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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2007-2012 有機農業政策推動介紹
■高啟明

二、政策制定態勢描述

一、前言

有機農業是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充分利用

推行「有機農業」是行政院農委會 2007

各種動、植物廢棄物所製成的堆肥，連同有益

年五大政策目標之一。有機農業是一種運用天

的微生物，在不使用化學合成肥料及農藥的前

然資材的耕種方式，目的在於維護農業的永續

提之下，維持農地永續生產力，藉以達成生態

發展與生產衛生、安全的農產品。另一方面，

平衡為目的的耕種制度 ( 高啟明，2007)。它

隨著世界人口數目的增加，工業與科技的快速

符合現代人追求環保與重視食品衛生安全的理

發展，現代農業趨向於機械化、專業化與集約

念，強調的是天然的耕作方式，完全不使用化

化的耕作方式，以求降低農作成本，並且噴灑

學農藥與化學肥料。就實務操作面而言，有幾

化學農藥防止病蟲危害，施用化學肥料以促進

點認知是需要提醒的：(1) 就有機與非有機農

植物生長。然而大量使用化學農藥與肥料不僅

業耕種法相比較而言，使用有機農作法所栽培

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系統，也會對土壤造成嚴

的作物，單位面積的產量較低，同時因為完全

重的傷害。土壤是一切生態與農業的基礎，這

不採用農藥的關係，農作物的品質也會稍稍下

些經過污染土地所栽培出來的蔬果與殘留在蔬

降；(2) 一般社會大眾在有機栽培的缺點上尚

果上的農藥，一旦進入人體，將對人類的健康

未形成普遍的理解與共識，所以需要對民眾進

產生莫大的危害。

行適當的教育；(3) 基於以上所述，農林水產

日本由於經濟發達、醫藥進步與人民生

省必須從生產、分配與消費的角度，替中央與

活水準的提高，特別注重農產品與食品衛生安

地方政府制定各項政策基本原則以利推動有機

全，因此在近日特別制定「推動有機農業基本

農業；(4) 這項政策擬定主要是針對 2007-2012

原則」( 農林水產省，2007)，作為政策依據，

年有機農業的推行提供政策規劃與指導，希望

內容包含鼓勵地方參與、舉辦各項教育訓練與

逐步提升國內食物自給供給率，並認為太依賴

推廣活動、提高民眾購買意願、減少農場內各

國外食物的進口，會對糧食安全帶來很大的風

項化學資材的使用，盡量使得農場成為一個完

險。除此之外，希望各地區學校儘量使用當地

整的有機體 (Organism) 或生態系 (Ecosystem)。

生產的有機食物來製作營養午餐，並提高卡路

茲將這項最新的推動原則介紹如下，以供國內

里的利用效率。

制定有機農業相關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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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帶頭塑造有機農業的正面形象，並藉

三、基本推動原則

由教育的過程宣導有機農業是一種注重環

1. 建立一套完整的技術系統，包含有機農業所

境與生態保護的農業耕作方式，並且宣示

需的各項農業技術與設備，並有完整的訓練

日本政府推動於 2011 年將現行農藥與化學

措施以熟悉如何操作這些設備。

肥料使用量降低百分之五十的決心。
(4) 設立宣傳活動，強化宣傳體系。藉由縣市

2. 努力提高周邊支援之軟硬體措施，加強開發

地方政府舉辦各項農產推銷活動，增加消

與應用有機農產品，以持續推動有機農業。
3. 建立農民、基層農業組織、農產承銷商與消

費者對於有機農產品的正面印象，並期待

費者之間的有效溝通管道，以適時幫助農民

到 2011 年，各地方政府能完全獨力舉辦各

獲得有用及時的農產資訊，並有效推動有機

項農產促銷活動，發揮地方特色。

農產品的生產、運銷與販賣。

五、推動有機農業的政策規劃方向

4. 鼓勵有機農夫與消費者進行接觸，適時舉辦

1. 關於農地、農民、農作物方面：

教育訓練與各項城鄉交流，藉以拓展有機消

(1) 對生態農戶實施認證，並且落實保護與

費人口，強化正面形象，提高民眾購買意
願，進一步促進當地有機農產品的消費。

改善水源、農地與環境的各項措施。

5. 推動有機生產履歷制度，正確標註有機標章，

(2) 經由對農作方式的體驗，推行各項區域
性農業發展措施，尊重地區獨特的文化。

上網揭示產地訊息，確保消費者吃的更安全。
6. 忠實的反應與聆聽農民與民眾的意見，尊重

(3) 對於縣市地方的農業相關單位、農業預

他們的提議，並且要充分理解問題所在，並

備學校或個人進行輔導與培訓。並且成

以靈活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立基金會，對於願意參與有機耕作的年
輕人給予資金上的大力支持。

四、推動有機農業之目標

(4) 支持拓展有機農產品的產銷努力。利用
農產標識規則、檢驗制度與 JAS 認證方

1. 政策設定共識：
(1) 推動有機農業對國家、當地政府與消費

式來追蹤農產品，藉由建立生產履歷制
度來確保農產安全，並經由上網公告使

者皆具有相同的利益目的。
(2) 將政策目標優先放在建立小面積有機耕

大眾可以輕易的獲取相關訊息。
(5) 協助農產品產地直銷，鼓勵農民與消費

作，並鼓勵符合條件的農民進行耕作。
2. 政策目標：

者之間的互動。
2. 推動技術發展方面：

(1) 針對有機農業發展系統化的技術，解決
農場經營困境。鼓勵私人與國家研究單

(1) 持續推動農業技術研發，並且完成先導

位發展此項技術，並且預估 2011 年此項

性展示測試，並且針對技術引進進行後

技術可以實現。

續影響評估。
(2) 聯合獨立行政法人機構、縣市政府、公

(2) 加強服務推廣。預計在 2011 年，在日本

私立大學或私人研究單位，有計畫的推

各個縣都成立有機農業推廣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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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各項研發。同時藉由設定研究目標，來

六、其它需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系統化解決有機農業面臨的技術問題。

1. 建立中央與地方政府相關問題聯繫之網絡平台。

(3) 將研發結果向外擴散。將研發結果與活動

2. 成立一個跨部會之高效率有機農業推廣體系。

利用各地有機農業推廣辦事處進行推廣。

3. 連結技術發展與生產體系，幫助有機農業有

(4) 了解農民的需求，充份將農民的實際需

效推動。

求反映在研發行為上。

4. 農民與消費者意見回饋機制的建立，確保政

3. 消費者方面：

策制定之週延性。

(1) 藉由各種活動，鼓勵消費者多接觸有機

5. 農林水產省將固定的檢視這份有機農業推動

農業，提高消費者的興趣。

政策之適用性，並做適時的檢討修訂。

(2) 對消費者、經銷商與生產者提供推廣與

七、結論

服務。
(3) 辦理優良有機農戶的認證，並給予公告。

「食的安全」是人類追求健康的一致要求，

4. 促進消費者與農民之間的有效互動方面：

減少農業化學資材的使用更是世界趨勢。因此

(1) 藉由當地生產、當地消費的意識，經由教

了解先進國家的政策規劃，不僅可以提供國內

育活動來拉近有機作物與民眾的距離。

制訂政策時的參考，更可以因地制宜發展具有

(2) 提供農村體驗課程，拉近城鄉之間的隔

台灣特色的農業政策。行政院農委會已經於

閡，讓民眾有機會實際接觸有機農業的

2007 年 6 月宣布啟用產銷履歷農產品 (TAP)、

栽培過程。

有機農產品 (OTAP)、優良農產品 (UTAP) 三大

(3) 對有機農戶提供獎勵認證，並加強各項

農產品驗證標章 ( 農委會，2007)，期能與先進

宣傳。

國家農產品安全基準接軌，以利全面生產安全

5. 研發方面：

農產品，提升國產農產品附加價值及國際競爭

將研究重心放在生產技術的改良、銷售管

力，這點非常值得我們肯定，並且替未來台灣

道的改進、擴大販賣市場、提升消費意願與技

有機農業的發展立下了很好的基礎。

術推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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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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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統一提供一連串的訓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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