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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自民國 78年實施矻ＡＳ標章以

來，每年穩定成長，已獲得國人的認同和信賴。但由於國產農產品之中，

除矻ＡＳ標章之外，尚有鮮乳標章、吉園圃、台灣黑豬及海宴等標章，對

消費大眾難免造成混淆。為解決標章混淆問題及強化矻ＡＳ標章管理，農

委會於民國93年12月15日公告「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章認證及驗證作業辦

法」（簡稱作業辦法）。茲就農委會及其認證之驗證機構，依據作業辦法，

所推動之措施及成效，說明如下：

為方便消費者辨識農產品標章，農委會已自 93年底起逐步整合各種

標章，以矻ＡＳ作為優良國產農產品統一標章，爰依據作業辦法，明定

矻ＡＳ標章適用之產品類別，由原來 12類，增加水產品、生鮮蔬果、有

機農產品及林產品等，目前共計有 16類。至於鮮乳標章等其他產品之標

章，亦已訂定使用矻ＡＳ標章期程，未來所有國產優良農產品將完全使用

矻ＡＳ標章。

依據前述作業辦法，農委會業已調整矻ＡＳ標章認證及驗證體系，將

驗證與輔導分開。在矻ＡＳ標章認證及驗證體系之下，農委會認證財團法

人矻ＡＳ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簡稱本協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財團

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為矻ＡＳ標章之驗證

機構。本協會被指定為矻ＡＳ標章驗證行政及矻ＡＳ標章推廣機構。

本協會為辦理前項業務，除原來推廣組外，自去年元月 1日起，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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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組，辦理有關之驗證業務。主要業務包括：受理使用矻ＡＳ標章申請

案、辦理申請案現場評核、受託簽訂矻ＡＳ標章使用契約及核發矻ＡＳ標

章使用證明書及處理矻ＡＳ標章規案件等事項。另為改進驗證作業效率，

除定期每3個月召開驗證機構之聯席會議外，並視實際需要，隨時開會協

商，解決廠商申請使用矻ＡＳ標章案件之相關問題。本協會復訂有現場評

核評定模式，立即宣布評核結果，評核通過者同時由驗證機構抽取產品樣

本送檢，大幅縮短使用矻ＡＳ標章評審作業時程。此外，依據評審作業流

程，每一評審階段，都訂有處理的時限，申請者亦可隨時查詢。又為協助

廠商申請標章，特編印矻ＡＳ標章Q&A手冊（產業篇），供業者參考。

至於推廣業務，則包括推廣矻ＡＳ標章與消費者服務、矻ＡＳ標章相

關資訊查詢與申訴及矻ＡＳ標章使用者服務等業務。為提升矻ＡＳ標章產

品之知名度，特以「矻ＡＳ優良農產品標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授證」為

統一標語，透過媒體不斷呈現。此外，本協會自今年4月起創刊發行「台

灣優良農產品矻ＡＳ雙月報」，報導最新矻ＡＳ標章活動訊息，以分享矻Ａ

Ｓ廠商及矻ＡＳ產品愛用者。再者，本協會自今年5 月起全面更新網頁，

充實內容，供網友網搜尋，蒐集矻ＡＳ相關資訊。

矻ＡＳ標章之優良農產品，已享譽台灣地區及海外，尤其自今年元月

起，吉園圃新鮮蔬果改使用矻ＡＳ標章之後，貼有矻ＡＳ標章的蔬果，有

如雨後春筍，蓬勃成長。最近，國內知名超市及量販店，也接踵申請使用

矻ＡＳ標章。前不久有一家電視台失察，進口肉品掛名矻ＡＳ標章做廣

告，此與規定不符，當然已被警告糾正。上述種種，在在顯示矻ＡＳ標章

優良農產品，已經普遍獲得社會大眾的肯定與喜愛。

為維護矻ＡＳ標章優良農產品品質形象，本協會及相關的驗證機構，

自當再接再勵，努力做好矻ＡＳ標章把關與服務的工作。

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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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樂福來台已逾15年，從1989年第一家高雄大順店開幕，至去年底

的台南仁德店營運，全台店數達37家，2006年目標更設定為49家，以穩

健的步伐開拓市場，在量販事業經營方面有著亮麗的成績單，而為貫徹

「品質與價格＝家樂福永遠的堅持」，業者也為賣場精肉經營申請矻ＡＳ標

章驗證，從2002年第一家南港店通過認證至今，短短4年，已有26家分店

取得矻ＡＳ標章驗證。

數千年前，老祖宗

就說「民以食為天」，即

使現今生活節奏繁忙，

「吃」依然是生活中的大

事，川、湘、粵、閩、

台、客等五花八門的菜

系更構成各式飲食文

化，只是報章雜誌偶有

食品安全問題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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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難免造成民眾疑慮，因此，怎樣才能吃得安心、吃出健康，更受到民

眾關切。

有鑑於此，家樂福從 1992年起開發生鮮產品的自有品牌，經過不斷的

研究與改進，以家福公司品牌推出的冷藏白毛豬肉、黑毛豬肉，以其嚴謹

的控管與衛生的製程和優良的品質終於獲得矻ＡＳ標章驗證；下一步，該

公司打算提出「雞」的矻ＡＳ標章驗證申請，讓消費者有更多安心的選

擇。

跟隨家樂福生鮮商品課課長李立行的腳步，走入家樂福天母店的精肉

鋪，映入眼簾的是一片乾淨而明亮的擺設，豬肉、牛肉各據一方。幾位主

婦圍著冷藏櫃討論著晚餐將烹煮的美食佳餚，一位歐吉桑則站在香腸區

前，仔細端詳著哪種口味最有家鄉味，透明玻璃後方，員工賣力地清洗工

作台情景也盡收眼底。

賣場員工走到擺放肉品的冷藏櫃前，驕傲地述說一盒盒包裝肉品背後

的品管嚴控流程。他說：「豬肉是台灣家樂福推出的第一個生鮮產品，為

了打出口碑、特別用心，包括作業場所、機械設備及生產流程均制定嚴格

規範」。首先從上游選購擁有國際HACCP驗證的優良牧場中未施打生長激

素的豬隻，以確保肉

品來源及品質，再經

由矻ＡＳ驗證合格的肉

品廠所出品的。

李立行表示，從收貨

到出貨，每個環節、步驟

都不能馬虎。肉品從物流

統倉碼頭接貨後，即全程

進入冷藏 0 - 4°C、冷

凍 - 18°C的恆溫控制，

當晚出貨、翌日清晨運

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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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各地家樂福賣場，堅

持溫控冷藏運輸，全程

保鮮不失溫。賣場部

分，則以符合國家標準

的低溫冷藏陳列櫃、低

溫冷藏庫等設備保持肉

品的鮮度，並利用特別

的包裝、陳列方式及產

地證明書，強化全方位

的衛生品管。

要控管品質，員工

訓練也是極為重要的一

環，家樂福總公司定期

在對員工施以在職訓

練，各地賣場也會針對

內部人員進行實地操

演，例如今年 6月將協

請矻ＡＳ協會派員至全

省各區進行演講及訓

練。

李立行指出，多數

國人對於「矻ＡＳ」的概念仍停留在早期畜禽肉品的階段，不過一路走到

冷凍製品區，架上的家樂福品牌冷凍水餃也擁有矻ＡＳ標章。事實上，鑑

於過去各種優良農產品標章，包括海宴、吉園圃、有機農產品等，種類繁

多，易造成消費者混淆不清，因此自民國 93年起，農委會即著手整合過

去推動的各種優良農產品標章，並統籌以矻ＡＳ標章推廣，以利國人辨

識，目前矻ＡＳ推動的食品類別有十數大類，包括肉品、冷凍食品、果蔬



7雙月報 2006年6月 第2期ＣＡＳ

汁、良質米、醃漬蔬

果、冷藏調理食品、

生鮮食用菇、釀造食

品、蛋、生鮮裁切蔬

果、水產食品、生鮮

蔬果、有機農產品及

林產品等，琳瑯滿

目。這些涵蓋國產農

林水畜產品或使用國

產農林水畜產品為主

要原料的加工產品，

可說已與國人的生活

息息相關，因此家樂

福的賣場中，除了自

家的矻ＡＳ產品，也

不乏其他優良矻ＡＳ

產品展售。

家樂福的工作準

則是「親切、誠懇、

微笑」，因此經常可見

賣場人員和前來購物

的顧客打招呼，李立

行強調，「堅持做好層層把關，讓消費者吃得安心，是家樂福用心的承

諾」。家樂福各個賣場不僅對產品品質嚴格要求，對賣場環境也不輕忽，除

了不斷斥資改善賣場環境，同時參與行政院衛生署委託矻ＡＳ優良農產品

發展協會進行的食品物流業衛生評鑑認證，以具體的行動實踐為消費者健

康把關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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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協會於每月10日彙整各矻ＡＳ標章驗證技術機構（食品所、畜產

會、工研院等）之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章生產廠（場）追蹤查驗等級結

果資料，並公告於本協會網站，提供消費者知的權利，以建立消費者

保護制度。

二、本協會95年4月17日召開之95年度矻ＡＳ標章第2次工作檢討會會議

重要決議事項，摘錄如下：

◆有關矻ＡＳ委託代工（OEM）產品驗證資格連帶被取消之權責確認

案，決議：

1. 矻ＡＳ標章使用者廠（場）應對所生產之矻ＡＳ產品及所有委託

代工（OEM）產品負完全責任。

2.若受委託代工之矻ＡＳ標章使用者廠（場）取消該項產品驗證資

格，則委託代工之該項產品驗證資格連帶被取消。

3. 反之，若委託代工產品之矻ＡＳ標章使用者取消該項產品驗證，

則受委託代工廠（場）之該項產品亦連帶被取消驗證資格。

◆有關『矻ＡＳ優良農產品標誌作業要點』及『矻ＡＳ優良食品標誌

作業須知』2項規定是否廢止案，決議：

由各驗證機構（畜產會、食品所及矻ＡＳ協會）於1周內提檢討

修正『矻ＡＳ優良食品標誌使用要領』意見後，送農委會修正後公

告，同時廢止『矻ＡＳ優良農產品標誌作業要點』及『矻ＡＳ優良

食品標誌作業須知』。

◆有關請矻ＡＳ驗證技術機構檢討修正『認定廠（場）追蹤管理規範』

案，決議：

1. 請各矻ＡＳ驗證技術執行機構依程序檢討修正各類別之『認定廠（場）

追蹤管理規範』，納入業者簽約使用矻ＡＳ標章之後，矻ＡＳ驗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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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必要時得對業者之其他產製相同產品工廠（場）進行查核之規定。

並請矻ＡＳ協會配合檢討修正契約書，將此規定納入。

2. 各單位於5月中旬前完成修訂並報農委會備查。

◆有關為配合政府推動雙語化政策，矻ＡＳ驗證產品請配合標示辦理

案，決議：

新增申請之矻ＡＳ驗證產品，驗證技術機構於審查產品包裝標示

時，請主動協助業者將產品品名翻譯成英語提供業者使用，並建議

及鼓勵業者於現有產品包裝上同時標示英語品名。

三、來文照登：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95年4月20日家福字第00000026號函，向本協會申

請衛生講習課程，該公司說明：「一直以來天天都新鮮是家樂福生鮮的精

神及目標，要維護生鮮商品新鮮首重個人衛生習慣，家樂福賣場遍及各縣

市，每天提供新鮮的商品，對於消費者我們有非常大的責任確保食品的安

全。為了讓家樂福員工更瞭解衛生的定義及相關法則與規範，請矻ＡＳ協

會安排衛生講習課程及賣場商品品質管理。」對此，本協會已積極安排相

關衛生安全講習，以提供會員廠商專業知識之服務。

四、95年4-5月矻ＡＳ新簽約廠商

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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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95.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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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截至95年5月31日矻ＡＳ標章驗證家數為265家，產品細項數為 6,158

項，如統計表。

製表：95.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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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矻ＡＳ優良農產品驗證制度，提升國產農產品競爭力和附加價

值，本年度矻ＡＳ協會秉持協會宗旨，接受行政院農委會補助持續辦理各

項矻ＡＳ標章宣導與推廣工作，向國人推薦矻ＡＳ標章驗證之優良產品，

促進農民多多生產好的原料，廠商多多使用國產優質農產品，消費者多多

選購的良性循環。

今年預定辦理之各類矻ＡＳ標章宣導活動，包括：

(1) 與消費者面對面之推廣活動，首先已於5月26日辦理「真呷粽意！台灣

矻ＡＳ食材創意粽大賞記者會」，接續將辦理矻ＡＳ的家庭作業皕「吃

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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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味又健康 台

灣矻ＡＳ親子動

動腦」，以及 9 月

下旬將在南台灣

辦理的「台灣矻

ＡＳ認證佳 名人

尋寶趣」消費者

活動。

(2) 「ＣＡＳ優良農

產品標章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授證」

之形象宣導，規劃以整體矻ＡＳ標章形象為主題利用各類媒體宣傳。

首先於平面報紙之報頭下廣告宣導，並利用廣播媒體密集於各大廣播

網露出，以及透過網路辦理趣味活動加深消費者對產品之認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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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對優良國產農產品之認識與瞭解，進而提升矻ＡＳ驗證產品的購買忠誠

度。

(3) 拓展外銷市場活動，本協會 6月份即將開跑的台北國際食品展中的台灣館調

理食品區辦理矻ＡＳ標章宣導與廠商產品展示促銷。

(4) 針對不同對象之教育訓練與宣導：將規劃辦理學校及園區福委會參觀工廠活

動；另辦理校園劇團矻ＡＳ標章巡迴表演，將針對全省國小辦理至少30場次

之演出。

(5) 刊物出版及文宣、海報宣導，例如印製矻ＡＳ專刊與各式推廣文宣，提供國

人更簡便之方式查詢矻ＡＳ標章之各項資訊以及更詳盡的購買訊息。

目前已規劃辦理的活動及期程，臚列如下表：

ＣＡＳ

日期 活動主題

5月至7月 報紙媒體宣導

5月26日 「真呷粽意！台灣矻ＡＳ創意粽大賞驗名正身記者會」

6月21-24日 台北國際食品展台灣館調理食品區

6月至8月 廣播媒體宣導

7月至8月 「矻ＡＳ網路宣導活動」

8月至9月 矻ＡＳ園遊會

9月至10月 校園劇團矻ＡＳ標章巡迴表演

9月 矻ＡＳ的家庭作業皕

「吃的美味又健康台灣矻ＡＳ親子動動腦」

10月至11月 廣播媒體宣導

9月下旬 於南台灣辦理「台灣矻ＡＳ認證佳 名人尋寶趣」消費者活動

10月至11月 報紙媒體宣導

11月 印製矻ＡＳ專刊

11月 舉辦矻ＡＳ標章授證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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矻Ａ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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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矻ＡＳ工廠體驗

區宣導矻ＡＳ標章，參與體驗者每人

收費新台幣10元，體驗費用共計收入

新台幣6,627元整，全數捐贈予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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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台灣米暌違 33年後再次回

到日本市場，並於 94年達到銷日300

公噸之目標，對國內稻米產業產生莫

大鼓舞。

為協助本國稻米產業人士深入瞭

解日本稻米市場之特性，主辦單位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糧署及本協會於95 年5月25日下

午 2時假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7樓大

禮堂舉辦「日本稻米市場行銷研討

會」，邀請日本「食糧月刊」資深記

者石土反淳司先生來台發表專題演講，

針對：

1. 日本稻米產業的最近動向（含政策面、生產面及行銷面）

2. 日本市場暢銷稻米產品及零售通路賣場陳列方式介紹

3. 外國米在日本市場的行銷通路及銷售方式

4. 如何強化台灣米在日本市場的行銷通路及規模

上述四個部份在研討會中深入介紹與探討，並請到農糧署糧食產業組

陳建斌組長擔任現場即時翻譯及研討會主持人，希望藉由日本專業人士與

各產官學界人士針對台灣及日本食米市場現況之討論與互動，以瞭解日本

食米市場之通路結構、日本消費者對食米的喜好偏向與購買習性、日本食

米市場之行銷模式等，本次研討會共有76位產官學界人士出席參與，反應

相當熱烈，本研討會於當日下午5點圓滿結束。

ＣＡＳ



HACCP

為配合行政院衛生署即將公告之「肉品業食品安全管制系

統」，提升矻ＡＳ肉品業者之自主衛生管理能力，矻ＡＳ驗證

機構中央畜產會（以下簡稱畜產會）依據94年5月27日第2次

矻ＡＳ優良肉品技術委員會議決議，於94年6月17日發文通知

生產矻ＡＳ西式香腸及矻ＡＳ西式火腿產品之廠商，應於 95

年6月30日前完成HACCP計畫書。畜產會亦將自95年7月1日

起，於工廠追蹤查驗或年度查核時，同時進行西式香腸及西式

火腿產品之HACCP計畫書審查。本年度並預定公告所有矻Ａ

16 雙月報 2006年6月 第2期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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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肉品加工廠必須

於 96年 6月底前完

成所有加工肉品品

項之 HACCP 計畫

書；並擬自96年7

月1日起，於追蹤

查驗或年度查核時

進行審查。

另，畜產會已

於95年3至4月間針

對已建立 HACCP

系統且有意願配合

之矻ＡＳ肉品加工

廠進行 HACCP 稽

查輔導作業，由畜

產會邱錦英專員擔

任主導稽核員，稽查小組成員包括衛生署陳美宜技正、當地衛

生局相關人員、矻ＡＳ肉品委員及畜產會訪視人員。每次輔導

以一整天的時間模擬正式稽查作業，先由廠方代表簡介目前廠

方概況及實施 HACCP系統之現況，並依據 HACCP十二大步

驟逐一說明該公司之HACCP計畫，稽查小組完成書面審查

後，再由廠方相關人員陪同至作業現場確認加工流程及相關紀

錄，以上稽查輔導項目皆依據「肉類加工食品業實施食品安全

管制系統符合性查檢表（草案）」。

目前已稽查輔導四家廠商，分別為統一公司（熱狗）、滋

味珍公司（中式香腸）、源益公司（西式火腿）及台畜公司

（西式火腿）。此稽查方式提供廠商許多較深入、專業且全面性

的建議，此四家廠商均表示獲益良多。

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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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內生鮮食用菇產業，由於栽培技術的精進以及

多品系的開發，使得產量逐年成長，且品質優良，不但穩定供

應國內消費市場，且足以外銷。除了傳統的生鮮食用菇，例如

香菇、金針菇、木耳、鮑魚菇、洋菇等，另有新興的品項可供

消費者選擇，例如杏鮑菇、柳松菇和鴻喜菇等。菇類不但質地

好、味道佳，而且營養豐富，是可以多元化應用的養生食材。

菇類的栽培技術，在政府之研發推廣與輔導下，目前多種

菇類改採環控栽培技術生產，雖花費高額之生產成本，但管理

容易，病蟲害發生率低，產量高且品質佳，不受環境災害影

響，可終年生產。栽培環境的改良，包括水質濾過、空氣調

整，所生產的菇類不但乾淨無污染，且完全不需使用農藥，消

費者可安心食用。

低溫菇類採收後應持續以低溫保存，即使非溫控栽培之菇

類亦應著重於採收後之預冷技術，以保有新鮮的品質，然而生

鮮菇之大宗消費型態仍侷限於傳統市場，採室溫販售，菇類品

質參差不齊，多因保存不當而賣相欠佳。

生鮮食用菇類，味道鮮美，質地特殊，營養價值介於肉類

及蔬果類之間。目前常見之食用菇類多含有蛋白質、9 種必需

胺基酸、必需脂肪酸亞麻油酸、纖維質、維生素及礦物質等；

肉類雖含有大量蛋白質，但其高量脂肪和膽固醇實不宜過量食

用，而生鮮菇之纖維質含量高，有益養生，應廣為宣導，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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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選購。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大力

推行之台灣優

良農產品矻Ａ

Ｓ標章，生鮮

食用菇即為16

類農產品之

一，認證產品

自栽培、採

收、包裝、運

輸以至於上架

均嚴密地管

控，產品特色

為無農藥殘

留、低溫保鮮

且包裝完整。目前國內矻ＡＳ生鮮食用菇類之認證廠家共有3

家，產品共有10項，包括萬生農產行之「冷藏金菇」、「冷藏

鮮香菇」、「冷藏生鮮白種金菇」、「冷藏生鮮鮑魚菇」、「冷

藏生鮮洋菇」、「冷藏生鮮杏鮑菇」、「冷藏生鮮秀珍菇」與

「冷藏生鮮柳松菇」；新社菇類生產合作社之「冷藏鮮香

菇」；彥廷農場之「鮮採黑木耳」。

值得一提的是，黑木耳之傳統栽培方式為木架黑網，為防

止蟲害發生，多施以農藥預防。而矻ＡＳ標章驗證之「鮮採黑

木耳」，栽培農場之栽培環境，採水簾式過濾法濾過空氣，並

有效隔離蚊蠅入侵及滋生，栽培用水需經過曝氣及過濾方得以

使用，整個栽培過程儘量避免污染，全程不使用化學藥劑，自

然栽培出品質優良之黑木耳，不但肉質厚實，且顏色均勻呈暗

紅色，「鮮採」後立即包裝，推廣至今廣受消費者青睞。

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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