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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956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8年3月1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973 號

案由：本院委員蕭美琴、葉宜津、陳曼麗、趙正宇、王定宇等 18 人
，有鑑於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後，經濟產業不斷面臨升級、轉型之挑戰，又農產業
係我國經濟之重要命脈，如何突破傳統經營方針，創造多元
、發展產品多樣性，及建構完整之溯源及分層品管之制度，
並鼓勵年輕一代返鄉投入農業生產之行列，均係當務之急。
惟我國「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自民
國（下同）96 年 1 月 29 日公布施行迄今未曾修正，且「有機
農業促進法」於 107 年 5 月 8 日經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將
有機農產品以專法管理，另考量農產品加工之特殊性與食品
衛生安全之衡平，爰擬具「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修正
草案，俾利我國農業之永續發展，提升國際競爭力，創造更
多元、新穎的產業環境。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蕭美琴

葉宜津

陳曼麗

趙正孙

王定孙

連署人：何志偉

管碧玲

鄭寶清

陳歐珀

邱議瑩

劉櫂豪

李昆澤

黃國書

林俊憲

尤美女

蘇巧慧

呂孫綾

陳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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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農業為我國重要之經濟基礎，台灣因地狹人稠，必頇有創新、多元且因地制宜之農業政策帶
動產業轉型。有鑑於現行本法自 96 年 1 月 29 日公布施行迄今歷久未修，又有機農產品之部分，業
已移出本法由「有機農業促進法」專法管理，且台灣有許多青農屬於個體經營戶，因其單位生產面
積小，若驗證成本過高將無法負荷，則針對小型農產加工如何建立一套與食品安全相互衡帄的操作
規範，甚為重要。
農產加工可增加物產效益、延長保存期限，從生產到加工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管理，可串連
一級生產、二級加工及三級行銷，加速農產業六級化，帶動國內農產初級加工產業發展，有助於全
方位的提升農民收益、穩定產銷及增進農業產值。是故，考量農業轉型與食品衛生安全間之衡帄，
加強建構完整之溯源制度與分級品管制度，全面檢討農產品之生產管理，將農產品溯源之登錄、認
驗證制度與國際接軌、標章管理等事宜訂定相關規範，以提升農產品品質及衛生安全，鼓勵年輕人
返鄉創造多元農產環境並維護國民健康與消費者權益，爰擬具「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修正草
案，計三十三條，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本法為特別法，應優先適用，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修正農產品之定義，使其包含其加工品；另增訂溯源農產品、驗證農產品、流通及廣告之定義
，以利適用。（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增訂溯源農產品及初級農產品加工場所管理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至第七條）
四、主管機關得公告實施驗證制度。（修正條文第八條）
五、增訂認證機構申請及管理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六、申請認證為驗證機構後始得經營驗證業務，及應遵孚之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十條至第十一
條）
七、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就認證機構與驗證機構、驗證機構與農產品經營者之契約公告應記載或不
得記載之事項。（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八、增訂驗證農產品標章使用及應標示事項。（修正條文第十三條至第十四條）
九、增訂擅自經營認驗證業務、不實標示或廣告之罰則，以加強監督管理，並調整罰鍰上限額度。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五條）
十、增訂違反溯源農產品登錄相關規定之罰則。（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十一、增訂認證機構怠於履行義務之罰則。（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
十二、增訂違反契約公告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之處罰。（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十三、增訂本法罰則關於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十四、增訂無認證機構或驗證機構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十五、規定本次修正草案，自公布後一年實施。（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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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一章

第一條

條
總

文
則

為提昇農產品之品質

、安全及銷售，維護國民健
康及消費者之權益，特制定
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

現

行

條

第一章 總
第一條

文
則

說

明

章名未修正。

為提昇農產品與其加

一、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款關

工品之品質及安全，維護國
民健康及消費者之權益，特
制定本法。

於農產品之定義已修正為包
含其加工品，爰配合修正刪
除「及其加工品」之文字。
二、本法為農產品生產與驗證

他法律之規定。

制度之特別規定，為貫徹本
法精神，有必要優先適用，
爰修正本條。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農產品：指利用自然資
源、農用資材及科技，從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農產品：指利用自然資
源、農用資材及科技，從

一、爰參考有機農業促進法，
修正第一款使法規用語一致
，並酌修本條各款相關之文
字。

事農作、森林、水產、畜
牧等生產或加工後供食用
之物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物。

事農作、森林、水產、畜
牧等產製銷所生產之物。
二、有機農產品：指在國內
生產、加工及分裝等過程

二、配合刪除現行條文第五條
，爰刪除第二款有機農產品
。
三、現行條文第三款農產品經

二、農產品經營者：指生產
、加工、分裝、進口、流
通或販賣農產品者。
三、溯源農產品：指於國內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之有機規範，並經依本法
規定驗證或進口經審查合
格之農產品。

營業者之定義，係指以生產
、加工、分裝、進口、流通
或販賣農產品及其加工品「
為業」者，似限於以反覆同

生產、加工、分裝過程，
依第四條規定完成溯源登
錄之農產品。
四、驗證農產品：指生產、
加工、分裝、流通及其他
有關農產品產銷之過程，
經依第八條第三項所規定
驗證之農產品。
五、農產品標章：指證明農
產品經依本法驗證合格所
使用之標章。
六、標示：指農產品於陳列

三、農產品經營業者：指以
生產、加工、分裝、進口
、流通或販賣農產品、農
產加工品為業者。
四、農產品標章：指證明農
產品及其加工品經依本法
規定驗證所使用之標章。
五、認證機構：指中央主管
機關或其審查合格之委託
機關、法人，具有執行本
法所定認證工作資格者。
六、認證：指認證機構就具

種類之行為為目的，獲取報
酬並藉以維生者。為擴大適
用範圍，涵蓋所有從事農產
品之生產、加工、分裝、進
口、流通或販賣者，爰予修
正並移列第二款。
四、第三款之加工、分裝係指
上市前在農場、牧場、漁場
等之加工、分裝。
五、新增第四款有關驗證農產
品之定義。生產、加工、分
裝或流通過程與品質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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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時，於農產品本身、

有執行本法所定驗證工作

衛生安全及生產追溯需驗證

裝置容器、內外包裝所為
之文字、圖形、記號或附
加之說明書。
七、認證機構：指經中央主

資格者予以認可。
七、驗證機構：指經認證並
領有認證文件之機構、學
校、法人或團體。

，販賣過程則無需驗證。
六、現行條文第四款修正移列
第五款。
七、現行條文第十款移列第六

管機關審查許可，具有執
行本法所定認證工作資格
之機關（構）或法人。
八、認證：指經認證機構與

八、驗證：指證明特定農產
品及其加工品之生產、加
工及分裝等過程，符合本
法規定之程序。

款，並參考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第三條第八款規定修正
。
八、現行條文第五款至八款修

機構、學校或法人以私法
契約約定，由認證機構就
其是否具經營本法所定驗
證業務資格者，予以審查

九、產銷履歷：指農產品自
生產、加工、分裝、流通
至販賣之公開且可追溯之
完整紀錄。

正移列第七款至第十款，並
酌文字修正。
九、訂定第十一款有關流通之
定義，例如：最終驗證之農

之過程。
九、驗證機構：指經認證合
格，得經營驗證業務之機
構、學校、法人。

十、標示：指農產品及其加
工品於陳列販賣時，於農
產品本身、裝置容器、內
外包裝所為之文字、圖形

產品經營者向其他農產品經
營者購入之完整包裝之驗證
農產品，經申請驗證通過且
以最終驗證者標示，其僅涉

十、驗證：指驗證機構與農
產品經營者以私法契約約
定，由驗證機構就特定農
產品之生產、加工、分裝

或記號。

及流通等過程是否符合本
法規定，予以審查之過程
。
十一、流通：指農產品自生

及變更驗證產品標示，不涉
及農產品之生產、加工或分
裝之過程而稱之。
十、增訂第十二款有關廣告之
定義。

產者移轉至消費者間且改
變包裝或標示之過程。但
不包括生產、加工及分裝
之過程。
十二、廣告：指利用傳播媒
體、告示、標籤、說明、
價目表、陳列貨架、傳單
或其他方法推廣、宣傳或
促銷農產品之文字、符號
、聲音、圖案或影像。
第二章

生產管理

第二章 生產管理及產
銷履歷

委 128

一、章名修正。
二、本章原以優良及有機農產
品驗證制度作為生產管理之
手段，為因應產銷科技之快
速進步與驗證制度之持續整
合及改良，有關優良農產品
及產銷履歷農產品之驗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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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將於第三章加以規範，
有機農產品驗證制度已另制
定公布有機農業促進法；本
章針對農產品之生產管理，
改以溯源農產品登錄及管理
制度為之，爰修正章名。
第四條

農產品經營者應將其

一、本條新增。

於國內生產或使用國產原料
進行加工、分裝之農產品，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溯源登
錄，並公開生產資訊。

二、為建立農產品溯源資訊公
開之帄臺，以利農產品之生
產管理及消費者權益保障，
規定有關農產品溯源資訊之

前項申請溯源登錄之條
件、審核程序、應登錄之事
項、資訊公開、申請變更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登錄及其授權子法，爰增訂
本條。
三、訂定授權依據，由中央主
管機關就本條所定申請登錄
、審核程序、應登錄之事項
、資訊公開及申請變更與其
他應遵行事項相關規定訂定
辦法據以規範。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
指定農產品於特定類別及規

一、本條新增。
二、溯源登錄制度屬強制性質

模之農產品經營者，於進行
特定處理程序前，應依規定
完成溯源登錄後，始得為之
。

，中央主管機關應指定農產
品於特定類別及規模之農產
品經營者進行特定處理程序
前，例如：生產、加工、分
裝、進口、流通或販賣等，
強制實施溯源登錄制度。

第六條 下列之情形，應就所
登錄之農產品，使用指定標
示：
一、以溯源農產品之名義標
示或廣告者。
二、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前條
公告指定之農產品。
未完成溯源登錄者，不
得使用指定標示。
前二項指定標示之規格
、圖示、製作、使用及相關
管理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一、本條新增。
二、完成溯源登錄者，應使用
中央主管機關所指定之標示
。
三、為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本
條前二項所定標示相關規定
及其管理作業訂定辦法據以
規範，並得委託法人或團體
辦理追溯條碼發放管理作業
，爰為第三項規定。

管機關定之。
第七條

農產品經營者加工特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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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項目溯源登錄農產品、驗

二、實務上自然人農民於「申

證農產品、有機農產品或有
機轉型期農產品之初級加工
場，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登記。

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
使用審查辦法」所定「農產
運銷加工設施」內從事部分
農產品之初級加工者，大多

前項特定項目之農產品
、初級加工範圍、申請登記
之資格、條件、程序、應檢
附文件、有效期限、變更、

數規模較小且未辦理商業登
記，難以與適用食品良好衛
生規範準則相關規定之食品
工廠相提並論。為積極納管

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依第一項核准登記之初

農業用地上之農產品初級加
工場，並與食品製造業有所
區隔，應採分級管理方式；
對於已核准登記之農產品初

級加工場，其從業人員、作
業場所及設施衛生管理，應
符合初級加工場良好衛生標
準之規定，不適用中央衛生

級加工場，應由本法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農產品初級加工
場良好衛生標準加以管理，
並排除上揭食品安全衛生管

主管機關依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第八條第四項所定準則
之規定。
前項初級加工場良好衛

理法第八條第四項所定準則
有關從業人員、作業場所及
設施衛生管理相關規定之適
用，爰增列本條規定。

生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章 農產品認驗證
及標章管理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國
內特定農產品之生產、加工
、分裝、流通及其他有關農
產品產銷之過程，公告實施
驗證制度。
農產品經營者得與前項
驗證制度之驗證機構約定，
就特定農產品之生產、加工
、分裝、流通及其他有關農
產品產銷之過程，實施驗證
。
前項驗證約定，驗證機
構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
第一項特定農產品驗證

第三章 認證及驗證

一、章名變更。
二、本章係規範農產品認證機
構、驗證機構與農產品標章
之管理，爰修正章名。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國
內特定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之
生產、加工、分裝及流通等
過程，實施自願性優良農產
品驗證制度。
前項特定農產品及其加
工品之項目、申請條件與程
序、驗證基準、標示方式、
有效期間及相關管理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國
內特定農產品實施自願性產
銷履歷驗證制度。必要時，

一、本條為條次變更。
二、依現行條文第四條及第七
條規定，將中央主管機關為
提昇農產品品質、安全與維
護國民健康所辦理之驗證制
度明定為優良農產品驗證制
度及產銷履歷驗證制度，缺
乏彈性。為因應產業變化及
農產品驗證制度之轉型與國
際接軌，不應特定其驗證制
度及名稱，爰由中央主管機
關視產業發展需要，公告適
當之驗證制度，以保留彈性

得公告特定農產品之項目、
範圍，強制實施產銷履歷驗

，爰修正第一項。
三、農產品經營者得自願參加

委 130

立法院第 9 屆第 7 會期第 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制度之項目、申請條件與程

證制度。

驗證，與驗證機構訂定契約

序、驗證基準、標示方式、
有效期間及相關管理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特定農產品之項目
、範圍、申請條件與程序、
產銷作業基準、操作紀錄之
項目、資訊公開與保存、驗

，又前項驗證約定，驗證機
構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爰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

證基準、標示方式、有效期
間及相關管理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進口經國內公告強制實
施產銷履歷之特定農產品，
其資訊公開與保存、標示方
式及相關管理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定
之。
第五條

農產品、農產加工品

在國內生產、加工、分裝及

本法由有機農業促進法管理，
爰刪除本條。

流通等過程，符合中央主管
機關訂定之有機規範，並經
驗證者，始得以有機名義販
賣。
前項各類有機農產品、
農產加工品之申請條件與程
序、驗證基準、標示方式、
有效期間及相關管理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條

進口農產品、農產加

工品頇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本法由有機農業促進法管理，
爰刪除本條。

之國家或國際有機認證機構
（組織）認證之驗證機構驗
證及中央主管機關之審查，
始得以有機名義販賣。
前項進口有機農產品、
農產加工品之申請條件、審
查程序、標示方式及相關管
理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相關機關定之。
第八條 標示產銷履歷之農產
品，其經營業者應提供農產
品產銷履歷之資訊，並依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期限
，保存農產品產銷履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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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公告實施驗證制度，
爰刪除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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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輸入進口農產品業
者，亦同。
第九條 機關（構）、法人經
營認證業務者，應檢附相關
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並於取得認證機構許

一、本條新增。
二、我國現行認驗證制度，係
由中央主管機關直接對驗證
機構認證，易造成公私法難

可證明文件後，始得為之；
許可事項有變更者，亦同。
前項許可證明文件之有
效期間不得超過五年；期滿

以界定問題。為落實依法管
理及認證體系分立運作，建
立中央主管機關得許可認證
機構辦理認證之制度，明定

前一年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展延，每次展延期間
不得超過五年。
認證機構之認證業務如
下：
一、受理及審查申請認證之
案件。
二、與認證合格者簽訂認證

機構、法人擬經營認證業務
者，應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後，始得為之，爰為第一
項規定。
三、認證機構經許可後，對於
後續經營認證品質不佳者，
倘僅採取定期或不定期評鑑
方式來汰除，恐致改正時機

契約。
三、依認證合格之驗證業務
類別發給驗證機構認證證
書。
四、對經其認證合格之驗證
機構所經營驗證業務實施
評鑑。
五、其他與認證有關之業務
。
認證機構經營認證業務
，應遵孚下列事項，並定期
接受中央主管機關之監督及
查核，不得規避、妨礙、拒
絕或提供不實資料：
一、擬訂認證基準，報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其修正、
廢止，亦同。
二、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認證基準審查申請認證之
案件，並依認證基準對驗
證機構所經營驗證業務實
施評鑑。
三、保存有關經營認證業務

延宕，造成消費者疑慮；可
藉許可證明文件之有效期屆
滿，及展延許可之審核為適
當汰除，爰為第二項規定。
四、第三項明定認證機構經營
認證業務之範圍。
五、認證機構應受中央主管機
關監督及查核，以執行本法
之規定，且其應依國際認驗
證系統之程序，要求受其認
證之驗證機構遂行驗證業務
，故明定認證機構經營認證
業務所應遵孚事項，爰為第
四項規定。
六、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認
證機構之查核、許可、展延
、認證證書內容、認證基準
、經營認證業務紀錄之項目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爰為第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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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紀錄五年以上，並報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四、協助並配合中央主管機
關查核經其認證合格之驗
證機構。
五、驗證機構未能繼續經營
驗證業務者，認證機構應
協調其他驗證機構承接其
驗證業務。
第一項申請許可及變更
許可之資格、程序、應檢附
文件、許可要件、第二項申
請展延應檢附文件、第三項
第三款認證證書應記載事項
、前項認證機構之監督、管
理、查核認證機構之程序、
方法、認證基準應包括事項
、經營認證業務紀錄之項目
、申報備查之文件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十條 機構、學校、法人經
營驗證業務者，應經認證機
構認證合格，並發給認證證
書後，始得為之；其驗證業
務類別變更時，應先向其認
證機構申請，經審查符合者
，始得為之。
前項驗證業務之範圍如
下：
一、與農產品經營者簽訂契
約，依驗證基準驗證農產
品經營者之農產品。
二、製發驗證證書及管理經
其驗證通過之農產品經營
者使用農產品標章。
三、配合產期，依契約查驗
農產品。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與驗證有關之業務。
驗證機構經營驗證業務
，得依契約收取費用，中央

第九條 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之
驗證，由認證機構認證之驗
證機構辦理。
驗證機構之申請資格與
程序、驗證業務與範圍、有
效期間、第十一條所定喪失
執行驗證業務能力之認定及
相關管理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驗證機構辦理驗證，得
收取費用；其收費數額，由
該驗證機構訂定，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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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次變更。
二、將農產品驗證機構管理辦
法第六條、第七條、第九條
第二項有關驗證業務類別、
變更認證之規定提昇至本法
位階，爰修正第一項規定。
三、將農產品驗證機構管理辦
法第十一條之規定提昇至本
法位階，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
四、因將認驗證制度回歸市場
機制，轉由民間自主辦理，
有關驗證機構之資格、程序
、驗證範圍、有效期間等事
項，應由認證機構與驗證機
構以契約訂之，爰刪除現行
條文第二項規定。
五、驗證機構經營驗證業務需
收取費用以維持運作，惟為
避免驗證機構收取費用過高
，阻礙驗證農產品發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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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應公告其收費上限

規範收費上限之必要，爰修

。

正第三項規定。
第十條

驗證機構提供不實資

一、本條刪除。

料或以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

二、認驗證制度由民間辦理後

認證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撤

，有現行條文所定情形者，

銷其認證。

認證機構可依雙方間契約處

前項經撤銷認證之驗證

理（如解除契約），已無必

機構，三年內不得再申請認

要明定認證機構之處理義務

證。

，爰予刪除。

第十一條

驗證機構喪失執行

驗證業務能力，中央主管機
關應廢止其認證。
第十一條 驗證機構應遵孚下
列規定：
一、接受其認證機構或中央
主管機關查核。
二、驗證之農產品經營者有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或有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各
款所定情形之一者，應以
書面通知其認證機構及中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十條規定
之刪除，爰予刪除。
一、本條新增。
二、將農產品驗證機構管理辦
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有
關驗證機構應遵孚規定及配
合認證機構或中央主管機關
辦理事項之規定，提昇法律
位階。

央主管機關。
三、配合主管機關與認證機
構，辦理農產品標章標示
檢查、抽驗檢驗及追蹤查
驗。
四、保存驗證相關資料三年
以上，並每年將驗證或終
止驗證之農產品經營者資
料，送其認證機構及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五、名稱、事務所、營業所
、代表人、管理人變更時
，應於三十日內以書面通
知其認證機構及中央主管
機關。
六、對經其驗證之農產品，
配合產期，實施每年一次
以上之追蹤查驗。
七、對市售經其驗證之農產
品實施抽樣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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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管理經其驗證通過之農
產品經營者使用農產品標
章。
九、對於違反契約、本法或
其相關法規者，依約通知
限期改正、增加追蹤查驗
次數、停止使用標章或終
止驗證。
十、依約處理有關驗證案件
之申訴、違規使用或仿冒
事項。
前項第四款所定保存或
送備查之資料項目及範圍，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十二條 認證機構與驗證機
構之認證契約、驗證機構與
農產品經營者簽訂之驗證契
約，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各
驗證業務類別，其應記載或
不得記載之事項。
違反前項公告之契約無
效，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
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
，仍為有效。但對當事人之
一方顯失公帄者，該契約全
部無效。
契約之權利義務，除本
法規定外，依契約之約定；
契約未約定者，依民法相關
之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
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契約
，仍視為契約內容之一部。
第十三條 依本法驗證合格之
農產品，得使用特定農產品
標章，或以驗證農產品名義
販賣、標示、展示或廣告。
前項特定農產品標章之
規格、圖式、製作、使用及
相關管理之辦法，由中央主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參考消費者保護法第
十六條、第十七條與農產品
驗證機構管理辦法第十二條
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得
公告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
之事項，適度監督認證機構
與驗證機構、驗證機構與農
產品經驗業者間之契約內容
，爰予增訂。
三、為使驗證機構與農產品經
營者間的權利義務與法律關
係具體明確，爰明定除了本
法有規定之部份外，悉依契
約之規定；契約未訂定之部
份，依民法之規定。
四、參考有機農業促進法第十
四條規定，爰增訂第四項規
定。
第十二條 農產品及其加工品
使用農產品標章，頇經驗證
合格。
前項農產品標章之規格
、圖式、使用規定及相關管
理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明定農產品
經驗證合格者，始得由其農
產品經營者製作、使用農產
品標章。
三、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款關
於農產品之定義已修正為包
含其加工品，爰配合修正刪
除「及其加工品」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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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符合授權明確性，爰於
第二項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
關就農產品標章之規格、圖
式、使用規定及相關管理等
訂定辦法。
第十四條

農產品經營者之農

一、本條新增。

產品經完成驗證並以驗證農

二、完成驗證者以驗證農產品

產品名義銷售者，應於容器

名義銷售時，應依規定標示

或外包裝上，以中文及通用

驗證相關事項以供消費者辨

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明，爰將優良農產品驗證管

一、品名。

理辦法第十一條、產銷履歷

二、內容物、原料名稱。但

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第十三

與前款完全相同者，得免

條有關標示之規定提昇至本

標示。

法加以規範，並參考食品安

三、淨重、容量、數量或度

全衛生管理法第二十二條及

量。

第二十三條規定，爰予增訂

四、農產品經營者名稱、電

。

話號碼及地址；其屬委託
製造者，並應標示委託者
之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
五、原產地（國）。但已標
示製造廠或驗證場所地址
，且足以表徵原產地（國
）者，得免標示。
六、農產品驗證標章、驗證
產品編號、字號或追溯碼
及驗證機構名稱。
七、資訊公開方式。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事項。
因容器或外包裝面積、
材質，或其他之特殊因素，
依第一項規定標示顯有困難
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以
其他方式標示。
第四章 安全管理及查
驗取締

第四章 安全管理及查
驗取締
第十三條 有機農產品、農產
加工品不得使用化學農藥、
化學肥料、動物用藥品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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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名未修正。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有機農產品移出本法
由有機農業促進法管理，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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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化學品。但經中央主管機

刪除本條。

關公告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農產品經營者應依
第八條第三項所定基準及辦
法之規定，保存驗證相關資
料。
主管機關為確保驗證業
務、農產品符合本法規定，
得不定期、未經預告、隨時
派員進入驗證機構、農產品
經營者之生產、加工、分裝
、貯存、販賣及其他經營場
所，執行檢查、抽樣檢驗或
要求負責人、農產品經營者
提供相關證明、紀錄，任何
人不得拒絕、妨礙、規避。
經檢查或檢驗之結果不
符本法規定之農產品，主管
機關除依本法規定處罰外，
得禁止其移動並為沒入、命
其限期改善、回收、銷毀或
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受託或提供帄臺刊播涉
及驗證農產品、農產品標章
及溯源農產品廣告之業者，
應自廣告刊播之日起一年內
，保存委託或自行刊播廣告
者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網路位址與對應之實
體住、居所地址及電話等資
料，其非屬自然人者，另應
保存其名稱、設立登記文件
號碼、事務所或營業所地址
及電話，且於主管機關要求
提供時，不得拒絕、妨礙或
規避。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為確保農
產品及其加工品符合本法規
定，得派員進入農產品經營
業者之生產、加工、分裝、
貯存及販賣場所，執行檢查
或抽樣檢驗，任何人不得拒
絕、規避或妨礙。
主管機關為前項檢查或
抽樣檢驗，得要求前項場所
之經營業者提供相關證明及
紀錄。
經檢查或檢驗之結果不
符本法規定之農產品及其加
工品，主管機關除依本法規
定處罰外，得禁止其運出第
一項所定場所，並得命其限
期改善、回收、銷毀或為其
他適當之處置。
主管機關應依特定農產
品及其加工品之不同性質，
分別訂定最短抽檢時間。

一、本條為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規定，農產品經營
者應依規定保存驗證相關資
料。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與第二項
合併，並酌修文字為第二項
。
四、第三項增訂沒入之行政管
制措施，以收預防之效，並
酌修文字。
五、現行條文第四項之抽檢時
間毋庸以法律定之，可於修
正條文第十六條第一項授權
辦法定之，爰予刪除。
六、參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二十九條規定，增訂第四
項，明定受託刊播廣告者或
帄臺提供相關電信業者，有
保存及提供委託者或廣告行
為人資料之義務。

第十六條 依前條規定執行檢
查或抽樣檢驗之人員，應出
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
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在
販賣場所抽取之樣品應給付
價款；其檢查、抽樣檢驗及

第十五條 依前條規定執行檢
查或抽樣檢驗之人員，應向
行為人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
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
標誌；在販賣場所抽取之樣
品應給付價款；其檢查及檢

一、條次變更。
二、為將檢查、抽樣檢驗之辦
法明確授權，爰訂第一項。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及第三項
之委任或委託可於依第一項
授權訂定之辦法中明定，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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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管理之辦法，由中央主

驗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管機關定之。

定之。
前項之檢查，主管機關
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其他
機關（構）、法人、團體或

予刪除。

個人辦理。
第一項之檢驗，由中央
主管機關委任所屬檢驗機構
辦理。必要時，得將其一部
分或全部委託其他檢驗機關
（構）、學校、團體或研究
機構辦理。
第十七條 農產品之檢驗方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公告之
；未公告者，得準用中央衛
生福利主管機關依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所定檢驗方法、
國家標準，或依國際間認可

第十六條 農產品及其加工品
安全之檢驗方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後公告之；未公告者
，得依國際間認可之方法為
之。

本條為條次變更。農產品之檢
驗方法，不以涉及安全者為限
，爰訂得準用中央衛生福利主
管機關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三十八條所定檢驗方法或其
他相關的國家標準。

第十七條

農產品經營業者對

條次變更，修正現行條文第二

於檢驗結果有異議時，得於
收到通知後十五日內，繳納
檢驗費用，向原抽驗機關申
請複驗，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受理複驗機關應於
七日內通知執行檢驗者就原
檢體複驗之。但檢體已變質
者，不予複驗。

項但書，參考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第三十九條增訂有關檢體
已變質或無適當方法可資保存
者，得不受理之規定。

之方法為之。
第十八條

農產品經營者對於

檢驗結果有異議時，得於收
到通知後十五日內，繳納檢
驗費用，向原抽驗機關申請
複驗，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受理複驗機關應於
七日內通知執行檢驗者就原
檢體複驗之。但檢體已變質
或無適當方法可資保存者，
得不受理之。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
查獲違反本法規定者，除對
檢舉人身分資料保孚秘密外
，並應給予獎勵。
前項檢舉獎勵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章

罰

則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
查獲違反本法規定者，除對
檢舉人身分資料保孚秘密外
，並應給予獎勵。
前項檢舉獎勵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條次變更。

第十九條 依第二十一條第二
項或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廢止認證之驗證機構，三年
內不得再申請認證。

一、本條刪除。
二、認驗證制度轉由民間辦理
，認證機構可依雙方間契約
處理，爰予刪除。

第五章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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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六
千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擅自經營認證業務，或
未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九
條第二項規定許可展延而
經營認證業務。
二、認證機構違反第二十七
條規定，於停止受理新申
請認證業務期間，未依規
定受理新申請認證業務。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非屬本法審查合格之認證機
構而擅自執行認證業務者，
或未依規定申請許可展延而
經營認證業務者，視情節處
以罰鍰。
三、本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認證機構因違反規定受行政
處分時，仍持續受理本法相
關認證申請者，應負違反規
定之處罰。

第二十一條 未經認證，擅自
經營第十條第二項所定驗證
業務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條 未依本法規定取得
認證或經撤銷、廢止認證，
擅自辦理本法規定之農產品
及其加工品驗證業務者，處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

條次變更，爰依有機農業促進
法罰則調整本法罰鍰上限額度
，並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一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一、參照有機農業促進法罰則

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

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
一、驗證機構執行其認證範

爰調整罰鍰上限。
二、驗證機構經營其受認證範
圍以外之驗證業務相關行為
，應以前條規定處罰，爰為

定，未經驗證合格，使用
驗證農產品標章者。
二、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經停止、禁止使用
農產品標章，仍繼續使用
者。
前項行為人，經裁判確
定處以罰金低於前項所定最
低罰鍰者，應依前項規定裁
罰繳納不足最低罰鍰之部分
。

圍以外之驗證業務。
二、農產品經營業者，未經
驗證合格擅自使用農產品
標章或經停止、禁止使用
農產品標章，仍繼續使用
。
三、農產品經營業者違反主
管機關依第十四條第三項
規定所為禁止運出之處分
、改正、回收、銷毀或為
其他適當處置。
有前項第一款情事，中
央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
得廢止其認證。
主管機關對於第一項第
三款所定不符本法規定之農

條次變更並刪除現行條文第
一項第一款。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之
行為人應不以農產品經營者
為限，爰修正文字為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
四、因認驗證制度轉由民間辦
理後，有現行條文第二項所
定情形者，認證機構可依雙
方間契約處理，爰予刪除。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修正後移
列修正條文第十五條第三項
，爰予刪除。
六、增訂第二項，避免相關的
刑事處罰所科處的罰金未達
本法所定之罰鍰數額。

有下列行為之一

產品及其加工品，必要時，
得予以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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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第二十二條

農產品經營業者

一、將條次變更並參照有機農

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拒絕、妨礙或規避主管

業促進法罰則調整罰鍰上限
，本條之行為人不以農產品
經營者為限。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第

定，拒絕、妨礙或規避主
管機關之檢查或抽樣檢驗
，或提供不實之證明或紀
錄。

機關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之檢查或抽樣檢驗。
二、未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提供相關證明及紀錄。

二項，爰訂第一項第一款。
三、增列第一項第二款，未遵
孚主管機關有關禁止移動、
沒入、限期改正、回收、銷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三項規
定，未遵孚主管機關有關
禁止其移動、沒入、限期
改正、回收、銷毀或其他

毀或其他適當處置之命令之
罰則。
四、現行條文第二款配合修正
條文第十五條第四項，爰修

適當處置之命令。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四項規
定，拒絕、妨礙或規避提
供資料，或未保存或提供

訂文字移列第一項第三款。
五、本條第二項規定，違反第
一項規定者，主管機關得視
其情節輕重停止其使用標章

不實之資料。
有前項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並得停止其使用標章
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一、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未經驗證合格，以驗
證農產品等文字或其他足
使他人誤認之表示方法，
而販賣、標示、展示或廣
告。
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四款規定，驗證機構未保
存驗證紀錄或相關資料文
件有登載不實之情事。
三、驗證機構違反第十條第
三項規定，收取費用超過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上限
。

之期限。

第二十三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一、農產品經營業者之農產
品或其加工品，未經驗證
標示優良農產品驗證、產
銷履歷驗證等文字或其他
足使他人誤認之表示方法
。
二、農產品經營業者之有機
農產品、農產加工品未依
第五條第一項規定驗證，
或未依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審查合格而標示有機等本
國或外國文字，或其他足
使他人誤認之表示方法。
三、驗證機構之驗證紀錄或
相關資料文件有登載不實
之情事。
有前項第三款情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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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次變更並為文字修正。
參照有機農業促進法罰則調
整罰鍰上限額度，且現行條
文第一項第一款之行為人不
以農產品經營者為限。
二、配合有機農產品移出本法
，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
款。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款修
正移列至第二款，並為文字
修正。
四、增訂第一項第三款，驗證
機構違法收取費用之處罰。
五、因認驗證制度轉由民間辦
理，有現行條文第二項所定
情形者，認證機構可依雙方
間契約處理，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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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
應廢止其認證。
第二十五條 農產品經營者有
下列行為之一者，應令限期
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依第七條第四項所
定標準中有關從業人員、
作業場所或設施衛生管理
之規定。
二、違反依第十三條第二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標章規格
、圖式、製作或使用之規
定。
三、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未為標示、標示不全
或不實。
四、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未保存或未提供相關
證明或紀錄。
五、擅自使用中央主管機關
或其所屬機關之名義為標
示。
有前項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並得停止其使用標章
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第二十四條 農產品經營業者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四條第二項、第
五條第二項、第六條第二
項、第七條第二項或第七
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標示規定。
二、未依第八條規定提供農
產品有關產銷履歷之資訊
，或未依一定期限保存農
產品產銷履歷資料。
三、違反依第十二條第二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標章規格
、圖式、使用規定。
四、違反第十三條規定使用
化學農藥、化學肥料、動
物用藥品或其他化學品。
五、擅自使用中央主管機關
或其所屬機關之名義為標
示。
違反前項第三款規定者
，主管機關得停止其使用標
章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情節重大者，得禁止其使用
標章。

第二十六條 溯源登錄之農產
品經營者，違反第四條所定
辦法中有關資訊公開及申請
變更之規定，登錄不實，或
違反第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
之標示製作及使用規定，標
示不實者，主管機關得命農
產品經營者暫停使用指定標
示一個月以上，三年以下或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二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條次變更，依有機農業促
進法罰則之規定調整處罰方
式及罰鍰上限額度。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七條第四
項規定，爰增訂第一款規定
，以處罰違反依第七條第四
項所定標準者。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款配
合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二項
加以修正，並移列第一項第
二款。
四、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四條，並
增加對於農產品經營者為不
實標示者之處罰，以維驗證
之信譽，爰予修正，並移列
第一項第三款。
五、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配
合修正條文第八條加以修正
，另增列違反依第十五條第
一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資料保
存之處罰規定，並移列第一
項第四款。
六、配合有機農產品管理移出
本法，爰予刪除現行條文第
一項第四款。
七、本條文第二項主管機關得
視情節輕重停止其使用標章
之期限。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新增第一項規定，完
成溯源登錄者，違反第四條
及第六條所訂辦法中有關登
錄及標示規定之處罰。而未
經登錄或經暫停、終止使用
仍繼續使用第六條規定標示
之農產品經營者，以及未依
第五條規定強制實施溯源登
錄之農產品經營者，於第二
項規定違反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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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六條第二項之規
定，未完成溯源登錄或經暫
停、終止使用仍繼續使用指
定標示之農產品經營者，或
違反第五條規定，未完成溯
源登錄之農產品經營者，處
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二十七條 認證機構違反第
九條第四項各款之規定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按其情節輕
重，予以警告，或處二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或令二個月以上
二年以下期間，停止其受理
新申請認證業務之處分。
認證機構於三年內，經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停
止受理新申請認證業務三次
後，再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廢止其
許可，並得令二年以上五年
以下期間，禁止其依第九條
第一項規定，申請許可。
依前項規定廢止許可之
認證機構，自廢止之日起，
其與驗證機構簽訂之認證契
約，由中央主管機關繼受；
各該驗證機構並應於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期間內，與其
他認證機構簽訂認證契約，
其與中央主管機關之認證契
約同時終止。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參照有機農業促進法
，於認證機構怠於履行義務
時，而有違反修正條文第九
條情形者，處罰認證機構，
爰訂第一項。
三、增訂第二項，明定認證機
構退場機制，於在三年內達
三次以上查驗不符時，予以
廢止許可。
四、為因應認證機構退場後之
認證契約效力及驗證業務之
銜接，明訂以農委會為暫定
之認證機構，以利驗證業務
之持續運作，爰增訂第三項
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違反中央主管機
關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公告之
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者，
除法律另有處罰規定外，經
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而屆
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經再次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
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五萬元

一、新增本條。
二、規範為避免簽訂契約之雙
方造成契約外第三人之權益
受損。

委 142

立法院第 9 屆第 7 會期第 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第二十九條

主管機關對於有

第二十五條

農產品、農產加

本條做條次變動，又為保護消

第二十條至前條所定情形之

工品違反第十三條規定，或

費者之權益，對於違反第二十

一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

未依第四條第二項、第五條

條至第二十八條規定者，均有

得公開其姓名、地址、農產

第二項、第六條第二項、第

公開其姓名等資料之必要。

品之名稱、違規情節；其屬

七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三項

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

所定辦法中有關標示規定或

表人之團體者，並得公開其

為不實標示者，主管機關得

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管

公布該農產品經營業者之名

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

稱、地址、農產品、農產加
工品之名稱及違規情節。

第三十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

一、本條新增。

除另有規定外，由直轄市、

二、鑑於本法所定罰鍰、禁止

縣（市）主管機關為之。如

行為、命限期改正、回收、

有異議時，應報請中央主管

銷毀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等

機關核定後為之。

，然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有關認證機構及驗證機

機關雖較中央主管機關易於

構之處罰，由中央主管機關

迅速、明確查證相關案情，

為之。

但為使裁罰案件能公帄、公

農產品經營者依委託人

正、公開及保障業者權益，

或定作人之指示，生產、加

乃規定業者對於本法由直轄

工、分裝或流通農產品，而

市、縣（市）主管機關所為

有違反本法之情形者，以委

之處罰如有異議時，應報請

託人或定作人為處罰對象。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為之。
三、為杜絕委託或承攬代工農
產品處罰對象所生爭議，參
酌商品檢驗法第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明定以委託人
或定作人為處罰對象，爰為
第二項規定。

第六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第三十一條 無本國機構或法
人擔任認證機構時，中央主
管機關得公告自行或指定機
關（構）、法人於一定期間
擔任認證機構。
無本國機構、學校或法
人擔任驗證機構時，中央主
管機關得公告指定機構、學
校或法人於一定期間擔任驗

則

章名未修正。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認、驗證系統順利運
作，避免產生空窗期，爰明
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指定
認證機構或驗證機構於一定
期間內辦理認證、驗證業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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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機構。
第三十二條 本法施行細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條次變更。

第二十七條 農產品經營業者
以有機名義販賣之農產品、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有機農產品移出本法

農產加工品，應自本法施行
之日起二年內，依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驗證或第六條第一
項規定驗證及向中央主管機

由有機農業促進法管理，爰
刪除本條。

關申請審查；屆期未經驗證
或審查或有違反第十三條規
定使用化學農藥、化學肥料
、動物用藥品或其他化學品
者，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四款或第二十五條
規定處罰。
第三十三條
年施行。

本法自公布後一

第二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本法修正條文施行前
後之轉換與業務銜接順暢及
保障民眾權益，爰規定自公
布後一年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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