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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優良農產品ＣＡＳ標章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自民國 78年起推動的優良農產品標章穆如

今已普遍獲得國人的認同與信賴。但由於國內農產品的標章種類

繁多穆如鮮乳、吉園圃、台灣黑豬及海宴等標章穆對消費大眾難

免造成混淆。為方便消費者辨識穆本會自93年起即逐步整合穆以

ＣＡＳ作為優良國產農產品之統一標章。

ＣＡＳ標章產品類別經整合後穆已自原肉品等12類產品穆增

列生鮮蔬果、有機農產品、林產品及水產品等類別穆截至目前為

止穆計有16類。優良的農林漁牧產品穆均可申請使用。

另外穆為有效推展ＣＡＳ標章制度穆本會亦調整標章之認

證與驗證體系穆將驗證與輔導分開穆使更能與國際共通之認驗

證制度接軌。本會每年亦編列驗證及輔導經費穆顯見政府對倡

導ＣＡＳ標章穆維護消費者權益穆保證產品品質之用心與決心。

為提升ＣＡＳ標章形象、確保其產品品質、推廣驗證產品及

服務廠商與消費者穆本會特授權財團法人ＣＡＳ優良農產品發展

協會負責辦理驗證行政及標章推廣業務。爰此穆該協會為加強對

廠商及消費者的服務穆計畫自今（95）年 4 月起發行台灣優良農

產品ＣＡＳ雙月報穆報導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的現況及有關信

息。本人期藉由雙月報的發行穆促使台灣優良農產品ＣＡＳ標章

成為廠商生產優良農產品的自我期許標竿穆也成為消費大眾信賴

之優良農產品標誌。

95年 4月 10 日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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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翩Ｓ
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自今年 4月起創刊發行

「台灣優良農產品ＣＡＳ雙月報」穆主要目的

是藉刊登ＣＡＳ有關消息穆供使用ＣＡＳ標章之農民與廠商及消

費大眾參閱穆了解ＣＡＳ標章最新動態。ＣＡＳ是「Certified

Agricultural Standards」之縮寫穆中文意為「經驗證之優良農產品

標準」。ＣＡＳ優良農產品標章穆係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

農委會）向政府註冊的證明標章。

本協會經農委會認證穆指定為ＣＡＳ標章驗證行政機構穆負

責辦理ＣＡＳ標章之驗證行政及標章推廣業務。在驗證行政管理

上穆有關與廠商簽定ＣＡＳ標章使用契約及核發ＣＡＳ標章使用

證書穆均委託本協會代行穆可見本協會擔負極重要的責任穆一則

要監督ＣＡＳ廠商所生產的ＣＡＳ產品穆必須合乎ＣＡＳ產品品

質要求穆二則要確保購買ＣＡＳ產品之消費者的權益。

為配合政府政策穆有效辦理相關業務穆本協會除妥善應用政

府經費穆辦理驗證行政業務及推廣活動之外穆實應發行定期刊

物穆將ＣＡＳ標章有關的信息穆以活潑的文字穆生動的圖片穆呈

現給ＣＡＳ農民與廠商及消費大眾。

基於前述穆本協會乃排除萬難穆自今年4月起發行「台灣優

良農產品ＣＡＳ雙月報」穆報導政府的政策及措施、驗證機構的

業務、ＣＡＳ的推廣活動及ＣＡＳ廠商消息等內容穆使ＣＡＳ標

章廠商及消費者團體穆獲得最新的資訊。本雙月報創刊承蒙 蘇主

任委員惠提序文穆實深得激勵穆同時期盼各界先進穆不吝指教穆

藉本雙月報穆建立ＣＡＳ標章的優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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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提升國產農產品及國產農產加工品品質穆維

護消費者權益穆於93年12月15日訂定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章認證及驗證

作業辦法穆並依作業辦法穆於94年1月11日以農牧字第0930162451號

函認證財團法人ＣＡＳ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財

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為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章（以下簡稱ＣＡＳ標

章）之驗證機構穆並同意財團法人ＣＡＳ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以下

簡稱ＣＡＳ協會）為辦理標章推廣與驗證行政業務；財團法人中央畜

產會（以下簡稱畜產會）及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

食品所）為辦理驗證技術業務穆ＣＡＳ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章認證及

驗證體系穆如下。

附註：1.實線表示組織架構間之實體關係。

2.虛線表示各執行機構之間蛓以及與申請驗證業者或消費者間的相關業務之相關聯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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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ＣＡＳ標章驗證行政機構（財團法人ＣＡＳ優良農產品發展

協會）

(1) 受理使用ＣＡＳ標章之申請案。

(2)聘請學者專家及政府機關代表組成現場評核小組穆辦理前款

申請案現場評核作業相關事宜。

(3) 受託與ＣＡＳ標章使用者簽訂契約、授予編號及ＣＡＳ標章

使用證明書。

(4) 處理ＣＡＳ標章被擅自使用或仿冒等違規事項。

(5) 辦理ＣＡＳ標章相關業務檢討會或研討會。

(6)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有關ＣＡＳ標章相關之業務。

（二）ＣＡＳ標章驗證技術機構（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等）

(1) 聘請學者專家組成技術小組訂定生產廠（場）規範、認定評

審標準、產品之品質規格標準、標示規定及其他技術性規

範。

(2) 審查使用ＣＡＳ標章之申請案。

(3) 受理並審查使用ＣＡＳ標章之報備或新增產品申請案。

(4) 提供各項與ＣＡＳ標章驗證有關之技術輔導。

(5) 辦理ＣＡＳ標章產品及生產廠（場）之追蹤查驗及產品抽驗

結果通報。

(6) 處理ＣＡＳ標章被擅自使用或仿冒等違規事項。

(7) 辦理ＣＡＳ標章相關業務檢討會或研討會。

(8)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有關ＣＡＳ標章相關之業務。

（三）ＣＡＳ標章推廣機構（財團法人ＣＡＳ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

等）

(1) 推廣ＣＡＳ標章與消費者服務。

(2) ＣＡＳ標章相關資訊查詢與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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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ＣＡＳ標章使用者服務。

(4) 處理消費者申訴ＣＡＳ標章相關事項。

(5) 辦理ＣＡＳ標章相關業務檢討會或研討會。

(6)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有關ＣＡＳ標章相關之業務。

（一）成立ＣＡＳ協會驗證組穆建立ＣＡＳ單一觷口。

94年1月1日ＣＡＳ協會成立驗證組辦理CAS標章驗證行政

業務。

（二）通過認證與驗證體系。

1. 94年3月29日ＣＡＳ協會董監事會議通過優良農產品證明

標章認證及驗證體系穆並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備。

2. 94年9月22日ＣＡＳ協會召開「ＣＡＳ台灣優良林產品

標章作業須知」會議會前會穆協助ＣＡＳ標章林產品類

相關規範修正。

（三）訂定申請使用ＣＡＳ標章評審作業程序穆報請農委會公告。

訂定申請使用ＣＡＳ標章評審作業程序、ＣＡＳ標章使用契

約書及ＣＡＳ標章使用證書等格式穆業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4年

8月29日農牧字第0940041405號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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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理使用ＣＡＳ標章申請、審核、現場評核、簽約、發證事

宜。

1. 受理49件申請案。

2. 辦理11類210家穆5217細項ＣＡＳ產品標章續約及證書換發工

作。

3. 辦理海宴標章廠家轉為ＣＡＳ水產品類（24家93項產品）簽

約及證書核發工作。

4. 辦理林產品類（5家穆15項產品）穆簽約及證書核發工作。

5. 辦理ＣＡＳ標章使用者新增及報備產品之錄案1500件。

6. 安排33場現場評核。

7. 終止1年累計3次追蹤查驗或產品抽驗不符規定2家穆9項產

品。

8. 換發95年度契約與證書。

（五）調查處理仿冒異常事件4件。

（六）推動ＣＡＳ驗證業務

1. 舉辦北、中、南ＣＡＳ標章使用者說明會3場。

2. 舉辦非ＣＡＳ業者服務說明會2場。

3. 編印ＣＡＳ標章Q＆A手冊（產業篇）。

4. 召開ＣＡＳ證明標章研討會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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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ＣＡＳ標章業務推動歷經 16年穆無論產品類別、驗證廠

家、產品細項及產值均增加穆94年較93驗證廠家數更成長13.5％穆有

關近幾年之成長情形如下表。

（二）截至95年3月止ＣＡＳ標章14類產品驗證家數已達256家穆

產品細項數為因簽約調整為5,769穆如下表。

65      42     8  15      6      22    12      2      4      12  20     14     26      8 256

3,996    597    20 22   57 534    56 2   93      63 50   140 108  31    5,769

91

92

93

94

95

12

12

13 +

14 +

16 +

203

215 +5.9

227 +5.5

258 +13.6

3,619

4,378

5,672

6,204

( )

356

377

394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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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標章之整合

現有ＣＡＳ標章14類外穆95年起又增加ＣＡＳ吉園圃生鮮蔬

果標章（即原吉園圃標章）、ＣＡＳ有機農產品標章。

（二）加強驗證效率穆提升ＣＡＳ形象

1. 辦理一場ＣＡＳ標章業務聯繫會議

為檢討ＣＡＳ標章驗證行政機構及技術機構彼此間業務執行

成效穆95年1月20日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召開聯繫會議穆並就加

強ＣＡＳ標章申請、驗證及追蹤管理、如何加強ＣＡＳ產品標章

檢查、及訂定肉品等13類ＣＡＳ標章處理時限表穆同時並決議每

半年召開一次ＣＡＳ標章之聯繫會議穆以提升服務品質。

2. 訂定ＣＡＳ標章現場評核結果之判定

為確立ＣＡＳ標章現場評核結果之判定穆明訂現場評核結果

判定僅下列四種情形：

1. □不通過。

2. 通過。

(1) □缺失及建議事項於追蹤查驗時確認改善。

(2) □缺失及建議事項於改善完成後報ＣＡＳ協會會同技術機

構確認。

(3) □缺失及建議事項於改善完成後報ＣＡＳ協會會同技術機

構、委員確認。

此外穆並請技術機構就評核結果通過者穆立即配合產品抽驗穆

以加速後續簽約等事項之處理時效穆並保障ＣＡＳ標章申請業者

之權益。

92006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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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雞、烏骨雞）

95 1-3

3. ＣＡＳ標章使用契約書之修正

因應ＣＡＳ廠商反應穆現行ＣＡＳ標章使用契約書第13點略為：

「業者因提前終止契約或於契約屆滿未再續約時穆應於一個月內將市售

ＣＡＳ標章產品予以回收穆不得使用」穆有不盡合理規定。本協會除於

相關會議中討論外穆從善如流修正契約書內容穆僅產品於違規情形穆

方得立即回收市售品不得使用穆業經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95年3

月6日農牧字第0950110752號函核備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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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06全國優質農產品新春展售會已於95年1月13日~1月15日於台灣

大學綜合體育館舉辦。

為展現台灣優質農業競爭力穆增加農曆年前民眾購買優質農產品

的管道穆農委會特別以稻米、茶葉及品牌水果等三大類農產品為主

軸穆舉辦優質農產品展售會在稻米方面穆計有ＣＡＳ良質米廠商：陸

協碾米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泉順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後龍鎮農

會、池上鄉農會聯發碾米工廠參與展售穆除宣導ＣＡＳ標章外穆銷售

業績亦十分亮麗。

整個展售會體育館內、外總計規

劃 78個攤位穆分別有活動體驗、展

售及展示等動、靜態活動穆民眾除可

大開台灣農業驚奇之旅外穆並且有吃

擱有抓穆充分滿足民眾過年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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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開幕的當日穆除針對第三屆全國冠、亞、季軍米舉行競賣活

動穆為展售會場掀起序幕高潮外穆同時由農委會主委為 94年度認證通

過之品牌水果授證穆並頒發「第一屆優質洋香瓜競賽」、「全國稻米優

良採種農戶」及「2005全國有機米評鑑」等獎項。

2006 4

2

總統府前廣場自92年2月開放辦理各式宣導活動以來穆一直都獲得民

眾熱情參與及肯定穆為了加強民眾與政府之互動穆提高民眾對農業施政成

果的認識穆ＣＡＳ協會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4月2日在總統府前廣場之

『農情萬種』活動中穆設立ＣＡＳ工廠體驗區宣導ＣＡＳ標章。

為了鼓勵ＣＡＳ優質生活家之友會會員多了解ＣＡＳ水產品穆Ｃ

ＡＳ協會自3月起舉辦「ＣＡＳ台灣優良水產品有獎徵答活動」穆總計

收到400件信函穆並預計抽出30名幸運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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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日本全國各地普遍設有無人自動精米機穆消費者直接購買

稻穀回家穆等到要吃的時候再取適蠛的稻穀到社區裡的無人自動精米

機自行進行碾米作業穆如此即可享用最新鮮的白米。

通常一次大約碾一星期所需要的白米穆筆者在九州看到的無人自

動精米機碾 1公斤需要 50圓日幣穆每1次碾製的稻穀必須在 2公斤以

上穆無人自動精米機的使用過程是由消費者先將稻穀倒進投入口穆然

後投幣並以按鈕方式選擇碾米程度穆碾米可選擇5％、7％、標準與上

白等4種穆之後稻穀就會由投入口開始進入精米機進行碾米作業穆大約

半分鐘的時間穆最後白米會從出口流出穆完成碾米作業。

據享用過這

種現碾白米所煮

出來白飯的日本

人說穆現碾白米

比起市售小包裝

精白米穆在口感

與香味都更上一

層穆同時也保存

較完整的營養成

分穆同樣是以米

為主食的我們穆

也許在不久的將

來也會引進這種

設備也不一定。



：Ｃ翩Ｓ大里肌肉2

片、蔥 1 支、薑 2

片、麵包粉半杯、

桔醬

：桔醬1匙、鹽1/3匙、

蛋 1 個、太白粉 1

匙、酒半匙、醬油

半匙

：1. 桔醬加入1匙冷開水及半小匙糖調成可口桔汁味沾醬備用。

2. Ｃ翩Ｓ大里肌肉片拍鬆剁刀口穆用蔥、薑及調味醃料拌醃入

味穆醃20分鐘後備用。

3. 麵包粉攤開把肉片拍滿麵包粉稍壓穆入油鍋炸呈金黃色香酥

多汁的肉排。

14 2006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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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翩Ｓ協會近年來協助衛生署建立蠛販店及超市等販售業者自主衛

生管理模式穆並提升業者自主管理能力穆去年（94年）完成家樂福、大

潤發、愛買吉安、TESCO、台糖蠛販等連鎖蠛販業者辦理優良食品物流

業衛生評鑑穆分別就販賣場所、食品倉儲、食品加工處理及人員訓練等

部分進行評鑑穆計有 35家為優級評鑑穆50家為良級評鑑。相關內容歡

迎民眾上Ｃ翩Ｓ網站低溫物流專區查詢（網址：www.cas.org.tw）。

各位消費者如果要到超市或蠛販店購買食品時穆請千萬要注意除了

個人喜好之外穆對於食品成份標示、保存期限及保存方式也要留意穆因

為穆所有的食品應標示存放溫度穆經過不同時間之不同的溫度下襓售穆

對於食品品質的影響很大穆除此之外穆賣場的環境及現場作業人員的衛

生也是一個重要的考蠛。



春天的腳步近了穆不少人想藉

著熱蠛控制及飲食上的改變穆一減

冬天囤積的多餘脂肪。為滿足忙碌

上班族及職業婦女的輕食需求穆桂

冠公司特別邀請宋營養師以營養輕

食的概念穆利用當季蔬果及冷凍食

品穆設計了一系列兼具營養均衡、

熱蠛少、容易料理等特色的營養輕食套餐。宋營養師表示穆正確的輕

食並不是吃得越少越好穆還要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的營養穆身體才能

維持健康。控制熱蠛加上營養均衡穆就是營養輕食的概念。

營養師精心設計的食譜穆歡迎傳真至（02）2369-1463穆並留下姓名、

地址及聯絡電話即可免費索取。另外還可以上桂冠營養輕食活動網站

http://event.jtmedia.com.tw/laurel-light/index.htm不但有免費食譜下載穆

另外登入發票或轉寄活動穆還有機會贏大獎喔！

太子油飯有限公司於獲得

ＣＡＳ標章驗證後穆即規劃以該公司品牌“太子油飯”

結合“ 品質保證”穆設計大型廣告看板穆於大台北地區主要道路及高

速公路路旁大樓外牆刊登穆目前計

有新生北路高架橋、中正橋、平鎮

高速公路、南港路二段及三芝等 5

個地點。不僅提升公司品牌形象穆

帶動業績成長穆且有助於ＣＡＳ標

章之長期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