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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地區山蘇產銷履歷 TGAP之建立與執行 

 

 

 
 
 

作者：全中和  副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園藝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300
前言 

隨著加入 WTO，農產品

黑心產品牟利，造成生產者、

全已成為全民關注的焦點與當

到「餐桌」所有產銷資訊公開

農產品的身分證，透過資訊的

安心及可信賴的。行政院農業

理與 HACCP衛生管理制度及

各項農產品產銷標準作業準則

能利用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

以 HACCP 食品衛生思維、風

產品的食品安全性與品質，並

的台灣版良好農業規範（TGA

標準化之依據。 

推動過程 

93年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品項，及 8項具有有機農產品

年度農委會農產品產銷履歷紀

畜產與漁產品，並導入農產品

發與推動該等產品之產銷履歷

市場之規範，與落實各項農產

歷紀錄制度，以確保我國農業

之目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4

等因素選定 64項農漁畜產品，

除誓約書之外，尚包括：(1)作

害防治曆、 (6)施肥標準、 (7

銷履歷紀錄制度，以確保我國

業」目標。 

山蘇產銷履歷 TGAP之建立與
作者：陳任芳  助理研究員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390

 

市場開放，國外疫病入侵機率大增

流通業者與消費者之不安與恐慌，

前農政最重要的議題。「農產品產

、透明及可追溯（traceability）的一

公開透明及可追溯性，保證消費者

委員會在推動產銷履歷示範計畫過

歐盟與日本制定 Euro-GAP及 J-G

及飼養衛生管理標準作業準則」列

度之契機，整合各區農業改良場、

險管理之理念為基礎，統一制定在

能有效排除生產風險因素、降低環

P）及相關實踐措施，供生產者及

生產履歷紀錄制度示範計畫以已

認證之產品，做為年度示範推動項

錄制度推動之初步規劃，係以 93

產銷履歷紀錄資訊系統，同時配合

紀錄制度，於結合農委會各單位職

品產銷作業標準流程等前提，規劃

產品之國際市場競爭力，並達到消

年示範品項係考量國際行銷、消費

建立各種品項產銷履歷標準化作

業流程圖、(2)風險管理表、 (3)檢

)生產履歷作業紀錄簿等七種圖表。

農產品之國際市場競爭力，並達到

執行情形 
作者：彭德昌  助理研究員
作物環境課 
土壤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370
，且最近因國內不肖業者以

農產品的源頭管理與衛生安

銷履歷制度」是一種從「農場」

貫化安心保證制度。就如同

所買的農產品是安全的，可

程中，活用 ISO9001品質管

AP之精神與方法，把「制定

為 94年度的首要課題，希望

相關試驗所及國內專家學者，

農業生產過程中，能確保農

境負荷，促進農業永續發展

產銷相關業者作為相關作業

辦理或預定辦理外銷日本的 8

目，山蘇是其中的一項。94

年度之示範項目為基礎，新增

國際行銷相關需要，積極開

掌與政策配合下，針對目標

建立並落實最適當之產銷履

費者保護與落實「安全農業」

大眾關切品項及地區性等色

業流程及模式。各項作物產品

查表、 (4)栽培曆、 (5)病蟲

規劃建立並落實最適當之產

消費者保護與落實「安全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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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配合政策，規劃山蘇良好農業規範工作小組(表

一)，從 94 年上半年開始著手進行建立山蘇產銷履歷標準化作業流程及模式，分別完成作業

流程圖、風險管理表等制定，並完成栽培曆(圖一)、病蟲害防治曆(表二)、施肥標準及生產履

歷作業紀錄簿等作為栽培農戶參考依據。93年選定第一個山蘇栽培示範戶，開始進行生產管

理過程紙本記錄，94年擴大示範農戶配合新制定之生產履歷作業紀錄簿進行包括生產者基本

資料、農地種植區域圖等之建立；栽培工作紀錄、肥料施用紀錄、病蟲草害防治施用紀錄、

採收及採收後處理紀錄、出貨紀錄…等等工作，95年經由多場次座談會與示範觀摩已讓更多

農友認識產銷履歷及其重要性，目前已有包括光復、吉安及新秀地區超過 30公頃栽培面積的

農戶熟悉記錄工作，未來經由點、線、面的連結，希望達成所有山蘇栽培農戶皆習慣作生產

履歷的記錄工作；最後並上網登錄取得販售條碼(圖二、圖三)，開始在台北柑仔店有機商店

展售。 

表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山蘇良好農業規範工作小組名單 
姓名 單位 專長 
全中和 作物改良課 栽培管理 
彭德昌 作物環境課 土壤改良 
楊大吉 作物環境課 病蟲害防治 
陳任芳 作物環境課 病蟲害防治 
劉啟祥 作物改良課 採後處理 
沈聰明 農業推廣課 行銷及農民組訓 
羅志岳 花蓮縣光豐地區農會 農民組訓 

結語 

花蓮地區山蘇已制定農產品標準作業流程，可供生產者作為生產、經營管理及記錄之依據，未

來更是產銷業者共同對其生產或經手的農產品的一種負責任做法，其傳遞給消費者的資訊是

公開且透明的。上市的菜皆有認証條碼，讓生產者知道所買的菜來自何處，生產過程如何，

買的安心、吃的安心，當買到的產品因安全問題而造成事故時，可循線追溯產銷流程，透過

鎖定焦點，追蹤產品的責任源頭，將問題有效隔離、處理，進行正確、迅速的回收或撤除作

業，如此也有助於消費者了解特定農民所生產的農產品，由消費者檢視農產品產銷記錄的過

程，可區隔不同品級之產品價格，有助於確保優秀農民之收益。 

圖一、山蘇栽培作業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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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蘇施肥作業標準書 

一、目的：為提升山蘇品質、增加山蘇產量，並避免肥料不當施用造成環境污染，特制定本

標準。 

二、適用範圍：適用於山蘇定植後之生育及採收期間之施肥作業。 

三、使用資材：有機質肥料及化學肥料。 

四、作業方法： 
作業名稱 作業方法 注意事項 

1. 施肥作業前一個月採取
土壤進行土壤性質分

析，包括：土壤酸鹼度、

土壤有機質含量及土壤

肥力狀況等性質。 

1-1. 最適合山蘇生長之土壤 pH值為 6.3-7.3，且富
含有機質，排水、保水及通氣性均良好，並有

水分充分供應者為佳。 
2-1.土壤 pH值 6~7時，土壤養分之有效性最高，

也最適宜山蘇之生長。Ph值小於 5.5之酸性
土壤可施用含石灰之鹼性資材予以改良，每年

每公頃之施用量為 1~3公噸，直至土壤 pH值
達 5.5為止。土壤 pH值大於 7.3之鹼性土壤
可施用硫黃粉等資材來降低土壤 pH值，每公
頃之施用量為 1~3公噸。改良資材宜在定植
前一個月前施下，並與土壤充分混合，且配合

有機質肥料之使用。 

施肥前作業 

2. 根據土壤分析結果推估
施肥量。 

2-2. 山蘇為長期性之作物，整地前一般有機質肥
料，每公頃約需施用 4~8公噸，雞糞或禽畜
糞堆肥三要素含量較高，用量可以酌減，每公

頃約 2~4公噸。 
2-3. 為改善土壤性質，可選用有機質含量較高之腐

熟堆肥，配合雞糞或禽畜糞堆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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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層施肥 定植前 10日有機質肥料全
面撒施後翻耕，使肥料與土

壤充分混合。 

田區應事先排水，使作業容易進行。 
 

※請依土壤性質與肥力情形調整實際施用量(山蘇農良好農業規範) 
  

圖二、台灣山蘇策略聯盟生產有產銷履歷

紀錄之山蘇蕨菜 
圖三、台灣山蘇策略聯盟推出有產銷履歷

紀錄之山蘇料理 

表二、山蘇病蟲害防治法 
防治時期 防治方法 

生育期 
生長

期間 
防治對象 

使用防治資材、方法 稀釋倍數 注意事項 

苗期 
(孢子繁殖) 

    孢子繁殖者一般無

病蟲害發生 
 介殼蟲 直接移除被為害苗   苗期 

(田間小苗)  葉芽線蟲 直接移除被為害苗   
全年 介殼蟲 苦楝油 600倍 摘除被為害葉、或移

除嚴重為害植株。避

免密植。 
全年 蝸牛、蛞蝓 1. 苦茶粕  

2. 6％聚乙醛餌劑 
1. 50 kg/ha 
2. 1g/m2 

1.可直接均勻撒施
於栽培園區。 

2.均勻撒施於植株
旁及通道。 

夏季 螟蛾 1. 3％蘇力菌可濕性
粉劑 

2. 10.3％蘇力菌水
分散性粒劑 

1500倍 
 
4000倍 

避免日照時噴施，確

保蘇力菌活性不被

影響。 

全年 葉枯病 移除被為害植株  避免直接施用肥料

於心葉處。 

生長採收期 

夏季 白絹病 移除被為害植株  保持田區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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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 輪紋病 剪除被為害葉  
保持田區通風、避免

過度陰暗。 
 

全年 葉芽線蟲 剪除被為害葉  
保持田區通風、避免

過度陰暗。 
※推薦用藥及安全採收期僅適國內，外銷用藥需符合輸入國檢疫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