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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區國產蔬果品牌品質認證輔導成果 

文／ 陳鴻彬 

雲嘉南地區天然氣候環境兼具生物資源豐富的優勢，有好的利

基，為台灣蔬果之重要產地，綜合地理環境、土壤、氣候及栽培技術

等條件，生產優質好蔬果。但是在台灣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之後，農產品市場已接近全部開放，進口農產

品進入國內市場會以品牌並藉助強勢行銷方式，對生鮮國產農產品產

生競爭及排擠效應，然而隨著國人生活品質日益提高，對新鮮、衛生、

營養、高品質之國產優良農產品的需求越為殷切，因此，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為輔導國產水果、蔬菜產地達到生產安定、品質安定、出貨安

定的產業水準，以提昇品牌水果、蔬菜之公信力與競爭力，俾確保國

產水果蔬菜產業永續經營的基礎，於 1999 年 6 月 23 日訂頒「國產優

良品牌水果蔬菜品質認證作業須知」，並以 2005 年 6 月 15 日農授糧

字第 0941071520 號令修正公告實施。其認證作業由各區農業改良場

執行。 

 

國產優良品牌水果蔬菜品質認證作業程序 
欲申請國產優良品牌蔬果品質認證之農民團體(以下簡稱申請單

位)需具備下列各項規定條件，始能向各區農業改良場提出申請： 

1.申請及核發單位：以鄉(鎮、市)級農會或合作社(場)、青果社等農

民團體。 

2.申請單位必備之要件：申請單位需符合下列規定 

(1)產品具經商標註冊之品牌，品牌之使用及標示並符合商標法之

相關規定者。 

(2)轄下產銷班組織運作良好，且經驗證取得吉園圃標章或經本會

輔導辦理有機農產品驗證，並取得有機農產品證明標章者。 

(3)確實實施共同選別、統一計價(簡稱：共選共計)。 

(4)已辦理共同運銷且實績良好。 

(5)至少具有一名擁有國產品牌水果、蔬菜產銷訓練班結業證書之

工作人員。 

(6)生產水果之申請單位，其品牌系列產品於產期內每品種單日能

供貨至少三十箱以上。 

(7)生產蔬菜之申請單位須具備急速預冷設施，且具足夠之作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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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能力。 

3.申請作業流程：申請單位應檢具下列書面資料，以掛號郵件向執行

單位(各區農業改良場)提出申請： 

(1)認證申請書。 

(2)品牌商標標準設計圖樣、包裝盒箱式樣。 

(3)產品分級標準：依個別產品品項 (表 1)，明確列出品牌產品及

特、優級、良級之產品分級標準。 

(4)營運管理計畫書：包括生產、集貨、分級、包裝、倉儲等作業

流程及行銷計畫等資料。 

(5)獲准使用吉園圃標章證書影本一份或已取得有機農產品證明標

章者，須檢附證明文件，可免附吉園圃證書。 

(6)工作人員參加品牌蔬果產銷訓練班結業證書影本一份。 

(7)消費者服務卡(依 2007 年 4 月 20 日農授糧字第 0961070309 號

函辦理)。 

4.資料審查：區農業改良場於二週內將資料審查完畢，並將審查結果

通知申請單位，並通知現場評核事宜。資格審查未通過者，執行單

位通知其補正。 

5.現場評核： 

(1)現場評核作業由「國產優良品牌水果蔬菜品質認證委員會」共

15 位委員組成「評核小組」。 

(2)申請單位應備妥相關之作業程序、生產報表及各項管制標準、

記錄報告等書面資料，並進行簡報接受審查。 

(3)現場評核未通過者於一定期限內完成改善；改善後申請複核，

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複核者，視同放棄。 

(4)複核仍未通過之申請單位，於通知函發文起一個月後，始可重

新提出申請，且須自資料審查階段重新辦理。 

6.產品品質檢測： 

(1)完成現場評核後二週內，赴生產現場進行抽樣，所抽樣品攜回

區農業改良場進行分析檢測，結果須符合該項產品之品質規格標

準。 

(2)產品品質檢測合格者由區農業改良場備齊各項評核結果報農委

會核定。檢測不合格者，可於完成改善後隨時申請複驗，惟複驗

以一次為限。 

(3)複驗仍不合格者，三個月後始可重新申請，且須自資料審查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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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重新辦理。 

(4)取樣數量：依據申請認證之產品每單位包裝淨重，抽樣比例原

則為二公斤以下者抽四盒(箱)，二公斤至六公斤者抽三盒(箱)，

六公斤以上者抽二盒(箱)。 

7.核定：申請單位通過書面審核，現場評核及產品抽驗後，由區農業

改良場備齊各項評核結果提報農委會。 

8.簽約：農委會函復區農業改良場申請單位通過之品質認證並給予國

產優良品牌水果蔬菜產品編號並由區農業改良場與申請單位完成

合約書辦理手續。 

9.授證：農委會於簽約案彙集到適當件數時，不定期舉行授證典禮，

頒發國產優良品牌水果蔬菜品質認證證書。 

 

台南轄區通過 11 個品項品牌水果 
  截至 2007 年底止，輔導轄區共有 10 個農民團體申請通過國產蔬

果品牌品質認證：嘉義縣中埔鄉農會(好心情)、台南縣七股鄉農會(季

季欣)、台南市農會(古都府城薌)、嘉義縣民雄鄉農會(酩雄香)2 品

項、雲林縣豐榮合作農場(岵屺)、雲林縣莿桐鄉農會(吉欣鮮)、台南

縣洋香瓜聯合運銷合作社(北極星)、台南縣南化鄉農會(南芝園)、台

南縣山上果菜生產合作社(笠園)及台南縣麻豆鎮農會(柚の寶)等 11

個品項品牌水果。10 個農民團體 11 個品項品牌水果包括品項、品牌

名稱、產品編號、認證期間、品牌標示及品牌涵意一覽表(如表 2.3)

所示，可供消費者購買時辨識。 

  本場持續追蹤輔導已通過國產蔬果品牌品質認證之農民團體，仍

需秉持永續經營的發展方向，為因應激烈之國內外蔬果的競爭所面臨

的衝擊，高品質蔬果的經營策略仍為台灣競爭優勢之一，從生產面開

始以全面提升產品品質，嚴格執行選別、分級、包裝之品質管理，建

立產品責任。基於品牌是品質的保證，品質是品牌的後盾，形成國產

蔬果的區隔策略以爭取特定消費者的支持，更能夠以品牌產品掌控行

銷通路，創造市場商機。 

 

結語 
建立國產農產品之品牌與品質認證制度在市場上產品具有差異

化的定位，為因應開放國外農產品進口，期藉由優質的品牌形象及認

證來區隔市場，也是提昇國產優質農產品行銷中建立競爭優勢地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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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方式，更透過品牌認證選定符合優質條件的蔬果，突顯其蔬果

在食用上口味甜美、符合產品品質、規格標準、新鮮度、無農藥殘留

的安全性及彰顯最具本土風味之地區特產，提供給國內市場消費者購

買食用。也提高國產蔬果的附加價值，可拓展優質國產品牌蔬果之市

場競爭力，亦可在消費者心目中建立國產品牌蔬果良好的品牌形象，

以拓展國內市場對於國產品牌蔬果的消費。 

 

 

表 1.國產優良品牌水果蔬菜品質認證之產品品項 

類別 產  品  品  項 

水果 梨、甜柿、葡萄柚、荔枝、桶柑、椪柑、鳳梨、葡萄、番

石榴、棗子、芒果、木瓜、甜瓜、洋香瓜、番荔枝、番茄、

蓮霧、枇杷、龍眼、甜橙、楊桃、酪梨、草莓、文旦、紅

龍果、香蕉 

蔬菜 苦瓜、花胡瓜(小胡瓜)、綠竹筍、甜椒、青蔥 

 

 
表 2. 雲嘉南地區通過認證之國產優良品牌水果品牌名稱、產品編號及認證期間一覽表 

編號 單 位 別 品 項 品牌名稱 產品編號 認證期間 
1 嘉義縣中埔鄉農會 木瓜 好心情 F041001 94.2.1-97.2.1 

2 台南縣七股鄉農會 洋香瓜 季季欣 F040201 94.3.10-97.3.10 
3 台南市農會 洋香瓜 古都府城薌 F040601 94.4.15-99.4.15 
4 嘉義縣民雄鄉農會 鳳梨 酩雄香 F040401 94.6.20-99.6.20 
5 嘉義縣民雄鄉農會 甜瓜 酩雄香 F040402 94.6.20-99.6.20 
6 雲林縣豐榮合作農場 洋香瓜 岵屺 F041101 94.7.20-99.7.20 
7 雲林縣莿桐鄉農會  楊桃 吉欣鮮  F041201 95.10.19-100.10.19 
8 台南縣洋香瓜聯合運銷

合作社 
洋香瓜 北極星 

F041301 95.10.20-100.10.20 

9 台南縣南化鄉農會 木瓜 南芝園 F040101 96.7.10-101.7.10 
10 台南縣山上果菜生產合

作社 
芒果 笠園 

F041401 96.7.25-101.7.25 

11 台南縣麻豆鎮農會 文旦柚 柚の寶 F041501 96.9.18-10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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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雲嘉南地區通過認證之國產優良品牌水果品牌標示及品牌涵意一覽表 

編號 單 位 別 品 項 品牌標示 品牌涵意 

 

 

1 

 

 

嘉義縣中埔鄉農會 
木瓜 

好心情 

 

中埔心好開心、農民生產者真用心。中

埔情好心情、消費者吃了真安心。中埔

農業好熱情、共創美麗人生好心情。 

 

 

2 
台南縣七股鄉農會 洋香瓜

季季欣 

 

洋香瓜品種繁多，四季皆可生產，品質

差異大，因此以色澤佳、品質佳、健康

的、安全的為四大訴求，四季欣欣向榮

與消費者共享。 

 

 

 

 

3 

台南市農會 洋香瓜

古都府城薌 

 

台南市古稱「府城」亦稱古都而「薌」

同香字。標章內紅色圖示為代表「鳳

凰」。而標章內綠色圖示代表青翠、鮮

綠，欣欣向榮。「古都府城薌」意為台南

市所生產之洋香瓜具有芬芳、味甜，隨

著香氣傳遍各消費地。 

 

4 
嘉義縣民雄鄉農會 鳳梨 

 

5 
嘉義縣民雄鄉農會 

甜瓜 

酩雄香 

 

「酩雄香」釋意為因為品嚐民雄鄉生產

之蔬果，其果香濃郁、味道甜美，有種

令人因果香而酩酊大醉之感，故以「酩

雄香」為名。 

 

 

6 

雲林縣豐榮合作農

場 
洋香瓜

岵屺 

 

岵屺，乃詩經．魏風：「陟彼岵兮，瞻望

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意即思

念雙親、懷念故鄉，特此命名之。 

 

 

7 雲林縣莿桐鄉農會 楊桃 

吉欣鮮  

 

訴求優質、新鮮、健康農產品的優良標

誌形象，提供用心栽種的蔬果，讓消費

者有信心選擇購買。以紅色心的蔬果造

型，象徵用心、誠心、信心的品牌形象，

增加消費者的認知度。 

 

 

 

 

8 

台南縣洋香瓜聯合

運銷合作社 
洋香瓜

北極星 

 

「北極星」在浩瀚星空裡，屹立不搖，

來自亙古的光芒穿越時光隧道，貫穿前

世今生，將時間凝固成永恆。流星是曾

經擁有，「北極星」則是天長地久。藉此

比喻此品牌能夠永續經營，屹立不搖，

特此命名之。 

 

 

 

台南縣南化鄉農會 木瓜 南芝園 

「南」─南化鄉的地理位置。「芝」─同

「芷」乃氣味芳香之意。「園」─果園之

意。「南芝園」─ 即代表南化鄉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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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水果結實纍纍且芳香誘人。 

 

 

 

 

10 

台南縣山上果菜生

產合作社 
芒果 

 

笠園 

 

山上果菜建立在廣闊的山野，務農的農

家，有個依偎的斗笠，伴隨著保護農家

能夠永續經營優質的蔬果「笠園」則是

斗笠之笠取字，藉此斗笠之特色，比喻

品牌能夠永續經營優質蔬果，特此命名

之。  

 

 

 

11 
台南縣麻豆鎮農會 文旦柚

 

柚の寶

 

「柚の寶」象徵麻豆文旦柚的極品。亦

象徵農會人堅毅、熱誠、踏實的特性；

衝、衝、衝、、、、、往前衝，充滿了

生生不息的生命力。而文旦寶寶騎乘腳

踏車表示農會將永續經營的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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