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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農產品產銷履歷與認證 

國內產銷履歷制度推廣現況與展望 

 

胡忠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摘  要 

國際間相繼發生口蹄疫、狂牛症、禽流感等重大疫病之後，造成生產者與

消費者的極度不安與恐慌，食品安全頓時成為目前食品供應鏈最重要的一環，

歐美及日本等先進國家因此陸續導入食品可追溯制度，訴求食品的安心與安

全，保證從「農場」到「餐桌」的產銷資訊公開與透明。因此，相對於食品的

外觀、價格與品質，食品本身的安全性已成為先進國家消費者最重視的因素之

一。  

本文謹探討我國農委會自 92 年度開始收集歐盟及日本相關資料，93 年度

著手規劃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示範計畫，94 年度規劃推動示範計畫之概要及

執行成果，95 年度規劃中長程目標與實施現狀，並提出當前推動之課題與展

望。  

 

關鍵詞：農產品可追溯制度、食品可追溯制度、安全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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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從 1996 年狂牛病蔓延開來之後，歐盟及日本等先進國家陸續將食品安

全列為 21 世紀農業及消費的首要課題，分別實施食品產銷履歷可追溯制度，

建立負責任的產銷機制，訴求「消費者至上」、「讓農產品能更接近消費者」、  

「讓消費者有參與農產品產銷過程之權利」，確保飲食消費安全。  

為因應 WTO 之衝擊，保障消費者飲食安全，拓展農產品國內外行銷，提

升國際競爭力，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於民國 92 年開始

收集歐日等先進國家食品安全相關資料，自 93 年起規劃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

示範計畫，並逐年擴大推廣，目前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已成為農委會「新農業

運動－讓農業亮起來」的重大施政措施之一。本文謹探討農委會過去數年來，

規劃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及中長程目標、執行成果及實施現狀，並提出當前推

動之課題與展望。  

二、我國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之緣起 

2002 年我國成為 WTO 會員國後，已可與其他會員國在最惠國待遇之基礎

下，擴大從事國際貿易，將我優質農產品及加工品拓展國外市場。  

92 年 3 月第 5 次全國農業會議，陳總統於會議開幕時表示，台灣農業應

從「品種改良」、「品質認證」及「品牌行銷」3 大環節開創競爭的利基。當時

的行政院長游錫堃在閉幕時指出，台灣的農業只有走向國際行銷，採取市場導

向，才有生存的機會；他並於 92 年 4 月第 2,832 次行政院院會中指示，「創新

研發」與「國際行銷」為農業升級的施政主軸。  

農委會準此研訂加強農產品國際行銷方案（93 至 95 年度），並於 92 年 11

月 6 日報奉行政院核定，總經費 22.5 億元，推動農產品外銷，發展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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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為主力的外銷型產業，建立台灣品牌農產品國際形象及知名度，以增加

農產品出口，提高農民收益。  

92 年 11 月，農委會企劃處為配合整體施政主軸，建構農業策略聯盟－物

流聯盟營運模式，以建立農產品內外銷通路，邀請日本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

會物流專家宇野一雄來台指導。宇野先生強調歐盟及日本等國家為因應狂牛病

所造成的消費者不安，已陸續推動恢復消費者對各該國產農產品信心的相關計

畫，以營造安全安心的飲食消費環境，並紛紛立法加強食品標示及實施可追溯

制度。宇野先生建議，將來台灣若擬拓展國際行銷，必須順應世界潮流，遵循

國際規範，儘早規劃實施產銷履歷制度，方能與先進國家食品安全規範接軌，

並善盡確保消費者飲食安全之責。  

為落實「建立優質、安全農業」的政策方針，並基於保護國內消費者及拓

展國產農產品國際市場，提昇競爭力的理念下，農委會自 92 年開始蒐集以日

本為主、歐盟為輔的產銷履歷制度相關資料，並規劃自 93 年起，推動農產品

產銷履歷示範計畫，以建構我國「安全農業」發展模式。  

三、我國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規劃構想及實施階段 

農委會收集日本及 EU 食品產銷履歷制度相關資料後，發現該制度實際上

乃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感到極度不安，以及生產者對於自己的農產品在銷售上具

有高度危機感之下的產物。因此，如何建立一套包括生產者在內的產銷相關業

者樂意主動記錄消費者想要了解的產銷訊息，並透過可追溯系統，將產銷履歷

紀錄且經第三者驗證之資訊公開，以利消費者及相關業者查詢的產銷履歷制

度，至為重要。健全完善的產銷履歷制度必須具備下列基本要件：1.以消費者

想了解的訊息為前提，2.由產銷供應鏈相關業者共同合作，建構上下游訊息記

錄、保管、連結及傳送平台系統，3.產銷紀錄信息內容及產品衛生安全經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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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機構審查及檢查、驗證通過，4.公開相關訊息，以方便產銷過程中之下游

業者及消費者追溯查詢。  

農委會當初規劃建立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架構，主要著眼於 6 大基礎工

作：1.按農產品種類，建構以消費者為導向的高品質、安全食品供應鏈管理系

統，並從 2.建立符合品質管理與國際安全標準的生產標準作業模式著手，逐步

建立包括生產者及其所屬農民團體、流通業者、末端零售業者等業者的產銷作

業標準化模式，以利 3.進行產銷過程透明化及 4.產銷過程全面品質管理，並建

構 5.產銷過程資訊之傳送及查詢、追溯平台，同時 6.設計獨立公正的第三者驗

證制度。  

至於，農產品產銷履歷示範計畫實施階段方面，規劃分階段逐步推動實

施。第一年計畫從已辦理或預定辦理或預定外銷日本的產品及有機農產品開始

推動示範性計畫，測試在國內生產及出貨階段相關人員之配合度並評估全面推

動之可行性。第二階段，制定符合品質管理與國際安全標準的台灣版良好農業

規範（TGAP）並推廣、試辦，同時開發資訊系統，並規劃設計獨立公正的第

三者驗證制度。第三階段，配合中央相關部會制定農產品流通規範，推動流通

階段產銷履歷示範計畫，逐步建構以消費者為導向的安全食品供應鏈，並推動

法制相關作業，俾利全面推動實施。  

四、93 年度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示範計畫內容及成果 

為確保示範計畫能順利推動並試辦成功，93 年度起，農委會即考慮採分

階段、試辦的方式辦理，並選擇較易推動的項目下手，以利建立模式。  

在選擇推動項目方面，主要包括兩大方向，如已辦理或預定辦理外銷日本

的產品及具有有機農產品認證制度之產品，因為前者受到日本進口商的要求，

大多必須檢附產銷履歷方能出口，其配合試辦意願較高；至於後者，因該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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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產品生產者平常已有做生產紀錄的習慣，所以配合進行產銷履歷紀錄工作的

意願較高。因此，93 年度農產品產銷履歷紀錄制度示範計畫首先以已辦理或

預定辦理外銷日本的鳳梨、山蘇、芒果、結球萵苣、牛番茄、毛豆、洋香瓜及

益全香米等 8 項產品，及高麗菜、空心菜、胡蘿蔔、玉米、小番茄、草莓、茶

葉及銀川米等 8 項有機農產品，做為年度示範推動項目。透過上述 16 項產品

相關農業改良場所專家，擇定示範農戶或產銷班，做為建立產銷履歷紀錄制度

模式之基礎，並以有機米及紅蘿蔔為標的，開發農產品產銷履歷紀錄資訊系

統，針對各該作物從整地、施肥、用藥、收穫、包裝等生產作業資訊，輔以田

間監測器，記錄每一操作過程內容，並加強管控農產品安全管理、農藥殘留檢

測，期能符合國內外市場對於「安全農業」之標準與要求。  

93 年示範計畫推動成果部分：  

（一）透過各改良場辦理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宣導會 12 場。  

（二）完成 16 項作物示範推動產銷履歷記錄制度。  

（三）  完成有機米、胡蘿蔔等產品生產履歷管理資訊示範系統開發，並協助農

友在農委會「台灣農產品安全追溯網」（http://taft.coa.gov.tw/）上建置

產銷履歷紀錄。  

（四）完成「產銷履歷紀錄觀念篇宣導手冊」1 冊。   

五、94 年度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示範計畫推動重點 

為落實行政院謝前院長的「健康台灣」政策，94 年農委會以推動「安全

農業」為首要重點工作，持續推動有機農業、吉園圃、CAS、HACCP 產品等，

並擴大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示範計畫。  

94 年度農委會農產品產銷履歷紀錄制度推動之規劃，係以 93 年度之示範

作物項目為基礎，考量加強國產農產品國際行銷、消費大眾關切品項及各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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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場所轄下重要產品等因素，新增畜產與水產品，並導入農產品產銷履歷紀

錄資訊系統，同時配合國際行銷相關需要，結合農委會各單位職掌與政策配合

下，針對目標市場之規範，與落實各項農產品 TGAP 與飼養衛生管理等前提，

規劃建立並落實最適當之產銷履歷紀錄制度，以確保我國農產品之國際市場競

爭力，並達到消費者保護與落實「安全農業」之目標。  

但是，根據已實施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國家所做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光

是「產銷履歷資訊公開」，仍無法獲得消費者的完全信賴。例如，消費者質疑

「如何確保所查詢的農產品的安全性問題」，以及「在產品從農場到零售店之

間的所有流通過程各環節，徹底實施安全性檢查」，在實務上似乎不可能。因

此，諸如「在生產現場有哪些是必須特別注意，並需致力確保其安全性之因素」

等問題，乃隨著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的全面實施而不得不追加考慮。  

食品產銷履歷制度係為徹底追溯食品相關資訊之制度，並不直接進行製造

流程之安全（衛生）管理、品質管理及環境管理。因此，進行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品質管理及環境管理之際，必須個別導入為管理相關事項之標準系統，

例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需導入 HACCP，品質管理需導入 ISO9000 系列，

環境管理需導入 ISO14000 系列，食品安全標準須導入 ISO22000 系列。  

其中，HACCP 英文全名為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中文譯

為「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CCP 制度，係著重食品安全的品質保證系統，

強調事前監控勝於事後檢驗。非零缺點的系統，而是為降低食品安全危害顧慮

而設計。HACCP 系統制度是目前世界公認，藉由控制食品安全危害，而確保

食品安全之最佳方法。HACCP 包括兩大範疇，即 HA 與 CCP，相關意涵如下： 

1.HA（危害分析）：係指針對食品生產過程中，從原料採購、驗收、處理開始，

經由加工、包裝、流通、乃至最終產品提供給消費者為止，進行科學化及系

統化之評估分析，以瞭解各種危害發生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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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CP（重要管制點）：係指經過危害分析後，針對製程中之某一點、步驟、

或程序，其危害發生之可能性較高者，訂定有效的控制措施與條件，以預防、

去除或降低食品的危害至最低可以接受之程度。  

實施 HACCP 不僅能夠有效事先預防食品污染或其他危害的發生，可有效

利用人力、物力資源，以節省食品生產成本，同時，合理保證食品安全品質，

提昇業者之衛生管理水準。  

再者，由於食品安全鏈各環節環環相扣，各階段必須確實遵守優良作業規

範，例如生產階段在農場實施 GAP、在工廠依照「優良製造準則 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進行加工製造、在流通及消費階段以「良好衛生準則

GHP（Good Hygienic Practice）」進行流通及販售，則在消費端即可獲得絕對

安全安心之產品。  

因此，相關單位在實施食品產銷履歷制度之際，必須確實遵守相關標準規

範，從原材料（土壤、種子、水、堆肥、有機肥料等）即導入 HACCP 精神，

依據 GAP，加強田間產品、養殖場衛生管理之輔導、抽檢及相關技術研發，

並徹底進行產銷各階段污染防除對策及品質管理，方能生產出安全的產品。其

後端的加工廠方能獲得安全的原料，否則即使在工廠內以 HACCP 方式進行加

工製造，若其加工材料本身已不安全，仍無法提供消費者安全的產品，在流通

及消費階段亦然。有關食品安全鏈之連續 HACCP 概念如圖 1。  

由於 2005 年起，歐盟零售業者已不再從未獲 GAP 認證的生產者購入農產

品，且日本政府也自2004年配合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的實施，積極導入 JGAP，

農委會在推動產銷履歷示範計畫過程中，鑒於我國除稻米之外，並無與 EU 及

日本等國際安全標準接軌的現成 GAP，因此參考歐盟 EurepGAP 及日本 JGAP

作法，把「制定各項農產品 TGAP 及飼養衛生管理標準作業規範」列為 94 年

度的首要課題，希望能利用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之契機，整合各農業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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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等專家學者，以 HACCP 思維、風險管理的理念為基礎，統一制定在農業

生產過程中，能確保農產品安全與品質，並能有效排除生產風險因素、降低環

境負荷，促進農業持續發展的 TGAP，供生產者作為作業標準化之依據。  

 

圖 1：食品安全鏈連續 HACCP之概念圖 

 

事實上，農政單位為鼓勵農民生產合乎安全標準（低於行政院衛生署公告

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的蔬果，建立具公信力的認證制度，業依據前省政府農

林廳 83 年發布「台灣省政府農林廳農產品安全用藥吉園圃標章使用要點」，由

藥物毒物試驗所設計蔬果安全用藥「吉園圃」標章。為有效追蹤管制標章之使

用流向及產品來源，每個標章均加印吉園圃編號，可依此追蹤農產品生產單位

及農戶。  

但加入 WTO 之後，各項農產品產銷作業標準規範應與國際標準接軌，方

能 確 保 國 際 競 爭 力 。 因 此 ， 在 推 動 產 銷 履 歷 示 範 計 畫 之 際 ， 農 委 會 乃 參 考

EurepGAP 及 JGAP 之作法，推廣國際 GAP 及飼養衛生管理的概念，並建立在

<污染排除對策> 

<污染防止對策> GHP 

原材料 

（種子．水 

．堆肥．有機

質肥料等） 

GAP GMP GHP 

食 品 衛 生 思 想 之 推 廣 ． 教 育  

原料蔬
作為商品 

之蔬菜 

蔬菜及其 

加工品 

農 

場 

工 

廠 

消 

費 

流 

通 

(HACCP) (HACCP) (HACCP) (HA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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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實踐方法，以達到消費者保護與落實「安全農業」之目標，並提升國產

農產品之國際競爭力。  

94 年度重要工作內容如下：  

（一）持續輔導 93 年的 16 種示範作物，94 年度追加 48 項產品，包括米、蝴

蝶蘭、2 項茶葉、6 項有機農產品、16 項水果、9 項蔬菜、7 項畜禽產

品、6 項漁產品等。93 及 94 年度共選定 64 項農漁畜產品，建立產銷履

歷標準化作業流程及模式。  

64 項農漁畜產品產銷履歷標準化作業流程、良好生產準則及模

式，各項作物產品包括：1.誓約書、2.作業流程圖、3.風險管理表、4.

檢查表、5.栽培曆、6.病蟲害防治曆、7.施肥標準、8.生產履歷作業紀

錄簿等八種書圖表。  

此外，農委會 94 年規劃香蕉、毛豬、海鱺 3 項產品優先推動包括

生產與行銷全程控管之產銷履歷體系，期能藉此建立我國安全農業產銷

全程控管推動模式。  

（二）  完成上述農產品生產履歷管理資訊系統，並規劃建置流通業產銷履歷應

用示範，導入 101 大樓 Jason 超市、台北頂好超市、台北市農會、新竹

科學園區柑仔店及慈心有機農產品連鎖店里仁等 8 處展售商店，設置查

詢機，應用網際網路提供消費者查詢農產品履歷等資訊服務。  

（三）成立輔導委員會及工作小組：自 94 年起，由農委會李副主任委員督導

制度建立與工作推動，並成立輔導委員會及 64 品項之工作小組。輔導

委員會負責建立相關產銷履歷制度、標準化作業及認驗證制度等。各產

品別工作小組分別由各相關改良場所分工設置，並由各相關改良場所長

或副場所長召集各該品項之育種、栽培管理、土壤改良、病蟲害防治、

採收後處理、經營管理或農業推廣等專家組成，協助建置各產品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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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規範，並赴田間實地輔導，辦理 25 場教育訓練，徵求包括生產者

等相關業者 900 餘人之意見，於 94 年 12 月建構完成與國際標準接軌的

64 項產品 TGAP，期間並陸續完成資訊系統開發。此一將國內各產品

之專家學者智慧結晶有效整合的做法，可謂台灣農業史上劃時代之創

舉。  

（四）  調降檢（化）驗費用：藥物或重金屬殘留檢（化）驗為農產品產銷履歷

制度重要環節之一，亦為確保農產品安全不可或缺的手段。農委會各相

關試驗改良場所自 2005 年 3 月起檢討調降藥物及重金屬等委託檢（化）

驗原收費標準之一半，以減輕農民負擔。  

（五）  鑑於「公正第三者認驗證」與「產銷履歷資訊公開」如同車子的兩輪，

是確保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的兩大機制。為建立安全農業，確保產銷履

歷紀錄資訊之正確性，並證實產品本身農藥及重金屬等殘留符合國家

（或輸出國）衛生標準，擬定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公正第三者認驗證要

點草案，並於 2005 年 12 月 29 日，舉開國際農產品認驗證研討會，以

為規劃、制定我國農產品產銷履歷公正第三者認驗證制度之參考。規劃

中的「公正第三者認驗證」制度，其認證及驗證機構均由民間符合相關

條件之業者擔任，政府僅扮演委託及監督之角色。  

（六）  於 6 月間邀請日籍專家木村彰利博士來台，赴高屏、雲嘉南等產地進行

現場指導，並辦理蔬菜、水果、畜產及水產品產銷履歷制度講習會 4 場，

共 500 餘名國內產官學相關人員參加。  

（七）  編印廣宣手冊、導入指南並辦理教育訓練：完成產銷履歷宣導手冊－制

度篇及宣導單張摺頁，翻譯完成 EurepGAP 及 JGAP、日本 JA 生產履

歷紀錄運動介紹、青果、雞蛋、養豬場衛生管理指南等。同時，配合

TGAP 之定稿與資訊系統之開發，辦理教育訓練與宣導及實地輔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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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在現行商品標示法及食品衛生管理法未能完全規範之農產品安全及標

示等領域，制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草案）」等相關法規，並

送行政院審查。  

六、95 年度規劃中長程目標與實施現況 

95 年度農委會推出「新農業運動－台灣農業亮起來」新政，並於創力農

業─建構安全農業體系項下，明定「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措施，將「推

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定位為新農業運動重點措施中的重點。蘇嘉全主委更

宣示：「農委會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之中長期目標－以 2015 年全面實施產

銷履歷制度為長程目標，2008 年輸出歐洲產品與歐盟同步實施，2010 年輸出

日本產品與日本同步實施，國內都市地區量販店及連鎖超市所販售的產銷履歷

國產農產品數量：2006 年底 10％，2007 年底 50％，2008 年底 100％為中短期

目標。」  

95 年度重要工作內容與成果如下：  

（一）新增農產品項目之良好農業規範（TGAP）：95 年篩選通路業者需求較

迫切之 20 品項完成 TGAP 規範。  

（二）  擴大防治用藥篩選與檢驗能量：以「產銷履歷」及「外銷輸日」品項為

主，對防治藥劑不足的作物病蟲害，進行篩選及藥劑擴大登記範圍試

驗。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已完成26 種作物病蟲害，共83 種藥劑之

規格檢驗，正進行田間試驗。另規劃辦理 26 種作物病蟲害，共85種藥

劑之篩選及擴大使用範圍。農委會藥物毒物試驗所正積極配合依核定之

藥劑及作物優先順序進行田間農藥殘留消退試驗。  

（三）  充實藥物殘留檢驗設備與能力：農委會藥物毒物試驗所按地區之實際需

求進行整體規劃，目前已完成區域檢驗中心之檢測業務分工及檢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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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現有能量之調查工作。預計 96 年底，結合相關大學院校設立「地區

性檢驗中心」，完成各檢驗中心檢驗儀器設備之採購、技術人員基本培

訓及各中心農藥殘留檢驗能力測試，以提升全國農產品檢測能量。  

（四）  加速建立公正第三者認驗證制度：95 年 7 月 6 日公布「農產品產銷履

歷委託認證實施要點」，95 年 9 月 12 日委託全國認證基金會執行農產

品產銷履歷認證作業，藉由民間公正第三者辦理方式，以確保認驗證業

務運作之獨立性及公正性，並使我國農產品產銷履歷認驗證制度能與國

際標準接軌。95 年 8 月 31 日公布「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管理作業要

點」，95 年 9 月 27 日「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機構認證規範」。  

（五）  加強辦理教育訓練、宣導及推廣：透過農委會所屬農業試驗改良場所設

置之農業區域教學中心，辦理農會人員宣導教育訓練工作，提升各級農

會人員對產銷履歷制度認知、追蹤流程及製程環節關鍵的瞭解，以利輔

導基層農民導入產銷履歷制度。另透過各種產銷班座談會加強推廣宣導

教育，以利擴大產銷履歷農產品生產面積及數量，提升農產品安全性及

競爭力。  

（六）  提升國內賣場及國外市場產銷履歷農產品比例及供應量：為達農產品產

銷履歷中長程目標，於農委會農糧署、畜牧處、漁業署指派專人成立穩

定供貨單一窗口，協助提供賣場所需品項與穩定供貨數量。拓展產銷履

歷外銷農產品至日本、歐洲等市場，推動輸日水果之供果園、出口業者

及其集貨場登錄管理制度，並輔導設置冷凍毛豆、冷凍菠菜及結球萵苣

外銷專區，推動集團契作及建立產銷履歷制度。同時，強化輸日鰻魚養

殖場登錄及加強檢驗，已登錄 1,000 場。畜產方面，鴨肉、鵝肉、鴨蛋

已有外銷實績，加強輔導各該生產場（廠）建置產銷履歷，以應未來外

銷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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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籌劃建立流通端產銷履歷體系：建置 5 種產至銷示範模式，包括農民團

體、農產品生鮮處理中心、批發市場、連鎖外食業者、外銷商等。另增

加微風、SOGO 忠孝店、新光三越 A4 店、遠東百貨寶慶店和松青超市

天母西路店等零售店增設產銷履歷產品專櫃，並於台北漁市及愛買超市

試賣；同時於藕根香（仁愛店）、無毒的家（新竹店）、蕃薯藤（大溪店）

等 3 家餐廳，導入有產銷履歷農產品食材，並規劃建置相關產銷履歷資

訊串連及查詢等系統。  

（八）  產銷履歷資訊化之輔導與建置：已完成生產端使用之「產銷履歷資訊登

錄系統」，協助農民利用網際網路將生產履歷資料彙集於核心系統，並

已完成建置「產銷履歷管理資訊平台」，供輔導單位進行組織管理及資

料審核作業，並已完成「台灣農產品安全追溯資訊網」第 1 階段建置作

業，消費者可於網站查詢具產銷履歷農產品生產及檢驗資訊。畜產品方

面，配合農委會統籌規劃之全國農產品產銷履歷資訊系統，規劃建置豬

隻及家禽產銷履歷資訊維運中心，以為後續資訊整合、驗證及維護豬隻

產銷履歷資訊正確與安全性。漁產品方面，已完成建置漁產品產銷履歷

查詢系統，提供消費者以手機簡訊或採上網方式查詢所購漁產品之產銷

履歷。  

另已完成賣場端產銷履歷查詢機建置，正積極規劃手機、PDA 等行動裝

置查詢產銷履歷之資訊系統。同時完成 1.家禽 2.家畜 3.糧食及特用作物與林

產 4.漁產 5.蔬菜 6.水果 7.花卉等 7 項台灣農產品分類標準分類編碼工作，結

合國際編碼，奠定國產農產品進軍國際市場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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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課題與展望 

根據農委會於 94 年 12 月所作的問卷調查資料顯示，有 79％的受訪農民

贊成全面實施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其中年紀在 40 歲以下者贊成者比率更高

達 9 成，可見農產品產銷履歷示範計畫推動 3 年來，國內生產者已意識到全面

實施的必要性。  

95 年農委會更於新農業運動中，將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列為重電措

施並擴大辦理，針對已制定完成之 64 種 TGAP 全面推廣，並依據零售業之需

求增訂 TGAP 品項，期能於 96（2007）年之前完成所有的基礎工作，以利擴

大推廣實施，俾早日建構安全、安心、高品質的食品供應體系，營造國人食品

安全與安心消費環境，並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隨著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的推動，國內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的認知意識逐

漸提昇，在可以預見的將來，農產品的責任產銷機制、品牌化、地方特色化、

分眾化及電子商務將逐漸形成，新一波的農產品物流革命勢將應運而生。  

今後，從生產端即輔導農業生產者依據消費者所需之各階段食品產銷標準

作業規範與衛生管理標準從事生產，並將產銷履歷資訊公開化，以營造安心的

消費環境，導入產銷履歷可追溯制度已成為今後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

全面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不僅有助於健全我國食品安全體系，提供消費

者安全、安心的食品，增進消費者對國產農產品的信賴與支持，也有利於提升

台灣產業競爭力、拓展國際市場，並藉此有效區隔國外劣質農產品，保障農漁

民權益，是確保更是全體生產者、消費者及通路業者皆贏的策略，未來應積極

推動、務實管理，以維護台灣產業永續發展。  

我國有關保障消費者食品安全權益，係由行政院消保會負責協調衛生署、

經濟部、環保署、農委會等相關部會推動辦理。為建立優質及安全農業，並保

障國內消費者權，消保會於 93 年度提送消費者保護計畫時納入農產品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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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及安全流向追蹤管理議題。  

有關「食品履歷制度」已由消保會於 93 年 11 月 15 日邀集等食品相關主

管機關召開研商「建立『食品履歷制度』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相關事宜討論」會

議，瞭解各相關部會規劃辦理情形，並於 94 年 9 月消保會第 127 次委員會議

請衛生署及農委會提出相關報告，除農委會辦理情形如前述外，其他相關部會

辦理情形包括：  

（一）  強化「環境污染與食品安全衛生監控機制」：衛生署加強市售食品監測

制度，並由衛生署、農委會及環保署等強化「環境污染與食品安全衛生」

聯絡、監控之聯合預防機制。  

（二）  建立標章制度：經濟部建立 GMP、HACCP 等食品自主管理機制，並依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要求食品加工製造業者從原料驗收、製程、倉儲、

物流、販賣等各階段均需建立其內部作業流程管理資料，確實掌握食品

產製及販售等流向。  

（三）  服務及檢舉電話：消保會已建置「1950」消費者服務專線，衛生署亦已

建置黑心食品免付費檢舉專線電話「0800-625748」。  

（四）  定期或不定期查核：1.厲行市售食品掃黑「聯合查核（緝）行動」，由

衛生署督導全國各地方政府衛生單位，加強食品衛生稽查及抽檢工作。

2.即時提供消費者正確食品消費資訊─衛生署建立「食品安全警報紅綠

燈機制」。  

展望未來，依各部會現行職掌分別推動食品產銷履歷制度，欲求周延並全

面落實，尚有若干課題迫待解決：  

（一）成立中央專責單位 

消費者權益及消費者保護日受重視，德國於 2001 年初，將「農業及糧食

營養部」更名為「消費者保護暨糧食農業部」，成為全球第一個將消費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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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置於農業部名稱上的國家，也啟動了農業與消費者保護並重的世界潮流。

日本農林水產省亦於 2003 年 7 月設立「消費安全局」，加強控管農產品和食品

衛生安全風險。雖然我國有關保障消費者食品安全權益，已由行政院消保會統

籌各相關部會落實推動辦理，且農委會已於送行政院審查的農業部組織架構

下，增設專責單位－「消費安全司」，專司加強農、水、畜產品的衛生安全把

關工作，將農產品的衛生安全問題，推升至與農業產銷發展並重之地位。惟消

費安全司之業務職掌，尚須與衛生署、消保會等部會相關業務進一步磋商整併

或明確分工，方能避免疊床架屋，以發揮加乘效果。因此，效仿先進國家成立

中央專責單位，以統一食品安全事權，似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  

（二）各相關部會、縣市政府及各級農漁民團體配合辦理 

為實現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必須公開農產品產、製、銷所有流程資訊，

惟依農委會現行職掌僅能主管至農產品拍賣市場及畜禽屠宰場等上市前相關

產銷階段為止之農政相關業務。至於農產品上市後之品質衛生、標示、取締等

相關業務，則非農委會現行權限所能主宰。因此，將來有必要參考日本中央政

府為建立食品安全體制之做法，將我國食品安全機制主導機關提升至行政院層

級，俾利整合衛生署、消保會等食品衛生相關主管部會之外，同時，農產品產

銷履歷制度的貫徹落實，亦需各縣市政府配合督導執行與嚴格取締，各級農漁

會、農業合作社場等農漁民團體，及退輔會之各相關農場，亦應協助輔導其會

員、社員及產銷班貫徹執行，方能有效貫徹落實。  

（三）儘速建立產銷各階段 TGAP 

縱然導入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若產品本身不安全，即使提供再多的資訊  

，亦無任何意義。因此，為確保產品安全，於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導入之初，

必須確保制度能充分發揮功能，而其首要條件是「營造所提供安全的產品能讓

消費者安心消費的環境」。產銷團體或業者必須預先制訂生產與流通標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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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及良好生產、流通、衛生規範等，並落實執行，嚴格控管，方能克竟全功。

是以，農委會在完成 TGAP 之後，有必要會同相關部會逐步建構農漁會及合

作社場等生產團體及流通、零售等階段之相關良好規範，方能建立低風險之食

品安全鏈。  

（四）擴大防治用藥篩選與強化檢驗能量 

TGAP 為我國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的基礎工作，惟目前各相關改良場所於

進行 TGAP 制定時，均面臨植物保護手冊推薦用藥與當前生產者田間實際使

用農藥品項之間的落差及扞格。生產者所使用的品項顯然多於植物保護手冊推

薦用藥項目，且生產者目前使用中的未登記的農藥，被農產品輸出國許可使

用，但卻未曾在國內進行田間試驗或通過試驗，諸如此類之法令與現實之落

差，似應審慎正視，並謀求儘速解決之道，否則合理的 TGAP 之制定及爾後

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之全面推動，恐難以啟航。農委會為解決此一問題，已責

成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會同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擴大防治用藥篩選與強化檢驗

能量，但仍應加快速度，以符實際需求。  

此外，鑑於日本政府自 2006 年 5 月 29 日起實施農藥正面表列制，實施對

象物質包括農藥、動物用醫藥品及飼料添加物共 799 種，其限制對象食品為包

含加工食品之全部食品，開始實施後，對於食品中含有未設定殘留標準之 500

多種農藥達一定基準量（0.01ppm）以上者，原則上禁止其流通。針對日本實

施的新措施，我國應即刻因應方為上策。  

（五）加強生產者有關 TGAP 實務操作之教育訓練 

鑑諸 EU 及日本農民團體已將生產過程中風險管理相關內容的記錄與保

管視為生產者本身應盡之責任，也是向消費者訴求安全安心之重要策略。因

此，教育國內生產者及其團體進行責任生產與自主管理，自行導入產銷履歷紀

錄運動，實為全面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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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好的原料必須透過好的製程，才能生產出良好的產品。品質是在產

銷流程中，以 HACCP 及零風險管理精神，製造出來的，而不是於產品生產末

端，以加強品質管理方式所能創造出來的，所以積極性的食品製程管理，應該

比消極被動性的末端產品檢驗重要。因此，食品安全規範應以科學證據與風險

分析為基礎，進行預防性的自主管理與源頭管理，降低環境污染及微生物引起

之食品安全風險。  

為建立健全的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農委會預定於 2006 年底完成 75 項與

國際操作標準接軌的 TGAP。為使生產者能方便並順利據以進行田間生產管理

及紀錄，並利公正第三者實施驗證，必須針對相關人員加強辦理 TGAP 實踐

教育訓練，建立包括生產者及各階段流通業者源頭管制、自主管理、產品責任

之理念與手法之精神，方能確保 TGAP 所具有的功能完全發揮，產品之安全

安心方能確實獲得確保。  

（六）建立公正第三者認驗證制度 

從先進國家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過程，已可明顯看出光憑產銷資訊之公開

及可追溯，並無法完全獲取消費者之信賴。因此，建立公正第三者認驗證制度

乃維繫消費者對於所公開的產銷資訊信賴感之關鍵因素。農委會已於今年 9

月底前建置完成農產品產銷履歷公正第三者認驗證制度，並公布相關法令。但

建立公正第三者認驗證制度必須搭配藥物檢驗之流程，所以產銷費用之增加及

產品上市前之藥物殘留抽檢恐在所難免。惟目前我國從事農漁畜產品之藥物殘

留檢驗之機關數量尚少，將來若依法逐年增加推動項目，以現行農產品藥物殘

留檢驗機關之數量與規模，恐無法全面順利因應，將造成農產品因須排長龍等

候檢驗而延後上市時間，導致來不及於上市前完成相關檢驗等驗證工作，或雖

能完成檢驗，確定無殘留後上市，但產品新鮮度因檢驗時間的拖延將嚴重惡化。 

為解決藥物殘留檢驗機關不足問題，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已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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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實際需求整體規劃，並將結合相關大學院校設立「地區性檢驗中心」，以提

升全國農產品檢測能量。但仍待輔導設立適量的驗證機構方能充分發揮公正第

三者驗證機制。  

（七）生產紀錄資訊化 

目前先進國家之產銷履歷紀錄，除牛隻以耳標識別號碼追溯產銷資訊之外  

，利用 1.農民團體或量販店自製網頁、2.記錄紙張供電話或利用 e-mail 查詢、

3.於商店之貨架或產品上，以宣傳廣告單張或 POP 方式，公開生產者照片及

產銷履歷相關資料的情形相當普遍。為建構能滿足消費者即時查詢的完整產銷

履歷追溯機制，有必要在審慎考慮使用器材的開發成熟度及價格合理性前提

下，導入 QR 碼（Quick Response Code）或方便操作的數位系統設施等，以利

高齡者進行記錄，並有利於將產銷履歷紀錄立即轉換為數位化資訊，營造方便

消費者以手機或其他數位化設施查詢之環境。同時，有必要配合產銷上下游交

易對手及消費者之需求，建構能立即傳遞資訊之訊息記錄、保管、連結及傳送

平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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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motion Present Situation and Forecas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ceability System in Taiwan. 

 

Jong-I Hu 

Abstract 

The foot-and-mouth disease, BSE, and birds flu in international occurred one after 

another, creates the producer and the consumer extremely restless and panic. Food safety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from present food supply chain immediately.  Europe, 

America and Japan etc. advanced countries therefore induct food traceable system, in order 

to demand food relief and security, to guarantee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information 

in public and transparent, from "the farms" to “dining table”. Therefore, opposite to food 

appearance, the price, and the quality, food itself security has become one of major factors 

which the advanced countries’ consumer most tak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our country start to collect European Union and the Japan 

correlation data from 2003 year, begin to plan the impetus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ceability 

system demonstration plan in 2004 year, outline of the plans impetus demonstration plan 

and carries out the achievement in 2005 year, plans long distance goal and present 

implementation situation in 2006 year, and proposes current Current topic and forecast. 

 

Key Word：Agricultural product Traceability System、Food Traceability System、Safety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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