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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

自78年起推動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Certified 

Agricultural Standards，以下簡稱CAS標章）

迄今已歷經26個年頭。CAS標章秉持著國產原

料為主、衛生安全、品質規格及包裝標示需符

合規範要求等核心價值，落實執行政府所推動

的三級品管制度之驗證機構查核及產品抽樣，

受到廣泛消費大眾所信賴。

惟，近年來多起食安及食品消費爭議事

件，不僅引發國內消費大眾的不安與恐慌，更

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政府部門為有效解

決食品供應鏈的安全問題，不僅從組織面、法

規面、制度面全面檢討改進，政府推動之食品

2015年國際食品安全系統

認驗證規範研討會
驗證組/楊雅筑

▲農委會李處長、CAS協會沈執行長、TQF孫理事
長與引言人及講師合影

相關認驗證制度亦啟動精進措施與再造計畫；

CAS優良農產品標章即是在此一指導方針下啟

動轉型規劃。轉型意謂承先與啟後雙重意義，

目的在於使推行多年的制度能做得更好，更符

合產業與消費大眾的期待，同時，亦能回應國

際趨勢及市場需求而進行調整，使CAS制度能

更趨完善。

貳、2015年國際食品安全系統認驗

證規範研討會
因此，為因應CAS驗證制度轉型朝國際接

軌發展及增加與會人士對食品相關認驗證系統

之瞭解，本（104）年10月7日邀請國際認證論

壇（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Forum，IAF）

及全球食品安全倡議（Global Food Safety 

Initiative，GFSI）機構專家來台，於台大醫院

國際會議中心舉辦「2015年國際食品安全系統

認驗證規範研討會」，向國內產官學研各界人

士介紹國際間推動食品相關認驗證系統之執行

現況、營運模式、成效及相互採認情形和未來

發展趨勢，參加對象多以國內產官學研各界人

士為主，參與人數總計183人，課程內容及綜

合討論問題摘錄如下：

▲CAS協會沈執行長致詞

▲IAF- Ms. Kylie Sheehan講授課程



32

一、課程內容摘錄：

（一）IAF- Ms. Kylie Sheehan （General 

Manager of operations at JAS-ANZ）

1.國際認證論壇（IAF）是由符合性評鑑

認證機構（Conformity Assessment 

Accreditation Bodies） 與其他管理

系統、產品、服務、人員及其他類似

的符合性評鑑計畫所組成。

2.國際認證論壇（IAF）主要功能是設計

全球通用的符合性評鑑計畫，以確保

認證公信力，降低企業與客戶風險。

3.IAF食品工作小組（IAF FSMS）成立

的目的就是討論並解決IAF多邊相互

承認協議（Multilater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MLA）簽署方之間的

一致性問題。

4.IAF多邊相互承認協議（MLA），需經

過同儕審核程序後方能夠認可，MLA

簽署人必須承認其他MLA成員認可之

認證機構所發出的認證，此可免於重

複認證及去除貿易的技術障礙。

5.IAF方案認可程序係由方案擁有者提

出申請並經審核、建議及表決經過認

可。

（二）GFSI -Mr. Yves Rey （Senior Advisor 

to DANONE's Board of Directors / 

Chairman of the GFSI board, 2012-

2014）

1.全球食品安全倡議（GFSI）為2000年

於「食品商業論壇」（CIES）年會中

所提出，由全球食品業之零售商、製

造商、食品服務業、國際組織、政府

組織、學術界及供應商代表所領導。

2.全球食品安全倡議（GFSI）成立之主

要目標為減少食品安全風險、管理供

應鏈成本、培養職能與建構能力、知

識交流與網絡建立等，並提供全球食

品安全共同基準，期望能夠達到一次

驗證，全球通用之願景。

3.明年作為基準化（Benchmarking）認

可標準之GFSI 指引文件（Guidance 

Document）將改版，其中將分作兩

部分，分別提供民營規範及官方規範

各自不同基準化標準；民營規範須符

合技術及管理層面標準，官方規範僅

須符合技術層面標準。

4.由中國政府所擁有之規範：China 

HACCP，可能於今（104）年十一月

正式通過 GFSI 基準化認可，認可其

符合GFSI 指引文件技術層面標準：

(1)China HACCP除擁有者為政府外，

其驗證機構及認證機構亦屬官方單

位，使得規範運作獨立性備受質

疑，但也因由官方推行，反而對缺

失廠商更具懲戒強制力，因此摒除

其規範管理獨立性，GFSI 將以技

術層面簽署認可。

(2)China HACCP 申請基準化認可期

間，除規範管理層面無法獲得認可

外，未能妥當翻譯成英文，導致翻

譯版本內容失真，為其主要障礙之

一。翻譯問題最終以委請上海交通

大學代為處理而得改善及解決。

▲葉博士擔任GFSI -Mr. Yves Rey引言人

▲綜合討論



二、綜合討論問題摘錄：

（一）同等性比對後相互承認之情形探討

1.經同等性比對後，台灣產品進口國外

產品可行，然而出口卻遇到瓶頸，實

屬貿易壁壘，需要政府間對談協商，

由於其他國家不瞭解台灣的認驗證，

市場需得到充分理解後，買方才會買

單。

2.GFSI的食品安全方案被大部分國家所

認可，CAS及TQF若能加入國際食品安

全組織，較能夠被國際市場所接受。

3.政府間的相互承認有其困難度，主要

因貿易壁壘、保護在地經濟及缺乏相

關法令瞭解及接受等因素。然而，仍

有特殊案例顯示可行，例如：日本海

嘯後，因急需物資，以應變計畫方式

讓物資快速進入日本。

（二）驗證標章放在產品上之風險及責任探討

1.台灣及中國地區國情與西方國家不

同，消費者傾向購買標有驗證標章之

產品，廠商因此偏好將標章標示於產

品上，以博得消費者信心。

2.GFSI 不認同將驗證標章放置於產品

上，因此舉可能使方案擁有者代替驗

證廠商擔負食品安全責任，在食安事

件發生時，責任難以釐清。例如：美

國知名驗證機構 AIB 因過去一場食安

問題，現仍列被告、訴訟負擔相關責

任，而方案擁有者亦無法免除遭追究

相關責任。

（三）一驗兩證（one audit, two certificate）

之情形探討

1.愈來愈多通路商認同供應商獲一驗兩

證，供應商可以節省時間及金錢而獲

得兩種不同驗證，利其符合他國下游

通路商要求，以及製造地民情。

2 .取得中國官方驗證單位現已實行 

China HACCP 以及FSSC 22000 一

驗兩證三年，廠商既可符合中國當

地（China HACCP）需求，又可獲

得  GFSI  基準化認可規範（FSSC 

22000）之驗證，減少廠商稽核成本。

3.同一驗證機構涵蓋不同驗證規範，例

如：ISO22000規範涵蓋HACCP，則

可由此驗證機構發放兩張證書。若有

標章冒用情形，則驗證機構需負責，

並且可要求下架回收。

參、結論

全球自由化貿易下，各國皆期盼發展出符

合市場期待並獲得國際認可之食品安全管理方

案。若能夠達成一次驗證，全球通用之願景，

對於製造商而言可免於受重複稽核之人力及資

源浪費；對於政府組織及驗證機構，亦或是國

家及全球市場皆能夠避免不必要的資源耗費，

同時又能夠替消費者的飲食安全把關。CAS台

灣優良農產品標章核心價值之一為「主原料為

國產品」，此為保障在地經濟之發展，若要與

國際化市場接軌，此核心價值勢必面臨嚴峻考

驗。若要以CAS方案與國際接軌，必須與國際

▲研討會綜合討論

▲研討會列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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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進行條文比對，修改CAS方案規範及條

文，並納入國際化市場思維。另，若不與國際

接軌，亦可調整CAS方案，修改部分驗證基

準以符合現行市場之趨勢，並站在保證在地經

濟，堅持核心價值，樹立CAS方案之獨特不可

取代性，以利於市場區隔。

2015年國際食品安全系統認證規範研討

會，向國際認證論壇（IAF）及全球食品安全倡

議（GFSI）取經，藉由國外的成功經驗，反思

台灣所面臨之食品安全問題及國內認驗證體制

之現況。期盼產官學研及消費大眾能夠一同為

台灣的下一代健康把關，訂定良好的食品安全

管理方案，並提升整體產業之發展，增加台灣

在全球自由化貿易市場之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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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內外多起的食安及食品消費爭

議事件，顯示消費者對於食品及農產品的關注

除衛生安全外，已擴大至產品追蹤追溯、企業

誠信與消費者權益等層面。爰CAS優良農產品

驗證機構特別邀請CAS標章產品生產業者之管

理階層，規劃辦理「104年CAS優良農產品驗

證高階管理階層研習座談會」（以下簡稱座談

會），座談會內容納入企業社會責任及食品風

險溝通，並說明CAS 驗證制度轉型等初步規

劃，分別於台北、高雄、嘉義、台中、宜蘭共

舉辦5場，共計344人次參加。

有關CAS優良農產品轉型說明，乃本座談

會之重頭戲，簡述轉型內容如下：

1.認驗證架構轉型：現行CAS認驗證架構

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

會〉為認證機構，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

會（以下簡稱CAS協會）、中央畜產會

（以下簡稱畜產會）、食品工業發展研究

所（以下簡稱食品所）及工業技術發展研

究院（以下簡稱工研院）為驗證機構；轉

型後，農委會將授權CAS協會，作為CAS

驗證制度方案管理者，並由全國認證基金

會執行驗證機構之認證，使驗證機構轉型

後仍得以持續進行並維持驗證相關作業。

此一架構調整，CAS認驗證制度即轉為民

間機構（CAS協會）自主辦理，落實現

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中之三級品管，農

委會則為三級品管中的政府監督，並促使

CAS朝向多元化、國際化邁進。

2 .驗證規範調整：C A S驗證規範將採納

現行國際普遍認同之 ISO22000、歐盟

FSSC22000、英國BRC、美國SQF等食品

安全系統認驗證制度中與國際驗證方案中

有關食品安全規範較周延部分，且為各通

路商能夠認同和採納者，以補強現行CAS

規範未盡完善之處，引導CAS標章逐漸轉

型。

而會後與會廠商於綜合討論中提出問題

及討論內容可發現，各高階主管心之所繫均為

CAS 驗證制度轉型規劃，爰特將綜合討論與座

談內容摘錄如下：

問題1：為何農委會要退出CAS認驗證管理，

是為了國際接軌的理由嗎？一旦政府

退出後，又將如何維持CAS轉型後之

標章公信力及增強消費者信心，而驗

證費用是否調整？政府將如何協助，

另，CAS轉型後查廠方式是否有所調

整？

答覆1：農委會並不是退出CAS認驗證管理，主

要是思考目前的國際情勢及未來產業

發展，調整現今的組織架構，交由民

間機構自主管理，並成立專責的管理

與推廣機構。

a）目前國際間之認驗證方案，多由通

路商、生產業者等民間單位發起

後，協調共識並執行驗證管理。

104年CAS優良農產品驗證

高階管理階層研習座談會紀要
 驗證組/丁銘音



b）落實執行現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之三級品管。

c）汲取國際驗證方案中較周延部分，

補強CAS驗證方案的不足，達到

國際級的水準，至於國際接軌因

受各國相關檢疫規定，確實無法

直接出口，有出口需求之業者直

接申請該國之驗證是最直接快速

的方式。

CAS轉型成功與否，關鍵在於消

費者信賴度與支持度的維持，CAS轉

型初期，農委會仍將持續輔導及協助

管理機構和驗證機構，以利CAS順利

轉型。

驗證稽查相關費用目前50%以上

由政府經費支持，業者僅部分負擔，

轉型後勢必會有所調整；然為順利轉

型，並在有效的稽查管理原則下調整

追查模式與追查頻率，以避免增加業

者過多的負擔。

CAS協會未來轉型為CAS標章管

理機構，將規劃爭取TFDA所定之第三

方驗證機構，期TFDA認同並採納CAS

驗證機構之驗證相關查核結果；並致

力與通路商溝通協調，採認CAS方案

管理系統，降低生產廠接受類似稽核

系統之外部稽核次數，以減少生產廠

及通路商等單位之經濟負擔。

問題2：業者視外銷市場需求而申請國際相關

驗證，以目前國內驗證系統朝向國際

接軌方向發展之CAS及TQF驗證制度

而言，據悉申請TQF驗證，每年業者

需負擔約20至30萬之驗證費，市場

接受度普遍不高，若CAS轉型作法同

TQF，業者在考量驗證系統類似及經

濟效益等多方現實問題情形下，可能

僅以申請ISO22000驗證為主。

答覆2：（1）業者可依實際需求參與相關自願

性驗證，目前以規模較小或僅以

內銷市場為主之業者而言，CAS

或TQF驗證或許適合該類型業者

需求。

（2）CAS轉型方案將納入市場考量，

邀請通路單位參與，預期應有一

番新局面。

（3）另，業者大多與通路相關單位具

熟悉之合作關係，還請各位業者

協助CAS協會與通路相關單位合

作。

問題3：轉型後CAS標章是否延用、包材是否需

改版？另，參與CAS驗證可有效凸顯

品牌形象，亦認同本次座談所提之企

業社會責任，但CAS轉型方案對小型

企業而言仍需輔導協助轉型，以符合

新方案。

答覆3： CAS標章仍延用，所以包材不需因此

改版，明（105）年為CAS轉型啟動

期，而轉型初期將持續與相關單位溝

通CAS方案內容，預訂後（106）年

起開始適用新方案，爰明（105）年將

會協助業者符合新方案之驗證相關要

求。

問題4： 業者表示該廠之生鮮截切蔬果原料來

源均為有機農產品，爰傾向僅申請

CAS有機農糧加工產品驗證，感覺

TAP產銷履歷農產品、CAS有機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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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CAS優良農產品等標章之驗證要

求均有相似之處，建議將相關標章整

合以利推動？

答覆4：（1）目前台灣農耕環境與條件，尚無

法達到所有農作物均為有機農產

品之要求，因此建議農產品經營

業者應務實考量生產廠（場）實

際生產及銷售情形，評估申請相

關驗證。

（2）依現行相關法規要求，食品必須

符合衛生安全始得在市面販售，

若僅推動一個安全產品標章，並

不具代表性。因此驗證系統將產

品安全衛生列為基本要求外，另

因應不同訴求，發展各驗證系

統，農產品經營業者可依實際需

求申請相關驗證。

問題5：CAS優良農產品規定主要原料必須為

國產農產品，惟部分農產品因生長環

境或季節性等因素無法全年全部使用

國產原料，應如何克服？

答覆5：未來將考慮依各產業類別及產品特性

等實際情形，務實調整部分因生長環

境或季節性等因素，無法持續取得國

產原料之產品，並評估開放使用部分

非國產原料。

結論：

多數業者對CAS驗證制度欲轉型感到憂

慮，首先對於轉型後，實務上並未能國際接

軌，國際間所存在的貿易障礙並不會因為國內

生產產品水準提升而有所消除，再者轉型後是

否能取得賣場通路商的支持，且倘若政府如不

再監督及適度支持驗證管理經費，則必須考量

由業者單方負擔是否過大，且由於驗證作業經

費為業者提供，又將如何維繫CAS標章之公信

力，並訴求於民眾，爭取認同。爰，總結以上

內容，若為使CAS轉型成功，必須掌握三個條

件，包括：爭取業者（包含通路及CAS產品生

產業者）支持、維持驗證公信力並尋求消費者

信任以及實務執行面宜穩定不宜變動過大造成

業者恐慌。

▲104年CAS高階管理階層研席座談會台北場研習情形-農委會加工科程俊龍科長針對CAS轉型議題與與會貴賓
進行交流



政府鼓勵民眾多食用國產水產品，營養專

家也一致認同水產是非常好的營養攝取來源，

近年來發現水產品的銷售市場，已悄悄地從傳

統魚市場中逐漸透過電子商務的物流鏈進入家

庭，根據市場研究公司eMarketer發佈數據顯

示，2015年全球B2C電子商務銷售額將達到1.7

兆美元，年成長15.6%（EZprice,2015），可

知傳統消費者已改變其消費習慣，以CAS水產

驗證產品而言，產品項數自98年209項提升至

103年的322項，產值亦由98年24.01億元提升

至103年32.43億元，為了解其中消費者使用網

路購買水產品習慣，計畫委託崇右技術學院，

進行分析CAS水產品於網路購物平台行銷模式

及對消費者購滿水產品習慣進行調查，以作為

後續在水產品電子商務推廣及電商市場拓展的

參考。

以目前調查發現，CAS水產品生產業者

中33家廠商，在網路平台銷售比例占79%。

觀察商品數排名前五大電商平台，並以300項

CAS驗證之水產品作調查，其中Gohappy 13%

及yahoo 購物中心(含yahoo商城)13%居多，

PChome、momo、udn皆低於10%，顯示消費

者在一般的購物平台上可購買的CAS相關水產

品並不多；其類別又以罐頭占比最高(如:紅鷹牌

海底雞、同榮蕃茄汁鯖魚罐頭等，約6-9成)，

休閒零食類占比不到一成，而生鮮、水產/水產

製品與乾貨卻趨近於0，顯見CAS水產品於網路

購物平台銷售目前以加工罐製品為主。

其次，針對消費者問卷調查，本研究於

104年10月於台北花博園區爭艷館舉辦「2015

臺灣農產品特展」活動中，對消費者於網路購

買水產品習慣調查，發放1,200份問卷中，得有

效問卷數共512份。512位有效受訪者中有網路

購買經驗者占81.1%，網路購買經驗以6-10年

占55.4%為最多；但曾上網購買水產品經驗者

僅有39.3%；其中每月購買次數3次以下者占

87.7%為最多，其中又有71.9%每月平均消費

金額在3,000元以下。由以上資料顯示，國人在

網路平台購買水產品的次數及金額皆不高，顯

示水產品在網購市場仍有極大的潛力。

就水產品之通路而言，概分為實體通路

及虛擬通路，從網路購買動機觀察，消費者願

意在網路購買水產品的主要因素為購買的流暢

度(36%)，其次分別為商品多樣性(32.5%)、

商品的品質(26.1%)、售後服務(25.6%)、付款

便利性(24.6%)、會員專區服務(19.7%)、促銷

方式(16.7%)、商品的品牌(15.3%)；會安心於

網路購買水產品之條件依序為：了解食材產

地(65%)、有聽過的品牌(55.7%)，而沒聽過

但有檢驗驗證僅占8.9%，沒聽過但有親友介

紹僅占6.9%。顯示國人喜愛於購買流暢度佳

的網站上購買有聽過的品牌或了解食材產地的

產品。安心使用與品牌認知可直接影響消費者

購買意願，由此得知政府輔導產品驗證有助民

眾對產品的信心程度。而針對水產品來說，

就目前食品相關驗證中，消費者對產銷履歷

CAS網路行銷及消費者

購物現況調查-以水產品為例
作者/崇右技術學院 經營管理系邱誌偉、影視傳播系吳怡璇

編修/推廣組 陳慶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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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熟悉(70.4%)，其次分別為CAS(61.6%)、

ISO(41.4%)、HACCP(23.2%)；其結果表示政

府對產銷履歷與CAS驗證推廣較為成功，將可

提供消費者購買信心。

願意於網路通路購買水產品消費經驗中，

以momo購物網(36.5%)為最常購買網站，其

次分別為yahoo奇摩購物(33%)、PChome線

上購物(29.6%)、全國漁會(24.6%)，值得注

意的是有四分之一的網路購買者會在專業水

產品(全國漁會)網站上購買；其經常使用的原

因以方便選購(64.5%)為主，其次分別為價格

便宜(26.6%)、品質保證(25.1%)、服務完善

(24.1%)、折扣多(6.4%)；購買水產品類型最多

還是生鮮及冷凍食品(分別占50.2%及51.2%)，

其次分別為休閒零食(33.5%)、乾貨(13.8%)、

罐頭(5.9%)。以上資料顯示，國人喜愛於方便

選購之網站上購買水產品，其類別以生鮮、冷

凍食品為主；但反觀CAS水產品於網路購物平

台銷售以加工製品為主，生鮮、冷凍食品較為

缺乏。

從消費者選擇購物網站觀點：商品種

類(47.3%)、促銷活動(46.8%)、網站的品牌

(46.3%)為三大主因；而最能吸引消費者使用網

路購買水產品之促銷方式為節慶/檔期限定促銷

(45.3%)，其次分別為會員折扣(40.4%)、保證

產品鮮度(32%)、超值任選加購價(25.6%)、限

時搶購(23.2%)、限時到貨(15.3%)、分期零利

率(4.4%)，結果顯示消費者對於商品種類、品

質及折扣促銷為消費者於網路購買水產品之主

要因素。

由上述調查資料顯示，約有四成消費者願

意於網路購買水產品，momo購物網最受消費

者青睞；購買類型則以生鮮、冷凍食品為主，

主要購買動機為流暢度，且若能協助了解食材

產地及品牌有助消費者安心於網路購買。農委

會近期推動之產銷履歷及CAS驗證已廣為消費

者熟知，表示農委會對其驗證推廣成功，雖有

助增加消費者購買信心，但CAS水產品在網站

購物平台實際不到2成曝光率，且仍以加工罐頭

製品為主，應再多元化。最後消費者決定下單

之動機，依分析顯示網站提供之商品種類及促

銷活動是重要因素，其中節慶/檔期限定促銷最

能有效吸引消費者購物。未來在CAS水產品的

推廣上建議可增加生鮮、冷凍食品，提供更多

元化CAS水產品於網路購物平台，強化產地、

品質與保障，並透過重要節慶做促銷活動宣揚

CAS標章重要性。

▲高雄市梓官區漁會直營品牌，全台首創在地線上
漁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致力於台灣農業轉型，

活絡在地農業發展，其中休閒農業之推廣不僅

可增加在地農旅觀光收益，還提供國人體驗農

村樸質認識台灣之美的機會，尤其台灣各地農

產品多樣豐富且獨特，各地農、漁會及農民團

體充分利用當地農產原料所開發出易於攜帶且

價格合理之農遊伴手產品，不僅解決生鮮農產

品不易保鮮與消費週期短之問題，更吸引各地

遊客前往購買，而成為農委會所推動的地產地

消宣傳利器。

據調查約有70%農、漁會及農民團體生產

之農遊伴手產品基於產量、設備及專業人員等

因素考量，多委託代工廠生產。近年來食安問

題頻傳，要如何選擇合宜代工廠就是一門大學

問了。目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要求食

品業者上網登錄，以做好源頭管理及產品追蹤

追溯，進一步為消費者把關。本協會今年9月起

協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委託產製農遊商品

講習暨代工廠參訪交流活動，除提供業者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規、食品添加物使用及食品工

廠GHP規定等正確觀念，並特別針對有代工需

求單位規劃「委託代工廠應注意事項」課程，

課後並安排參訪具有信譽之代工廠商6家(包括

禎祥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穀盛股份有限公

司、美元蜜餞食品有限公司、宏宇農產生技企

業有限公司、喬麥屋企業有限公司及中祥食品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實地觀摩，透過雙方交

流溝通及座談，增加農民團體後續與代工廠合

作的機會，以協助優化產品開發及能量，提供

消費者安全有保障的農遊伴手產品，創造臺灣

農產品產業加值價值。

選擇優良委外代工廠產品才有保障

委外代工優點在於可以減少設備與機械投

資、彌補人力及技術不足等，但在市面上代工

廠品質良莠不齊，若發生商品品質或食品衛生

安全等問題時，反而會危害農民團體的信譽而

得不償失，所以慎選優良之代工廠是十分重要

的，代工廠的選擇可依據下列幾個重點來進行

評估：

1.該工廠是否具有合法登記且符合食品良

好衛生規範。

2.代工成本及生產量符合需求。

3.有良好環境具備完善之廠房設施及機械

設備，並定期機械清潔保養。

農遊商品委託代工生產  
提昇台灣農產開發能量 

企劃組/廖艾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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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宏宇農產生技企業有限公司

▲參訪中祥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有訂定現場作業流程製程管理、品質管

理、標示、倉儲、運輸制度等。

5.人員有衛生管理及定期技術教育訓練。

6.可量身訂做，進行產品試作。

除了上列符合需求、價格合理等條件外，

代工廠經營管理者之理念也應列入考量，目前

CAS台灣優良農產品生產工廠皆有建構完整的

管理系統、技術能力、落實自主管理等，可列

入優先洽詢的對象，不過建議多家諮詢比較，

再來評估考慮後續是否成為合作夥伴。

簽訂契約 做好事先協調溝通

在與屬意合作代工廠商簽訂契約前，應事

先協調溝通，以避免發生產生製造或出貨等糾

紛。目前代工方式各有不同，有的是委託者提

供配方、製程、原材料規格等委外代工，或是

代工廠自行設計配方、製程、原材料規格等；

以代工帶料、代工帶部分料或代工不帶料等模

式製造。本次參訪需求單位經調查大多希望以

當地生產農產品為原料開發產品，但產品並非

▲參訪喬麥屋企業有限公司▲參訪美元蜜餞食品有限公司

所有原料、副原料、食品添加物等自己生產，

除針對自家提供的原料做好管控，代工廠的部

分也要求做好嚴格把關，以確認好原料。契約

內容應針對成品規格、來源、代工數量、價

格、期間、交貨地點、出貨驗收、雙方保密及

特殊約定事項、明確雙方遵行之權利義務訂定

契約、品質保證書、損害賠償及續約或終止合

約辦法等內容詳細敘述後簽訂契約。另外，委

託者也應定期檢視產品及代工廠狀況，以維持

產品品質穩定，製造叫好又叫賣的人氣商品。

優化農遊商品  提升開發能量

近年來農民團體出品的產品不再「俗

氣」，反而「真材實料」，廣受消費者的青

睞，使得產品需求多元、產量提升，但以往農

民團體專注於農產品種植，對於加工產品的製

造技術、產品研發、包裝及品質管控等資源相

當不足，若自行投資生產設備、人力、品質管

理確實造成資金上及管理風險，再加上市面上

產品競爭激烈，初期尋求委託代工廠合作生產

確實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甚至有些代工廠還可

提供其他加值服務，如：特殊規格及包裝、標

示、配方協助、原材料替代或共購、倉儲及運

輸等工作。

所以，將產品研發、加工技術及生產等

部分尋求專業化代工廠，維持產品品質安全及

穩定生產，再將全力專注於產品行銷及通路開

發，藉由策略性的聯盟合作，提供更優質更安

全農遊商品給消費者，打造競爭力十足魅力商

品，達到真正的生產者與消費者雙贏的合作關

係。

▲參訪禎祥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驗證標章制度自民國

78年起推動迄今已26年，長久以來都是消費者

所賴以選購國產食材或加工食品的驗證標章。

近年來在幾次食安議題的衝擊下，消費者逐漸

對於標章產生懷疑的態度。在這期間，農委會

及標章驗證機構經過多次檢視修正CAS驗證制

度，以強化CAS驗證制度及管理，但對於現今

消費者而言，是否符合其消費需求？另，基於

全球化、國際化的趨勢，CAS制度目前所標榜

「地產地消」的做法，對於消費者來說是否有

轉型空間，這些再再都需要藉由溝通來當作修

正及改善的參考，於是今（104）年度本協會

分別針對消費者、通路業者及消費者保護團體

進行面對面的溝通，其中除持續辦理各項消費

者宣導外，亦針對CAS驗證制度轉型議題不斷

與食品通路業者及消費者保護團體進行討論。

以下就目前通路業者及消費者保護團體所提供

建議內容彙整如下：

一、通路業者建議：

1.建議管理模式中強化農產品原料來源的

掌控並配合資訊透明化，讓消費者可以

方便獲得產品可追溯的資訊。

2.建議未來CAS標章的管理體系仍保有政

府監控，委託專業單位執行的方式，可

參考國際的自主管理體系及臺灣消費者

習慣逐步轉型，但勿與國際管理體系完

全一樣，否則就失去轉型的意義。(意

指若與ISO系統雷同，屆時大家只要參

加現行的ISO系統，無需另外再設一個

國內的管理系統) 

3.建議驗證制度管理系統與通路業者供應

商管理模式結合，將可減少重複行政作

業及檢驗等流程，避免資源浪費的情

事，如此CAS標章將可成為通路商與

消費者的採購標準。

4.政府成功推動之CAS標章，使得CAS

的消費者認知度長期以來維持在8成以

上，希望有關單位珍惜這得來不易的成

果，希望CAS標章可成功的轉換至更

貼近消費者需求，才不至於辜負政府的

經費投入與生產廠商努力。

5.CAS制度在驗證管理上對於業者而言，

儼然已成一個管理上的標準，但是期間

所投入之管理、檢驗、抽驗結果等相關

報告及資源相當可觀，然而在資訊無法

相互傳遞及利用下反而形同浪費，如可

透過互信機制，將訊息公開讓有需要的

單位或族群隨時接收最新資訊，相信標

章將會有更多的認同與支持。

6.目前在CAS產品宣傳上依據法令規定有

許多限制，建議日後可依系統驗證結果

分級宣稱，可以充分宣導才能達到效

果。

7.近年來，行動通訊裝置已經十分普及

化，對於相關的驗證及產品資訊，如能

依消費者、通路及生產者等不同族群需

求迅速的提供資料，並於網頁或通訊設

CAS優良農產品驗證

轉型溝通之消費團體及通路業者篇
推廣組/陳慶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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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中建立方便簡易的查詢系統(APP)，

以快速提供消費者知的權利。

8.建議對於通路業者定期內部所舉辦之教

育訓練(含食品管理及驗收技巧)，期待

能與相關驗證機構結合共同宣導，將產

品管理達到一致化。

二、消費者保護團體建議：

1.驗證過程的繁複即是管理過程的嚴謹，

對於消費者而言只能透過宣導才能知

道，建議除持續辦理宣導活動外，再結

合消費者保護團體暨有志工協助擔任產

品調查秘密客或進行市售產品調查、稽

查等工作，並將稽查結果透過消保團體

與驗證機構同時發布訊息，共同為保障

食品安全提供消費者知的權利而努力，

相信可以獲得更多消費者的信服。

2.市面上過多的標章已嚴重混淆民眾認

知，然對於CAS標章而言，仍期待政

府持續推動並引領消費者或是讓通路業

者有個值得信任的購買或採購標的，因

▲民眾溝通會議中，融入安全選購食品課程與座
談，建立CAS在消費者間的信任

▲藉由CAS食材料理的體驗，讓消費者對於制度及
產品有更深層的認識

此建議加強規劃做到讓消費者「有感」

的做法。

3.CAS標榜以國產農產品為主要原料而言

過於理想化，建議評估在食品安全和衛

生為考量因素下，適度開放使用進口原

料，以生產出價格和品質都能符合消費

者需要的CAS農產加工品，普及各項

產品，方能強化市場發展潛力，在宣導

上也才能得到良好效果；另外再利用標

章設計簡易的判別，將真正使用在地農

產加工產品與進口加工品區隔，經由宣

傳將產品之價格與價值作一分水嶺，由

消費者自行去選擇所需，如此也才能收

到品質管制及推廣在地農產的效益。

透過逐次溝通，相信將會有更多的建議及

建言，農委會及本協會也將參考各方的寶貴意

見，從而檢視並規劃 CAS 驗證制度與管理，妥

善規劃改善轉型措施，以符合消費者對於 CAS 

標章的期待。



我國早在民國82年即成為高齡化國家。截

至104年6月底，65歲以上人口有286萬8千餘

人，佔全人口的12.22%。在少子化的推波助瀾

下，老化指數高達88.57%，顯示社會需要照顧

高齡人口的負擔節節上升。根據美國人口調查

局（U. S. Census Bureau）之定義，65 ~ 74

歲的老年期為初老期（young old），75 ~ 84

歲者為中老期（old old），85歲以上的老年期

則稱為老老期（oldest old）。然而不論任何一

個中高齡階段，在漸進的老化過程中，常伴隨

其生理功能所出現之多種變化，而影響飲食營

養需求。以下簡要說明。

一、體組成之改變 
進入中年之後，人們的體重可能維

持不變，但骨骼/肌肉系統與體脂肪之間

的變化使瘦體組織降低，脂肪組織比例上

升。中高齡者若沒有運動的習慣，可能因

而出現肌力減弱、運動容易受傷、運動後

需要較長時間恢復的狀況。如果沒做好體

重管理，體重過重甚至肥胖，容易造成退

化性關節炎，進而影響中高齡者的行動

力。

維持理想體重是人們維持健康的頭

號守則，因此中高齡消費者避免攝取過多

的熱量與油脂，特別是飽和脂肪、反式脂

肪酸，配合運動習慣的養成，將有助健康

之促進。

高齡者因為體組成改變而導致肌肉

組織含量減少、肌少症，將對行動力造成

威脅，並升高老年人的骨折風險。人體的

肌肉質量多寡遵循「用進廢退」的原則，

因此高齡者能養成並維持運動習慣，例

如：耐力型運動訓練、負重式運動、阻

抗型運動等，無論性別、年齡，運動均有

助於增加肌肉量、骨密度，維持身體功

能。希望保住或增進肌肉質量，飲食則須

提供充足的高品質蛋白質。重要食物來源

包括：豆、魚、肉、蛋及其製品，每日約

4~6兩即可滿足；另外，多元來源的蛋白

質可確保各種必需胺基酸的滿全。

二、消化系統： 
老化使胃黏膜細胞再生與分泌能力

下降，因而影響胃酸與內生因子之分泌和

營養素（如：蛋白質、維生素B12）之消

化與吸收。缺少胃酸的殺菌作用，老年人

發生腸胃不適、發炎的機會增加。小腸消

化液分泌量減少主要會影響會乳糖、蛋白

質與脂質之消化吸收。如果飲食油膩、大

魚大肉、乳糖含量多，可能讓長輩在進食

後感到腹脹、消化不良。因此飲食清淡少

負擔是長者對飲食的期待。

老年人的大腸蠕動能力與黏膜分泌

能力較年輕時降低，消化過程食物殘渣通

過速度減慢，造成水分被吸收、糞便乾

硬，容易發生便秘，長此以往會造成憩室

炎（diverticulitis），使大腸癌發生的機

率增加。因此由飲食與食品中提供充足的

膳食纖維也非常重要。

食品業者應了解的

銀髮族生理變化及飲食營養需求
輔仁大學民生學院營養科學系/駱菲莉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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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渴感覺、敏感度降低

老化使銀髮族對血清滲透壓變化的

反應變差，對身體缺水、口渴的敏感度降

低。研究顯示讓老年人與年輕人長期禁水

後，老年人喝水到不覺口渴的飲水量，僅

約年輕人的一半。然而，銀髮族是慢性疾

病（代謝症候群、糖尿病等）盛行率高的

族群，服用藥物、利尿劑等的比例亦高，

這些先天與後天的狀況均使老年人對水份

的需求量增高但不自知。這些所需的水分

可來自飲食中的飲品、湯品、果凍、布丁

等等，因此除運用營養與健康宣導向長者

強調攝取水分的重要外，亦可多多開發能

在銀髮族餐飲中增加水分攝取並兼顧營養

提供的餐食與產品。

衛生福利部於2005~2008年委託中

央研究院潘文涵教授所率團隊進行的國

民營養與健康狀況變遷調查（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 in Taiwan, NAHSIT 

2005~2008），報導台灣65歲以上老人

飲食中攝取量低於建議量之營養素與百分

比如下：

男性方面：膳食纖維（69%）、維

生素D（86%）、維生素E（68%）、鈣 

（67%）、鎂（77%）、鋅（62%）。

女性方面：膳食纖維（58%）、維生

素D（7 0 %）、維生素E（5 2 %）、

維生素B6（86%）、鈣（59%）、鎂

（72%）、鋅（60%）。這些攝取不足

的營養素可以來自全穀、深綠色蔬菜、高

品質蛋白質、低脂乳製品（含強化維生素

D者）、堅果等。基於這些理由，不論是

我國的國民飲食指標（扇形圖），或是美

國的MyPlate for Elderly都將上述重點食

物類別與生活型態做為中高齡者飲食營

養與健康促進的宣導重點。美國MyPlate 

for Elderly同時強調各色蔬果所提供豐富

的植化素對人體健康保護的重要，刻意以

豐富的圖示呈現。然而考慮高齡者牙齒狀

況與口腔咀嚼、吞嚥方面的困難，要攝取

充足的全穀、蔬菜、堅果、低脂肉類的攝

取可能不容易。期盼營養、食品與產業界

攜手合作，為帶給銀髮族更健康、更有品

質的飲食與生活一起努力。

參考資料：2005 - 2008 台灣國民營養健

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TFDA 食品藥物管理署

消費者知識服務網（https://consumer.fda.gov.

tw/Pages/List.aspx?nodeID=287）。

▲美國老年人飲食指南
(資料來源：http://www.nutrition.tufts.edu/research/
myplate-older-adults)

▲我國銀髮族每日飲食指南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網站老年期營養單張)



壹、前言

食醋，又稱為醋、醯、苦酒等，是烹飪中

常用的一種液體酸味調味料。醋的成分通常含

有3%-5%的醋酸，有的還有少量的酒石酸、檸

檬酸等。理論上講，幾乎任何含有糖分的液體

都可以發酵釀醋。今天，按食醋生產方法，食

醋可分為釀造醋和人工合成醋。釀造醋，是以

糧食為原料，通過微生物發酵釀造而成。人工

合成醋是以化學冰醋酸，添加水、酸味劑、調

味料，香辛料、食用色素等調配而成。

醋在中國菜的烹飪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常用於溜菜、涼拌菜等，西餐中常用於配製沙

拉的調味醬或浸漬酸菜，日本料理中常用於製

作壽司用的飯。

貳、釀造食醋之製作
如果以製醋應用的主原料種類來分，釀

造食醋可大項分穀物醋、果實醋與草木醋三大

類，釀造醋之製造，將富含澱粉的榖物釀造成

醋，其過程大致可分成三個階段：

一、糖化工程；由於榖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大多

是以「澱粉」之巨大分子型態存在，不容

易被酵母菌利用發酵成酒精，故須先行液

化再分解成單分子「葡萄糖」，此步驟稱

之為「糖化工程」，生產時即是原料經蒸

煮並接種麴菌後，產生酵素再進一步分解

之液化及糖化的步驟。

二、酒精發酵工程：接種酵母菌使糖化液中之

糖分轉變為酒精。

三、醋酸發酵工程：接種醋酸菌將發酵液中之

酒精轉變為醋酸。

參、CAS釀造醋之特色

一、國產原料、品質優良、衛生安全及包裝標

示符合規定：

CAS釀造醋製造時不僅原料採用國產農

產品，在發酵過程中需精密地控制微生物

菌相，以及發酵的時間與溫度，以免雜菌

污染和發酵不足或過度，即使是在發酵完

成，加工為製品時，亦需嚴格管制產品的

品質與衛生，而包裝標示亦需符合規定。

二、天然、純釀造、風味自然及食感溫和：

CAS釀造醋雖是以醋酸為主的酸性調味

料，然由於其乃經酵母及醋酸菌天然發酵

而成，所以成分中除醋酸外，還有其他成

分如有機酸、醣類、胺基酸及酯類等，彼

此相互調和成氣味香醇，食感溫和的特殊

風味。

肆、吃好醋的好處

一、促進新陳代謝，減少疲勞感： 

平常疲倦不堪時，喝自然發酵醋可以釀醋

中的檸檬酸、及各種有機酸迅速推動體內

檸檬酸循環（TCA-cycle）的順暢，減少

疲勞感，增強體力。 

二、微量卻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 

自然發酵醋中所含的微量元素「鈣、鎂、

鈉、鉀」，可補充身體所需。 

天字第一號營養師開講(九)
吃好醋，好處多多多

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顧問/蔡弘聰營養師、食品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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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幫助體內環保：

平日攝取過多的脂肪、化學性食品添加物

或藥劑時，無形中增加肝臟的負擔。有機

酸，可幫助體內環保。 

四、提高鈣質在人體中的吸收率：

一般飲食中鈣含量並非百分之百能被人體

吸收，甚至過多的磷質也會影響鈣的吸收

率。醋進入人體後，檸檬酸和鈣化合成易

為人體所吸收的「檸檬酸鈣」，如煮排骨

湯加醋，可增加鈣質的吸收且更美味不油

膩。 

五、天天給你好精神、好氣色、養顏美容：

釀造醋是一種鹼性食品，多吃好醋，會使

你體質偏微鹼性，可增強身體的免疫力，

減少感冒機率，加上體內環保做得好，睡

眠充足，人自然精神氣爽，皮膚細膩，人

見人愛。

伍、 好醋的妙用 
一、幫助消化：醋有促進唾液、胃液之分泌，

有幫助消化的功能。 

二、減鹽效果：料理中添加醋可以提昇味道，

相對使鹽的用量減少。 

三、使維他命C安定：維他命C在酸性的環境

下可保持性質穩定。所以蔬菜沙拉中加入

含有醋的佐料或醬汁可防止維他命C被氧

化、破壞。四、有殺菌、防腐的效果：食

醋的殺菌力很強，幾可殺死所有細菌；生

鮮食物容易腐敗，一旦加以醋醃、醋泡、

醋洗、醋拌、等方式，可保食物鮮度及衛

生。 

五、使油膩的食物爽口：如滷肉燥加點醋不油

膩。

六、使味道潤滑而美味：如清蒸海鮮加老薑片

外加一點醋更美味。

陸、食醋的料理

醋的好處很多，既能幫助料理調味，適

量的攝取也能促進身體健康。醋的用途很廣，

除了單喝的水果醋，最常見的還有各式的開胃

涼拌、煎滷炒燉等。台灣最普遍就屬黑醋和白

醋，但在做料理的同時，到底是要加黑醋還是

白醋，常常讓人搞不清楚，兩者除了味道與香

氣略有差異外，怎麼樣的料理又該使用何種醋

呢？ 

一、認識黑醋： 

我們一般常吃的黑醋，是除了使用糯米之

外，還加入了紅蘿蔔和洋蔥等蔬果一起熬

煮，之後再經三個月的釀造而得。因本身

含有鹽，所以再調味時，要注意加了醋後

的鹹度，再斟酌是否在料理中另外加入鹽

巴。

二、適合黑醋的料理：

黑醋用途很廣，裡面除了是糯米發酵以外

還有添加多種蔬果，香氣迷人又帶酸味。

我們常以黑醋作為涼拌、燒炒，以提味為

主要訴求，經典料理像是台式炒麵、魷魚

羹、肉羹、炒蛤蜊等等。料理時要注意放

醋的時機，以起鍋前加入為最好，以免煮

太久酸味減低，導致風味盡失。

三、認識白醋：

白醋是用糯米為原料，經三個月純釀造而

成，味道較黑醋酸。白醋因酸度夠，常料

理成開胃小菜，除此之外也很適合在吃麻

辣鍋時沾取，以中和口中辣度。如果家裡

有衣服沾染污漬，使用一點點白醋塗抹，

也能有清潔的效用。

四、適合白醋的料理：

白醋酸而無色，常用於不破壞食材色澤的

料理，像是薑絲炒大腸、醋溜排骨；也常

有拿來強調酸味去腥的像是醋溜魚片、白



醋蝦等。許多開胃的小菜，為了不破壞

色澤，也選擇白醋來醃製，像是涼拌小黃

瓜、涼拌海帶芽等，又酸又夠味，非常下

飯。

五、到底何時要加黑醋、白醋呢？

普遍來說，黑醋香味濃，味道多元，常用

於需要提味、增加香氣的料理，而白醋則

是酸度夠且無色，適合拿來做強調酸味、

去腥、不破壞食材色澤的料理。

柒、我家的食醋料理秘方大公開

將冷壓特級橄欖油（Extra Virgin Olive 

oil）一份、CAS釀造白醋或紅醋1份、釀造薄

鹽白蔭油1份、CAS榖盛料理紅麴醬（榖盛股份

有限公司出品/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驗證）

1份及適量壓碎蒜頭混合均勻作成一種調味醬

料，可作為水煮蔬菜、水煮牛肉、水煮豬肉、

清蒸海鮮、水餃、水煮麵條等之沾醬，超級好

吃，小心盤子會被吃掉，營養、衛生、健康、

無負擔又美味漂亮（淡紅色）。

捌、注意事項

食醋保健成為一種時尚，悄然在流行，但

醋未必對每個人都有保健作用，醋的副作用不

能忽視。有人吃醋會引發各種不適，吃醋的時

候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事項：

一、空腹不能吃醋。不論你的胃腸多強健，都

不適合在空腹時喝醋，免得刺激分泌過多

胃酸，傷害胃壁。

二、骨折的人避免吃醋。在骨折治療和康復期

間的人應避免吃醋。醋由於能軟化骨骼和

脫鈣，破壞鈣元素在人體內的動態平衡，

會促發和加重骨質疏鬆症，使受傷肢體酸

軟、疼痛加劇，骨折遲遲不能癒合。

三、對醋過敏者及低血壓者忌用。食醋會導致

這類人身體出現過敏而發生皮疹、瘙癢、

水腫、哮喘等症狀。另外，患低血壓的病

人食醋會導致血壓降低而出現頭痛頭昏、

全身疲軟等不良反應。

四、胃潰瘍和胃酸過多患者不宜。醋不僅會腐

蝕這類患者的胃腸黏膜而加重潰瘍病的發

展，而且醋本身有豐富的有機酸，能使消

化器官分泌大量消化液，從而加大胃酸的

消化作用，導致潰瘍加重。

五、正在服藥者不宜。因為醋酸能改變人體內

局部環境的酸鹼度，從而使某些藥物不能

發揮作用。

六、少量吃醋無礙，但是大量喝醋，對胃腸都

刺激太大。再者，市售的水果醋或其他醋

飲料裏往往加入大量的糖，如果以喝醋取

代開水、茶等飲料，額外增加不少熱量，

長期喝下去，肥胖機會大增，對控制體重

更不利。

玖、結論

現代人生活水準越來越高，人們越來越

追求健康長壽，有些人把醋視為調味品，也有

人拿它當強身的食品，夏天一到，開胃、酸酸

的食物特別受人歡迎，讓我們把這個中國古老

的調味品「醋」重登舞台，再次被視為殺菌消

毒、開胃強身保健的熱門食品。

我以營養師又是食品技師的觀點，值得

推薦大家時常食用好醋、給我們身體最好的鼓

勵。現在我們知道保持均衡的營養、正常的生

活作息、持續有恆的運動、充足的睡眠與充滿

感恩快樂的心情就是維持健康最好的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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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7-11月消費者服務中心受理民眾諮詢摘要

項
次

日期 消費者詢問事項 解答及處理結果

1 1040729

團膳業者陳小姐來電詢問事項如
下：
公司承辦學校團膳，請問可否提供
CAS產品採購資訊或紙本資料？ 

已於電話中向陳小姐說明，摘要如下：
1.最新CAS產品資訊及採購聯繫訊息，可逕上協會網站(http://www.cas.org.tw/)查詢
及下載。

2.協會編印有CAS專刊，但資料為統計至103年底止，CAS產品與生產廠商驗證後續
追蹤管理乃動態資料，建議仍依網站公布資訊為準。

2 1040805
曇小姐來電詢問事項如下：
想要請問是否有通過CAS驗證的糙
米? 

已於電話中向曇小姐說明，摘要如下：
目前尚無市售糙米通過CAS驗證。

3 1040817
劉先生來信詢問事項如下：
請教產品通過CAS驗證後，相隔多
久會再被檢查到？

已回信向劉先生說明，摘要如下：
CAS產品驗證之追蹤管理分為優級、良級、普級和加嚴等四個等級管理。產品驗證通
過後第一階段為普級，其查驗頻率一年不得少於3次，其後再依據查核後的結果作追
蹤管理等級，倘被判定為加嚴級則將每個月追查或抽驗1次，關於詳細追蹤查驗或抽
驗事宜，請參考「優良農產品驗證追蹤查驗作業要點」。

4 1040821

林先生來電詢問事項如下：
欲申請芒果乾產品驗證，應如何申
請。

已於電話中向林先生溝通說明，摘要如下：
1.林先生為芒果產地之農民團體，自行訂定生產目標欲申請CAS驗證，惟加工場所為
耕地集貨區旁設置之初級加工，以機器烘乾，尚未依循GHP、ISO或HACCP執行
生產品質管制。

2.建議該團體先下載CAS醃漬蔬果項目驗證基準，瞭解申請該項目應符合之資格，及
廠房設施、製程、品管等條件。

5 1040909

邵經理來信詢問事項如下：
敝公司產品為「滴雞精、滴鱸魚
精」，請問滴雞精、滴鱸魚精可以
申請CAS嗎？

已回信向邵經理說明，摘要如下：
有關您所提問「滴雞精」及「滴鱸魚精」是否可申請使用CAS標章一案，經查:
1.目前尚未訂定「滴雞精」之CAS產品驗證基準，爰無法驗證該產品。
2.依CAS水產品項目驗證基準中，「罐製水產品」定義:係指利用水產原料，如魚、
蝦、蟹、貝、頭足類或藻類等為主原料，充填於鐵罐、鋁罐、玻璃瓶、殺菌軟袋
或其他密閉容器內，經脫氣密封，於封裝後施行商業殺菌，可在室溫下長期保存
者；建議貴公司之滴鱸魚精及蜆精等水產品項目，可申請該品項。

3.若有需驗證服務，可來電與本協會驗證組聯繫。

6 1040917

消費者來信詢問事項如下：
手工水餃現包現賣，用的材料是
CAS豬肉，想要在海報上說明，可
否提供CAS標章？

已回信向消費者說明，摘要如下：
有關手工水餃使用CAS豬肉一事，由於CAS產品為產品驗證，雖然所使用之原料來源
為CAS豬肉，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規定，因您製作之手工水餃尚未經過CAS產
品驗證，故不得於海報上宣稱使用CAS肉品或揭露標章等情事。

7 1041014
消費者來信詢問事項如下：
請問CAS雞蛋和洗選蛋差別在哪
裡？

已回信向消費者說明，摘要如下：
所有CAS驗證產品均由CAS驗證機構（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中央畜產會、食
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及工業技術研究院等）遵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且公告之各品項
優良農產品驗證基準，逐項依法規各項規定進行產品原料來源、產品品質及衛生之管
控、工廠追蹤查核等層層監控機制，確保經驗證之CAS產品均達到品質、衛生與安全
之保證。
依據CAS驗證規定，不論畜牧場或蛋廠產品均可申請驗證，CAS蛋品使用之原料蛋須
有來源證明，且來源牧場均應檢附無藥物殘留證明。
驗證機構對業者之原料蛋來源管理，為要求業者之每家原料蛋生產畜牧場均應申請並
通過驗證機構之現場查核，並經抽驗飼料及雞蛋檢驗合格。
CAS蛋品需經過原料控管及藥物殘留監測等，並需經由外觀檢查-洗淨(洗選)-風乾-照
蛋篩選-分級-包裝-涼藏 等製造流程，方可出貨。由此可知，CAS蛋品之衛生安全較
有保障。

8 1041020
消費者來信詢問事項如下：
請問CAS驗證的烏魚子是養殖的還
是野生的？

已回信向消費者說明，摘要如下：
有關詢問CAS驗證烏魚子是野生或養殖一事，目前CAS驗證產品中，如使用野生烏魚
子為原料者，會於產品上標示野生烏魚子，未標明者則可能使用養殖與野生原料，惟
其生產製程皆須符合CAS驗證基準及相關法規之要求。

9 1041029

劉小姐來電詢問事項如下：
CAS冷藏雞肉之產品標示除了一定
要標示CAS標章外，有要求業者也
要檢附防檢標章嗎？

已於電話中向劉小姐說明，摘要如下：
1.目前部分CAS禽肉業者本身為電宰場，依規定有公設獸醫師駐場，所以於出廠產品
上除標示CAS標章外，另標示屠檢標章；而部分CAS禽肉業者係向合格電宰場購
買屠體進行分切，因未有公設獸醫師駐場，爰無法標示屠檢標章，僅能標示CAS
標章。

2.不論為何種經營型態業者所生產之CAS禽肉產品，其產品原料來源及相關製程均
需符合優良農產品肉品項目之驗證基準，爰建議驗收時應確認產品上是否標示之
CAS標章，以作為驗證依據。

10 1041030

丁小姐來電詢問事項如下：
請問CAS產品違反CAS相關規定但
不屬於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的違反
項目時有沒有任何罰則？

已於電話中向丁小姐說明，摘要如下：
廠商生產之CAS產品若違反CAS相關規定但不屬於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的違法項目
時，也是會有罰則的。主管機關會依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五章來進行裁罰。

11 1041104
魏先生來電詢問事項如下：
請問市場上可不可以買到通過CAS
驗證的散裝火鍋料？

已於電話中向魏先生說明，摘要如下：
由於CAS產品必須是完整妥善包裝才能通過CAS驗證，因此市面上是不會有散裝的
CAS火鍋料陳售；建議消費者購買火鍋料還是選擇有完整包裝、標示清楚者較有保
障。

CAS消費者服務專線 0800-025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