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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前言與概述

一. 出口手冊概述與總結

本出口手冊係由美國有機貿易協會（Organic Trade Association；「OTA」）編撰，提供美國有機驗證機構及美國
出口業者一參考技術資源，並旨在（一）提升美國業者對台灣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程序及檢驗方法之理解；（二）
闡明主要業者、有機主管機關等利害關係人於整體過程中之角色義務；及（三）提高美國業者將其有機農產品出口
至台灣時之可預測性。

美國出口之農產品，須經三階段程序，才始得以「有機」名義在台標示販售：   

美國有機農產品取得在台灣上市販售之同意文件後，仍可能接受台灣主管機關所執行之檢驗，作為其市場監督機
制的一環，為有機管理制度嚴格把關。因此，美國業者應知悉台灣當地的檢驗程序，尤其美國驗證機構更應即時回
應處理任何有關農藥殘留檢出之通知，以避免未來所有檢附其驗證機構所開具之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之美國
有機農產品，均須於運抵邊境時，進行逐批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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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美國業者進行美國有機產品出口至台所需的準備，及更加了解相關業者在整體進口審查過程中所擔任的
角色，OTA｢美國出口手冊｣為美國出口業者及美國驗證機構等提供以下詳細資訊：

yy 逐步說明始得在台以「有機」名義標示販售美國有機產品，須經的三階段程序；

yy 指出美國有機產品在台上市時，台灣、美國等主管單位所擔任的角色；

yy 闡明美國驗證機構即時回應農藥殘留檢出之通知的必須性，以避免未來其驗證機構之產品，均須於
運抵港口邊境時，進行逐批檢驗；及

yy  附有完整解說台灣有機進口程序的流程圖；美國出口業者及美國認證機構均可有效使用之清單；以及
台灣有機農產品體制歷史、法規環境及其他背景資料之附錄。

任何與本出口手冊或台灣有機市場相關之問題，均應以電子郵件（info@ota com）聯繫 OTA。 

二. 台灣有機進口體制概述

以下篇幅係為一系列流程圖，旨在說明台灣以多面向辦理的進口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及販售程序。

具體而言，流程圖將說明：

yy  美國及台灣業者在有機農產品裝運出口至台前，為確保出口文件、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以及台灣
有機標示同意文件，資訊均完全一致及相同，應進行的溝通協調作業 (請見 第貳章) ;

yy  解析台灣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程序，依據主管機關書面審 (請見 第參章) 細項及（如必要）進口抽
樣查驗作業 (請見 第肆章) ; 及

yy  若美國有機農產品取得在台上市販售之同意文件後，於市場監督機制的抽查環節檢出農藥殘留，台灣
進口業者及美國驗證機構須完成之後續 (請見 第伍章) 。

mailto:info%40OTA.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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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參與者於有機貨物運抵至台過程所擔任之角色義務

以下係為包括業者、美國農業部（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台灣有機主管機構等有
機農產品運抵至台過程的各主要參與對象之義務說明。台灣及美國相關單位的聯絡方式，請見 附錄一、主
要聯絡人。

 有機業者

美國在台協會與美國政府機關

美國出口業者

yy  與美國驗證機構及台灣進口業
者協調貨物裝運出口至台前的
相關規劃

yy  向美國驗證機構取得TM-11有
機驗證證明文件

yy  確保所有文件的正確、一貫及一
致性，以利台灣進口業者通過有
機驗證書面審查

yy  於市場監督機制的抽查環節中
由台灣有機主管機關檢出農藥
殘留時，與美國驗證構配合進行
調查並實行改進措施

美國驗證機構

yy  台灣及外國驗證機構均被視為
台灣有機農產品體制的把關者

yy  正確填寫TM-11有機驗證證明
文件，並確保其資料與台灣進口
業者的有機農產品驗證審查申
請書一致

yy  即時回應處理任何台灣有機主
管機關於市場監督時檢出農藥
殘留物之通知

台灣進口業者

yy  作為台灣主管機關於進口港的
主要聯絡人

yy  填妥有機標示同意文件，並確保
其資料及檢附文件與美國出口
業者及美國驗證機構所提供完
全一致

yy  提交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及檢附
包括TM-11有機驗證證明等文
件，供台灣主管機關審查

yy  若被要求，按要求提供產品採樣
供檢驗

美國在台協會-農業組 
(AIT Ag Section)

yy 協助包含美國有機農產品在內的美國出口業者，就
進入台灣市場的機會及障礙，提供諮詢

yy 當農糧署於市場監督機制的抽查環節檢出農藥殘留
並發佈通知時，擔任其與美國政府的第一線接觸和
官方溝通橋梁

yy 向美國驗證機構及美國國家有機農業計畫（U S  
National Organic Program; ｢NOP｣）傳達農糧
署發佈的檢驗結果通知

yy 美國在台協會為農糧署與美國驗證機構或其他私部
門利害關係人之間訊息溝通的管道，並無法確認或
支持任何意見或修正行為

美國國家有機農業計畫 (NOP) 

yy 美國有機農產品驗證的標準法則及美國USDA的主
要管制機構

yy 在美負責制定有機產品國際進出口政策的主要監管
機構，如與包含台灣在內之美國貿易夥伴間的等值
協議（OEA）及其他有機貿易安排

https://www.ait.org.tw/zhtw/ 
https://www.ams.usda.gov/about-ams/programs-offices/national-organic-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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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機主管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COA)

yy 負責管理台灣有機體制，並且與台灣的貿易夥伴就有機議題進行談判

yy 屬下三個機關被制定為台灣有機農產品產業之主管機關（負責機構按最高
有機成分）

• 農糧署負責管理有機作物和加工作物產品
• 動物保護司（原畜牧處動保科）負責有機畜牧業和加工畜產品
• 漁業署負責有機水產和加工水產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AFA)

yy 負責的有機農產品應用範圍最為廣泛

yy 負責進口有機農產品及其加工品驗證審查程序的主要機關

yy 組成有：

• 進行市售有機農產品之抽查（市場監督）
• 檢出農藥殘留時，負責通知美國在台協會農業組，以利其將此消息傳

達至美國驗證機構，並取得回覆
• 管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COA）公告的驗證機構逐批檢驗列管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
物毒物試驗所 (TACTRI)

有機農產品農藥殘留物檢驗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FIRDI)

有機農產品食品添加物及基
因改造成分（GMO）檢驗

檢驗實驗室

https://www.coa.gov.tw/index.php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
https://www.tactri.gov.tw/
http://www.firdi.org.tw/Firdi_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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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美國出口業者於貨物裝運出口前進行之規劃

 

一. 貨物裝運出口前，須充分溝通協調 

為使您的台灣進口業者得以完整且準確地提交台灣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程序應檢附之申請文件，
並確保其資訊與美國出口業者及美國驗證機構所提供之資訊的一致性，美國有機農產品裝運出口至
台前，美國出口業者、美國驗證機構及台灣進口業者，均須維持密切溝通及協調。

依照台灣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程序規定，進口業者提交之文件須經農糧署四區分署之一詳細審查（相關程序請
見 第參章) 。 按農糧署規定，台灣進口業者隨有機標示同意文件檢附之文件與美國出口業者及美國驗證機構提供
之文件，內容須完全一致。 據農糧署表示，過去美國有機標示同意文件申請檢附之文件裡，近三成進口文件資料含
不完整、不準確或不一致之資訊－這其中甚至包括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  

農糧署另指出，由於有機標示同意文件檢附文件的不一致與錯誤性，進口業者曾因須修正文件資料，往往導致作業
時間拉長。過去更有案例，在無法修正檢附文件的情況下，導致有機標示同意文件遭農糧署駁回，美國有機農產品
也因此未得以在台以「有機」名義標示及販售。

關於美國有機農產品裝運出口前應進行的資訊協調與分享，本手冊於下文提出具體建議。未能遵守以下列明之準
則，恐導致有機標示同意文件遭延遲或駁回。

Taiwanese
Importer

AFA Regional
O�ce

Lab

Taiwanese
Importer

AFA Main
O�ce

AIT Ag
Section

U.S. Certi�erLab

NOP



OTA Taiwan Export Manual @ organictrade | ota.com9

一. TM-11是台灣唯一認可的美國有機驗證證明文件

1.  TM-11有機驗證證明係為進口有機農產品使用的主要文件，其資訊的完整及準確性直接影響著進口業
者能否於最短時間內獲得農糧署正式同意申請。其他有機驗證證明文件都不被採納受理。

2.  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規格不僅限於滿足非有機產品類需求，更含括美國產品出口至台灣所需使用
的特定用詞。

二. 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須由美國驗證機構完整且準確填寫

1.  關於出口至台灣之貨物應備妥之 TM-11 有機驗證證明文件，可於 此處 取得美國 NOP 官方須知說明。
2.  美國驗證機構須遵照美國 NOP 所指定的 驗證機構名稱縮寫 。
3.  下列聲明須出現在 TM-11 有機驗證證明文件的「備註」欄位中：

yy  加工產品與農作物：”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organic processed products, 
accompanied by this certificate, were produced or processed using zero prohibited 
substances ” (「附此證書之有機農產品與有機加工產品，於生產及加工過程中，均未使用任何
禁用物質。」)

yy  家畜與肉類產品：“Organic livestock products, accompanied by this certificate, were 
managed and produced without the use of systemic painkillers or analgesics, 
including the use of Lidocaine or Procaine ” (「附此證書之有機家畜產品，於飼養及製造
過程中，均未使用包括利多卡因、普魯卡因等全身止痛劑或鎮痛劑。」)

三. 農糧署特別呼籲，在美國出口業者的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及台灣進口業者的有機標示同意文件  
上，以下六項信息必須完全一致。詳情可見下方表格及文件範例：

資訊 位於 TM-11有機驗證證
明文件何處 位於有機標示同意文件何處

1 美國出口業者名稱及地址 出口方
外國農產品經營業者 
名稱
地址

2 獲認可之美國驗證機構名稱
及地址

核發證明文件之獲認可驗
證機構

外國驗證機構 
名稱
地址

3 進口業者／買方名稱 委託給
進口業者資料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4 標示之產品名稱 如標示之產品 進口產品項目
名稱

5 批號* 批號 批號

6
標記重量／容量
應以最基本的零售單位及公
制計量標示

批次標記重量 單位重(容)量

* 紙盒包裝、有機驗證證明文件、申報單及發票上，均可見批號。（亦可填入製造或有效期限）

https://www.ams.usda.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Exporting USDA organic products to Taiwan and Japan.pdf
https://www.ams.usda.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Exporting USDA organic products to Taiwan and Japan.pdf
https://www.ams.usda.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NOP-2403-CertifyingAgentAcronymsforTM-11Certs.pdf
https://www.ams.usda.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NOP-2403-CertifyingAgentAcronymsforTM-11Certs.pdf
https://www.ams.usda.gov/services/organic-certification/international-trade/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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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空白TM-11出口文件 圖二：  空白有機農產品驗證審查申請書

二. 運輸美國有機貨物所須之出口文件

除 TM-11 有機驗證證明文件外，任何貨物即將入境時亦須提供海關報關文件。美國出口業者應將以下文件及
證明與其台灣進口業者共享：

yy 提單（B/L）

yy 商業發票

yy 形式發票

yy 裝箱單

yy 原產地證明書

yy 自由銷售證明（如有須要）

yy 其他需要的出口／衛生證明書，如：產品於台灣海關進口稅則資料輸入規定代號為B01者，須提供
美國農業部動植物檢疫局 （APHIS） 頒發的植物檢疫證書 （PPQ 表格577）；肉類與肉類加工產品，
則須提供美國農業部食品安全檢驗局 （FSIS） 核發之證明文件。詳情可見 美國農業部 食品及農產
品進口法規標準（FAIRS）報告 TW17031 (英文)。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https://www.ams.usda.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Exporting%20USDA%20organic%20products%20to%20Taiwan%20and%20Japan.pdf
https://app.box.com/s/0jt4htq789bq688meoq5dfjsb2kyn5xi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 GAIN Publications/Food and Agricultural Import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 Certification_Taipei_Taiwan_1-2-2018.pdf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20GAIN%20Publications/Food%20and%20Agricultural%20Import%20Regulations%20and%20Standards%20-%20Certification_Taipei_Taiwan_1-2-2018.pdf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20GAIN%20Publications/Food%20and%20Agricultural%20Import%20Regulations%20and%20Standards%20-%20Certification_Taipei_Taiwan_1-2-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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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進口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程序

一、美國進口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程序

在台灣，進口農產品與國產農產品，始得以「有機」名義上市販售的核准程序有所不同。國產有機農產品須取得
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Certified Agricultural Standards；CAS標章），國外進口有機農產品則是每批貨物上
市前均須取得核准，才能以「有機」字樣標示。因此，若美國農產品欲在台以「有機」名義販售，台灣進口業者須
先申請並通過當地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

台灣有機標示同意文件申請程序包括二個獨立步驟，即經農糧署書面審查，及若被要求時，於指定的檢驗室進
行農藥殘留檢驗。 (書面審查程序請見下方 第二節,  檢驗相關資訊則請見, 檢驗相關資訊則請見 第肆章)  

yy 自2018年1月1日起，台灣進口業者得於貨物抵達港口邊境前即提交有機標示同意文件，以加速審
查程序。

yy 申請程序按每一產品及每單次交貨進行。若台灣進口業者欲使用「有機」字樣，每批分別運輸之貨
物，均須申請有機標示同意。

yy 農糧署書面審查程序可花費近二週的時間；若另須於港口邊境進行檢驗，作業時間預計再拉長約二
週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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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若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存有台灣進口業者未補正之錯誤，或於進口港檢出農藥殘留，該產品即不得以
「有機」名義在台灣上市販售。

yy 未經同意核准使用英文／外語有機一詞的農產品，如「organic」、「organic farming」、「bio」、
「biological」、「biologique」等，均將被處罰鍰。上述規定包含產品標示、包裝、描述、介紹或成
份說明之使用。

二. 農糧署書面審查程序及應檢附文件

農糧署將詳細審查所有有機標示同意文件之檢附文件，以確保進口產品資訊與各項文件內所提供一致。下列文
件須向農糧署提交，作為書面審查的一部份。除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外，下列文件均由台灣進口業者準備。

檢附文件 說明

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

• 由美國驗證機構填寫，再由美國出口業者將其與貨物一併運達
• 台灣進口業者須加蓋其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 由於TM-11有機驗證證明為英文文件，進口業者須併附中文譯本二份，並加

蓋公司與負責人印章及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

進口農糧產品及農糧加工
品核發有機標示同意文件
申請書*

• 由台灣進口業者填寫
• 屬不同生產廠（場）生產之產品，應分案個別填寫申請書
• 填寫於申請書之資訊與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及進口報關單，須完全一

致
• 產品說明中必須標有「有機（organic）」字樣
• 單位標記應以最基本的零售單位及公制計量標示

進口業者營利事業登記** • 至經濟部商業司商工查詢服務列印相關資訊亦可

進口報單** • 註明台灣進口商支付之稅款
成分表**
產品中文標示**
書面審查費用（以郵政匯票
繳納） • 視產品數量， 預計為新台幣500至2,000元 （約美金17至68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COA）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BAPHIQ）核發之植物檢
疫證書*

• HS編碼（進出口貨品分類）輸入規定代號為B01者，須提交植物檢疫證書 

授權文件

原始紙本文件退回申請書 • 授權第三方提交驗證申請時，才有此需

 
* 須提交正本資料。若欲要求退回原始紙本文件，須併附影本乙份。
** 可受理蓋有進口商公司與負責人印章及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之影本。

https://app.box.com/s/0jt4htq789bq688meoq5dfjsb2kyn5xi
https://app.box.com/s/0jt4htq789bq688meoq5dfjsb2kyn5xi
https://app.box.com/s/0jt4htq789bq688meoq5dfjsb2kyn5xi
https://web.customs.gov.tw/News.aspx?n=3E72BFD8B42F96D8&sms=0205B47A1C459B5A&_CSN=6A6B57F5FE966020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19&id=66010


OTA Taiwan Export Manual @ organictrade | ota.com13

書面審查程序可能的結果有兩種：  

檢附文件之資訊均一致及準確 完成書面審查

檢附文件之資訊有誤或不一致 農糧署通知進口業者於一個月內補正文件。
台灣進口業者可能需與美國出口業者溝通協調補正措施。

農糧署完成書面審查後，將發生以下兩種情形之一：

yy  農糧署同意核准美國有機農產品以「有機」名義上架販售；或

yy  農糧署要求美國有機農產品，於邊境進行檢驗（請見 第肆章) 

第肆章：有機農產品檢驗規定及程序

請注意，所有進口至台灣的農產品─不論有機與否─均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及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BAPHIQ1）檢查、檢驗規範。第肆章所述之檢驗規定則僅針對有機農產品。

按台灣有機農產品體制規定，進口有機農產品可能接受檢驗之時間點為：  

yy  運抵港口邊境時，作為有機驗證審查程序之一；或

yy  同意核准在台上市後，作為農糧署市場監督機制的一環。

農糧署檢驗範圍包括農藥殘留、食品添加物及基因改造成分（GMO）。

一. 被選定接受農糧殘留物檢驗的可能原因

農糧署曾列舉可能造成進口有機農產品於運抵港口邊境或產品上市後被選定接受檢驗的各種原因，包括但不限於
當：

yy  產品檢附之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係由名列於農糧署公告之驗證機構逐批檢驗列管表2的機構所
開具；

yy  申請辦理有機驗證程序時，曾提供錯誤或不一致資訊，恐提高獲選接受檢驗的可能性；

yy  對於市場新進有機進口業者施予密切監督，特別是對首次申請者；

yy  當地機關按農糧署要求，不定期實施之有機農產品市場監督；

yy  媒體輿論高度關注有機農產品體制及／或某特定有機產品；或

yy  存有潛在或實際健康安全疑慮。

1 更多與有機農產品相關之檢驗資訊，請參考2017美國農業部食品與農業進口法規與標準概覽 (FAIRS) 
2 台灣農委會列表全名為「進口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之驗證機構逐批列管表」。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20GAIN%20Publications/Food%20and%20Agricultural%20Import%20Regulations%20and%20Standards%20-%20Narrative_Taipei_Taiwan_12-20-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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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貨物運抵港口邊境時接受檢驗（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通過前） 

貨物運抵港口邊境時，有可能進行農藥殘留物檢驗，作為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程序的一環。

當有美國驗證機構列於農糧署公告之驗證機構逐批檢驗列管表時，所有檢附該機構開具之TM-11有機驗證證
明文件的進口產品，均須於運抵港口時，接受逐批檢驗，直至該驗證機構被解除列管。（請見下一頁第三節）

相關檢驗實驗室會將檢驗結果─無論是否出現結果─遞送至台灣進口業者及對應的農糧署區
分署。
 
注意：農糧署並不會定期向AIT農業組通知關於港口邊境檢出之農藥殘留，也並無要求美國驗
證機構或美國出口業者採取糾正措施。鑒於該產品尚未進入台灣市場，僅台灣進口業者將接

獲港口邊境檢驗結果通知。

yy 若被檢出農藥殘留，台灣進口業者可於收到通知十五日內，繳納檢驗費用，申請複驗。每批貨物申
請複驗得以一次為限。

yy 若農糧署因檢出農藥殘留，而駁回有機驗證申請，該產品即不得以「有機」名義在台灣上市販售。
此時，在台灣法規下，進口業者可選擇：

（一） 放棄「有機」標示申請，改以一般農產品在台灣上市；
（二） 銷毀產品；或
（三） 從台灣將產品再出口到境外。

• 台灣進口業者將評估對其本身最具經濟可行性的作法，並自行決定是否與美國出口業者
協商檢出農藥殘留的後續處理方式。

• 因檢出農藥殘留而導致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被駁回的情況下，建議台灣進口業者應立
即知會美國出口業者。

• 若有貨物運抵港口時，因檢出農藥殘留而無法進入當地市場之事，美國出口業者應通知
美國驗證機構。

yy 若台灣進口業者選擇以一般非有機農產品在台銷售該貨品，包裝及文宣上所有及任何提及有關「
有機」之用詞和標示，均須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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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貨物運抵港口邊境時進行逐批檢驗（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通過前）

當美國驗證機構因下述原因列於農糧署公告之列管表，其貨物運抵港口邊境時，均須進行逐批檢驗：

（一） 獲准在台灣以「有機」名義販售之美國農產品，於市場監督期間檢出農藥殘留；且
（二） 農糧署尚未接獲美國驗證機構對該結果之說明。

因此，無論產品類型、美國出口業者或台灣進口業者，未來所有檢附該機構開具之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的
進口產品，均須於運抵港口時，進行逐批檢驗。

四、 產品上市後／市場監督所進行之查驗（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通過後)

除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過程中可能接受的檢驗外，農糧署另保留權利隨時抽查市面上流通的有機產品，來
為有機市場及消費者安全把關。地方政府將按農糧署要求，進行市場監督及抽檢。若被選為抽查對象，有機農
產品標示及農藥殘留物都將接受查驗。

查驗過程中，若出現農藥殘留物，農糧署總署將通知台灣進口／經營業者，回收未通過查驗之產品，並且聯繫
AIT農業組，要求該組向負責該進口有機農產品的美國驗證機構通知檢驗結果，並且要求進行調查。（詳情請見
第伍章）

五、  台灣有機農產品抽檢流程及程序 

依照美國NOP訂定的最高殘留容許量（Maximum Residue Limit；MRL），百分之五（5%） 
內的殘留量都符合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標準，而台灣對有機農產品，則是實施更嚴格
的農藥殘留標準。

 
藥毒所會進行農藥殘留物檢驗，食工所的檢驗範圍則是食品添加物及基因改造成分（GMO）。以下為抽驗採樣
程序、檢驗方法及檢出農藥殘留後的相關溝通說明。

（一） 農糧署要求提供抽檢採樣

1. 若通過有機同意申請前，於港口被選為檢驗對象：
yy 農糧署要求業者於收到通知一個月內，繳交產品之兩個樣本。

yy 收到樣本後，農糧署會在三日內將樣本送至檢驗實驗室，並核發收據證明已取得樣本。

yy 收到樣本後，檢驗程序約需二週至一個月時間；檢驗實驗室須於二十日內完成檢驗，農糧署則須於
十日內將檢驗結果回覆至台灣進口業者／申請人。

yy 檢驗費用為新台幣6,000元（約美金200元）。此費用通常由台灣進口業者支付。

yy 若未通過首次檢驗，農糧署會發出複驗通知。若台灣進口業者欲申請複驗，則須於十五日內提供新
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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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通過有機同意申請並獲准以「有機」名義標示後，在市場監督中被選為檢驗對象：
yy 產品樣本會直接取自零售貨架或向農產加工業者索取。

yy 如不需補件並且沒有其他待改善事項，檢驗程序約需二週時間。

yy 市場監督抽查產生的檢驗費用，通常不由台灣進口／經營業者支付。

（二） 檢驗方法

1.  藥毒所（TACTRI）進行農藥殘留物檢驗:
yy 藥毒所會對有機蔬菜、穀物、堅果、茶葉、香料及其他草藥植物中的農藥殘留物，進行檢驗。

yy 以下表格列出有機農產品檢驗中檢驗的部份化學物質，及以百萬分率（parts per million；ppm）
表示的最高殘留容許量（MRL）。

台灣有機農產品農藥殘留物檢驗之最高殘留容許量（MRL）

產品 化學物質
最高殘留容
許量

（MRL）

穀物

Cyprodinil
Diflubenzuron 
Ethoprophos
Fenamiphos 
Fenthion
Imazalil, 
Indoxacarb

Methoxyfenozide
Monocrotophos 
Oxamyl
Penoxsulam 
Pymetrozine 
Pyraclostrobin 
Spinetoram 

Spinosad
Thiamethoxam 
Trifloxystrobin 
Terbufos
Pyriproxyfen

0 01 ppm

Amisulbrom, Cypermethrin, α-cypermethrin 0 03 ppm
Chlorothalonil, Heptachlor, Imibenconazole, Mirex 0 04 ppm
Hexaflumuron 0 05 ppm
Allethrin 0 1 ppm
Most other chemicals 0 02 ppm

茶葉

Fipronil 0 002 ppm
Indoxacarb 0 01 ppm
Aldicarb and related chemicals, Promecarb 0 02 ppm
Bufencarb 0 03 ppm
Trifluralin 0 04 ppm
Fludioxonil 0 06 ppm
Allethrin, Azinphos-methyl, Imibenconazole, 
Isoxathion 0 1 ppm

Most other chemicals 0 05 ppm

蔬菜
Allethrin, Chlorothalonil, Imibenconazole, and 
Pyrimethanil 0 02 ppm

Most other chemicals 0 01 ppm
蔬菜&穀物 Fipronil 0 001 ppm

https://www.tactr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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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完整的藥毒所農藥殘留物檢驗清單，可在此處詳閱中文版，並於附錄三詳閱英文版。

yy 美國USDA曾對台灣規定的最高殘留容許量與美國NOP標準進行比對分析，提供業界作為參考資
源。該資料可見附錄四。

yy 藥毒所使用的檢驗方法引用自衛生福利部（MOHW）「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
法（五）（MOHWP0055 03）」。藥毒所根據以下程序進行採樣及檢驗：

(1) 檢體採用「QuEChERS」（Quick, Easy, Cheap, Effective, Rugged, Safe）方法處理。
(2) 檢體透過液相層析（liquid chromatograph）及氣相層析（gas chromatograph）分析之```  

 方法，以基質匹配檢量線法（Matrix-matched Calibration Curve Method）及標準品添加法 
 (Standard Addition Method）測定。

(3) 檢驗分析完畢後，結果即依百萬分率（ppm）與最高殘留容許量（MRL）標準進行比對。
• 若檢體分析結果［等於或］高於最高殘留容許量（MRL）標準，結果為檢出，即表採樣未能通過

檢驗。
• 若檢體分析結果［等於或］低於最高殘留容許量（MRL）標準，結果為「ND（Non-Detected）」，

即表未檢出。

2   食工所（FIRDI）進行食品添加物檢驗

yy 除了通過藥毒所的農藥殘留物檢驗外，有機農產品也可能接受食工所檢驗以評估是否含有不符合規
定的食品添加物。

yy 台灣有明列可用於國產及進口有機農產品的食品添加物及相關條件。若該有機農產品使用的食品添
加物並未明列於上述列表，其有機標示申請將被駁回。

yy 目前規定可使用於有機農產品的食品添加物列表，可在此處詳閱。經食工所檢驗的完整中文版食品
添加物列表，則可在此處詳閱。上述列表均可於附錄五詳閱英文版。

yy 請留意，農糧署於2018年1月3日（以中文）擬訂修正案草案，以修改並擴大可使用於有機農產品的
食品添加物範圍。農糧署表示，審查評估台灣業者的公開意見徵詢後，會再向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徵求國際意見。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2376
http://www.firdi.org.tw/
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71aec1b4-45da-4910-95e0-06b7c21b8365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2376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2376
https://app.box.com/s/h564xhyipypht9ly671ewstwdsdedykd
https://app.box.com/s/jtw28hz0a6nnztqsfg57cl5rsxk0uo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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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驗結果通知

根據申請前的邊境抽查或是審查完成後的市場監督機制，檢驗結果通知方式有所不同。

1  邊境檢驗結果（驗證審查通過前）

yy 若有機農產品在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通過前，被選定接受港口邊境檢驗，檢驗結果會由檢驗實驗室遞
送至台灣進口業者以及對應的農糧署區分署。

yy 請注意，有機農產品尚未進入市場前所接受的邊境抽查結果（無論是否有檢出），農糧署均不會特別通知
美國出口業者及美國驗證機構。

2  市場監督機制抽查結果： 

yy 若有機農產品於市場監督機制被選定接受抽查，檢驗結果會由檢驗實驗室遞送至台灣進口／經營業者以
及農糧署總署。

yy 當農糧署總署接獲檢出通知，即啟動多方溝通程序－農糧署將聯繫AIT農業組，要求向負責該產品的美
國驗證機構通知檢驗結果，並由美國驗證機構向農糧署提交調查報告與改善計劃。（包括業者如何回覆
農糧署等詳情，請見第伍章）

台灣進口業者

農糧署
各區分署

檢驗實驗室

台灣進口業者

農糧署
總署

AIT
農業組

美國驗證機構檢驗實驗室

美國NOP

台灣進口業者

農糧署
各區分署

檢驗實驗室

台灣進口業者

農糧署
總署

AIT
農業組

美國驗證機構檢驗實驗室

美國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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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市場監督抽查及檢出結果處理程序

農糧署可隨時對已同意在台上市販售的進口有機產品施予市場監督。
  

Taiwanese
Importer

AFA Regional
O�ce

Lab

Taiwanese
Importer

AFA Main
O�ce

AIT Ag
Section

U.S. Certi�erLab

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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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檢出結果之溝通程序

若核准在台上市的美國有機農產品於市場監督檢出農藥殘留物，即應啟動多階段溝通程序。作為第一階段，檢
驗實驗室會向台灣進口／經營業者及農糧署發佈通知。

通知台灣進口／經營業者

yy 檢驗實驗室會向台灣進口／經營業者通知檢出結果，並指示下一步動作。農糧署可能會要求台灣進
口／經營業者提供進一步資料。

yy 收到通知後，台灣進口／經營業者：

• 須於收到農糧署通知一日內下架受影響商品，並於十日內完成回收； 
• 應於商品回收四十日內將其銷毀，並於該動作五日前向當地機關通知對檢驗結果是否有異議；
• 得申請複驗，並以1次為限，且複驗過程中，商品將先不銷毀； 
• 商品回收可處以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約美金2,000元以上700萬元以下）；並
• 應立即向美國出口業者通知市場監督檢驗結果，並即時更新回收調查進度。

yy 調查及回收結果得以公開，得以公開之資訊包括公司名稱、公司地址、產品及農藥殘留物檢驗細節。
若業者對檢出結果有異議，上述程序可緩至複驗結果出爐。

經AIT農業組通知美國驗證機構： 

yy 另外，檢驗實驗室會將結果通知農糧署總署，即啟動通知美國驗證機構的多階段溝通程序。

yy 農糧署總署通常會在檢驗結果出爐一週內，向AIT農業組寄發通知函及相關文件－其中包含檢驗結
果及相關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並要求美國驗證機構提交調查報告及改善計劃。

• 農糧署通知函包含下列資訊：
• 案件號碼
• 檢驗日期
• 檢驗品項
• 批號
• 檢驗方法／檢驗類型
• 檢驗結果
• 要求美國驗證機構提供調查報告及改善計劃

台灣進口業者

農糧署
各區分署

檢驗實驗室

台灣進口業者

農糧署
總署

AIT
農業組

美國驗證機構檢驗實驗室

美國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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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農糧署總署發出通知函時，將副文以下台灣機構及單位：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農委
會動物保護司（原畜牧處動保科）、農委會漁業署、對應檢驗實驗室、農糧署各區分署及農糧署
總署其他相關單位，作為通知及記錄更新。

yy AIT農業組將記錄來自農糧署的通知函。 

yy AIT農業組將向美國驗證機構及美國NOP寄出由農糧署收到的中文通知函、檢驗結果及相關文
件。若可能的話，AIT 將會提供通知函不收費(非正式)的中英文翻譯。

二、 美國驗證機構向農糧署的回覆程序

（一） 收到農糧署通知函後，美國驗證機構應於三個月內（一）提交調查報告及改善計劃，或（二）請
求農糧署延長回覆期限。

（二） 收到AIT農業組傳達農糧署檢出結果通知函後，美國OTA建議美國驗證機構應立即回覆AIT
農業組（agtaipei@fas usda gov），為表示已收到通知。

(三）即使台灣檢驗結果屬美國NOP標準內，仍強烈建議美國驗證機構應將此狀況視為如同
自行檢驗方法所檢出殘留結果後，並積極展開調查及回覆改善計劃。

yy 行政院農委會與美國NOP均充分理解雙方最高殘留容許量（MRL）標準的差異。農糧署
要求對檢出結果提交調查報告及改善計劃之行為，與美國NOP《農藥殘留物檢驗結果回
覆（NOP 2613）》出版的指示一致。應特別留意，對美國驗證機構而言，台灣及美國之間
的政策差異非此次檢驗關鍵。

  (四） 建議美國驗證機構提交詳細的調查報告及具體的改善計劃。美國驗證機構於報告內容應明
確表示調查發現及改善作為，同時應清楚標示於各項標題。

yy 農糧署可受理美國驗證機構以英文提交報告。（惟請留意，由於資源有限，AIT農業組並不
會將美國驗證機構提交的調查報告或改善計劃翻譯成中文。因此，不論提交內容或排版
呈現，均應清楚、簡潔、明瞭，以利農糧署順利審閱。）

（五） 美國驗證機構完成調查報告及改善計劃後，應直接將其以同一電子郵件提交至AIT農業組
(agtaipei@fas.usda.gov）及美國NOP(AIAInbox@ams.usda.gov)。AIT農業組則會將其轉
至農糧署。

三、  農糧署未接獲回覆對美國驗證機構產品的直接影響

強烈建議美國驗證機構應於三個月期限內向農糧署回覆提交完整調查報告及改善計劃。如可即時且詳細的於
三個月期限內提交回覆，可使美國驗證機構運抵台灣邊境之貨物，維持正常檢驗程序。

yy 若農糧署三個月內均未接獲回覆，該美國驗證機構將直接名列於行政院農委會公告之驗證機構逐
批檢驗列管表。往後，所有檢附該機構開具之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的進口產品，均須於運抵
港口時，進行逐批檢驗。

yy 若美國驗證機構發現其公司名列於上述列管表，請以電子郵件（info@ota com）聯繫美國OTA，
並同時執行上方第二節所建議的調查及回覆程序。

yy 2018年3月公告的驗證機構逐批檢驗列管表，可在此處詳閱。該表格會隨著驗證機構異動，不定期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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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gtaipei@fas.usda.gov
https://www.ams.usda.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2613.pdf
https://www.ams.usda.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2613.pdf
http://agtaipei@fas.usda.gov
http://AIAInbox@ams.usda.gov
http://info@ota.com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548&article_id=4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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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若使用Chrome瀏覽器，則可依下方步驟前往詳閱行政院農委會公告之驗證機構逐批檢驗列管
表：

• 前往 afa gov tw
• 點擊滑鼠右鍵，點選「翻譯成英文」（僅有Chrome提供此功能）
• 於網頁選單點選「有機農業」後，於子選單點選「進口有機農產品、農產加工品之管理」

yy 點選「進口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驗證機構逐批檢驗列管表」；檔案可選擇以 xls或 pdf格式下
載。

http://a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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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美國出口業者及美國驗證機構參考清單

在貨物裝運出口至台灣的準備期間、台灣進口業者與美國驗證機構進口作業的協調過程、以及市場監督機制
的抽查程序中，美國出口業者均扮演著重要角色。

美國驗證機構－就如台灣驗證機構一般－同樣被視為台灣有機市場的把關者。在貨物運輸前的協調過程裡，由
美國驗證機構負責確保美國出口業者接收到正確的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對於農糧署在（驗證審查通過
後的）市場監督抽查檢出之檢出結果通知，美國驗證機構在回覆過程所扮演的角色，更是舉足輕重。農糧署期
望美國驗證機構應回覆提交調查報告及改善計劃。

美國出口業者及美國驗證機構參考清單，請見以下頁面。

美國業者參考清單，請見以下三頁，
分別提供美國出口業者及美國驗證機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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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出口業者參考清單
美國出口業者應負責以下項目：

在貨物裝運出口至台灣前，與美國驗證機構及台灣進口業者溝通協調，確保所有檢附之文件─包含
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資訊均正確且完全一致。完整詳情，請見第貳章：美國業者於貨物裝運
出口前進行之規劃。

一、  TM-11是台灣唯一認可的美國有機驗證證明文件。其他有機驗證證明文件都不被採納受理。

二、  美國出口業者的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及台灣進口業者的有機標示同意文件上，以下六項資訊必須完
全一致：

資訊 位於 TM-11 有機驗證證
明文件何處 位於有機標示同意文件何處

1 美國出口業者名稱及地址 出口方
外國農產品經營業者 
名稱
地址

2 獲認可之美國驗證機構名稱及地址 核發證明文件之獲認可
驗證機構

外國驗證機構 
名稱
地址

3 進口業者／買方名稱 委託給
進口業者資料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4 標示之商品名稱 如標示之產品 進口產品項目
名稱

5 批號 * 批號 批號

6
標記重量／容量 
應以最基本的零售單位及公制計量
標示

批次標記重量 單位重(容)量

 
* 紙盒包裝、有機驗證證明文件，申報單及發票上，均可見批號 (亦可填入製造或有效期限）。

三、  美國出口業者須向台灣進口業者提供以下文件 ： 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提單（B/L）、商業發票、形式
發票、裝箱單、原產地證明書、自由銷售證明（如有需要）及任何其他需要的出口／檢疫證明（如：產品於台
灣海關進口稅則資料輸入規定代號為B01者，須提供美國農業部動植物檢疫局（APHIS）頒發的植物檢疫
證明書（PPQ 表格577）；肉類與肉類加工產品，則須提供美國農業部食品安全檢驗局（FSIS）核發之證明
文件。詳情可見美國農業部 食品及農產品進口法規標準（FAIRS）報告 TW17031。

農糧署書面審查期間，即時回覆台灣進口業者提出的資訊需求。完整詳情，請見第參章：進口有機標
示同意文件審查程序。

若台灣當地機關於市場抽查時，在美國出口業者產品中檢出農藥殘留，即應與美國驗證機構合作進
行調查並實行改善計劃。完整詳情，請見第伍章：市場監督抽查及驗出結果處理程序。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20GAIN%20Publications/Food%20and%20Agricultural%20Import%20Regulations%20and%20Standards%20-%20Certification_Taipei_Taiwan_1-2-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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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驗證機構參考清單
美國驗證機構應負責以下項目:

在貨物裝運出口前，與美國出口業者協調確認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正確無誤。完整詳情，請見
第貳章：美國業者於貨物裝運出口前進行之規劃。

一、    TM-11是台灣唯一認可的美國有機驗證證明文件。該文件內資訊的完整及準確性直接影響著台灣進口
業者能否於最短時間內獲得農糧署正式核發驗證。其他有機驗證證明文件都不被採納受理。

二、    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須由美國驗證機構完整且準確填寫。

（一）關於如何備妥欲出口至台灣之產品所需的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可於此處取得美國NOP官
方指示。

（二）美國驗證機構須遵照使用美國NOP指定的驗證機構名稱縮寫。

（三）下列聲明須出現在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的「備註」欄位中：

•  加工產品與農作物:“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organic processed products, 
accompanied by this certificate, were produced or processed using zero prohibited 
substances ” (「附此證書之有機農產品與有機加工產品，於生產及加工過程中，均未使用任
何禁用物質。」)

•  家畜與肉類產品：“Organic livestock products, accompanied by this certificate, were 
managed and produced without the use of systemic painkillers or analgesics, 
including the use of Lidocaine or Procaine ” (「附此證書之有機家畜產品，於飼養及製造
過程中，均未使用包括利多卡因、普鲁卡因等全身止痛劑或鎮痛劑。」)

三、    美國出口業者的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及台灣進口業者的有機標示同意文件中，以下六項資訊必須
完全一致：

資訊 位於TM-11有機驗證
證明文件何處 位於有機標示同意文件何處

1 美國出口業者名稱及地址 出口方
外國農產品經營業者 
名稱
地址

2 獲認可之美國驗證機構名稱及地址 核發證明文件之獲認
可驗證機構

外國驗證機構 
名稱
地址

3 進口業者／買方名稱 委託給
進口業者資料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4 標示之商品名稱 如標示之產品 進口產品項目
名稱

5 批號 * 批號 批號

6 標記重量／容量 
應以最基本的零售單位及公制計量標示 批次標記重量 單位重(容)量

* 紙盒包裝、有機驗證證明文件，申報單及發票上，均可見批號。（亦可填入製造或有效期限）

https://www.ams.usda.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Exporting%20USDA%20organic%20products%20to%20Taiwan%20and%20Japan.pdf
https://www.ams.usda.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NOP-2403-CertifyingAgentAcronymsforTM-11Certs.pdf
https://www.ams.usda.gov/services/organic-certification/international-trade/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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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糧署書面審查期間，即時回覆台灣進口業者提出的資訊需求。完整詳情，請見第參章：進口有機
標示同意文件審查程序。

若農糧署通知於（有機標示同意文件通過審查後）市場抽查檢出農藥殘留，應立即進行調查。完整詳
情，請見第伍章：市場監督抽查及驗出結果處理程序。

 
應於接獲通知三個月內，向農糧署回覆提交完整調查報告及改善計劃，以避免未來所有檢附該機構
開具之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的有機農產品，均須於運抵港口邊境時，進行逐批檢驗。完整詳情，
請見第伍章：市場監督抽查及驗出結果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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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一:  台灣與美國主要有機產業聯絡窗口

單位/組織 聯絡方式

農業委員會農業糧食署

總辦公室: 54044南投縣中興新村光華路八號
T: (+886) (049) 233-2380

農糧署北區辦公室

33065 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111號
T: (+886) (03) 332-2150

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41358台灣台中市霧峰區舊正里光明路11號
T: (+886) (04) 2330-2101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FIRDI)

30062台灣新竹市東區食品路331號
T: (+886) (03) 522-3191 
E: wwwadm@firdi org tw

美國在台協會農業組(AIT)
提供出口協助

10659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314巷7號

T: (+886) (02)-2162-2000 
E: agtaipei@fas usda gov

美國在台協會農業貿易辦事處(ATO)
提供行銷協助

10657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36號7樓704室

T: (+886) (02) 2705-6536  
E: atotaipei@fas usda gov

美國外國農業服務, 加工產品處

14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Mail Stop 1001
美國華盛頓特區20250

Kelly Strzelecki
Senior Trade Advisor 
T: (+1) 202-690-0522 
E: Kelly Strzelecki@fas usda 
gov

美國國家有機農業計畫 (National Organic Program)

14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Room 2642-South, Stop 0268 
美國華盛頓特區20250-0268 

T: (+1) 202-720-3252
E:  AIAInbox@ams usda gov

美國有機貿易協會(Organic Trade Association)

444 N  Capitol St  NW
Suite 445A
美國華盛頓特區20001

Monique Marez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 (+1) 202-403-8520 
E: info@ota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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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台灣有機體制歷史與背景
一、    台灣有機體制概述

A.    台灣有機體制歷史與相關有機產業法源依據概略

台灣於2007年實施｢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並建立有機產業體制，其目的為提升農產品與農產加工品—包
含有機農產品—的品質與安全性以保護消費者的權利與福祉。此法之主要原則包含以下:

yy 高品質農產品的驗證以及標章制度; 

yy 透過標章制度審核台灣與進口產品，以管理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 

yy 良好農業規範與追溯制度的管理; 

yy 生產、加工、分流、貯存、及零售過程中必要的調查與檢驗; 以及 

yy 違反規範的罰則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為避免有機產品品質的不一致性，有機食品在進入零售市場之前與生產過程中都
會受到此法規範。 

在台灣，有機驗證對於台灣有機農家來說是一個品牌與名譽的重要環節，故台灣的法律與規範也對於進口有
機農產與農產加工品有相似的規定。因此，所有進口產品必須遵守台灣有機產業體制的法律與規範，以確立體
制的健全且不被妥協。 

B.    台灣進口有機產品的規範

根據台灣進口有機農產品與農產加工品管理辦法，主管機關會先辨別出口國的驗證/認證結果，並在任何進口
有機產品被標註為｢有機｣在台灣市場販售之前，在台灣展開一系列完善的審核程序。台灣進口辦法包含核准
有機來源國的清單、精確且有效的文件/訊息以進入文件審核程序、依照台灣規定有機成分與含量的計算、同
意文件審查流程以及必要追蹤紀錄，及有機標章規定。 

台灣核發進口農糧產品及農糧加工品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作業要點 的目的為提供政府行政人員統一的作
業流程以審核進口業者所提供的文件，以達到促進進口有機農產與農產加工品有機標章制度的實施。除了文
件處理流程的指引與方針，此作業要點連結內也包含了九個附件。
 
進口辦法與作業要點兩者是台灣進口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流程的基礎，而所有的進口有機產品都必須經過
此流程才能在台灣市場上販售為有機產品。此申請程序所需之文件必須與美國出口業者、美國驗證機構和台
灣進口業者之文件一致。參考更多有關在裝運前業者之間資訊整合等詳細資訊，請至第貳章。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353&mod_code=view&a_id=201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353&mod_code=view&a_id=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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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何謂「逐批檢驗的驗證機構列管表」? 為什麼此列管表有其重要性? 

台灣有機體制之所以獨特是因為有機相關法令的執行是基於監管產品的驗證機構，而不是生產者或進出口業
者。在台灣有機體制進口的環節中，因為台灣倚賴其他國家的進口有機農產與農產加工品的驗證機制，驗證機
構因此被視為最後一道防線以保護有機體制的健全、社會大眾的食品安全、以及消費者保護。 

當有機產品在台灣市場被檢出有台灣有機標準中的非有機化合物，且台灣政府並未收到驗證機構的檢驗報告
與改善計劃時，負責此產品的驗證機構便會被農委會放置於｢逐批檢驗的驗證機構列管表｣(農委會所公告的
列表之正式名稱為｢ 進口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驗證機構逐批檢驗列管表｣)。

當驗證機構被置放於此列管表，不論進口業者或出口業者的任何紀錄，所有被此驗證機構驗證之每批進口有
機產品皆必須在貨物到港時接受逐批檢驗。一旦驗證機構有出示調查報告及改善計劃以修正農藥殘留檢出之
情事，驗證機構所驗證之出口業者的產品可能被解除列管、並在到港時回歸到例行的檢驗原則。

二、   美台有機產業之關係與歷史

在台灣建立並實施其有機產業體制後，為了確保美國有機產品在台灣市場的佔有率，美國在2009年與台灣建
立有機產品的出口貿易關係。基於此出口貿易關係，台灣承認美國有機體制之四大原則，具體如以下:

yy 台灣農業委員會認可美國為22國有機驗證體系之一;

yy 美國國家有機農業計畫是美國的有機驗證體系;

yy 美國的有機產品是被美國國家有機農業計畫認可之驗證機構所驗證; 以及

yy TM-11有機驗證證明文件為指定的美國有機文件，以替代台灣進口法規所要求的多元辦理文件

美國與台灣的出口貿易關係不賦予有機同等性協定的益處。美台出口貿易關係是為了屏除使用台灣驗證機構
的限制，以及減少在台灣販賣美國有機產品的步驟與文件。除此之外，台灣的有機法規包含許多嚴格的條件，
適用於所有有機產品，包括從美國進口的產品，具體如以下:

yy 美國有機產品之標示與販售皆必須被農糧署所核准，核准以每\批到港貨物為基準，且並不保證農
糧署會核准申請; 

yy 由於台灣農藥殘留門檻規範比國際標準與美國國家有機農業計畫較嚴格 (此兩者一般來說皆允許
因為非蓄意環境汙染而產生極小值的化學農藥殘留)，美國有機產品可能會在到港時被抽檢農藥
殘留以及/或在上市後被抽檢; 且 

yy 在台灣販售的美國有機產品不能使用台灣官方有機標章CAS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然而，美國有
機農產品可以在包裝上使用｢有機｣字眼，且必須貼有產品追蹤號碼。

以農委會的角度來看，有機產品的檢驗是為了保護台灣消費者的健康與公民權利。這些檢驗通常在貨物到港
後(預先核准)以及/或在零售市場販售後(上市後核准)發生。如果被選為抽檢對象，有機產品會以比美國國家有
機農業計畫更為嚴格的台灣有機標準進行農藥殘留的檢驗。因此，就算產品符合美國國家有機農業計畫的標
準，產品仍可能會被台灣檢出有農藥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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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有機產品農藥殘留的限值
作為有機標示申請的一部分，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涵蓋了最新的受檢農藥清
單。這個版本在2017年8月通過，並在2018年1月1日開始實施。若需要英文下載版本，請點擊這裡。 

附錄四:  台灣農藥殘留限值與美國國家有機農業計畫標準的比較
美國USDA建立了台灣有機產品農藥殘留限值與美國國家項目農藥殘留限值的比較。參考完整清單，請點擊這
裡。 

附錄五:  有機產品中所核准的食品添加物
作為有機標示申請以及產品上市後監管的一部分，2018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 涵蓋了完整的食品添加
物清單。任何在產品中的食品添加物被檢出不符台灣有機標準，都有可能會導致有機標示申請被拒絕或是產
品的下架。 

根據台灣的有機標準，只有下列食品添加物可在台灣被核准用於標示有機的產品，清單位於此文件第24頁附
表二：

名  稱 使用條件

1、 氯化石灰（漂白粉) 
Chlorinated lime 可使用於飲用水及食品用水；用量以殘留有效氯符合飲用水標

準為度。2、 二氧化氯 Chlorine dioxide 

3、 次氯酸鈉液   
Sodium hypochlorite solution 

4、 過氧化氫 Hydrogen peroxide 

5、 L-抗壞血酸（維生素C) 
 L-Ascorbic acid （Vitamin C ） 

6、 生育醇（維生素E  
dl- α -Tocopherol （ Vitamin E ） 

7、 亞硫酸鹽 Sulfite 限使用於葡萄酒、果酒，用量以SO2殘留量計為100ppm以下。
8、 碳酸氫鈉 Sodium bicarbonate 
9、 碳酸銨 Ammonium carbonate 限於用作膨脹劑。

10、碳酸氫銨 Ammonium 
bicarbonate 限於用作膨脹劑。

11、碳酸鉀 Potassium Carbonate 限使用於穀類製品。
12、氯化鈣 Calcium chloride 
13、氫氧化鈣 Calcium hydroxide 
14、硫酸鈣 Calcium sulfate 限使用天然來源者。
15、檸檬酸鈣 Calcium citrate 

16、磷酸二氫鈣  
Calcium phosphate, monobasic 

17、磷酸鈣  
Calcium phosphates, tribasic 

18、碳酸鈣 Calcium carbonate 
19、碳酸鈉 Sodium carbonate 

20、無水碳酸鈉 Sodium carbonate, 
Anhydrous 

21、碳酸鎂 Magnesium carbonate 
22、硫酸鎂 Magnesium sulfate 限使用天然來源者。

https://app.box.com/s/4mehpakjx28s9wpnyck4hv5wzm9ccdql
https://app.box.com/s/21ohd3r3fwm5osxcx38rqryaz3vrlss4
https://app.box.com/s/jtw28hz0a6nnztqsfg57cl5rsxk0uoc8
https://app.box.com/s/3u7s3s3gw5qwutcf45j9vuwafrjpdgtg
https://app.box.com/s/psi27lxvs3cchsym1cnrkp87j8u0z6ei
https://app.box.com/s/psi27lxvs3cchsym1cnrkp87j8u0z6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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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使用條件

23、氯化鎂 
Magnesium chloride 限使用由海水提煉者，並限作為凝固劑使用於豆類製品。

24、甘油 Glycerin 限使用由油脂水解製造者。
25、皂土 Bentonite 

26、矽藻土  
Diatomaceous earth 限於食品製造加工吸著用或過濾用。

27、白陶土 Kaolin 
28、滑石粉 Talc 
29、珍珠岩粉 Perlite 限作為過濾助劑。
30、二氧化矽 Silicon dioxide 
31、棕櫚蠟 Carnauba wax 

32、檸檬酸  
Citric acid 限使用由果實取得或由碳水化合物等天然原料發酵而得者。

33、檸檬酸鈉 Sodium citrate 
34、檸檬酸鉀 Potassium citrate 
35、酒石酸 Tartaric acid 

36、D&DL-酒石酸鈉  
D&DL-sodium tartrate 

37、乳酸 Lactic acid 

38、
DL-蘋果酸（羥基丁二酸）  
DL-malic acid 
(Hydroxysuccinic acid) 

39、氯化鉀 Potassium chloride 
40、海藻酸 Alginic acid 
41、海藻酸鈉 Sodium alginate 

42、海藻酸鉀  
Potassium alginate （Algin） 

43、海藻酸鈣  
Calcium alginate （Algin） 

44、鹿角菜膠 Carrageenan 
45、玉米糖膠 Xanthan gum 

46、氫氧化鈉 
Sodium hydroxide 

(1) 限作為pH調整劑，使用於糖類加工品或穀類加工品。
(2) 禁止用於蔬果的鹼液剝皮。

47、氫氧化鉀 
Potassium hydroxide 

(1) 限作為pH調整劑，使用於糖類加工品。
(2) 禁止用於蔬果的鹼液剝皮。

48、瓊脂 Agar-Agar 限使用未經漂白處理者。
49、阿拉伯膠 Arabic gum 
50、關華豆膠 Guar gum 

51、刺槐豆膠 Locust bean gum or 
Carob bean gum 用於畜產加工品時，限用於乳製品及肉品加工。

52、明膠 Gelatin 
53、果膠 Pectin 
54、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55、乙烯 Ethylene 
56、電石氣 Acetylene 
57、氮 Nitrogen 限使用非石油來源、無油級者。 
58、氧 Oxygen 限使用無油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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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使用條件
59、天然色素 Natural colors 
60、天然酵母 Natural yeast 
61、活性碳 Activated charcoal 
62、卵磷脂 Lecithin 限使用未經漂白或有機溶劑處理者。

63、天然玉米澱粉 Corn starch 
(native) 

64、天然香料 Natural flavors 

65、

酵素Enzyme
(1) 凝乳酶Rennet
(2) 過氧化氫酶Catalase 
     （動物肝臟萃出）
(3) 脂解酶Animal Lipase
(4) 胃蛋白脢Pepsin
(5) 胰蛋白酶Trypsin
(6) 胰臟酶Pancreatin
(7) 蛋白溶菌酶 
     Egg White Lysozyme 

(1) 限由可食性無毒植物、非病原性菌或健康動物產出者。
(2) 限使用未經有機溶劑處理者 

66、酪蛋白 Casein 限用於製酒、肉品加工。

67、葡萄糖酸-δ內酯  
Glucono-δ-lactone 限使用自微生物發酵及碳水化合物氧化者。

附錄六:  參考資料與法源依據
一  台灣有機相關法令

A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  此法的目的為使農產品及其加工製品保障品質與安全並保護國民的健康與消
費者的權利。此法的中央主管機關為台灣農業委員會、地方主管機關為各級縣市政府。為實施農產品生產及驗
證管理法，農業糧食署在各領域訂定了附隨法令、辦法、實施規定以及作業要點。

B  進口有機產品的有機標示
yy 進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管理辦法

yy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 (亦稱有機標準)

•  附件一  :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基準 (註: 包含可使用於有機產品中的食品添加
物及農藥列表)

•  附件二  :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類別及品項一覽表修正規定
yy 核發進口畜產品及畜產加工品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作業要點 

• 附件 – 包含有機標示之申請表格
yy 核發進口畜產品及畜產加工品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作業要點 ( 2015年7月27日) 

• 第三點附件三修正規定
• 第三點附件四修正規定
•  第六點附件五修正規定
•  第六點附件六修正規定
•  第七點附件七修正規定

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EngLawContent.aspx?Type=E&id=104
http://law.moj.gov.tw/ENG/LawClass/LawAll.aspx?PCode=M0030084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353&mod_code=view&a_id=213
https://app.box.com/s/2di7pepa0m08zak71izgcccxotwziohs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3140/ch07/type2/gov62/num40/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3140/ch07/type2/gov62/num40/images/Eg01.pdf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3140/ch07/type2/gov62/num40/images/Eg02.pdf
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EngLawContent.aspx?Type=E&id=215
https://app.box.com/s/h564xhyipypht9ly671ewstwdsdedykd
https://app.box.com/s/y144tfc9yd48xtkxb69sqhbtxfdu6boh
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3140/ch07/type2/gov62/num40/images/Eg03.pdf
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3140/ch07/type2/gov62/num40/images/Eg04.pdf
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3140/ch07/type2/gov62/num40/images/Eg05.pdf


•  有關有機畜產及畜產加工品的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流程，作業要點內之法規內容與農業糧
食署的有機農產品相關法規內容相近，唯一差別在於有機畜產及畜產加工品的直屬機關為農
業委員會之畜牧處(內部單位)，最後核發有機標示同意文件證書之主管機關皆為農業委員會。 

yy 核發進口水產品及水產加工品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審查作業要點

C  有機產品的檢驗方法

yy 最高殘留容許量 (有機農糧產品及農糧加工產品的定量極限)

• 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修正規定 (2017年8月31日修訂)
• 修正規定總覽及修正清單

yy  有機添加物(所有產品) – 2018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 

yy  有機產品中核准之食品添加物: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   附件一

yy 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添加物資料庫

D  產品檢驗法規

yy 農產品檢查及抽樣檢驗辦法 , 2007 年6月26日修訂

yy 農產品檢查及抽樣檢驗辦法 (英文), 2007 年6月26日修訂

yy 檢舉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 2015年5月20日修訂

yy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檢查及抽樣檢驗結果處置作業要點 

•  附件: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裁罰基準 
yy 農糧產品及其加工品抽樣方式及抽取數量規定s , 2007年9月20日修訂

E  有機農產品同等性之驗收

yy 赴進口有機農產品同等性國家查證作業要點

F  驗證體制

yy 農產品驗證機構管理辦法, 2007年6月7日修訂

yy 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認證作業要點 

G  台灣經營者

yy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

yy 農產品標章管理辦法, 2009年2月3日修訂

•  附件一 、 優良農產品標章
•  附件二 、有機農產品標
•  附件三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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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gov.tw/cht/LawsRuleFisheries/content.aspx?id=291&chk=95e3a975-0eba-4f95-890c-d22936ab4890&param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2376
https://app.box.com/s/4mehpakjx28s9wpnyck4hv5wzm9ccdql
https://app.box.com/s/jtw28hz0a6nnztqsfg57cl5rsxk0uoc8
https://app.box.com/s/h564xhyipypht9ly671ewstwdsdedykd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FoodAdditivesList.aspx?nodeID=521
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43514&KeyWord=%E8%BE%B2%E7%94%A2%E5%93%81%E6%AA%A2%E6%9F%A5%E5%8F%8A%E6%8A%BD%E6%A8%A3%E6%AA%A2%E9%A9%97%E8%BE%A6%E6%B3%95
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44083&KeyWord=%E6%AA%A2%E8%88%89%E9%81%95%E5%8F%8D%E8%BE%B2%E7%94%A2%E5%93%81%E7%94%9F%E7%94%A2%E5%8F%8A%E9%A9%97%E8%AD%89%E7%AE%A1%E7%90%86%E6%B3%95%E6%A1%88%E4%BB%B6%E7%8D%8E%E5%8B%B5%E8%BE%A6%E6%B3%95
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Download.ashx?FileID=6784
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44131
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EngLawContent.aspx?Type=C&id=6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M0020032
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EngLawContent.aspx?Type=E&id=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M0080007
http://law.moj.gov.tw/Law/law_getfile.ashx?FileId=0000061452
http://law.moj.gov.tw/Law/law_getfile.ashx?FileId=0000061453
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44130&KeyWord=%E6%9C%89%E6%A9%9F%E8%BE%B2%E7%94%A2%E5%93%81%E5%8F%8A%E6%9C%89%E6%A9%9F%E8%BE%B2%E7%94%A2%E5%8A%A0%E5%B7%A5%E5%93%81%E6%AA%A2%E6%9F%A5%E5%8F%8A%E6%8A%BD%E6%A8%A3%E6%AA%A2%E9%A9%97%E7%B5%90%E6%9E%9C%E8%99%95%E7%BD%AE%E4%BD%9C%E6%A5%AD%E8%A6%81%E9%BB%9E
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pdf/tw155622E.pdf
http://law.moj.gov.tw/Law/law_getfile.ashx?FileId=0000061451


二. 美國在台協會農業組之全球農業資訊網絡報告

A  有機產業相關之全球農業資訊網絡報告 (GAIN)

yy 台灣需求增加的有機市場受困於獨特的法規障礙  (英文) (2017 年9月20日)
yy 台灣當權所新訂定之有機相關法律 (英文) (2015年12月3日)
yy 台灣當權實施有機黃豆之基因改造檢驗與新增黃豆與玉米進口的審核文件  (英文) (2014年10月29

日)

B  食品及農產品進口法規標準(FAIRS)

yy 2017 FAIRS 概覽

yy 2016 FAIRS 概覽

yy 2015 FAIRS 概覽

三. 美國國家有機農業計畫對於出口有機產品至台灣之指引

yy 國際貿易法規: 台灣, (英文)
yy 填寫完成出口認證的教學, (英文) (TM-11)
yy TM-11 出口認證合格單位之簡稱, (英文)
yy 如何回覆農藥殘留檢出結果”(國家有機農業計畫出版NOP2613),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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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 GAIN Publications/New Organic Legislation developed by Taiwan authority_Taipei_Taiwan_12-3-2015.pdf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 GAIN Publications/Taiwan Authorities Enforce GE Testing on Organic Soybeans and Look t_Taipei_Taiwan_10-29-2014.pdf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 GAIN Publications/Food and Agricultural Import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 Narrative_Taipei_Taiwan_12-20-2017.pdf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 GAIN Publications/Food and Agricultural Import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 Narrative_Taipei_Taiwan_12-16-2016.pdf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 GAIN Publications/Food and Agricultural Import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 Narrative_Taipei_Taiwan_12-10-2015.pdf
https://www.ams.usda.gov/services/organic-certification/international-trade/Taiwan
https://www.ams.usda.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Exporting USDA organic products to Taiwan and Japan.pdf
https://www.ams.usda.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NOP-2403-CertifyingAgentAcronymsforTM-11Certs.pdf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20GAIN%20Publications/Growing%20Demand%20for%20Organics%20in%20Taiwan%20Stifled%20by%20Unique%20Regulatory%20B_Taipei_Taiwan_9-7-2017.pdf
https://www.ams.usda.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26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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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美國有機貿易協會

美國有機貿易協會(OTA)為位於北美的會員制商
會，目的為推廣有機農業及農產品。美國OTA身為
美國有機貿易的主要推手，成員包含9,500多間有
機企業，橫跨美國50州。該會員業別包含農民、裝
運業者、農產加工業者、驗證機構、農會、物流業
者、進出口商、顧問、零售業等。美國OTA的董監事
是透過民主程序由會員推選決定。

關於美國OTA出口計畫資金

美國OTA的有機出口計畫是由美國農業部(USDA) 
國外農業署(FAS)之市場拓銷計畫所贊助。自1999
年以來，美國FAS已獎勵美國OTA數百萬美元，以
協助將美國有機產品推廣至出口市場。美國OTA
透過重要市場的分享及教育，將美國認證有機產品
的品質、可信度及多樣性等特質推廣到全世界。

CONTACT: Monique Marez  
E: info@ota.com
D: (202) 403-8515
T: (202) 403-8520

Organic Trade Association (OTA)

444 N. Capitol St. NW, Suite 445A  
Washington D.C. 20001

www.ota.com

/OrganicTrade

F IL

美國出口手冊－台灣

就美國出口有機產品 如何在台灣以有機名義標示販售 提供美國業者參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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