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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驗證中心  

103 年 09 月至 104 年 01 月工作報告 

 

一、 工作概況: 

(一) 服務項目範圍: 

1. 依據行政院農委會所訂「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五條及第七條

規定，執行產銷履歷農產品、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工作，

核發證書及標章。 

2. 與中部各縣市農會建立合作關係，辦理台中、苗栗、新竹、桃園、台

北、彰化、南投、雲林、嘉義、台南、屏東、台東、花蓮、金門、澎

湖、梨山等地區、團體或個人之農產品驗證申請及追查案件如下: 

(1) 103 年 9 月至 104 年 01 月辦理新申請驗證案件: 

黃秋淵、蕭志欣、詹正義、吳錦成、黃明松、安娜、方淑珍、許

錦澤、賴國興、林家慶、黃南前、黃東茂、蕭豐潾、黃滄哲、涂

旭帆、陳天賦、洪周武、楊凱鈞、邱興瞳、歐陽宗茗、楊宗憲、

陳意婷、陳裕隆、台中市霧峰區果樹產銷班第 2班、江一盧、林

秀孺、李振昌、台中市霧峰區果樹產銷班第 7班、張耿豪、台中

市霧峰區果樹產銷班第 9班、陳珊宇、廖芳銘、李家興、台中市

豐原區梨產銷班第一班、湯上棋、謝政局、李柳林、黃永昌、江

嬌媚、謝志強、吳家宏、陳猛、楊秋玉、談良辰、顏錦丰、王丕

法、瓦歷斯‧貝林、黃友德、林美娟、謝銘鍵、蕈優生物科技農

場、廖信茂、沛豐貿易有限公司、陳柏菁、陳章信、劉家銓、曾

明治、台中市梧棲區蔬菜產銷班第一班 

(2) 103 年 9 月至 104 年 01 月辦理追查驗證案件: 

地球村紅香生態農場、彰化縣菇類生產合作社、張美枝、李志偉、

蔡容英、古永龍、許萬景、夏于琄、張夏春蓮、南投縣草屯鎮蔬

菜產銷班第二班、台灣農產運銷有限公司、方冬碧（萱居生態農

場）、飛鵬有機農場、羅景聯、張海泉、胡銘孝(鴻泉小鋪) 、張

生水、蔡美華、陳家輝、夏共、麻許圓、韋田有限公司、許盟罐、

呂躘、顏鈺穎、呂仁、廖學輝(廖鄉長紅茶故事館) 、朱志成(東

香咖啡) 、龍咖啡園(古永龍) 、林銘輝(鈺臻農場) 、賴曹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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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順義、張義明、黎萬隨、洪堂竣(洪館有機農場) 、王阿賜、鋐

洲生技有機農場股份有限公司、李張玉枝、吟軒茶坊、張金火、

苗栗縣南庄鄉蔬菜產銷班第九班、趙守仁、金福田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盧炎(三川農場) 、江振瑋(北山寧靜谷農場) 、李應城、

嘉義縣民雄鄉蔬菜產銷班第 21 班、陳新豪(南平山稻田農場) 、

鄧國權茶園、保證責任南投縣仁愛鄉原住民茶葉生產合作社、張

仁忠(阿忠農場) 、林榮宗(林榮宗有機自然生態農場) 、賴炳煌

(觀音溪農園) 、戴梅雀(奇雀咖啡) 、黃翠芬、嘉義縣竹崎鄉特

用作物產銷第六班、黃瑞瑩(彩田有機農場) 、彰化縣鹿港鎮稻米

產銷班第 1班、友綠生活有限公司、林榮宗(林榮宗有機自然生態

農場) 、康碧玉、凱葹生活股份有限公司、鍾元凱、朝霧茶莊、

原味蕃薯園、王進發(天喜茶業) 、楊天霖(天霖茶園) 、安嫺雅(晉

昇碾米工廠) 、天山嶺有機農場、太乙茶行、有機養生農場、張

正偉、張正輝、黃文慶、日月潭紅茶廠 

3. 執行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審查計畫」，自 103

年 9 月至 104 年 01 月辦理有機農業使用之土壤肥培、植物保護、植物

生長、有機加工食品等不同領域之資材之新申請及追查案件如下: 

(1) 103 年 9 月至 104 年 01 月底辦理新申請案件: 

康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享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臺益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三木實業有限

公司、意農有限公司、中華蛋白股份有限公司。 

(2) 103 年 9 月至 104 年 01 月底辦理追查案件: 

亞太清鈴股份有限公司、百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餘樂園廚餘堆肥場）、田酪股份有限公司、頂新製

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欣農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富耕精製肥料

股份有限公司、保證責任嘉義縣東石合作農場、台灣糖業股份有

限公司新營副產加工廠、力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縣南州地

區農會、有限責任花蓮縣花東有機肥生產合作社、綠林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順豐有機肥料行、長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蒂興

企業廠、弘鼎生技有限公司、長虹堆肥場、三傑飼料股份有限公

司、國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聯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長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尚懋股份有限公司、三木實業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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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最近半年來重要措施及成果 

(一) 依據行政院農委會所訂「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執行產銷履歷農

產品、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工作，自 103 年 9 月至 104

年 01 月辦理新增驗證申請共計 47 件。 

(二) 103 年辦理農糧署委託「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製程審查與品質追縱管

理」計畫之有機農業適用資材製程審查事宜，自 103 年 9 月至 104 年

01 月底辦理新申請案共計 4 件。 

(三) 103 年 9 月經 TAF 進行總部重新評鑑通過，11 月經 TAF 見證評鑑 3

場通過，12 月向農糧署提送有機農產品重新認證申請，已於 103 年 12

月取得 TAF ISO 17065 重新評鑑證書，以及農委會認證證書，擬繼

續辦理產銷履歷、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之見證評鑑。 

(四) 103 年 9 月至 104 年 1 月人員教育訓練共計 58 小時如下: 

 

No. 日期 課程名稱內容 時數 受訓人員 主辦單位 

1.  103/10/14 
2014 有機農產加工技

術暨產業發展研討會 
6 稽核員 

花蓮區農業

改良場 

2.  103/10/15-

103/10/16 

第十屆海峽兩岸土壤

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 
16 稽核員 

中華肥料協

會 

3.  
103/11/25-

103/11/26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

產加工品驗證法規與

稽核實務訓練研討會

(台中) 

14 
行政人員 

稽核員 
TAF 

4.  
103/12/08 

103 年施肥技術與施

肥效果講習班 
6 稽核員 

中華肥料協

會 

5.  
103/12/09-

103/12/10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

產加工品驗證法規與

稽核實務訓練研討會

(台北) 

14 稽核員 TAF 

6.  
103/12/10 

「103 年度產銷履歷年

度成果發表會」 
2 行政人員 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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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配合各縣市農政單位、產銷班團體、農業安全入口網單位等單位安排

說明會，宣導產銷履歷制度之法規制度以及有機農業永續生態之推廣

方向。 

(六) 技術諮詢與服務：協助回答有機農業相關問題之電話諮詢，提供各界

人士有關土壤與植體營養診斷、肥培管理、土壤改良等技術之服務與

諮詢。 

 

三、 今後發展方向與展望 

(一) 聯絡相關檢測實驗室進一步建立互動，培訓多元化之專業人才。 

(二) 提供認證經驗協助校內相關單位籌備申請認證事宜。 

(三) 結合相關單位如 MIT 興大驗證農產品市集、土壤調查試驗中心、農業

推廣中心或其他相關農資學院附屬單位之人事物資源，協助推展驗證

制度、把關驗證農產品品質，提升本校於農學專業領域之地位與知名

度。 

四、 其它 

(一) 目前所遇困難 

本中心自 96 年成立至今，因驗證業務規模逐年快速成長，執行驗證所需大

量文件之管制處理、法規條文公文之更新、客戶資料之保密儲放、檢測樣

品之存放寄送委辦、接洽顧流程協談及簽約、稽核人員之指派執行、不定

期人員訓練…等工作數倍增長；然目前除本校教師兼任主管之外，並無足

夠專業人力之支援投入，勉以聘用約僱助理及學生工讀的方式，協助行政

和業務的推展。本中心所需之經費皆為自籌，各項經費報支及人事管理皆

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為執行大量的驗證、計畫與認證規定，敬請提供編

制內行政及稽核人員的配置，使中心業務之推動能更具績效，為本校增進

等多附加價值及收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