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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專題宣導

CAS優良農產品驗證管理座談會
驗證組 / 呂月娥

賣前，需附上豬隻未使用乙型受體素聲明

書；以及持續加強畜牧場源頭採樣，對於

違法之畜牧場進行移動管制，防止藥物殘

留之家畜禽產品流出市面，確保消費者食

用衛生安全。

2.目前國內僅有少數畜牧場有驗出使用乙型

受體素案例，但為增進公共利益及基於消

費者知的權益，自100年1月1日起由農委

會防檢局公布所查獲違法使用經裁定1年內

再犯處分之養殖場負責人姓名、場址、樣

品別、殘留藥品成分及檢出殘留量等相關

資訊。

問題二：簡報資料中CAS的加強管理措施包括「產

品檢驗結果：檢出禁用之農藥或動物用藥

者：終止該產品驗證，並判定為加嚴級追

蹤」，但對於進口原料也有賴政府把關，

及是否能輔導農友的用藥管理?
回  覆：對於動物用藥，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以

下簡稱TFDA〉很積極在允許用藥的方面

開始訂立標準。去年的發生的團膳事件正

好引發我們思考及應對“動物用藥”之管

理。進口國外產品之動物用藥等檢驗現為

TFDA全權負責。發生團膳事件後，TFDA
開始加強檢測進口肉品。

 另外，學校團膳也應該評估價格的合理

性，避免以『價』取勝。教育單位要使學

優良農產品驗證制度自96年起正式納入「農產

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實施，相關驗證基準及標示

等規定，與過去已有大幅改變，加以近期抽驗學校

團膳單位使用食材時發現部份CAS產品殘留禁用動

物用藥及農藥事件，損及CAS標章公信力，為此，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研擬及實施

多項加強CAS標章管理措施；另，近期農政機關及

CAS驗證機構執行相關稽核業務時，仍發現少數

CAS業者與非CAS業者，有誤用CAS標章或標示不

符規定情事；爰，為使有關機關（構）及相關業者

瞭解及配合CAS驗證管理措施，並避免違反農產品

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之相關規定，特於本（101）年5
月30日高雄、6月5日台中、6月14日台北辦理南、

中、北三場座談會，業者參加踴躍，每場參加人數

平均在100人以上，三場座談會提出多項討論議題，

以下摘錄三場座談會與會人員相關討論內容：

問題一：原料肉品來源的安全性問題，包括：(1)建
請農委會加強養豬場藥物使用之監控與抽

驗。(2)強化肉品市場之源頭管理，如加強

抽驗及抽驗出違規者應予公布讓屠宰業者

有選擇安全肉品的來源資訊。

回  覆：

1.為保障國人食肉安全，政府已採取有效阻

絕之因應作為，從肉品的來源、製造、販

賣及消費等每個環節，全面檢討現行做

法，並落實檢驗制度。包括養豬戶上市拍

▲CAS管理座談會北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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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餐費多反應在品質提昇，避免中間削

減，才不會造成團膳業者使用次級品。

問題三：肉品原料已加強抗生素及乙型受體素之查

驗，然蔬菜原料目前則僅要求驗證的截切

蔬果業者採用吉園圃及增加契作，而一般

的食品加工業者其農作物原料係購自果菜

市場，是否能請農委會訂定果菜市場對於

農藥殘留的檢測頻率安全性確保機制？

回  覆：現行截切蔬果業者或果菜市場皆使用生化檢

測，有呈現偽陽性及偽陰性之可能，且可

檢測農藥種類有限；故蔬菜通過快篩，但

送經認證的實驗室以200多種農藥的化學

檢測，就有可能呈現陽性。因此出現果菜

市場或業者的自主檢測雖然檢測合格，但

卻不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之相關規定。

 業者在蔬果原料方面的安全管理，真正需

要去訂定的是契作及生產者如何使用農

藥，故業者應有責任要求農友用藥、掌握

安全的原料來源，並非一味的要求政府去

管理。請業界朋友改變思考，並非只要求

增加檢測，檢測是需要『成本』的。

問題四：水產品之業務用包裝的CAS標章標示是否

有一定規範？

回  覆：所謂業務用包裝係指一箱（大袋或桶）僅

含一種品項之包裝型態，並供應直接用戶

（團膳或下游廠商等）。該業務用包裝為

一零售單位，其外箱上應標示完整的CAS
標章及相關事項；惟若紙箱內之包裝為多

個完整密封且可分別零售之小包裝，則並

不歸為業務用包裝，其產品內外包裝皆需

依規定標示CAS標章。

問題五：學校團膳食材驗收CAS液蛋產品時要如何

辨識？學校團膳食材之液蛋產品常發現內

容物顏色偏白且易散之情況，請問CAS
殺菌全蛋液內容成份比及保存期限如何認

定？

回  覆： CAS液蛋產品均經殺菌處理且包裝上標示

CAS標章，以桶裝液蛋為例，外桶及內包

裝封口處均貼有標示CAS標章之產品標

籤。

 另，經查生產CAS液蛋產品之生產廠(場)

每年CAS液蛋產品僅佔其所有液蛋產品生

產量約1%，除CAS液蛋產品較一般非CAS
液蛋產品價格較高外，CAS液蛋均為經

殺菌之液蛋產品，雖非常適合團膳市場運

用於料理炒蛋菜餚等產品，但是用在烹調

蛋花湯產品時其成型表現上略遜於鮮蛋產

品，推估為團膳市場極少使用CAS液蛋產

品之原因。

 液蛋產品顏色之判定常會受到個人感官的

認知所影響，目前液蛋產品分為全蛋液、

蛋黃液、蛋白液等產品，其產品呈色會因

產品不同而有所差異，建議學校團膳單位

如發現CAS液蛋產品有任何異常情形，將

異常產品拍照後，並聯繫CAS優良農產品

驗證機構：中央畜產會或台灣優良農產品

發展協會尋求協助，必要時驗證機構將派

員前往協助查驗。

 CAS殺菌全蛋液內容成份為全蛋，不再經

成份調整。另液蛋產品之保存期限，生產

廠(場)得依原料、加工過程、殺（滅）菌

方法、包裝材質及保存條件等因素，設計

保存試驗，研訂保存期限，並經優良農產

品驗證機構審查後通過。

問題六：目前有些學校辦理食材採購時，仍會要求

提供產品CAS標章使用證書影本，供該校

老師進行審查，該如何因應？

回  覆：可以提供證書影本，但學校並不能據以作

為其使用CAS產品之證明。農委會已多次

向教育單位申明CAS優良農產品為產品驗

▲CAS管理座談會中區場綜合討論-業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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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並請學校仍需加強食材驗收及留存完

整紀錄，驗收CAS食材，應檢視包裝標示

之完整，並確認是否具CAS標章。

問題七：在CAS入口網產品登錄僅知此廠商是CAS
廠商，但無法顯示是否為CAS產品。另

外，對檢驗不合格之產品目前僅能退貨，

是否能有機制，大家一同聯合抵制該廠商

及其產品?
回  覆：在CAS入口網站系統方面，於規劃設計之

初，經各方討論決定以業者登錄方便，故

目前僅能登錄總量。未來有“農業雲”計

畫，將業者所生產的主力、高價位產品皆

可使用此系統完成原料產品關聯登錄，

另，目前在高風險產品如中式乳化型肉品

(貢丸)，使用哪批原料肉皆要逐批填報。

 CAS協會每個月均彙整CAS驗證管理之

產品檢驗結果並公告於該協會網站，業者

可以利用此資料了解原料廠商產品情形。

CAS產品無論是業務用包裝或是小包裝，

皆須清楚標示，不是僅僅外箱標示，在團

膳市場看到的許多產品是CAS廠商生產的

產品，但並非CAS驗證產品，學校落實對

食材的驗收機制，就是在保障自己。

問題八：團膳業者不時接受政府各相關單位之產品

抽測，且團膳業者同時也不定期針對食材

原料自行送檢，對團膳業者而言檢驗費用

支出負擔頗大。再者，CAS完整包裝產

品，對團膳業者來說為過度包裝，在使用

時拆解包裝時有許多垃圾且增加工作量，

是否可允許有CAS大包裝產品？CAS生鮮

截切蔬果產品如何確保產品安全無虞？委

請業者代為進行CAS冷凍產品解凍作業後

再團膳廠是否合法？

回  覆：(1)高頻度之產品抽驗是否為確保產品衛生安

全之主要模式，仍有待加以探討，未來農

委會與教育部開會時，將適時反映產品抽

樣頻率相關議題。(2)目前學校團膳食材產

品，以食材供應商供貨為主。CAS優良農

產品驗證機構並無權限單獨至食材供應商

進行現場查核，近年配合教育部執行協助

學校團膳使用CAS產品食材稽查作業，多

數查核結果均無法追溯勾稽使用為CAS產

品，為避免CAS產品與其他非產品混用，

卻以CAS名義販售，爰應維持現行CAS
產品必須為完整包裝之規定。團膳中央廚

房需業務用大包裝型態之CAS產品部分，

請團膳業者直接向生產CAS產品之業者洽

詢。(3)依CAS生鮮截切蔬果生產廠(場)實
際作業考量，目前以農藥殘留快速檢驗法

作為原料之安全把關。經調查前(100)年度

CAS生鮮截切蔬果生產廠(場)蔬果原料契

作比例為50%，今(101)年度以增加契作

比例至80%為目標，增加蔬果原料契作比

例，掌握農民安全用藥管理，將可大幅降

低原料安全之風險。(4)冷凍產品必須以冷

凍型態販售，爰不應要求CAS冷凍肉品產

品業者代為進行解凍作業後再販售。

問題九：目前學校團膳食材產品會以分裝留樣給衛

生局檢驗，採樣之產品均已非完整包裝，

如何釐清產品來源及是否為CAS產品之爭

異性？

回  覆：建議各縣市教育單位依據教育部函送之食品

藥物管理局「食品衛生抽驗採樣標準作業

流程」執行採樣，採樣前應針對採樣產品

拍照，並將產品相關資訊記錄於採樣紀錄

表單，以利後續產品之追溯。另， CAS驗
證產品各校採樣之樣品應注意包裝完整，

不得經分裝或改裝，俾利檢驗結果確認後

之後續處理。

▲農委會林子清科長於CAS管理座談會北區場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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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乳品驗證 消費者安心
中央畜產會 驗證暨行銷組專員 / 邱錦英

鮮乳是國人日常飲食中不可或缺的食物，

除含有豐富的鈣質、蛋白質、維生素外，被公

認是最佳的鈣質來源，好品質的鮮乳必須具備

特有的化學、物理和官能性質，此外，微生物

也是與鮮乳的安全性與風味息息相關。為了維

護鮮乳的品質，必須有良好的衛生管理條件，

以降低生菌數量，使鮮乳具有良好的風味和外

觀。因此，推動CAS乳品驗證對國產鮮乳有加

分效果。

CAS標章與鮮乳標章併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民國99年起推動CAS

乳品驗證，包括鮮乳及鮮羊乳，本文僅介紹

「CAS鮮乳」（即牛奶）部分，「CAS鮮羊

乳」將另文解說。目前經CAS驗證通的鮮乳

業者有11家：統一公司楊梅廠、統一公司新市

廠、味全公司斗六廠、味全公司高雄廠、光泉

公司大園廠、光泉公司嘉義廠、養樂多公司、

四方牧場、佳格公司、義美南崁廠、省農會台

中乳品廠。

鮮乳標章實施迄今已26 年有餘，主要為產

量及藥物殘留的管制，要求業者誠實使用國產

生乳產製鮮乳，惟為符合消費者對鮮乳品質日

益提昇的需求，而規劃CAS乳品驗證，將國產

鮮乳產製之衛生品質納入管理機制，以管理鮮

乳生產過程的品質及衛生安全，現階段係採雙

標章管理方式。 

CAS鮮乳業者自主管理

通過CAS鮮乳驗證的業者除依規定，辦理自

主檢驗其原料生乳之藥物殘留（青黴素、四環

▲CAS標章鮮乳

黴素、氯黴素、磺胺劑）；微生物（生菌數）

及下列品管項目，如：乳溫、酒精試驗、比

重、乳脂肪、酸度、風味、色澤、非脂肪乳固

形物(SNF)、體細胞數外；尚需管理來自各契

約牧場的生乳數量，每月定期於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管理入口網」站登

錄原料生乳數量與CAS鮮乳產量；在加工生產

方面以及產品上亦均符合CAS驗證基準，確保

國產CAS鮮乳的質與量。

▲CAS現場評核—義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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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鮮乳驗證把關

中央畜產會為CAS鮮乳的驗證單位，將生乳

管理、作業流程、加工設施、品質檢驗及市售

產品抽驗等皆納入驗證範疇，每年執行現場年

度查核、追蹤查驗等，讓消費者獲致更優質的

保障。CAS鮮乳之檢驗含括有：微生物、藥物

殘留、污染物、一般成分、官能性質及產品標

示等，微生物以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

群、沙門氏菌、李斯特菌為主；藥物殘留則檢

驗青黴素、四環黴素類、氯黴素、磺胺劑等；

而污染物檢驗係針對農藥、黃麴毒素、金黃色

葡萄球菌腸毒素及三聚氰胺等項目進行檢驗，

檢驗結果均公布於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

CAS官方網站「CAS驗證專區」。

香濃美味純鮮乳的產生

原料牛乳的管理

CAS鮮乳的原料生乳須來自合格的農場及

健康乳牛；生乳，自收集後必須以乾淨密閉且

低溫的條件，快速地運送至乳品加工廠。送到

乳品工廠的生乳均須經過各項的檢測，如：溫

度、微生物、體細胞數、風味和抗生素殘留

等。生乳在乳品工廠經過殺菌處理後，另須測

試其生菌數、大腸菌群、藥物殘留及適當的殺

菌試驗。經過加熱殺菌的牛奶冷卻後，必須保

存在適當的低溫下，直至販售完畢。

優質CAS鮮乳的選購

消費者在選購CAS鮮乳時，可以從零售包裝

容器之明顯處了解通過CAS驗證鮮乳的重要訊

息：

1. 品名：○○鮮乳，符合CNS 3056規定

2. 主原料：生乳 符合CNS3055規定

3. 成分：乳脂肪3.0%以上未滿3.8%（脫脂

牛乳依實際脂肪含量標示），非脂肪乳

固形物8.25%以上。

4. 內容量：○○○毫升

5. 保存期限：10~14天

6. 有效日期：○○. ○○. ○○.

7. 殺菌條件：依實際殺菌條件誠實標示加

熱溫度、時間之範圍。

8. 保存條件：須冷藏4℃以下，離開冷藏時

間勿超過半小時。

9. 生產廠商及廠址

10. 工廠登記證

11. 營養標示

▲業者實地操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CAS 台灣優
良農產品管理入口網」站登錄作業

▲鮮乳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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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享在地 加倍安心

中央畜產會承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養牛產

業結構調整計畫，特為CAS牛乳加強宣導，並

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建國百年徵選之農業金句

「鮮享在地」融入其內，不但向消費大眾推介

優質產品，也是對追求卓越用心經營廠商們的

一種激勵與鼓舞！ 

小常識：鮮乳的殺菌方式

鮮乳殺菌的殺菌設施與溫度時間均須經過適

當的設計並操作得當，目的是確保在足夠高的

溫度及指定的時間摧毀病原性微生物，一般而

言較低的溫度，或是高溫短時間可以維持鮮乳

風味與營養成分。

1. 低溫殺菌(又稱：巴氏殺菌)：這種殺菌方式

常用於液態的牛奶，經過低溫殺菌的結果

可殺死約95 ％的病原性微生物，須迅速地

冷卻至2~4℃以延緩殘存細菌的增殖；這

種熱處理對於牛奶的營養價值影響微小。

最常用的溫度、時間有：63℃、30分鐘或

72℃、15秒。

▲100年度高鐵台中站廣告刊版

▲100年度高鐵台南站廣告刊版

2. 高溫瞬間殺菌(HTST)：可以殺滅所有的

病原微生物，其營養價值幾乎不會受到影

響，多使用無菌包裝和冷藏；在冷藏條件

下可保存約14天。常用的溫度、時間有：

85℃、25秒或89℃、1秒等。

3. 超高溫殺菌(UHT)：將牛奶或奶製品加熱

到120℃至140℃，至少持續4秒鐘至15秒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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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牧場到餐桌 安心多元的肉品選擇

～津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推廣組 / 張孝靖

從牧場到餐桌  一元化嚴格管理                                          

津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津谷）於

民國62年在張吉銓董事長的努力下成立，總公

司設於台中，生產工廠位於彰化。津谷從傳統

肉品運銷販售起家，一路以來篳路藍縷，為了

更嚴謹的掌控產品品質，從契作飼養、屠宰、

分切、加工、低溫倉儲、低溫物流、行銷、全

部實行一元化的專業肉品管理，並為下游通路

商提供多元化產品提高採購效能，讓廠商及消

費者都能夠一次購足產品，經過近40年來的努

力，儼然成為台灣肉品業界的指標。 

善盡企業義務  肩負社會責任

張董事長認為，企業經營必當守法，唯有

遵守法律及累積專業，才能達到永續經營的目

的。因此津谷的經營理念向來主張正正當當，

並完整落實於員工教育中，除每年固定參加廠

內外各項食品衛生安全講習外，並且要求於工

作中落實完善的SOP標準作業流程，小至載貨

司機，旗下數百名員工都要經過嚴格的訓練，

扎扎實實的按照規定做好每一件小事，「食品

是良心事業」的精神一覽無遺。

津谷不單做為一個經營團隊，更肩負著一

份企業回饋社會的責任，例如前一陣子國內豬

價暴跌，張董事長認為必須要穩定豬價才能把

持市場競爭力，因此當機立斷把市場上多餘的

豬隻冷凍起來，如今豬價已經回穩，其思慮之

遠見可見一般。而為提供消費者安全、衛生、

健康的產品，津谷自主做好各項把關的工作，

為了保持產品新鮮、完美的黃金品質，津谷對

於每一製作流程都嚴格要求，尤其肉品在倉儲

以及等待出貨的過程，容易出現安全及衛生上

的死角，所以津谷自主備有功能卓越的低溫冷

凍系統，並且規劃出一套標準冷凍倉儲作業管

理，到最後一步都能保證自家產品品質。這種

不斷地自我要求及創新，使津谷獲得各方肯

定，並於民國97年獲得了CAS台灣優良農產

▲津谷食品公司-彰化廠房

▲津谷食品公司張吉銓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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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驗證、96年通過ISO 9001 2000及HACCP 

2003，多項認證的肯定讓津谷在國內肉品業界

中擁有一席之地。

 CAS驗證肉品  好品質看得見

問起張董事長，津谷的CAS驗證肉品與傳統

市場豬肉有何不同？張董事長舉例，CAS驗證

肉品對於豬隻飼養、飼料、照顧方式及末端處

理等皆有所規定及相關要求。豬隻屠宰時一定

採用人道屠宰，為了保持衛生，豬隻屠宰完畢

後要放入冷藏，防止細菌增生，冷藏一天至中

心溫度降至7℃以下之後，還必須在低溫的環境

中進行屠體分切，分切後一部份進入市場冷藏

販售即為冷藏豬肉，其餘送進-40℃凍庫進行急

速冷凍成為冷凍豬肉，而傳統市場豬肉除了肉

品來源不夠透明之外，大多是常溫販售，並沒

有冷凍冷藏設備，生菌數也難以控制，也怕有

不肖商人只為求降低成本不惜犧牲品質。張董

事長也表示，現今消費市場對於CAS肉品的接

受度及購買率大大提昇，已不再一昧追求「只

要便宜就好」，對於消費者食用肉品是一大保

障。

▲津谷食品公司-加工產品製造

訪談中張董事長表示，十分感謝有CAS的

驗證把關，因為驗證標準十分嚴謹，對廠商有

諸多要求，但只要每個環節都按部就班，所謂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近期發生許多食品安全的

事件後，CAS驗證十分受到市場上的肯定，對

津谷而言CAS驗證就是審視產品品質的最佳保

證，通路市場當然也感受到了，因此很多商家

願意選購通過CAS驗證的肉品，換做消費者的

角度來看，資訊透明化讓消費者可以隨時從網

路得到大量的資訊，對產品品質、衛生更有所

要求。除了零售通路外，例如學校營養午餐的

食材採購，津谷在加入CAS驗證後，深刻感受

到自家產品因此獲得更多肯定與支持，因為許

多學校單位會要求供應廠商提供CAS的驗證標

▲津谷食品公司驗菌室 ▲低溫衛生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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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除了CAS驗證具有公信力的原因外，也是

因為如果有食品安全事件發生，CAS產品都可

以立即追溯源頭，釐清責任歸屬，這對採買單

位無異是一種保障，如此看來，加入CAS驗證

除了安全保證也是一種保障。

中國大陸對CAS高度認同  銷售市場

更寬廣

津谷長久以來致力於冷凍、冷藏、加工調理

與肉品的研究與發展，以品質為第一，以客為

尊的理念，不斷推出符合社會大眾，精緻、美

味，便利的肉品，順應時代的潮流，農業發展

為經濟導向的趨勢，津谷秉持著奮勉向上的精

神，近來更朝向國際化推廣營業領域邁進，目

前所生產的產品中已有部分以加工品形式銷往

到中國大陸市場，張董事長表示，中國大陸對

CAS的認同度非常高，認為CAS就是良質食品

的保證，在這13億人口的廣大市場中，這樣的

認同感對CAS業者而言不啻是一大肯定，更代

表無限商機。 

張董事長表示，津谷靠著自我要求，紮實

穩健的步伐，一步步打造出屬於自己的食品王

國，未來更將以客戶的需求為努力的目標，相

信在CAS驗證的把關下，能讓所有人更加了解

良心食品管理者的用心，津谷用高標準要求自

己，希望能帶給消費者最滿意的服務，感謝獲

得各界的肯定，從張董事長堅定的眼神當中，

不難看出他的的雄心壯志，這就是所謂的百尺

竿頭、更進一步吧！

▲煙燻培根

▲分切豬肉

▲極品香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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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鮮菇及截切蔬果產地訪視

	 ～彥廷農場&新湖農場
驗證組 / 張惠萍

為能實際瞭解CAS生鮮菇及截切蔬果類產品

產地生產及契作現況，6月19日由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食品加工科林子清科長帶隊下，本協會

與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工作小組赴彥廷農場與

新湖合作農場參訪，瞭解蔬菜田間栽種狀況。

全國唯一曾獲神農獎的優質黑木耳 
～彥廷農場

彥廷農場的科技菇寮位於中埔鄉翠綠的農田

間，佔地4,000多坪，為能有效管控廠房內部並

降低周遭環境污染因子，菇房內設有專屬的水

牆與紗網，強力風扇控制空氣對流，藉此過濾

空氣，在空氣吸入時，必須先經過紗網過濾及

水牆淨化，不僅降低雜菌亦可調節溫度。 
為確保菇類產品品質，彥廷農場採取一貫

化操作，自行設置太空包製包場製造太空包

及調配栽培基質，使得接菌培養出菇率高達

99.99％；陳場長非常自豪說：「每一個太空

包均可出菇4-5次。」而採菇時，為減少人員污

染，採菇人員以人車分道的方式，在菇架上就

先依照大小重量分級採摘，隨後直接裝盒配送

至各通路販售。所以消費者可於賣場的生鮮區

貨架上，看到毛茸肥厚的鮮採黑木耳，有別於

傳統市場所見經過泡水的木耳產品，因此，雖

然產品售價較貴，卻仍賣得嚇嚇叫。

光合沙拉的故鄉～新湖合作農場

新湖合作農場以生鮮截切蔬菜產品與

7-ELEVEn合作後，貨架鮮食產品多了更多變

化，除大大扭轉了國人日常生活飲食習慣外，

國內蔬菜種植的型態亦加速改變，由小農小地

轉為整體專業契作，產量更大、蔬菜品質更穩

定、用藥管理更安全。為讓生菜沙拉產品供貨

穩定，農場更建置了「沙拉美溫室」，種植特

定品種之鮮食蔬果，雖目前仍處於試種階段，

但已可見成效。

陳清山理事主席表示，「沙拉美溫室」以

比擬晶圓廠的衛生條件的建置，溫室環境全年

控制溫及濕度；溫室硬體參照多種溫室型態改

良建構，加以活動式天罩，蔬菜種植全程不落

地；並使用生物防治法（以天敵來壓制有害生

物的防治方法）減少農藥使用，採收後直接放

入紙箱，立即進入預冷室以保持鮮度，隨後即

送至包裝場，經過截切清洗處理。再依照CAS
生鮮截切蔬果驗證之標準流程，生產優質生菜

沙拉產品。

本次所訪視之彥廷與新湖農場為確保CAS優
良農產品的品質，均自蔬菜田間栽重即加以嚴

謹管理與管控，真正落實從農場到餐桌理念。

CAS驗證單元

▲彥廷農場科技菇寮 ▲林子清科長帶隊參觀新湖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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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AS標章廠商及產品項數
101年4月至6月CAS新簽約廠商

項目 廠商名稱 產品名稱 產品編號 驗證機構

乳品
省農會鮮乳加工廠

台中廠

台農全脂鮮乳 151101

中央畜產會台農全脂強化鮮乳（紅）
151102

台農全脂強化鮮乳（藍）

製表：101.6.30

CAS廠家與產品細項數統計表

編號 項目 廠商家數 產品細項數

01 肉品 77 4,064

02 冷凍食品 55 718

03 果蔬汁 5 15

04 食米 25 113

05 醃漬蔬果 8 74

06 即食餐食 19 417

07 冷藏調理食品 15 144

08 生鮮食用菇 2 15

09 釀造食品 4 129

10 點心食品 12 126

11 蛋品 28 87

12 生鮮截切蔬果 30 126

13 水產品 41 336

15 林產品 9 79

16 乳品 14 52

合  計 344 6,495

製表：1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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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屆台北國際食品展覽會花絮
推廣組 / 陳慶僖、張韻茹

▲農委會陳保基主委主持台灣館開幕典禮

▲食品展展出成功，顯現CAS金字招牌魅力

品味人生，生活加分

今（2012）年6月中CNN頻道介紹台灣40
項經典美食後，緊接著台灣即於6月27至30日
舉辦最具專業度與知名度的食品專業展覽會—

「第22屆台北國際食品展覽會」（以下簡稱食

品展），向國際再一次行銷國產食品。今年食

品展展場除原有南港展覽館外，在世貿一館也

以「仲夏美食饗宴趣」為主題，同時展出1,500
多家廠商，參展規模創歷史新高。

古諺有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從「吃」到「品」是一件漫長的摸索與學

習，因此本年度食品展中，台灣館以「品味

（Taste）」為主題，共展出5產業區推薦之31
項外銷熱賣主力產品，將台灣優質農產品與飲

食文化呈現給全世界；而台灣館中的「調理食

品區」更為大家想到如何在生活中騰出更多的

時間去「品味」生活，於是以便利、安全為意

象，推介多款簡易料理又安全的食材，讓您有

更多的時間去為生活加分。

台灣館多元飲食文化 跳脫傳統行銷

本屆食品展中，台灣館跳脫傳統的食品行銷

方式，首日開幕典禮便以生動活潑的魔術秀，

變出最具台灣在地特色及行銷國際亮點之食

材--胡蘿蔔、新鮮豬肉、毛豆、台灣鯛及竹葉

茶包等，經由國宴主廚黃德忠大師將其融入料

理大菜，以五福臨門意象呈現，並邀請農委會

陳主任委員保基代表一起上菜，藉此代表台灣

館美味開幕。據農委會資料顯示，由於台灣農

產品近年來行銷方面有非常大突破，促成優良

農產品外銷成長約25%，甚至有單項農產品成

長幅度高達50%，顯露出台灣農產品進軍國際

市場的競爭力。

▲消費者踴躍參加形象區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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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理食品讓美食變簡單

為鼓勵國人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飲食習

慣，今年台灣館調理食品區特意邀請蔡季芳老

師運用調理食品製作出包括：碳烤豬排佐梅汁

南瓜、五香豬腳、蒲燒虱目魚米糕、養生雞湯

及寶島鮮果等滿滿一桌的宴客好菜，及開平餐

飲學校製作杏片百花魚包蛋、和風玉子燒、珍

饌佛跳牆、米糕拼盤水果等各式餐廳級料理，

這些佳餚通通只需用微波或隔水加熱就可以簡

單完成，「真的嗎？」民眾除了爭相與阿芳老

師討教料理心得，令人驚訝的是整桌菜的費用

竟然只需2,000元左右，這是由專家運用巧思，

在傳統菜餚及創意菜的意境中，突破大菜料理

等於成本較高的迷思，用CAS食材創造出一道

道令人垂涎的料理，其意想不到的效果，除參

展期間倍受媒體青睞，連食譜也提前被索取一

空，所使用食材的詢問度更大幅提昇，好多觀

展的民眾頓悟，原來知名美食不需擠身於知名

小店或昂價五星飯店，在家也可以端出高貴不

貴的食尚CAS美食，還有可愛的主婦提到，今

後家裡有訪客，終於可以開口請他留下吃個便

餐，不再需要面有「菜色」了！這些經過CAS
標章驗證的在地食材，不僅讓消費者安心選

購，亦能達到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目的，透

過國際展覽的機會更使台灣的美食推上國際舞

台。　

▲CAS料理好菜一桌

▲台北國際食品展台灣館產品展示

紅花綠葉相映襯

CAS標章宣導活動長期以來都是與業者相

互配合幫襯，今年也不例外。調理食品區就遴

選出16家具代表性的CAS驗證廠商及其產品

參展，包括已具外銷實績的禎祥、如記、福

記、美元、華昇、奇巧及匯永等，除持續對國

內消費者推介產品外，主要是藉由國際食品展

契機再次向其合作的專業買家，展現其入駐台

灣館的實力；其他如強匠、鑫龍、安德利、板

田、全信等也透過參加食品展的機會，藉由介

紹CAS產品及試吃新產品，不斷接受消費者挑

剔味蕾的挑戰。食品展最後一天開放消費者進

場，攤位上擁擠的搶購人潮間接印證了消費者

的接受度；而屬於CAS參展新力軍的晉欣、民

生、簪香及源冠等業者，以後起之姿將其產品

與買家做第一類接觸，相信未來成績可期，本

屆食品展終於在期待、忙碌、辛苦和喜悅中豐

收落幕，在互道珍重之餘，期待開創更好的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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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飲食健康守護神

～參觀CAS驗證工廠活動分享
推廣組 / 沈世然

CAS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推動迄今已有23

個年頭，已發展至15驗證項目、334家驗證廠

商，包含農、水、畜、林等6,495項驗證產品，

CAS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儼然成為國人在日常

飲食中的健康守護神，為國人提供安心的優質

產品。

近年來「產業旅遊」風氣大為興起，為將

CAS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推廣結合國人旅遊風

潮，本協會今年特別針對縣市教育局(處)、教

育單位及科學園區等單位之團膳業務人員，辦

理參觀CAS台灣優良農產品生產工廠活動，共

計12場次。藉由實際參觀，體驗CAS台灣優良

農產品在原料來源、生產製造、包裝標示與產

品出貨等過程。增進對於CAS台灣優良農產品

其嚴謹的製造流程、品質衛生及安全管控等之

認識，進而提升CAS台灣優良農產品選購率。

本（101）年度參觀工廠活動第一梯次於7

月2日開跑，由新北市樹林區育林國小及柑園國

小之團膳業務人員。參訪「嘉一香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樹林廠」及「板田實業有限公司」兩家

▲嘉一香陳董事長解說其豬肉產品的製作流程

CAS驗證工廠。

首站到訪嘉一香食品公司，由廠方以簡報說

明CAS肉品從飼養、人道屠宰、分切、加工、

出貨等各項CAS嚴格的標準作業流程，之後進

入工廠，經由參觀走道了解CAS驗證產品實

際生產作業情形，並由廠商介紹各項流程之管

控。

隨後參訪團隊到板田公司參訪，由林總經理

親自迎接，大門口懸掛歡迎布條，讓參訪成員

倍感溫馨與印象深刻，參訪過程中團員針對板

田通過CAS驗證的港式蘿蔔糕提出相關生產製

造與食用儲存等問題，業者均詳盡答覆，團員

對於CAS驗證標章其產品生產原料以國產原料

為主之堅持，對於照顧台灣本土農業與節能環

保方面十分讚賞。

本年度參觀CAS台灣優良農產品生產工廠活

動，報名情況十分踴躍且已額滿，在此感謝各

界對於CAS標章的支持，今後本協會也更將戮

力推廣CAS標章，不負消費者的信任與期許。

▲板田林總經理為柑園國小講解蘿蔔糕製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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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記者會

豬價平穩重要措施之一

供應商+低溫零售通路業者

協力促銷CAS豬肉
中央畜產會 / 張近強

今年開春以來，美牛議題、食品安全事件常

常佔據著媒體版面，不斷衝擊著消費者信心，

影響民眾消費意願，適逢國內豬源充足，供應

頭數偏高，豬隻拍賣價格直落不振，為穩定豬

價，農委會自3月迄今，成立豬價平穩小組，

積極研議處理對策，每週檢討產銷資訊，從生

產端到市場端，採取一連串配套措施，其中由

中央畜產會銜命串連供應商與低溫零售通路業

者，各自展開為期至少一個月以上的促銷好康

活動，以最優惠的折扣價格，供應冷藏生鮮豬

肉，拉近豬肉拍賣與零售價之間的價差，嘉惠

消費者，讓消費者「有感」。

好康活動一波波

4月24日中央畜產會籌辦由農委會召開「國

產平價豬肉供應平台啟動」農委會召開記者

會，告知消費大眾自本年4月24日起由財團法

人農漁會超市中心及新北市農會所屬之49個農

產品販售中心，組成平價國產豬肉販售平臺，

以最高低於其原售價2成的優惠，供應冷藏生

鮮豬肉產品。配合供應的CAS廠商有雅勝、

台糖、香里、津谷、和榮意、誠昌、泰安、思

牧、信功、嘉一香。

緊接著4月27日又啟動第2波活動，於台北

市家樂福量販店桂林店1樓外廣場舉辦「食在

好豬味全省通路促銷記者會」，宣誓參與的9

家大型通路及連鎖生鮮超市包括家樂福全省60

分店，楓康超市40分店、熊威4分店，遠東愛

買量販19分店、松青71分店、頂好269分店、

台糖10分店、全聯389分店、裕毛屋3分店等

共計865家，分別自4月下旬至7月上旬陸續以

優惠價格，供應冷藏生鮮豬肉產品，配合供應

的CAS廠商有雅勝、台糖、香里、津谷、和榮

意、誠昌、泰安、思牧、信功、嘉一香等。

此外，6月2日至3日於台北花博圓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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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美食商城前廣場，由台北市市場處配合中

央政策與農委會、中央畜產會共同輔導台北市

家畜肉類商業同業公會等單位舉辦的「安心享

好康，農漁畜禽蛋展售會」活動，共有43個

攤位，分別展售國產農、漁、畜、禽、蛋等安

心、健康且平價之產品。參與的CAS廠商有台

畜、香里、嘉一香、富統、卜蜂、鈜景牛肉專

賣店、廣大利蛋品、吳記蛋品等。

CAS產品最安心最環保

風雨生信心，在舉辦系列促銷活動的同時，

消費者教育才是我們最應重視的課題，讓講究

品質與衛生安全的生產者處於良性競爭的大環

境，消費者以合理的價格能買到安心的產品，

是政府、業者及消費者共同要努力的。

CAS產品新鮮、優質、美味，有嚴密的品管

標準作業流程，有嚴謹的把關，「在地生產、

在地消費」能縮短食物里程，減少碳足跡，就

是對環境最友善的消費方式，勝過那些飄洋過

海的進口產品。請大家持續用行動支持台灣農

業。

▲食在好豬味記者會

▲四大報報紙廣告

▲食在好豬味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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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酒莊巡禮

～旅美食品專家訪視
企劃組 / 盧巧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食品加工科於101年5月7
日邀請前美國農業部(USDA)食品專家蔡禮新博

士回國，就其食品衛生及釀酒技術之專長，前

往由農糧署所輔導之優質農村酒莊~大湖地區農

會休閒酒莊及樹生休閒酒莊進行交流指導。

大湖地區農會休閒酒莊位於國內草莓種植面

積佔九成以上的苗栗大湖地區，所生產的草莓

酒是酒莊的代表作，「草莓淡酒」更榮獲2011
年布魯塞爾國際酒類評鑑(Concours Mondial 
Bruxelles)金質獎榮耀，及2011年農委會農村酒

品評鑑金牌獎。除了生產水果酒之外，園區內

的「草莓文化館」中亦展示販售各式草莓系列

產品。酒莊不僅結合休閒、觀光及文化活動，

吸引大量觀光人潮，帶動地方繁榮發展。當天

在黃榮將總幹事及黃啟文主任的介紹下，參觀

了製酒工廠、酒窖及展售中心，當然也品評了

金牌獎的草莓淡酒。

樹生休閒酒莊位於台中后里，具有得天獨

厚的先天氣候及土壤環境，是國內少數結合果

園與釀酒工廠，由產銷班所成立的酒莊。從洪

吉倍莊主的阿公-洪樹生流傳下來的種植技術，

加上法國釀酒師技術指導之下，建立了樹生酒

莊葡萄酒的品牌知名度。當天洪莊主帶領大家

經葡萄隧道到位於葡萄園間的釀酒工廠，感受

有如「漫步在雲端」的電影情節。樹生酒莊

種植的葡萄品種主要是國內釀酒葡萄--黑后及

金香，開發出的酒品包括紅酒、白酒及白蘭地

等，在農糧署舉辦的農村酒莊酒品評鑑亦履獲

獎項。

訪視過程中，蔡博士感受到政府對於農村

轉型及酒莊產業發展之努力與用心，同時也深

深感受到酒莊業者對酒莊經營模式的努力與對

釀酒技術及酒品品質的重視。在訪視及交流過

程中，蔡博士也提供酒莊業者一些釀酒原料選

擇、特色及酒品行銷的概念。

由於國內製酒歷史並不長，而農村酒莊的

發展更是因應台灣農村及農業而起，所以，釀

酒原料之選擇應以具有地方特色的原料為主

軸；此外，品種選擇及產品開發技術也是一大

學問：酒品品項可依不同性別、年齡客群或不

同消費方式，開發酒精度及甜度不同之各類酒

品，例如針對女性及年輕消費族群，可以開發

送禮自用相宜之低酒精度水果酒。蔡博士也提

到，農村酒莊所提供的不僅僅是在地美酒，更

可著重於開發休閒旅遊潛力，包括研發非酒精

類之農特產伴手產品，以及酒莊體驗之旅等不

同賣點，來建立及行銷酒莊的品牌，好喝的農

村美酒，不僅吸引消費者到當地遊玩及消費，

更能帶動農村發展發展。

▲大湖酒莊品評草莓淡酒 ▲樹生休閒酒莊葡萄隧道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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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新印象
～參與2012食品餐飲健康革命的

創意與商機研討會心得分享
推廣組 / 張孝靖

筆者於4月18日參與食品工業研究所辦理之

「2012食品餐飲健康革命的創意與商機研討

會」，內容涵蓋了對消費者需求的觀察及食品

廠商的新訴求及新產品，獲益匪淺，茲分享心

得如下：

近年來，隨著「外食」人口比例不斷攀升，

加上消費者對於飲食的需求越來越多樣化，與

健康、有機相關飲食之議題已備受關注，「健

康」概念成為消費者、廠商與政府所關注的焦

點，並形成市場上一股新飲食風潮。但是普遍

「外食」產品卻常有蔬果含量不足，鹽分過高

之現象，因此許多先進國家為保障其國人的健

康，開始藉由教育或修訂法規來規範產品營養

標示及減少鹽攝取，未來歐盟亦將鹽納入標示

管理，為順應此一趨勢，廠商如果能調整產品

且鎖定目標族群就有機會開創更多商機，例如

洋芋片產品的演變，從早期油炸為主的生產方

式，到目前市場上開始有烘培洋芋片（無油）

及穀物洋芋片（高纖）等，就可以發現不但食

品開始有了變化，也給消費者來了一種新食

感。

由此可見，未來食品將朝向低鹽、低糖、

低熱量甚至演進為「零」概念演進，朝「健康

化」發展對食品產業來說係不可逆之趨勢，亦

即健康優質的食品特質為提升市場競爭力與消

費者知覺價值之關鍵所在。筆者認為這將成為

引領未來食品產業發展的關鍵，也將讓全球食

品產品定位及品牌發展有大幅度的改變。

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部份消費者願意花

更高的價格購買健康與安全的產品，安心食品

黃尚仁副總經理表示，一般大眾常藉由危機事

件發生當下（如:瘦肉精、塑化劑）才開始重視

健康安全的飲食，但是對食品業而言，銷售市

場是殘酷的，好的產品還是需要消費者的掌聲

以增加業者推動的信心，也就是說生產優質健

康的食品，最重要的關鍵還是在於消費者，願

付價格(willingness to pay)是目前許多廠商在推

出新產品時很重要的考量之一，這一點從市場

上健康食品專賣店紛紛成立的情況看來，健康

食品產業之前景似乎還是能讓人有所期待。

▲發表者-食品所陳麗婷副研究員

▲論壇主持人-食品所陳陸宏副所長



消費者服務

101年4月至5月消費者服務中心受理民眾查詢處理紀錄
推廣組 / 張孝靖

項次 日期 消費者詢問事項 解答及處理結果

1 1010402

消費者來電詢問事項如下：

「請問CAS驗證羊肉與國產羊肉認證有什麼

差別？」

已於7月1日以電子郵件回覆，摘要如下：

CAS標章目前尚無羊肉產品驗證項目；有關CAS驗

證產品及項目，可至CAS網站查詢(http://www.cas.
org.tw/)查詢相關資訊。

2 1010405

消費者來電詢問事項如下：

「請問有關於肉類加工產品的製造日期之標

示標準，是以加工完成當日起算，還是原料

肉分切時起算，如何界定？」

已於電話中回覆，摘要如下：

目前法規及實務上均依照「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7
條第5項規定，於有容器或包裝之食品上標示「有效

日期」，而「製造日期」則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

定須標示時一併標示；經查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7條
第1項第5款函釋，未含肉類加工產品，故肉類加工

品不需要標示製造日期。

3 1010411

消費者來電詢問事項如下：

「請問在CAS幸福團購網 ( h t t p : / /www.
casmall.com.tw/)所訂購的商品，最快可何時

送達？另外，請問付款採何種方式付款？」

已於電話中回覆，摘要如下：

目前在幸福團購網上完成訂購手續後，一般最短需

要兩個工作天，廠商尚需要備貨及運送時間，此

外，目前幸福團購網的付款方式以貨到付款、現金

交易為主。

4 1010412
消費者來電詢問事項如下：

「請問CAS幸福團購網中之林產品─竹醋

液，在台北地區有實體銷售通路嗎？」

已於電話中回覆，摘要如下：

目前在台北地區可至台灣手工業推廣中心選購有

CAS標章之林產品（如竹醋液、竹炭片等），該推

廣中心地址為台北市徐州路1號，鄰近捷運台大醫院

站。

5 1010430

消費者來電詢問事項如下：

「請問於市面通路看到貼有CAS『有機認

證』標籤商品，請問是否為CAS驗證項目

呢？」

已於電話中回覆，摘要如下：

CAS有機農產品標章與CAS優良農產品標章係屬2個
不同驗證制度標章，但均為農委會推行之農產品標

章。有機農產品相關資訊請消費者至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糧署網站有機農業專區中取得，參考網址：

http://www.afa.gov.tw/。

6 1010507

消費者來信詢問事項如下：

「請問申請CAS驗證有需要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檢驗報告與其他文件 請問指定的檢驗

報告有哪些?」

已於5月16日以電子郵件回覆，摘要如下：

申請優良農產品驗證所需檢附之檢驗報告及其他文

件等，涉及所申請之優良農產品項目別（如：肉

品、冷凍食品、生鮮截切蔬果等）之驗證基準規

定，以申請優良農產品生鮮截切蔬果為例，於「優

良農產品生鮮截切蔬果驗證基準」中，品質管制規

定採收前蔬果原料之農藥殘留量應符合食品衛生法

規之農藥殘留量標準；成品之品質規格亦需符合相

關食品衛生標準如大腸桿菌群及大腸桿菌；清洗用

水之水質須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等，故驗證資料須

檢附相關檢驗報告備查。有關各項目之優良農產品

驗證基準可於本協會網站(http://www.cas.org.tw/)驗
證專區之「CAS產品驗證基準」下載即可。

7 1010522
消費者來信詢問事項如下：

「請問有無CAS茶葉的驗證項目？其驗證規

範為何？」

已於5月24日以電子郵件回覆，摘要如下：

目前CAS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驗證種類中無茶葉品

項，故亦無相關驗證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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