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前言

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制度是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目前推

動的 3 項農產品驗證制度之一，其核
心價值為安全、永續、第三方驗證、
資訊公開及可追溯。參與這項自願性
驗證的農民，需以標準化作業程序，

吳宣萱 1　陳祈睿 1

產銷履歷向前行，
　　　　產品資訊更透明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

生產資訊全都露，食安多一道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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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8 年 12 月甫完成審查，通過財
團法人建築中心辦理林產物驗證業務
資格。預計在不久的將來，消費者可
以看到由國產竹材或林木所生產並通
過產銷履歷驗證的林產品。

參、 驗證程序再簡化，輔導措施更完善

因應農漁畜各產業別驗證實務上
的需求，以及改善生產者反映事項，
近年來已有多項驗證規範配合調整，
同時也提供產銷履歷驗證輔導資源，
相關措施如下：

一、	滾動檢討及修正相關法規
為提升農友申請產銷履歷驗證之

便利性，且於不影響驗證產品品質之

生產安全、友善環境的農產品，透過
國際第三方驗證機構的查驗，確保農
產品安全性，販售時並應符合資訊公
開之要求。

為使產銷履歷驗證制度能逐步精
進，且能維持產銷履歷驗證農產品品
質的前提下，農委會定期檢討並適度
簡化相關規定，利於更多農友加入；
同時也為更加貼近消費端，持續擴增
產品資訊的揭露內容，讓產製資訊更
加透明，強化與消費者溝通。

貳、 產銷履歷制度發展現況

截至 109 年 2 月底止，通過產銷
履歷驗證業者數已達 2,708 家，相較
於 100 年 1,174 家業者，已成長 2.3
倍；每月平均出貨量自 104
年 3,424 公噸，已成長至目
前每月平均 10,953 公噸，
成長幅度超過 3 倍。以驗
證規模而言，農糧類驗證面
積自 105 年 10,553 公頃增
加至 20,039 公頃；畜禽類
飼養隻數則由 5,035 千隻
增加至 9,258 千隻，成長
幅度約 1.8 倍；水產品的驗
證魚塭面積由 2,093 公頃
提升至 2,326 公頃，增加
幅度約 1 成。

目前全國計有 15 家產
銷履歷驗證機構受理農友申
請驗證服務，其中，農委會 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制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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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合理縮短驗證程序，農委會
於 108 年 3 月 7 日修正發布「產銷履
歷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就驗證作業基準、申請資格、申請前
準備資料等相關規範予以調整，以達
擴大參與及簡化驗證程序之目標，修
正重點如下：
（一）	放寬作業基準，利於更多業者

加入
為使農友得依自身狀況

彈性選擇產銷作業基準，生產
階段應符合臺灣良好農業規範
外，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其
他機關、團體等已訂之可行規
範，直接指定為產銷履歷作業
基準之彈性；加工階段現行作
業基準除 GMP 外（GMP 方案
現更名為 TQF 制度，已非政
府機關推動方案），其餘全數
保留，並新增食品衛生安全管

理系統及 HACCP 等驗證，以
利更多加工業者取得產銷履歷
驗證。（修正條文第 4 條）

（二）	放寬申請對象資格條件，促使
更多業者加入

現行可申請產銷履歷驗證
資格包含：農民、農業產銷班、
農場、畜牧場或養殖場及依法
設立或登記之法人或團體。考
量部分農友係以商業登記資格
申請驗證，因此增訂領有商業
登記證明文件者，亦得申請驗
證。（修正條文第 7 條）

（三）	放寬申請驗證應檢附紀錄規
定，縮短申請準備時程

為合理縮減短期作物及加
工品申請驗證之準備期間，修
正農友申請驗證時要檢附申請
日前至少 3 個月之產銷履歷紀
錄規定，新增得檢附「一個生

產銷履歷驗證有效家數及每月平均出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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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週期或一個加工、分裝或其
他作業批次期間之產銷履歷紀
錄」之選項，以合理縮減生產
短期葉菜類或加工等業者申請
準備時程。（修正條文第8條）

二、	配合各產業別需求簡便驗證程序
考量產銷履歷農產品品項含括農

糧作物、畜禽產品、養殖水產品及各
類加工品，除一致性法規外，另為因
應各產業別特性，持續調整適用於各
產業之簡便驗證程序相關規範，以符
合其需求，調整內容如下：
（一）	簡化土壤及灌溉水重金屬檢驗

規定
申請產銷履歷農糧作物

驗證，原規定其土地及灌溉水
必須通過重金屬等檢測。為
減輕農民負擔，農委會於 107
年 8 月 21 日修正相關規定，
使土壤及灌溉水質之重金屬監
測，回歸權責主管機關（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依其法規進行
監控及管理。驗證機構可依風
險控管原則，針對高風險潛勢
區域，再加強稽核控管，避免
重覆監測。即驗證機構判定驗
證場區非落於高風險區域內，
原則免執行土壤及灌溉水之重
金屬檢測，除縮短驗證流程時
間，亦減輕農友負擔。

（二）	研議簡化農糧作物作業基準之
規範

申請產銷履歷驗證農民生
產過程須符合臺灣良好農業規
範所訂之作業基準，惟目前公
告農糧類臺灣良好農業規範品
項計 120 餘項，因品項較多
導致記錄生產管理工作複雜，
使農民申請驗證意願降低。故
農委會農糧署 108 年辦理「蔬
菜類臺灣良好農業規範優化整
併計畫」，預定 109 年初可完
成 54 項蔬菜 TGAP 整合為蔬
菜類 TGAP 綜合版 1 類，預期
未來對少量多樣生產者將有助
驗證成本降低，並加速驗證機
構稽核程序，縮短取得驗證時
程。

（三）	簡化畜、禽產品履歷紀錄文件需
求並提升資訊系統使用便利性

基於確保產銷履歷畜產品
強調源頭風險管理，在有效風
險管控前提下，已逐步檢討紀
錄項目之必要性，消除不必要
之繁瑣細節，降低生產者參與
產銷履歷驗證之門檻；另考量
農民年齡老化，對電腦操作較
為抗拒，亦已強化履歷資訊系
統之操作介面親和力，調整簡
化填寫文件之項目，並提供相
關講習訓練，提高參與業者對
資訊系統填報之嫻熟度。

（四）	簡化養殖水產品業者履歷紀錄
登打程序

通過養殖水產品產銷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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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農民除應依循臺灣良好農
業規範生產外，亦需定期登打
日常生產紀錄，內容包含：放
養、投餵、水質數值（如：pH
值、溫度等）、水池清潔等其
他生產歷程資料。為減輕農民
登打紀錄作業負擔，農委會漁
業署（簡稱漁業署）於 108 年
修改水產品產銷履歷系統，將
魚塭水質監測儀器紀錄之相關
資訊，透過網路直接傳輸至產
銷履歷系統，簡化農民登打紀
錄程序。

（五）	研議簡化養殖水產品初級處理
程序

因水產品經初級處理或
加工後，能提高消費者購買意
願，考量養殖業者生產工作之
負荷，多數已無餘力自行處理
水產品去鰓、去鱗、去內臟（簡
稱三清）及分切等工作，因此
研議漁民可委託其他業者執行
產品三清及分切作業。漁業署
業於 108 年 9 月召開會議商
討委託初級處理細節、標準及
驗證機構查核方向，配合修正
產銷履歷資訊系統作業，預計
109 年初可正式施行，養殖業
者日後可透過本機制將生產之
產銷履歷水產品委託他人進行
三清、分切等作業，並黏貼產
銷履歷標籤以利市場銷售。

三、	建立輔導團隊協助生產者申請驗證
（一）	產銷履歷輔導員現地服務

為提升農友對產銷履歷
規範的落實度，並縮短學習曲
線、加速驗證程序，農委會自
103 年起補助國立臺灣大學農
業規劃發展研究中心（簡稱農
發中心）辦理產銷履歷輔導人
員訓練。目前約有 330 位輔
導員，專業領域橫跨農糧、水
產及加工等產業，提供農民現
地輔導服務。農發中心設有農
民諮詢服務專線（02-3366-
4846），解決農民申請驗證的
各種疑難，如有現場指導的需
求，農發中心將依據輔導需求
及所在位置，派遣適當專業領
域輔導員至現地輔導，且申請
服務的農民免負擔任何費用。

（二）	成立漁業輔導團體，提供漁民
在地服務

我國養殖漁業遍及全國，
不同地理位置、水源、養殖物
種等差異，使養殖方式有所不
同。漁業署特於全國重要養殖
生產區域成立 15 處輔導團體，
輔導漁民取得水產品產銷履歷
驗證。輔導團體可協助漁民準
備申請驗證文件、登打生產過
程紀錄、指導養殖技術服務、
相關法規諮詢等，使漁民申請
產銷履歷制度流程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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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資訊公開更完善，
產品資訊更透明

為了便於消費者識
別，產銷履歷農產品於陳
列販售時必須使用產銷履
歷農產品標章，並標示品
名、追溯碼、資訊公開方
式（即產銷履歷農產品
資 訊 網，https://taft.coa.
gov.tw/）、驗證機構名
稱及生產者資訊（包含生
產來源之名稱、地址及電
話）。除了上述應標示於
產品外觀上的資訊外，透
過產品上的追溯碼，消費
者可以連結至產銷履歷
農產品資訊網，查閱關
於產品更多的生產資訊，其主要查詢
功能及揭露訊息說明如下：

一、	生產地圖大公開
當消費者連結至產銷履歷農產品

資訊網並輸入產品追溯碼，進入產品
「履歷資訊」頁面，在頁面中的產地
（Origin）可以查閱產品生產之縣市
及鄉鎮資訊。若進一步點選該縣市及
鄉鎮，網頁即可連結至Google地圖，
顯示種植作物農地的實際位置。此
外，只要查詢時同意產銷履歷農產品
資訊網存取所在位置，系統會依據產
地至消費者所在地的距離，計算出運
輸里程產生的碳排放量，並以「食物

里程碳足跡」方式呈現。
透過農民在生產過程中詳實記

錄生產過程等生產細節，進一步揭露
種植位置，更加印證只有國產農產品
才能申請產銷履歷驗證。碳足跡的資
訊，則是為強化地產地消的概念，提
供實踐低碳飲食的消費者有更多的參
考資訊。

曾有農民反映，消費者會透過網
站呈現資訊，在產季時來訪並採買，
雖然這就像是突襲檢查一樣，但也因
此，讓農友更加隨時注意田間衛生管
理與用藥安全問題，並藉由這樣的機
會與客戶互動，增加消費者的信賴度
與購買意願。

產銷履歷農產品生產資訊查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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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食農教育一把抓
近年來，農委會極力推行食農教

育，期望能將農業生產與環境、飲食
健康與消費、飲食生活與文化等議題
帶入校園與家庭，使大眾認知到自身
與糧食產銷、健康飲食及環境永續互
生互利的重要性，進而改變消費及飲
食習慣，並支持農業發展。

產銷履歷農產品資訊網為配合
食農教育的浪潮，在網站中也增添
了許多元素。消費者可以透過產品
「履歷資訊」頁面，點選產品名稱
（Product）所顯示的品名，即可查
閱產品小百科，內容描述產品產季、
我國種植概況、主要產地、選購要領
等；同時也公開該產品近期全國種植
情形，讓消費者對臺灣各地生產情形

有更深刻的瞭解。
透過產品追溯碼進入產品「履歷

資訊」頁面，同時也串接衛生福利部
的資料庫，公開該項產品的營養成分
參考，可以提供飲食特殊需求的消費
者方便查閱，無須再另外查詢所需資
料，產銷履歷農產品資訊網可真是服
務到位。

伍、 結語

產銷履歷制度的特色即為擁有豐
富的產品種類，舉凡生鮮蔬果、水產
品、畜禽產品、蛋品、乳品及加工品
等，都有通過驗證的農產品。在消費
者採購需求日益增加的帶動下，有越
來越多的生產者願意投入。有著生產

點選產地即可觀看產品實際生產位置地圖，另可計算食物里程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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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消費端的供需力量支撐，
行政院也將推動產銷履歷
驗證制度列為 5+2 產業創
新項下「新農業」之重要工
作項目之一，亦為農委會中
程施政計畫之工作項目，顯
示政府為保障消費者食品
安全的努力。

配合農產品生產及驗
證管理法於 108 年 12 月
25 日修正通過，產銷履歷
制度相關子法修正作業目
前也正在研擬中，日後將朝
向加入更容易、資訊更透
明、品質不打折的目標努
力，透過全民監督的力量，
讓產銷履歷制度更加茁壯。 加入產銷履歷驗證，為食安盡一份心力。

點選產品名稱可觀看產品小百科、全國生產概況，履歷資訊首頁則有公開營養成分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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