大學及技職教育系統中提供正

式的有機農業教育課程，特別是在美國及歐洲國家。在未設立有機農業專屬教育

課程前，大部分農業學校或科系的有機農業課程多附屬於一般課程中，並且經常

以慣行農業之思維看待有機農業，或將有機農業視為一種理想性但科學根據薄弱

的農業系統。然而隨著國家逐漸提高有機農業研究經費，促使愈來愈多的研究人

員、學者投入有機農業研究，使得有機農業之生產原理、具備各項優點之功能有

越來越多的客觀研究報告，較以往都具備更有力的科學基礎，間接推動學校有機

農業教育之發展727。此處擬以歐洲國家及美國為例，說明各國學校有機農業教育

的發展現況與內容規劃。 

 

第一項  教育概況 

第一款  歐洲國家及美國之教育發展 

 

                                                 
727 Sriskandarajah et al. (2006)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organic agriculture: the Nordic region and the 
USA, 見 Kristiansen et al. (2006), pp. 38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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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年，德國 Witzenhausen Kassel 大學首度提供「替代性農業」教授職位給

前 FiBL 瑞士分所主持人 Hartmut Vogtmann 擔任教職，並於 1982 年開授正式的有

機農業課程，為全球首度於大學中設立的有機農業領域教職及有機農業課程，被

視為全球有機農業研究及教育發展的里程碑。從 90 年代開始，Kassel 大學持續增

加有機農業教學課程及研究資源，並於 1997 年成立有機農業專門科系，現今該科

系已提供學士及碩士學位課程供學生修習。德國其他大學也於 1990 年開始設立有

機農業教授職位及高等教育學校教職，目前全國在有機農業領域方面已有超過 20

個教授職及教職，使德國的有機農業教育領先全球，例如為因應有機市場之全球

化，Hohenheim 大學於 2005 年開始提供新的「有機食品鏈管理」碩士課程，積極

培育培養迎接有機農業全球化挑戰的人才728。德國率先將有機農業納入正式大學

教育系統後，其他歐洲國家也陸續將有機農業納入大學課程，許多大學並提供有

機農業專屬的學士或碩士學位。 

    奧地利大部分的農業學校或大學皆有提供有機農業教育課程，其中部分學校

以有機農業為主要教學課程，例如 HBLA(Hoehere Bildungslehranstalten Fuer 

Landwirtschaft)大學729。2005 年，自然資源及應用生命科學大學(BOKU)提供「有

機農業」碩士學位課程，為奧地利首度提供的有機農業專屬學位730。 

    位於丹麥哥本哈根的「皇家獸醫與農業大學(KVL)」於 1988 年首度開授有機

農業選修課程，內容著重跨領域學習及全球化議題，並要求學生必須與實際生產

者共同參與實際之有機農業轉型作業；1998 年再於碩士班課程中增加有機農業課

程731。2001 年，KVL 與丹麥有機農業研究機構共同設立「學士後有機農業研究訓

練進修課程」，專供畢業後學生進修與有機農業及研究訓練的相關課程，提升學生

從事有機農業研究之技術及素質。目前 KVL 大學仍未提供有機農業專屬的學士或

                                                 
728 Lange et al. (2006), pp. 100-101. 
729 Klingbacher and Pohl (2004) At http://www.organic-europe.net/country_reports/austria/default.asp 
730 奧地利自然資源暨應用生命科學大學(BOKL)碩士學位課程網址：

http://www.boku.ac.at/707.html?&L=1 
731 Sriskandarajah et al. (2006)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organic agriculture: the Nordic region and the 
USA, 見 Kristiansen et al. (2006), pp. 38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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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課程，但提供許多以有機農業為主題的課程供學生學習732。 

    芬蘭的赫爾辛基大學(University of Helsinki)設有「生態農業(Agroecology)」學

士學位及碩士學位課程，生態農業課程中許多課程皆為有機農業課程，「生態農業」

學位可視為以「有機農業專業」為核心的學位。其他大學雖未提供有機農業相關

學位，但許多環境或永續發展相關系所皆有開設有機農業課733。 

    法國目前有 60 所農業學院及高等教育學校參與 FORMABIO 教學課程網絡，

其中有機農業課程由各校提供的有機農業相關課程共同組成，並由法國農業部提

供部分教育資源；修畢課程者可獲得證照或取得農業或環境相關學位證書，但皆

非有機農業專屬學位734。 

    英國目前已有五所大學提供有機農業專屬或以有機農業為學群的學士學位及

碩士學位課程735，例如威爾斯大學所屬鄉村科學研究所，提供有機農業專屬學士

學位及學士後有機農業學位736、皇家農業學院提供以有機農業為學群之一的農業

學士學位及有機農業碩士學位737。其他大學的永續農業課程或農業課程也有提供

有機農業課程。 

    荷蘭的 Wageningen 大學提供有一個有機農業專屬的「有機農業科學」學士學

位課程，以及一個有機農業專屬的碩士學位課程，該碩士課程分成「農場與鄉村

環境」及「消費者與市場」兩組738。 

    瑞典農業科學大學(Swedis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SLU)為開授有

機農業相關教育課程的主要學校，其雖未提供有機農業專屬的學士以上學位課

程，但在許多碩士班課程中皆有開設以永續農業或生態農業為主題的課程，提供

                                                 
732 Andreasen and Kristensen (2006), Report on Danish research in organic food and farming, 見 Lange 
et al. (2006), pp. 26-43. 
733 Nykänen and Jävenpää (2006) Report on organic food and farming in Finland, 見 Lange et al. (2006), 
pp. 48-62. 
734 Diolez and Sylvander (2006) The 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mes on organic farming 2000-2006: 
French country report, 見 Lange et al. (2006), pp. 84. 
735 Defra (2006) CORE organic report from Defra, 見 Lange et al. (2006), pp. 141-142. 
736 網址：http://www.irs.aber.ac.uk/subjects/ag/organic-agriculture_top-up.shtml 
737 網址：http://www.rac.ac.uk/?_id=611 
738 Teenstra and Regouin (2006) Research in organic food and farming in The Netherlands, 見 Lange et 
al. (2006), pp. 182. 



 

 308

各領域學生修習。生態農業課程中包括許多有機農業課程，例如生物性病蟲害防

治等，培養學生在有機農業方面的專長。另外，SLU 透過參與北歐國家的「農業

生態碩士課程網絡教育系統(Nordic MSc Programme Structure in Agroecology)，提供

許多與有機農業相關的課程。在博士班課程方面，SLU 所屬永續農業中心(Centre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以下簡稱 CUL)提供涵蓋有機農業相關領域的博士班課程

739。 

    瑞士「蘇黎世瑞士國家科技研究所(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urich,

以下簡稱 SFTZ)未提供有機農業專屬的學士以上學位課程，但其提供的生態農業科

學碩士學位課程，可提供學生在有機農業方面的知識與訓練740。在「農業科學」

學士學位課程中也提供數門與有機農業相關課程，但開課數較少741。 

     

    除了由各國大學獨自提供有機農業課程外，歐洲部份國家也共同組成跨國性

的教育網絡，提供跨國性的有機農業教育課程，例如丹麥、瑞典、挪威、芬蘭四

個北歐國家共同組成的國際大學教育網「NOVA 大學網絡」，開設跨國性有機農業

相關教育課程742。另外一項由更多國家參與的教育網絡為「歐洲有機農業大學教

師網絡(European Network of Organic Agriculture University Teachers, 簡稱

ENOAT)」743，由各國各大學的有機農業課程教師共同規劃有機農業課程，以及編

撰有機農業教材，提供完整的教育課程與加強老師教學訓練，並提供正式的碩士

學位。ENOAT 網站提供各項機構、學校開設有機農業課程的相關訊息，同時協助

教師及老師之間的交流，許多開設有機農業相關課程的大學已加入該項網絡，包

括丹麥、瑞典、英國、法國、義大利、挪威、芬蘭、奧地利、斯洛伐克、波蘭、

                                                 
739 Alm and Geber (2006) Country report on organic farming research in Switzerland, 見 Lange et al. 
(2006), pp. 266. 
740 ETH Zurich Master Programmes. At http://www.ethz.ch/prospectives/master/index_EN?course_id=2 
741 ETH Zurich,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Science Bachelor Programme in Agricultural 
Science. At http://www.agrl.ethz.ch/docs/BSc_Agro.pdf 
742 網址：http://www.nova-university.org/4nov_abo2.htm 
743 網址：http://www.umb.no/print.php?viewID=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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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葡萄牙等744。 

 

    在美國，有機農業相關課程多涵蓋於永續農業或生態農業相關課程中，或是

由較早期的永續農業相關課程發展而成獨立的有機農業課程，主要開設在高階課

程或學士後課程，例如碩士班課程，提供已具備足夠基礎農業科學知識(特別是在

土壤、作物管理、作物保護、經濟及生態方面的知識)的學生修習745。多數大學並

未提供有機農業專屬的學士學位或碩士以上學位，而是在農業或環境相關科系的

學位課程中，設置有機農業主修學群或是永續農業主修學群，作為該科系學生應

選擇的主修學群之一，例如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UC Santa Cruz, 簡稱 UCSC)

「環境系」提供「農業生態與永續農業」主修學群，其博士學位課程也提供「農

業生態與永續農業」學群746。這些課程雖然未必直接以有機農業作為科目名稱，

但其內容多已涵蓋適用有機農業相關議題的內容，例如生物防治技術、生態農業

系統概論等。 

    隨著有機農業逐漸普及化及研究發展，今日美國許多大學或農業學院，已在

大學部課程中納入更多有機農業課程，涵蓋層面從生產技術與科學理論到農場實

務、農村經濟及社會議題，使學生從大學便開始培養有機農業相關知識。農業部

所屬國家農業圖書館所設立的「替代農業資訊中心(AFSIC)」網，提供全美設有有

機農業課程的大學資訊及連結網址，學生及一般民眾皆可查得詳細資訊747。該中

心設立的教育網站提供豐富的有機農業教育課程及教材，包括來自大學課程，以

及有機農業機構提供的各項教學資訊，可作為一般民眾或學校教學使用的教材。

另外，許多學校除了提供正式學制的課程外，也提供農民或民眾可修習的推廣教

育課程。 

                                                 
744 ENOAT-European Network of Organic Agriculture University Teachers (2007) About ENOAT. At 
www.umb.no/?viewID=7187 
745 Sriskandarajah et al. (2006)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organic agriculture: the Nordic region and the 
USA, 見 Kristiansen et al. (2006), pp. 385-405. 
746 UCSC 課程說明網址: http://casfs.ucsc.edu/education/undergradedu.html 
747 網址：http://www.nal.usda.gov/afsic/pubs/edtr/EDTR20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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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課程架構與內容 

 

    有機農業教育發展先進的歐美大學所開設的有機農業課程，已從過去單一課

程的型式，進展到今日的整體性課程或學程，使學生在畢業後從事有機農業時，

有足夠能力面對有機農業所涵蓋的多層面議題。在課程安排上，由於有機農業是

一項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農業生產類型，其發展過程背後除了有基礎學理的支持

外，實作經驗也是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要的部份；學校課程不僅應使學生應建構有

機農業的基礎學理知識，也應使學生能實地了解或參與有機農業生產過程，因此，

課程安排應使學生能與有機生產的農民或業者有實際接觸。此處擬說明德國及美

國大學所提供的有機農業課程或相關學程，作為國內大學發展有機農業課程之參

考。 

 

第一款  德國 

 

    德國大學的有機農業教育相當發達，此處以 Kassel 大學的「有機農業科學系」

提供的課程為例說明748。學士學位課程包括基本課程、主修高階課程、四個月的

假期實習、以及專題報告。基本課程包括農業相關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共計 96

學分(European Credit Transform Systems, 簡稱 ETCS，為歐盟學分計算制度)，16

門課，目的在於培養學生具備農業相關的各領域的基礎知識，並導入農業與生態

學相關係的概念，課程包括：(1)基礎理科學科：物理、化學、統計學、生物學；

(2)農業概論科目：農業食品與環境概論、農業社會與政策發展史；(3)農業經濟科

目：農產品運銷及銷售與管理；(4)農業生產科目：作物學、農業技術、動物營養

與育種、動物健康與飼養；(5)有機農業概論相關科目：生態學與農業。在主修高

                                                 
748 Kessel 大學有機農業科學系課程網，網址：http://www.uni-kassel.de/agrar/?c=22&languag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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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課程方面，其教學內容除了提供該門課的知識外，也著重該科目與有機農業的

關聯及在有機農業上之應用，例如土壤學課程內容包括土壤相關知識及有機農業

土壤肥力管理之原理與應用，作物栽培制度課程內容包括作物輪作管理及輪作品

種選擇之原理與應用。 

    主修高階課程共有六大領域，分別為：(1)方法學：包括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農業生產規畫等科目；(2)土壤與作物科學：包括土壤學與農場養分循環、輪作作

物之品種選擇與栽培、草坪與地景生態學、土壤生物之原理與利用等與作物生產

相關科目；(3)動物科學：包括動物健康與福利、育種、飼養等與畜牧相關科目；

(4)經濟與社會科學：包括蔬菜與動物生產經濟學、生產管理與經營、農業政策與

發展、農業與食品行銷、有機農業法規與驗證等經濟、政策及社會相關科目；(5)

在地永續發展：包括農村與在地發展史、農業政策與在地發展等與在地發展相關

科目；(6)環境與食品科學：包括食品生態學(食品製造與加工方法、食品製造過程

對環境之影響等)、植被與水文生態學、農業對土壤、水及大氣之影響等科目；學

生必須從前述主修高階課程領域中至少選擇七門共 42 學分的課程。除了教室課程

以外，學生還必須完成一個基礎科目的專題報告，與一個主修高階科目專題報告、

完成 4 個月共 20 學分的假期實習、以及 20 學分的學士論文；總計有機農業學士

課程的畢業學分為 180 學分。 

    Kessel 大學也提供國際碩士學位課程供國際學生修讀，提供生態與應用方法、

作物科學、動物科學、經濟與社會科學及其他課題共五大領域，各領域提供 1~3

門課，內容皆以有機農業為中心。每門課的學分數為 7 學分，學生必須修習完成

13 堂課 91 學分、論文 24 學分、以及專題討論 5 學分，共 120 學分。 

    由德國規劃課程的經驗可知，完整的有機農業教育應包括生產、行銷管理、

經濟與政策、鄉村發展與社會議題等領域。教學內容除講授基礎知識外，也應著

重實際應用的學習，提供學生可習得完整的有機農業知識與訓練，使其未來從事

有機農業研究或實務工作時，能有足夠能力面對有機農業可能涵蓋的技術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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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面的錯綜問題，同時也訓練學生對有機農業能有全面性的思維；其課程之安

排與內容，確可作為我國設計有機農業課程之參考。 

 

第二款  美國 

 

   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農園藝系(Department of Agronomy and Horticulture, 

University of Nebraska)提供 8 個主修學群，其中一個為農業生態學群，提供課程包

括作物管理、永續農業之農業系統、農業生態學等與永續農業相關之課程，學生

學得的課程知識皆可運用於有機農業中。該學群亦包括一門以有機農業為題的「有

機農業與蔬菜生產」，該門課除了由授課老師講授外，並邀請有機農民或實務界人

員演講及授課，並講授實際生產、有機生產計畫之擬定、以及市場發展現況等資

訊；該堂課也提供學生可以至有機農場或生產場所觀摩與實習，使學生透過基礎

知識與實務經驗的學習，將有機農業的理論與實際應用相互結合749。 

 

    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UC Santa Cruz, 簡稱 UCSC)環境科學系提供四個

學士班學群750，學生修畢生態學、環境政策及經濟學、初等微積分、統計學、人

類社會倫理學基礎課程後，必須擇一學群修習，其中「農業生態與永續農業學群」

提供的課程以重視環境、生態、及永續生產的農業相關知識及技術為主，這些課

程知識及訓練皆可直接或間接應用於有機農業。該學群又區分為「農業生態」、「病

害綜合管理與永續農業」、「永續農業與發展」三大核心課程，其中「農業生態」

與「病害綜合管理與永續農業」較重視生產技術相關科目，重要科目包括：農業

生態與永續農業學、永續農業原理、農業生態應用、昆蟲學、綜合病蟲害管理、

害蟲生態學、植物病害生態學、植物生理生態學、土壤資源學、水資源管理、溼

地生態等與農業生產及生態相關科目，以及一門與政策或經濟相關的「科學政策

                                                 
749 內布拉斯加大學課程網址: http://www.agronomy.unl.edu/agroecology.html 
750 UCSC 課程說明網址: http://casfs.ucsc.edu/education/undergraded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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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境學」。「永續農業與發展」則較重視經濟與政策相關科目，包括自然資源經

濟學、環境評估、生態政策與社會變遷、水資源政策等751。另外，UCSC 也提供「社

區與農業生態計畫(The Program in Community and Agroecology, 簡稱 PICA)」，提供

申請學生參與研討會、到農業生態及有機農業農場接受實作訓練、參與區域計畫

制定等實務活動，使學生在學期間即可將課堂知識與應用作連結。 

    觀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環境科學系生態農業學群課程科目，在農業生產方

面以作物生產為主，在生產方面的科目皆融入重視生態與永續的教學內容，涵蓋

栽培制度、病蟲害、土壤、水資源等議題，使學生可以習得從事有機農業生產應

具備的知識。其提供的政策或經濟方面的課程雖然較少，但學生在既有基礎上可

選擇學群以外的進階課程修習。另外，內布拉斯加大學農園藝系有機農業課程及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提供的 PICA 計畫，使學生與有機農民有直接接觸與交流的

機會，皆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 

 

    根據 Watson 等人(2006)觀點752，有機農業課程設計有下列幾項要點： 

1. 規劃跨領域課程，邀請各領域或各科系從事與生態農業、有機農業、永續農業

相關研究或具有相關專長的老師，共同開設系統性課程，使學生可學習有機農

業各方面的知識。 

2. 提供學生與有機農民及實務界人員交流的機會，當學生在學校學得理論知識

後，便可藉由實習或觀摩及參與實際工作，學習實務經驗。 

3. 應提供足夠的教材供學生學習，例如書籍、研討會紀錄、期刊、研究報告等。

有機農業資訊來源除了學校課程內容或教師的研究資訊外，亦應收集許多實務

工作經驗資訊與研討會資訊，這些資訊通常散落在各研討會的主辦單位或有機

農業團體中。透過匯整各方資訊，將可提供教師及學生豐富的教材。 

                                                 
751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Studies, UC Santa Cruz (2007) Environment Studies Undergraduate 
Handbook. At 
http://www.envs.ucsc.edu/undergraduate/PrintMaterials/06-07%20ENVS%20handbook.pdf 
752 Watson (2006), 見 Kristiansen et al. (2006), pp. 36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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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邀請農民或實務界人員至課堂上演講，使學生有機會學習實際生產過程中所累

積的經驗，或邀請實務人員參與課程之設計或建議。另外，學生與講者可在課

堂上進行答問，透過實務人員的經驗講述，可協助學生建構更完整的有機農業

理念。 

5. 學校教師應與農民或實務界維持聯繫，一方面可以了解實際發展情形以及需

求，一方面也可適當利用校外資源提供學生學習或實習的機會。 

 

第三項  小結 

 

    大學(或研究所)院校的學生是未來從事農業研究或參與農業工作的主要生力

軍，若能從學校課程中給予正確的有機農業教學及相關思維與研究訓練，將能提

高學生對有機農業之興趣，有助於鼓勵更多人員投入有機研究工作及承接過去的

研究成果；對於未投入研究的農業科系學生，也有助於提高其未來從事農業相關

工作或參與國家農業政策制定時對有機農業的重視程度。因此，大學院校提供完

整的有機農業課程，將有助於積儲未來有機農業的研究與發展能量，實為有機農

業發展的重要機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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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歐盟、美國及日本目前已制定健全的有機農業法規，雖然內容不盡相同，但

重要規範及制度的原則多屬相似，本文已對法規之重要內容作全面性的比較與探

討。透過了解前述各國之立法經驗，進而對我國有機農業法規現況提出下列建議： 

(1) 制定獨立且結構完整之有機農業法規及體系：目前農委會採取將有機農業與其

他生產類型架構於同一個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之下，然而卻有可能使得大

眾在觀感上認為有機產品與其他兩種類型產品並無明顯區隔，而無法顯明有機

農業之獨特性與價值。再者，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中將許多重要的原則性

規定以「由中央主管另定相關辦法」方式處理，在法律制定上顯得不夠周延。

因此本文認為宜參考歐盟及美國之有機農業立法例，獨立制定周延的有機農業

法，且於法律明定重要規定，再以行政辦法補充細節性及技術性之規範，以期

透過法律之制定，維持有機農業的完整性及突顯有機農業之獨特性。 

(2) 加強有機作物標準之規範內容：討論制定轉型期彈性規定之可行性、逐步朝向

制定有機種子及建立相關管理制度方向努力、加強有機資材相關規範。 

(3) 建構更完整之認驗證體系：鑒於我國現行認驗證制度的效力尚未獲得國際或其

他先進國家承認，本文已從認驗證規範的角度，逐一探討我國規範與歐美日各

國的差距及差異。未來應補強規範中不足之處，建立健全之認驗證體系，並使

我國有機農業法規之發展能與國際同步。 

(4) 制定更健全之有機標示規範：根據農委會目前公告之標示相關辦法，包括未明

確說明國家標章之使用為強制性或自願性、未訂定轉型期標示相關規定、未明

定有機產品必須標明有機原料、對於加工品非有機原料的製造過程規範不完全

等缺失，本文建議應參酌歐美立法例，制定更健全之標示規範。 

(5) 設計具有明確區別性的國家有機標章：有機標章應具備明顯的區別性才能發揮

最佳效果，農委會公告未來將採用的有機標章，與其他兩種類型產品「產銷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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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農產品標章」及「優良農產品」標章過於相似，易使民眾混淆，因此本文建

議，應設計具有明確區別性且使人容易與有機農業發生連想之圖樣的國家有機

標章。 

(6) 制定更健全之進口機制：農委會目前預告之有機產品進口規範僅制定「審核國

外或國際認證機構」之單一種機制，且未明定國外認證機構應符合的要件及審

核依據，應補充此部份之規定。另外，建議應明定「出口國技術性法規同等效

力原則」之相關規範，以 WTO 的技術性貿易障礙原則。 

 

  在有機農業政策方面，歐盟提供有機農業專屬補貼、以及美國提供驗證費用

分擔措施，皆有助於提升有機農民從事有機農業，因此本文建議相關機關應盡速

實施有機農業補貼措施，將有助於突破現階段有機農地面積增加緩慢的現況。同

時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根據我國現況及未來發展，制定涵蓋層面廣泛之全國性整合

型有機農業政策，並訂定具體措施，例如德國的有機農業行動計畫制定相當具體

的資訊推廣措施，其政策推行的成功經驗相當值得我國參考。從各國經驗來看，

要成功全面推行有機農業，不能僅靠單一面向或零散的政策，而需要制定及實施

全面性的國家政策。 

 在研究上，本文建議國家研究主管機關除提供國家型有機農業研究計畫外，

同時應積極建立跨領域的合作平台及交流機制，供各界人員進行充分的資訊交流

與討論，共同擬定有機農業研究的研究優先課題。本文也建議應儘速彙整過去國

內在有機農業研究方面的相關成果，以持續推動現有成果之應用，並針對較缺乏

之處加強相關研究。 

 本文試圖探討歐盟、美國、日本在有機農業法規及政策發展上的經驗，提供

我國制定有機農業法規及政策之參考，期待能為台灣有機農業之發展貢獻一份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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