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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會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於民國 80 年支持成立之農業財

團法人，初期的主要任務是配合農委會推動 CAS 標章的政策，輔導我國冷凍食品產

業發展。

後來鑒於國內優良農林漁畜產品的標章種類繁多，容易造成消費者的混淆，農委

會乃將各種優良農林漁畜產品及其加工品，整合統一以「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標

章標示。農委會於 93 年 12 月 15 日發布「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章認證及驗證作業辦法」，

並認證本協會為 CAS 標章驗證行政機構，負責辦理 CAS 標章之驗證行政及推廣業務。

最近幾年來，農委會為順應國內外消費者保護的新趨勢，且為提升國產農產品

與其加工品之品

質及安全，維護

國民健康及消費

者權益，遂研擬

「農產品生產及

驗證管理法」草

案，案經立法院

96年1月5日獲三

讀通過。本法自

農林漁畜產品上

市前之生產過程

開始進行管理，

並就農產品標章

認（驗）證、產銷履歷、有機農產品、農產加工品標示等予以規範。

基於農委會對農產品管理及輔導政策之革新，本協會之名稱，也由原專責於

CAS 標章整體推廣與宣導的「財團法人中華 CAS 優良食品發展協會」，於 94 年更名

與台灣農產品驗證政策同步
文 / 陳幸浩

■有了產銷履歷驗證制度，雞蛋也能擁有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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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財團法人 CAS 優良農

產品發展協會」。近年來，

本協會除辦理 CAS 台灣優

良農產品標章之驗證及推廣

業務之外，亦接受農委會及

其附屬機關委託，辦理諸如

農村酒莊、伴手產品及田媽

媽特產等台灣優良農產品計

畫。另外，自 92 年起也分

別辦理財政部及衛生署委託

之酒品認證及膠囊錠狀食品

之查驗登記等計畫。前述各項計畫均涉及國產農產品驗證與推廣工作，為明確彰顯本

協會業務領域，復於今年 3 月 29 日正式更名為「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

今後舉凡與台灣優良農產品有關之驗證及推廣業務，本協會都將竭誠提供服務。

農產品之產銷履歷管理，是農委會在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中的施政重點之

一，目前正緊鑼密鼓推展。本協會為配合政策，除仍積極辦理一貫的CAS標章驗證

及推廣工作外，亦投入龐大人力資源，向全國認證基金會申請成為產銷履歷之驗證機

構，預定近期內將通過認證。

初期本協會申請辦理之產銷履歷驗證品項包括家禽產品及農作產品。換言之，舉

凡禽肉及蛋品之 CAS 廠商，或是食米 CAS 廠商，都可與供應原料之牧場或農場合作，

自原料生產、加工，一直到末端銷售產品，建立完整的生產與銷售履歷。這類產品標

記有可追溯的產銷資訊，例如超市販售的兼具產銷履歷與 CAS 標章之盒裝雞蛋，由

包裝上的條碼，透過電腦，可查出該盒雞蛋的生產元，諸如牧場（或農場）、蛋雞品種、

飼料、生產日期及其他管理資料。這盒雞蛋包裝上之標示，同時提供了品質與可追溯

資訊的雙重保證，消費者當然買的放心，吃的安心。

基於新興市場的需求，並順應農產品驗證的新趨勢，現階段本協會計劃先行辦理

家禽產品及農作產品之產銷履歷的驗證。盼望持相同理念的先進廠商，加入農產品驗

證革新的行列，除CAS優良農產品的驗證之外，趕緊接洽本協會，申請產銷履歷驗

證。

■美味食米不僅粒粒皆辛苦，未來是粒粒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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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策略．跳脫困境

隆昌牧場前身是邱石崇的父親於 1963 年開始經營的種雞場，從彰化縣永靖鄉遷

至北斗鎮後，雖曾獲得優良農場的肯定，但養殖模式仍較為傳統。從小「睜開眼睛就

看到雞」的邱石崇，從淡水專校（真理大學前身）觀光科畢業後，在台北市從事藝術

經紀工作，日子過得自在瀟灑，13 年前，「立志不養雞」的他，在父親百般催促下，

不情願地返回故鄉接手養雞場。身為獨子，邱石崇別無選擇，雖然對於投入養雞產業

有不少疑慮，但深知台灣畜產困境的他，規劃具體策略，誓言跳脫以往的產業困境，

最重要的莫過於提升雞蛋品質、建立雞蛋的穩定價格，不受蛋價波動的影響，而實踐

該兩項策略，足足花了他 6 年時間。

打造鮮力蛋．藍海新策略

CAS優良廠家——隆昌牧場
文圖 / 楊螢

■住在「密閉式環保蛋雞舍」的蛋雞，安穩地生下健康的雞蛋。

（����提供）
■每顆雞蛋都得歷經4道刷洗過

程，才能確保衛生。（���

�提供）6   CAS雙月報  2007年6月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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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品質．投入設備

邱石崇先從提升雞蛋品質著手。他發現，各國

廠牌中，以德國某品牌的自動化設備最優良，於是

陸續投入5000萬元，為8萬隻蛋雞興建1棟「別墅

級」的屋舍。

這棟「密閉式環保蛋雞舍」最大特色是水簾

環境控制系統與負壓送風設備，可讓密閉雞舍內沒

有細菌、病毒侵入，人們進入前，還得經過消毒殺

菌程序，並穿著無菌衣；送入雞舍的微風，得先經

過添加消毒藥劑的水簾，消滅空氣中的病毒、細菌

後，直接從雞舍前方一路送到後方，再由大型風扇

抽離雞舍，空氣不會在雞舍內循環，這種徐徐送風

的負壓設施，還能讓雞舍溫度維持在清涼的恆溫中，每週並消毒一次，雞糞則以拖糞

帶移至堆肥場發酵曬乾作為肥料，雞蛋則從輸送帶運到洗選場，全程自動化。

邱石崇不僅營造舒適的環境呵護蛋雞，給予人性化的生產空間，甚至還播放古典

音樂，讓蛋雞在優美的旋律與乾淨的雞舍裡，生下健康、沒有污染的蛋。

建立品牌．穩定售價

雞隻雖然不必施藥，但仍不足以生產品質優異的蛋品。邱石崇曾精算投資報酬

率，過去雞飼料每公斤約 5 至 6 元，如今則飆漲至 10 元，以 2 公斤飼料可生產 1 台

斤雞蛋及近期每台斤蛋價約 17 至 23 元計算，雞農投入 20 元飼料，最高只能獲得 17

至 23 元的報酬，一整年下來，雞農可能虧本或「做白工」，為避免此種困境，邱石崇

認為蛋品不能陷入價格廝殺戰中，必須建立品牌與穩定售價，才有利潤，不受蛋價波

動影響，他的策略是提升品質打入精緻消費市場。

在此理念下，他採用尖端生物科技的德國飼料配方，飼料中添加蛋雞腸胃道益生

菌、硒等微量元素，還有胡蘿蔔素、深海魚油、蒜頭粉等營養素，雖然每公斤飼料要

價13元，比一般飼料貴了3元，卻能生產沒有蛋腥味且口感紮實的雞蛋，蛋黃、厚蛋

白與稀蛋白層次分明，其紮實的程度甚至能用手指捏起來，該種雞蛋締造了CAS優

良食品的最高境界，在零售市場中，即使每顆蛋售價高達9元，仍倍受消費者青睞。

■邱石崇可能是台灣首位為雞蛋取「洋

名」的蛋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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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鋪貨．搶佔市場

有了高品質雞蛋，邱石崇著手建立本土蛋品品牌，他為蛋品取名「SUNNY 

EGGS 鮮力蛋」，可能也是台灣第一個為雞蛋「取洋名」的雞農，該品牌雞蛋從 2001

年起進駐台北縣市百貨超市與超商，搶佔精緻消費市場，建立口碑與消費者品牌忠誠

度後，再於中南部生鮮超市鋪貨，打破了以往雞農認為「蛋品沒有優劣之分，努力提

升品質，也無助於提升蛋價」的迷思。

值得一提的是，「SUNNY EGGS 鮮力蛋」的經銷商都是第二代蛋商，具有專業

知識與新穎經營觀念，邱石崇並每週與蛋商開會，從中激發許多行銷的巧思。

隆昌牧場生產的蛋品於2002年獲得CAS優良食品認證，為維護CAS「掛保證」

的信譽，他每月仔細閱讀從零售市場抽樣檢驗的報告，從中改善產銷之間的每項細

節，例如更嚴格的檢驗、分級與洗選以及全程維持在攝氏25度以下的保鮮配送，還

採用歐洲製造的環保蛋盒，建立「產銷履歷紀錄」，可追蹤生產到末端銷售的所有

過程，這些用心也讓邱石崇於2004獲得神農獎的肯定。進入日產7萬顆雞蛋的隆昌牧

場，迎面而來的是寧靜優美的鄉間景緻、流暢悠揚的古典音樂，絲毫聞不到傳統養雞

場的阿摩尼亞味，原本被迫承繼家業的邱石崇，以用心提升品質、顛覆傳統的行銷策

略，為蛋品產業打造出一片藍海，也為自己的人生開創不一樣的前景。

■����雞舍為密閉式（圖右），雞蛋以輸送帶送到洗選�（圖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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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創品牌．首創契作

陸協碾米廠前身，是負責人陳肇浩的祖父陳六於西元 1937 創立的「自利精米工

廠」，陳肇浩的父親陳俊雄於 1949 年更名為「陸協碾米工廠」，受日本教育的他，經

營理念相當先進， 1982 年即首創稻米契作制度，並自創品牌生產「大橋牌」包裝米，

不過可能因當時市場尚未成熟，消費者沒有購買包裝米的習慣，加上契作成本高，這

些作法並未成功。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系畢業的陳肇浩，在無人承繼家業的情況下，於 1995 年被父

親召喚回鄉接手經營碾米廠。接手之初，台灣白米消費市場正面臨急遽萎縮的處境，

更嚴重的是，國人對於食米的觀念還普遍停留在「呷粗飽就好，沒有好壞區分」。

專家輔導．提升品質

面對米價下跌、惡性競爭

的市場情勢，陳肇浩原想放棄經

營，卻在偶然的機會下，由當時

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主任

陳一心博士安排赴日，參觀越光

米的誕生地「日本福井育成所」

與主要產地新瀉縣，看到日本人

在田間架設錄影機，仔細紀錄稻

苗生長的過程，以及從育種到倉儲的嚴謹作業流程，日本人的種稻精神震撼了陳肇浩，

也讓他重新思考台灣稻米的前景。

陳肇浩擬訂兩項策略，希望為台灣稻米找尋新出路。首先，他將碾米廠的經營理

念定位為「把台灣好米賣出去，而且賣到好價錢」。他從生產好米著手，2001 年起，

重拾父親放棄的契作制度，還引入「產學銷合一專業區」作法，邀請台南區農業改

「包裝是對農民的一項責任」

CAS優良廠家——陸協碾米廠
文圖 / 楊螢

■重視包裝的陳董事長，認為包裝是對農民的一種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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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場研究員羅正宗博

士教導農民種稻新觀

念，並斥資 30 萬元

購買「食味機」，用

以分析米質的營養

素、含水量等項目，

使品質掌握更為精

確。

增添設備．管控生產

一路走來，陸協

碾米廠目前契作的「大橋稻米產銷專業區」面積達 600 公頃，其中越光米 300 公頃、

台 九號壽司米 200 多公頃、益全香米 60 公頃，稻田則集中於濁水溪畔的彰化縣二號壽司米 200 多公頃、益全香米 60 公頃，稻田則集中於濁水溪畔的彰化縣二

林鎮、竹塘鄉、埤頭鄉與溪州鄉。

陸協碾米廠的各種包裝米，早於 1993 年即獲得 CAS 優良農產品標章認證，重新

成立契作區後，陳肇浩積極規劃生產源頭管控措施，每位農民均需填報生產日誌，包

括當日施肥量、灌溉排水管理等；碾米部分，則引進新型冷藏倉庫及日本最先進、且

是台灣唯一一套的「自動精米設備」，從洗米到脫殼精製一貫化密閉作業，該設備並

具有稻米分級加工功能，而從其近年添購的 5 部遠紅外線乾燥機，更可窺探他對品質

要求的程度，該乾燥機每部一次可烘乾 2 大卡車的稻穀，一般碾米廠約 1、2 部即足

敷使用，但陳肇浩認為，台灣稻田的面積都不大，每塊地種出的稻穀含水量也不一，

乾燥時間不一致，必須 5 部乾燥機運作才能在短時間內分別烘乾含水量不同的稻米。

自主檢討．回溯管理

另外，陳肇浩還採行內部自主檢討與回溯管理作法，前者係每天進行米質新鮮度、

完整率等 12 項檢驗；後者則從零售市場、餐飲店分析食品品質，

並聽取業者的意見。

品質提升後，陳肇浩開始致力於行銷，他仿傚日

■「大橋牌」的食米讓連鎖店

「二呆飯糰」的飯糰更美

味。（陸協碾米�提供）

■遠紅外線乾燥機可讓不同含水量的稻穀，在短時間內烘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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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作法，採行分級包裝與分級銷售策略，優質米才能賣得好價錢，但只有此項策

略還不夠，他還在品牌、包裝與通路三方面下足苦工。陳肇浩的父親創設的「大橋

牌」，名稱源起於西螺大橋，這條跨越濁水溪、有「台灣第一長虹」美譽的鐵橋，雖

能彰顯濁水溪生產的優質濁水米，但陳肇浩則將品牌精神改為「聯繫農民與消費者的

橋樑」，他首創將稻米品種打在包裝上，將品種融入包裝與品牌內，20多年來推出20

多種稻米品種的小包裝米，如歷史最悠久的「大橋越光米」、小包裝的「飽餐一頓越

光米」、「飽餐一頓益全香米」，還有以十穀米製成的米麩等。

強化包裝．介紹達人

陳肇浩更首創將種

稻達人的照片與簡介放

在包裝上，讓種稻達人

成為包裝與品牌的一部

分，此舉不僅將樸實的

莊稼人介紹給消費者，

同時讓消費者知道自己

吃的米出自何人之手，

成為最直接的品質保

證。陳肇浩認為，「包裝是對農民的一項責任」，因此對包裝格外用心，前年他將在

台已有30年栽培歷史的「冠軍食味」越光米、歷經9年才研發出來，有「臻品香米」

美譽的益全香米、以及獲比賽冠軍的「米中之王」台 九號台灣壽司米，以「冠臻

米」組合禮盒包裝上市，還將該3種米的種稻達人林續、吳綢、陳協的照片印在包裝

上，這項巧思在農委會主辦的2005優質台灣米禮盒商品設計比賽中，獲得最佳人氣

獎；布製的「米屋環保手提組禮盒」則獲得第2名。

另外，陳肇浩還主打餐飲業通路，例如微風廣場的餐飲店家、連鎖店「二呆飯糰」

等都指定使用「大橋牌」的米， 而從銷售數量來看，餐飲通路的成績並不亞於零售市

場的小包裝米。因為對於農民的萬般情感，陳肇浩決定「為農民找出路」，這也是他

近年主打「台灣好米」、「台灣特色米」、「台灣精品米」等品牌的主要原因。只要消費

者肯定他們的用心，台灣米與台灣農民就會出頭天。

■20多年前，陸協碾米�即開風氣之先開發小包裝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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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規定管制對象包含量販店及生鮮超市，自 7 月 1 日起就所用以須減量之包裝

或盛裝之材質（PET、PS、PVC、PE 或 PP）逐步減量使用，實際情形如：

（1）雞蛋、鴨蛋、鵪鶉蛋、皮蛋等產品之托盤及包裝盒。

（2）蔬果類、肉品、水產類等生鮮食品，及南北乾貨、壽司、生菜沙拉、涼麵等產品

之托盤及包裝盒，但用於盛裝微波食品，或該食品食用前需直接烘烤或微波加熱

者，不在此限。

（3）糕、餅、粿、糬、派、酥、麵包、蛋塔、泡芙等產品之托盤及包裝盒，但用於包

裝需保冷之糕餅產品（如冰淇淋蛋糕等）者，不在此限。

（4）餐飲食品之杯、碗、盤、碟等一次用容器，但工廠出廠前即以前述一次用容器包

裝者，以及盛裝餐飲食品後需直接烘烤或微波加熱者，不在此限。

預計量販店及生鮮超市，96 年之減量率為 15％，97 年之減量率為 25％，其後年

度之減量率則視量販店及生鮮超市達成情形檢討修正。有關本「限制塑膠類托盤及包

裝盒使用」之可減少指定容器使用量之相關資訊，請逕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網站查詢，

網址：http://www.epa.gov.tw。

96 年度 CAS 標章之續訂及換發使用契約與證書作業，自去年 10 月即著手進行

資料確認等初步作業，首先將產品確認單傳真予各家 CAS 廠商，經核對 96 年度各

CAS 廠商之基本資料及 CAS 產品名稱及產品編號是否相符後，完成資料確認，隨

後於 95 年 11 月中旬起進行 96 年度 CAS 標章使用契約之簽訂及後續換發證書等相

關工作。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各家 CAS 廠商支持與配合下，在 96 年 3 月順利完

成共計 272 家 CAS 廠商續約作業。相較於 95 年度換約情形，提早 1 個月完成續約，

對於 CAS 廠商在產品行銷及業務拓展上助益良多。未來本協會驗證組將在續訂及換

發 CAS 標章使用契約與證書作業持續努力，期望來年更加進步、順利，也期盼各家

CAS 廠商亦能同樣持續給予協助，共同努力。

完成96年度CAS標章續訂
及換發使用契約與證書

驗證組 / 蔡美奇

公告：「限制塑膠類托盤及包裝盒使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6年3月28日環署廢字第09600236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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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AS 標章廠商及產品項數等資料，臚列如下：

96年4至5月新簽約廠商

類別 �商名稱 產品項目 產品編號

冷凍食品
欣冠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冷凍珍珠丸子。 027001
冷凍香菇燒賣。 027002

生鮮截切蔬果
保證責任雲林縣

豐榮合作農�

生鮮截切包葉菜類（甘藍、包心白菜、結球萵苣）。 122001

生鮮截切小葉菜類（小白菜、萵苣、芥菜、芥藍

菜、茼蒿、油菜、甘藷葉、青江白菜、皇宮菜、蕹

菜、芹菜、菠菜、莧菜、龍鬚菜、蕨菜、青蔥、韭

菜、韭菜花）。

122002

生鮮截切根莖花果類（蘿蔔、胡蘿蔔、馬鈴薯、洋

蔥、大蒜、竹筍、芋頭、豆薯、牛蒡、蓮藕、甘

藷、薑、筊白筍、蘆筍、球莖甘藍、山藥、黃秋

葵、花椰菜、茄子、蕃茄、甜椒、豌豆、菜豆、敏

豆、青花苔、玉米、玉米筍、胡瓜、花胡瓜、冬

瓜、絲瓜、苦瓜、扁蒲、南瓜）。

122003

冷藏調理食品
佳昂食品有限公

司

冷藏燻雞起司焗烤麵包。 071901
冷藏海鮮焗烤麵包。 071902
冷藏豬肉火腿吐司麵包。 071903
冷藏鮪魚玉米吐司麵包。 071904
冷藏培根乳酪焗烤麵包。 071905
冷藏熱狗起司焗烤麵包。 071906

製表：96.5.30

CAS廠家與產品細項數統計表：

編號 類別 �商�數 產品細項數

01 肉品 63 3525
02 冷凍食品 45 639
03 果蔬汁 7 19
04 食米 16 25
05 醃漬蔬果 7 65
06 即食餐食 24 578
07 冷藏調理食品 11 82
08 生鮮食用菇 3 10
09 釀造食品 5 100
10 點心食品 13 117
11 蛋品 23 59
12 生鮮截切蔬果 20 172
13 水產品 7 67
16 林產品 27 122

合           計 271 5580
製表：96.5.30

96年5月使用CAS吉園圃生鮮蔬果標章
班數統計表

編號 類別 產銷班

14 吉園圃生鮮蔬果 1338

96年1月使用CAS有機農產品標章統計表

編號 類別 農戶 面積（公頃）

15 有機農產品 1468 775
註：使用CAS吉園圃生鮮蔬果標章班數統計表及使用CAS

    有機農產品標章統計表資料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提供。

CAS雙月報    2007年6月 第8期   13

 CAS標章驗證單元

 CAS-2007.indd   13 6/12/2007   3:25:43 PM



何謂產銷履歷農產品

「產銷履歷農產品」係指農產品自生產、加工、分裝、流通至販賣過程，均有一

套公開且可追溯之完整紀錄，保證從「農場」到「餐桌」的一貫化安心之系統。

產銷履歷農產品之法源

為提升農產品與其加工品之品質及安全，維護國民健康及消費者之權益，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於 96年 1月 29日公布訂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並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八條規定，於 96 年 3 月 23 日預告

訂定「農產品產銷履歷管理辦法」，規範實施產銷履歷制度之特定農產品項目、範圍、

申請條件與程序、產銷作業基準、操作紀錄項目、資訊公開與保存、驗證基準、標示

方式及有效期間等相關管理措施，藉以完備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

產銷履歷農產品之認證

農委會為讓產銷履歷農產品可「驗名正身」，使民眾放心，遂委託全國認證基金

會（TAF）作為第三公正產銷履歷認證機構，對其他驗證機構進行認證，全國認證基

金會辦理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機構認證作業流程，簡述如下：

驗證機構提出申請→申請書審查及核對→受理認證→文件評鑑→總部訪談→總部

評鑑→受評機構提矯正措施→總部評鑑報告→確認見證評鑑業者名單→見證評鑑→受

評機構提矯正措施→見證評鑑報告審查→總結報告→召開審議小組會議辦理認證決定

→完成認證並發證。

產銷履歷農產品之驗證

依據農產品產銷履歷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機構於收

到驗證申請書後，所需辦理之驗證申請作業程序，包括：申請書審查、稽核小組組成、

文件稽核、稽核計畫擬定、現場稽核、產品抽樣及送檢、稽核報告及提送、驗證決定

產銷履歷農產品介紹
驗證組 / 呂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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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八大步驟，本協會已依據農委會陸續公告之相關規範執行產銷履歷農產品之驗證作

業。本協會早在 96年 1月 31日提出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機構認證申請書及相關文件，

目前申請驗證類別為：

1. 畜產品項目中之家禽產品「白肉雞、土雞、雞蛋、鴨肉、鵝肉、鴨蛋等」。

2. 農糧產品項目中之一般作物產品「稻米等」。

依據農委會之相關規範，本協會執行上開產銷履歷農產品之驗證作業外，有

意願生產產銷履歷農產品之農產品經營業者，亦可依據農委會分別於96年4月4日

及4月9日所公告之「稻米及有機米之『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作業相關

圖表」及「豬、白肉雞、土雞、雞蛋、鴨、鵝及鴨蛋等7種畜產品之『臺灣良好農

業規範（TGAP）』作業相關圖表」進行瞭解及紀錄。前述之「臺灣良好農業規範

（TGAP）」作業相關圖表為「生產流程圖」、「風險管理表」及「查核表」，業者

可自行於農委會網站（網址：http://www.coa.gov.tw）下載。

有關本協會申請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機構認證之進度，經由 TAF 安排，96 年 4

月 18 日，已於本協會完成總部訪談；預計總部評鑑將於 6 月中進行。本協會將竭力

完成認證作業，俟本協會完成認證，取得驗證機構證書後，竭誠歡迎生產產銷履歷農

產品之農產品經營業者向本協會提出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申請。

■產銷履歷紀錄制度�準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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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服務消費大眾，本協會於民國92年成立

「CAS之友會」，主要目的是為了凝聚愛用CAS台

灣優良農產品消費者的力量，共同將CAS優良農產

品及標章全面推廣至各地。自「CAS之友會」成立

以來，本協會不定期舉辦各項CAS宣導活動，促使

旗下的種子會員們能更深入了解CAS產品，進而將

台灣優良、衛生、安全的CAS農產品融入日常生活

之中。

又邁入嶄新的一年，本協會秉持著持續向消費

大眾推薦 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的理念，規劃了一系

列精采可期的 CAS 宣導活動；此次有獎徵答活動，

對象是針對長期支持 CAS 產品的會員們所舉辦的。

活動除了介紹 CAS 驗證產品相關知識外，並搭配

CAS 驗證標章蒐集抽獎活動，培養會員們對 CAS

產品的認知，同時激勵會員們對 CAS 優良農產品之

購買意願。此次有獎徵答活動在 4 月 10 日已於本

協會舉行抽獎儀式，由本協會沈執行長永銘抽出 80

位幸運得主。獎品豐富，包括精美水產品保冷袋、

CAS 毛巾、保溫杯等 CAS 宣導品。

根據本協會進一步統計消費者回函，發現會員最常購買的商品以 CAS 肉品及

CAS 冷凍食品為主，其次如 CAS 點心食品、CAS 吉園圃、鮮榨蔬果汁回函件數也不榨蔬果汁回函件數也不蔬果汁回函件數也不

在少數，顯示 CAS 各類產品皆持續受到大眾的青睞與肯定。每一位消費者的支持與

愛護，就是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成長的原動力。本協會今後仍會不遺餘力的持續

加強推廣 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讓消費大眾了解 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的優勢，進而

在購買各項農產品時，優先選購 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

CAS之友會專屬會員的新年好康
——CAS新年有獎徵答

驗證組 / 李沛恆

■本協會沈執行長永銘抽出有獎徵答幸運

得主。

■精美CAS宣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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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大家「食」的安全，並加強 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推廣深度，本協會

近年來將 CAS 標章宣導的觸角伸展至學校，希望藉由各式校園宣導活動，讓學子們

將 CAS 標章所彰顯之「安全農業」

與「食的安全」觀念融入日常生活中，

從小養成選購產品時就認明 CAS 台

灣優良農產品標章的好習慣。

4 月 2 日開往台北市中正國小

CAS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校園宣

導列車，4月2日出發來到了台北市的

中正國小，在該校一百週年紀念園遊

會中，將各式各樣獲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CAS驗證標章的產品，介紹給全校師生，並

透過與學童互動的活動，讓學生們學習如何選購衛生安全的食品。

4 月 30 日開往台東縣豐源及霧鹿國小

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校園宣導列車，4 月 30 日出發來到了地處偏遠的台東

豐源及霧鹿國小校園，雖然該二校的師生人數僅數十人，但求知之心不落人後，本協

會以淺而易懂的內容，並搭配有獎徵答，以趣味互動之方式，讓全校師生對食品選購

及 CAS 標章有更正確的認識。

CAS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校園宣導列車
驗證組 / 吳佩珊

■台北市中正國小CAS宣導活動

■台東縣豐源國小CAS宣導教育 ■台東縣霧鹿國小CAS宣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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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會接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執行各項 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宣導與

推廣計畫，預定自本年度 5 月～ 12 月辦理之 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宣導活動，包

括下列 6 項主要工作：

一、一般性消費者推廣活動：

（1）結合 6 月份「台北國際食品展」台灣館——調理食品區，辦理 CAS 台灣優良農

產品展示及 CAS 標章推廣活動。

（2）11 月中旬將於零售通路舉辦 CAS 標章宣導及促銷活動，期待與消費者面對面地

接觸以收立竿見影之效。

二、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授證典禮：

預計於 11 月中旬辦理，典禮中將邀請各界貴賓、相關驗證機構、媒體記者及 96

年度通過驗證之廠商，一起見證並肯定獲驗證廠商的努力。

三、辦理 CAS 產品團膳業者研習課程：

本課程準備與公益團體共同辦理，並藉此課程向學校廚務人員及團膳業者宣導如

何運用 CAS 產品入膳，以提昇 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使用率。

四、教育訓練與宣導：

（1）針對學校、團膳業者、醫院及園（社）區福委會等單位辦理之參觀 CAS 工廠活動。

（2）CAS 標章校園劇團宣導巡迴演出，除辦理 3 場公演外，另再安排至少 20 場次的

國小校園宣導演出。

五、建置語音查詢系統：

提供0800消費者免付費諮詢服務專

線，24小時提供民眾最快、最便捷的查詢

方式，以獲得最新的CAS台灣優良農產品

相關訊息。

六、刊物出版及文宣、海報宣導：

編印 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專刊及各式

推廣文宣，提供國人更完整、方便的方式，

俾獲得CAS台灣優良農產品各項相關資訊。獲得CAS台灣優良農產品各項相關資訊。

96年度CAS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
重點推廣活動介紹

推廣組 / 丘前錦

■95年11月14日帶領中正國小�長會參觀雅勝冷凍食

品工�。

18   CAS雙月報  2007年6月 第8期

 CAS標章推廣單元

 CAS-2007.indd   18 6/12/2007   3:26:09 PM



黃金般閃閃發亮的稻穗，棵棵都是農夫們含辛茹苦栽種的心血結晶。為了讓每位

消費者都能享受到道地的台灣米飯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積極推

廣以台灣優良米種為主的CAS標章驗證食米如：良質米、胚芽米及發芽米等。為了滿

足消費者對稻米衛生、優質及安全的訴求，樹立CAS食米類產品之高品質形象，農委

會農糧署近年來更不遺餘力地推動稻米產銷專案，致力於提升國產稻米品質，並辦理

一系列稻米競賽及展售活動，提高國人稻米消費量，讓消費者對國產食米品質信心大

增、滿意選購。

一般我們所謂的良質米，是指經農業改良場品種改良後所選育的稻米，這些改良

的稻米在不同的環境、土壤及地點進行試種後，精選出生長良好的品種，接著在適合

栽種的地區種植，以現代化、科學化的田間管理技術栽培，這樣精心孕育而出的好米

才稱得上為良質米。

CAS食米是良質米適栽地區所生產的當期良質米品種之稻穀，經採收後送至CAS

認定的碾米廠，透過電腦精選出的顆顆白米粒，不僅外觀清純、透明有光澤，更是粒

粒豐實飽滿。這些去蕪存菁後的優質好米，再採用真空包裝或小包裝等完整密封的方

式，將一包包白米送出廠，讓每位消費者都能選購到真正優質的食米。所以，只要是

獲得CAS驗證標章的米，就是高品質的台灣優質好米。截至目前為止，CAS食米類共

有16家廠商、25項產品通過驗證。

由於台灣氣候屬於高溫多濕，因此消費者必須特別注意食米的儲存方式。以真空

包裝的米為例，若儲存在室溫下保存期限為 5 個月，存於 5～ 10℃或 15～ 20℃下

保存期限則是 8 個月，而隨著季節、包裝型態及溫度的不

同，其保存期限也會有所改變。另外，在購買時也應考量

到食用的實際狀況，以一家 4 口為例，若沒有餐餐在家吃

飯，購買 3kg 裝白米，約在 2 星期到 1 個月內會食用完畢，

不宜一次購買過量，造成長時間儲放而影響了好米的品質。

在此提醒您，為確保白米的新鮮、美味與口感，若短期內

未能食用完之白米，最好於冰箱中儲存。

有關 CAS 食米類驗證的廠家與產品等詳細的資料，歡

迎民眾利用 CAS 網站查詢，網址：www.cas.org.tw。cas.org.tw。.org.tw。

美味、新鮮、安全的食米優質選
推廣組 / 李沛恆

■CAS台灣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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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太太平常下了班，就到家裡附近

的大賣場去採買全家人的晚餐，一邊想

著菜單，一邊逛著琳瑯滿目的商品，大

賣場剛出爐香氣撲鼻的麵包不禁吸引著

她，老大愛吃的酥皮麵包，老公愛吃的

酥脆香雞排，小兒子最愛那炸的油滋滋、

香脆脆的金黃薯條，剛炸好的甜甜圈誘

惑著她又忍不住買了幾個，酥脆的小西

點是明天下午茶的良伴，泡咖啡、泡奶

茶都不可缺的奶精粉也該補貨了…。

相信有很多人和陳太太一樣，常常不能抗拒這些誘人的食物，但或許您不知道，

在這些誘人美食背後，有著一個隱形的健康殺手——反式脂肪酸。大家都知道攝取

過量的飽和脂肪會影響人體健康，殊不知另一個危害因子「反式脂肪酸（Trans fatty 

acid）」也正影響你我的健康，但什麼是反式脂肪酸？從何而來？為什麼會引起全球的

關切注目呢？

「脂肪酸」是油脂的構造單位，其構造是由一群碳原子兩兩相接成一條長鍊，末

端帶一個酸，碳與碳之間若有雙鍵，依據兩個碳原子上的兩個氫在雙鍵的同一側（順

式）或不同側（反式）而分成「順式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見下圖）

　　　　　　　Ｈ　Ｈ                                 Ｈ

順式脂肪酸　   Ｃ＝Ｃ             反式脂肪酸    Ｃ＝Ｃ

                                                                        Ｈ

大部分天然的動植物脂肪酸都是順式，約只有下列情況會產生反式脂肪酸：

（1）在化學作用下，例如於食品加工過程中，將液體油高溫加熱變成固體狀態，此過

程稱為「氫化」。

反式脂肪酸，
反噬健康！

企劃組 / 莊佳燕

■成人飲食金字塔：營養攝取均衡才是健康的不二法門

（圖片由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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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某些如羊、牛等反芻動物的天然動物油脂，其中所含的微生物會把牧草發酵合成

脂肪酸，其中就含有反式脂肪酸，所以在牛羊肉、牛羊奶及奶油中即含有少量

反式脂肪酸。

長久已來的觀念，脂肪與健康幾乎總是相互悖離，所以一般民眾對飲食中油脂的

健康概念，通常僅限制於「不要攝取過量的油脂」。或許有人會注意到不要攝取過多

的動物性脂肪，因動物性油脂含有較多膽固醇，會提高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所以

許多的食品製造業者，改採不含膽固醇、富含不飽和脂肪酸的植物油。惟植物油因為

含有多量的不飽和脂肪酸，容易氧化酸敗、不耐久炸，為了改善此一缺點，許多業者

便在製造植物性油的加工過程中，利用「氫化」技術使之成為氫化油脂，使其更耐高

溫、不易變質、存放更久、口感酥脆而不油膩，甚至可以改變型態，大大增加了食品

加工的方便性及油品的多元使用。但正當我們享受科技所帶來的加工美食之餘，您是

否瞭解到氫化過的植物油正悄悄地形成危害人體健康更甚的反式脂肪酸？從前很多人

以為，植物油或植物牛油比較健康，也許是因為「植物」兩字令人聯想到健康，產生

了這場美麗的誤會。目前反式脂肪被廣泛地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例如：

1. 塗抹油、餅餡油、沙拉醬——增加口感及潤滑度所用的油脂。

2. 油炸用油——用於炸雞、炸薯條、鹽酥雞、甜甜圈、油豆腐、油條等。

3. 烘培用油——麵包、西點、餅乾、泡芙或糕點。

4. 酥油——派、酥皮點心。

5. 用於鐵板燒的人造奶油。

6. 奶精、奶精粉——用於咖啡、奶茶等。

7. 糖果類。

8. 速食及各類酥炸食品——如微波加熱爆米花、洋芋片、速食麵等。

反式脂肪酸對人體健康的危害是值得大家關注的重要生活議題。

反式脂肪酸的壞處與飽和脂肪酸不相上下，甚至可能高於動物性的飽

和脂肪酸。攝取過多反式脂肪酸更容易產生心血管疾病、冠狀動脈心

臟病、糖尿病等。科學證據指出反式脂肪酸會降低體內好的膽固醇（HDL），提升壞

的膽固醇（LDL）及三酸甘油脂，進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危險，也可能是造成血管硬

化的危險因素。

■香酥口感令人難以抗

拒，小心隱形健康殺

手也跟著吃進肚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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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食品藥物管理FDA

發佈新規定，自2006年1月起全美

所有包裝食品要明確標示出反式

脂肪酸的含量；我國行政院衛生

署亦考慮跟進，並已於2006年與

國內油品業者協調，希望產業界

能從製程上加以改善，以減少油

脂中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或進行品

管檢驗並誠實標示，擬於2008年

實施，食品包裝應加註反式脂肪

酸和脂肪含量。速食業者「肯德基」率先公布在美國停用含有反式脂肪酸的烹調油，

以避免生產具有反式脂肪酸之油炸食品；其他如「麥當勞」亦對外宣布，決定採用一

種不含反式脂肪酸的新型菜籽油烹調食物；另外全球最大的咖啡連鎖店「星巴克」也

表示，全美星巴克將逐步減用不利於健康的反式脂肪酸。

如何減少反式脂肪攝取量，別讓反式脂肪反噬您的健康，下面幾項建議供消費者、

餐飲業者及油品販售業者參考： 

1. 購買時記得看標示，減少購買食品包裝上有標示「精緻植物油、氫化、半氫化、

Hydrogenated、硬化、植物性乳化油或植物性乳瑪琳」者，此外，食品包裝成分種

類標示是依含量高低排序，若以上名稱出現在成分標示前面，可推測反式脂肪酸含

量高，應減少使用。

2. 減少攝取以氫化油脂油炸的食物，包括多層的、酥脆的糕餅或西點麵包。 

3. 減少食用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4. 喝奶茶或咖啡，務必確定加的是牛奶，而不是奶精或奶精粉。

5. 選用脫脂奶、脫脂優酪乳、脫脂起司等。

6. 減少外食並注意烹調方法，避免長時間高溫油炸、油煎，儘量選擇少油烹調  食物。 

7. 請製造食用油業者加強品質管理，於製造植物性油的加工過程中，減少反式脂肪酸

的產生。 

8. 建議食用油品販售與製造業者，定期將相關產品送驗把關，保障消費者安全。 

9. 加強民眾、學幼童衛教宣導，減少攝取高油炸及油脂的食物。

■別小看小巧的小酥點，一口接一口，反式脂肪跟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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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的生活型態與消費趨勢向來與日本

均極為相近，在食品產業方面，日本的市場

經驗與研發動向，一直是我國食品業界參考

及學習的對象。本期特別以新出爐的日本冷

凍食品市場調查報告，並從生產及消費等不

同角度進行分析，盼能從中發掘有用資訊，

對我國冷凍調理食品產業未來走向有更多的

助益。

日本消費者最喜歡冷凍調理食品

依據日本冷凍食品協會的報導，2006

年日本國內生產的冷凍食品共計154.5萬公

噸，產值為6,656億日元，所生產的類別包

括水產品、農產品、畜產品及冷凍調理食

品，其中冷凍調理食品為131萬公噸，佔

84.8％，其次為農產品的9.9公噸、水產品的

6.4公噸及畜產品的1公噸（如表一）。

國產冷凍調理食品加上自國外輸入的

31 萬公噸之冷凍調理食品，可以看出日本

人對冷凍食品的消費主要還是以冷凍調理食

品為主，而冷凍調理食品中最受消費者喜愛

的前 10 項分別為可樂餅、烏龍麵、炒飯、

炸肉排、漢堡、 子類、餃子、燒賣、蛋製

品及肉丸。

2006年日本冷凍食品
之消費情形

企劃組 / 盧巧玲

表一、2006年日本冷凍食品產量及產值

品      項 產量
產值

（百萬日圓）

水

產

品

魚類 18,581 16,035
蝦類 12,899 11,158
蟹類 1,662 2,759
烏賊、�魚類 8,876 5,370
貝類 13,070 13,606
其他水產品 9,546 8,525
小計 64,634 57,453

農

產

品

甜芋 1,158 541
胡蘿蔔 6,663 1,088
玉米 3,480 814
玉米粒 6,718 1,606
南瓜 15,983 4,299
法國洋芋 7,354 1,471
其他*** 21,089 3,269
菠菜 8,817 3,104
其它蔬菜 26,108 10,073
水果類 2,153 1,192
小計 99,523 27,457

畜
產
品

�禽肉 4,773 2,740
畜肉 5,794 4,079
小計 10,567 6,819

油

炸

類

調

理

食

品

炸蝦 4,508 5,501
炸花枝 4,648 3,165
炸蚵 10,770 7,679
炸魚肉 16,042 9,016
油炸其他水產品 158,256 45,261
可樂餅 83,016 39,691
炸肉排 23,467 12,698
其他炸物 69,560 37,980
小計 370,267 160,991

非

油

炸

類

調

理

食

品

漢堡肉 64,510 30,642
肉丸 31,844 15,667
燒賣 36,999 16,983
餃子 40,529 18,643
春捲 23,051 9,474
披薩 24,820 11,988
中華包子 12,519 5,158
炒飯類 114,222 38,950
飯糰 22,070 7,151
其他米飯類 22,807 9,739
米飯類小計 159,099 55,840
烏龍麵 154,433 29,651
其他麵類 118,086 33,891
麵類小計 272,519 63,542
麵包、麵糰 22,831 7,215
煉製品 33,094 14,495
蛋製品 31,213 14,171
焗烤類 27,254 9,645
湯、醬汁類 30,389 13,827
其他調理類 139,723 91,938
小計 940,394 379,228

調理食品合計 1,310,661 540,219
糕餅類 59,819 33,618
合計 1,545,204 66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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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輸入冷凍調理食品及冷凍蔬菜持續成長

根據日本冷凍食品協會針對 34 家經營海外輸入冷凍調理食品之會員廠進行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 2006 年從海外輸入日本的冷凍調理食品數量為 315,436 噸，較前一年

度增加 8.4％，金額為 1,400 億日元，較前年增加 6.3％。

據日本冷凍食品發展協會之報告指出，其所屬之 34 家經營海外輸入之會員企業

中，即有 28 家已在海外設廠。日本冷凍調理食品移往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等海外基地

生產後回銷量持續成長的主要原因是人事及原料成本較地，且原料取得方便所致，此

一現象卻大大影響了近年日本冷凍調理食品輸入結構與量值。冷凍調理食品之輸入數

量與金額逐年成長，其中又以中國大陸的成長較快，2006 年已佔總輸入量的 63.6％，

遠超過泰國、印尼及其他國家。另冷凍蔬菜的輸入量也逐年增加，2006 年的冷凍蔬

菜蔬入量為 83 萬公噸，較前一年增加 5.5％。

日本冷凍食品的消費量

2006年日本冷凍調理食品的消費量包括國內生產之1,310,661公噸，加上海外輸

入之315,436公噸，計1,626,097公噸，平均每人12.7公斤，較前一年成長1.6％。若消

費量包含農、水、畜產品之食材型冷凍食品則為21.1公斤（如圖一），消費量逐年成一），消費量逐年成），消費量逐年成

長。

  （參考資料：日本冷凍食品情報，2007 年 4 月 16 日）

圖一、2006年日本冷凍食品及冷凍調理食品消費量

     （消費人口以1億2777萬人計）

國內生產冷凍食品

1,545,204公噸

海外輸入冷凍調理食品

315,436公噸

海外輸入冷凍蔬菜

831,880公噸

冷凍調理食品

1,626,097公噸

冷凍食品

2,692,520公噸

12.7公斤

21.1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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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3月～4月消費者服務中心受理民眾查詢處理紀錄
推廣組 / 吳佩珊

日期 消費者詢問事項 解答與處理結果

960314
消費者於協會網站留言：
CAS產品編號：010358（火腿切
片），在屏東市哪裡可以買到量販價
之產品。

此項產品係由CAS�商��源益股份有限公司代工，已將
其公司資料提供給消費者。

960321

消費者電子郵件詢問：
1.請問蛋黃粉與全蛋粉是否有衛生檢

驗？是否可依蛋類檢驗�準作為指
�？

2.是否須檢驗抗生物質？

1.CAS��驗證之蛋品目前有液蛋與生鮮蛋，尚無蛋黃粉
與全蛋粉，故移請中央畜產會協助回答相關問題 

2.中央畜產會已於3月26日回覆消費者。

960321
消費者電子郵件詢問：
如何從外包裝辨識以二氧化碳包裝之
食米？

據農糧署表示，一般市面上食米是以真空包裝販售，現階
段尚未有以二氧化碳充填之包裝米；同時二氧化碳為無色
無味之氣體，從外觀上無法辨識，並已將相關資訊於3月24
日回覆消費者。

960322 消費者電子郵件詢問：
是否有水產品解凍流程之作業�準？

洽詢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黃博士，回覆如下：因解凍受到
食品本身的特性、食品水分含量及食品顆粒大小等因子影
響，並無規範相關程序。然就學理上而言，冷藏解凍應是
最佳解凍方式。

960327

福星國小涂營養師電子郵件詢問：
保證責任雲林縣山內聯合社區合作農
�之玉米粒產品，其包裝袋上之CAS
驗證編號只有4碼，詢問此產品是否為
CAS驗證之產品？

1.冷凍玉米粒確是保證責任雲林縣山內聯合社區合作農�
的CAS驗證產品（產品編號：120805），其包裝袋和涂
營養師所提供的包裝袋相片二者不盡相同。

2.電話聯繫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生鮮截切蔬果產業負責
人，並提供相關相片資料，轉請瞭解並調查。

3.經查證後，該包裝確為保證責任雲林縣山內聯合社區合
作農�提供業務團膳市�之統一規格包裝。食品工業發
展研究所已明確告知山內合作農�，業務用包裝袋仍應
依規定作業「各產品應�示其完整對應之6碼CAS產品
編號」，並要求改善，以免觸犯CAS��使用相關規定
而被終止使用契約。

4.已於3月28日早上，聯絡涂營養師並告知相關處理情形。

960402

消費者電子郵件詢問：
1.請問如果是驗證食品，為何頒發給

�商的授證牌上是打著「��食品
認證工�」？是否會有造成擁有�
�之�商所生產的產品皆可使用
CAS��之疑？

2.另外，已擁有CAS��之�商所生
產的產品皆是嚴格控管下生產，為
何不能�上驗證編號？那是否有
CAS驗證之產品才需嚴格控管，沒
有CAS驗證之產品就不用？

已於4月25日以電子郵件回覆消費者：
依規定本協會核發使用CAS��之產品，係由通過現�評
核之工�所生產者，爰工�與產品應係整體驗證。惟部分
工�除生產CAS��產品外，亦生產非CAS之一般產品，
非CAS產品則不屬本協會發證之產品，本協會不負其產品
品質控管之責。同一工�生產之非CAS產品，依規定不得
�示CAS��，亦不得使用如「CAS工�生產之產品」等
類似圖文。至於CAS產品包裝�示CAS��及正確的產品
名稱與產品編號，其品質、衛生、安全皆具有保障。

960409
消費者電子郵件詢問：
請問冷凍魚貝類解凍後含水比例是
10%，此數值是全台都一樣？此比例
不會影響消費者權益嘛？

已於4月11日以電子郵件回覆消費者：
一般魚貝類之含水率比動物高，不同之冷凍及解凍方式，
會使其滲水率有相當大的差異，不同之魚貝類其滲水率亦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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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消費者詢問事項 解答與處理結果

960410

消費者電子郵件詢問：
1.以香腸產品來說，如果量販店包裝

時沒有CAS��，這樣算是使用
CAS產品嗎？再者，以團膳供應量
來說，購買小包裝有CAS��之
香腸會造成使用上的不便，有何建
議？

2.CAS�商時常因為舊版紙箱沒用
完，而繼�使用，請問可以處罰或
告發嗎？

已於4月16日以電子郵件回覆消費者：
建議消費者採購大包裝的產品，可有3kg、5kg或更大包裝
等選擇，不同包裝方式如何判別是否為CAS產品，有以下
幾點可供參考：
1.冷凍畜禽肉皆有18kg包裝，包裝方式為內有塑膠袋包

覆，外有紙箱，CAS產品在紙箱上必須�示CAS��。
2.若為18kg冷藏禽肉，則以塑膠袋包覆再以塑膠籃盛裝，

此時塑膠籃上必須�示CAS��。
3.如為完整密閉式包裝，如3kg香腸，則內外包裝皆須�示

CAS��。CAS�商供應之CAS產品，依前述規定包裝
及�示，大包裝亦可�示CAS產品。

另外，如對產品包裝有任何疑慮，如內外包裝、外紙箱
或舊版包裝，皆可拍照存證後，聯絡本協會或中央畜
產會，聯絡電話：02-23567417（本協會驗證組）或
02-23678724（中央畜產會）。

960411

中國生產力中心之農業經營科邱小姐
來信告知，由農委會國際行銷處委託
辦理之「96年度農產貿易人才培訓暨
貿易商座談計畫」，此計畫內規劃一
系列針對各種品項農產品的課程，希
望透過本協會將此課程告知�商。

已將此資訊登載於協會網站中CAS推廣專區之最新訊息，
以茲通知�商。

960416
台東鹿霧及豐原二校之護理師分別來
信與來電，該二校希望本協會派員至
學校宣導CAS��。

已於4月30日派員至兩校進行宣導活動，並陸�加強對偏遠
地區之宣導。

960417
辣滷王公司代表來電，詢問CAS食材
供應商問題，該公司希望查詢CAS熱
狗產品製造�商或CAS金針菇生產�
等。

已於4月17日回覆該公司，可利用本協會網站首頁之CAS
�商及產品查詢功能，輸入欲查詢之產品或�商，即可獲
得相關資訊。

960420
消費者電子郵件詢問：
一般青花菜都有很多蟲，而CAS截切
青花菜是很乾淨的，是否是因為灑很
多農藥？

已於4月23日以電子郵件回覆消費者：CAS生鮮截切蔬果
是使用通過CAS吉園圃生鮮蔬果驗證之契收農�，或採收
前經農藥檢驗合格之農產品，並要求產地提供農藥或化學
肥料之用藥證明，以確保安全，因此可以不必過於擔心。

960420

消費者電子郵件詢問：
請問CAS肉品認證�商是真實的嗎？
媒體報導CAS�商屠宰豬隻以不人道
的手法宰殺，為何可認定他們是CAS
工�？

經洽詢中央畜產會林組長，表示CAS驗證肉品皆是使用人
道方式屠宰，並已於4月23日以電子郵件回覆消費者。

960423
消費者田小姐電子郵件詢問：
請問CAS肉品規範中，是否有規定多
久檢驗一次？

已於4月23日將CAS肉品採樣與檢驗細則傳真予田小姐，
其內容為：
1.肉品採樣頻率：以在銷售地點取樣為主，原則上二個

月取樣檢驗一次。分2個月、4個月、6個月三種採樣頻
率。

2.冷藏、冷凍豬（禽）肉、加工品：初次採樣合格率100%
者，每隔2個月採樣1次，連�3次合格率為100%者，
採樣間隔延長為4個月。4個月採樣連�2次合格率均為
100%者，採樣間隔延長為6個月。任何一次合格率低於
100%者，回歸初次採樣頻率，即每隔2個月採樣1次。

960426

文�國小李老師電子郵件詢問：
1.CAS吉園圃生鮮蔬果��與吉園圃

��是否現在都有在使用？
2.是否可提供有關去年CAS巡迴宣導

之腳本資料。

已於4月26日告知李老師，吉園圃��已整合為CAS吉園
圃生鮮蔬果��。並提供有關去年CAS校園巡迴宣導腳本
資料。

960430 富統公司代表來電，有關印製CAS�
�是否有何補助可以申請？

已於4月30日電話中回覆，本協會目前沒有關於肉品類之補
助CAS��印製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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