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營養午餐供應有機蔬菜，已遍及全市

280所中、小學。此外，新北市許多學校也推動

有機蔬食運動，昌平國小家長們更揪團透過原有

營養午餐配送通路，團購有機蔬菜，讓小朋友不

僅在學校吃得到有機蔬菜，也能把有機蔬菜帶回

家料理。

目前昌平國小團購有機蔬菜，是透過新北市果

菜公司供應，家長們表示，有新北市政府幫忙把

關，有機蔬菜讓人吃得更安心，並歡迎大家一起

來吃有機，預約每個家庭飲食的健康。 

有機蔬菜訂購請洽―新北市果菜運銷股份有限

公司服務專線： (02)2989-9201分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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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玉葉：開放有機蔬菜讓

家長們團購，照顧老百姓

和農友的立意值得鼓勵。

現在國內食品安全問題亮

紅燈，只有透過嚴格把

關，大家才能吃得安心。

蘇素貞：政府鼓勵大家

吃有機蔬菜，又提供採購

通路，銷量大幅提升指日

可待。也希望政府能藉此

機會教育民眾，農友和消

費者就會雙贏。

陳淑貞：我自己在家中種

有機蔬菜，知道農民的辛

苦，建議政府將新北市注

重檢驗安全的資訊讓更多

民眾注意，因為大家都喜

歡吃「有機」。

陳 玉 珠 ： 我 是 農 家 出

身，以前經常看到農友

今天噴藥、明天採收，

那種感覺很不好。難得

政府打造有機蔬菜供應

鏈，應該多支持。

賣相與真相
有機蔬菜的賣相雖然不那麼好看，但先經過大自然的蟲

蟲檢驗並為我們把關「試吃」後，消費者才能吃到安全

無毒的蔬菜。

我吃有機  你種有機  昌平國小家長揪團吃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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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產品驗證機構 授權認證有效期限 電話、傳真 地址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TOAF) 至103年11月13日 電話：02-25460654轉503~506˙傳真：02-25461266 105台北市南京東路4段75號7樓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MOA) 至103年11月13日 電話：02-27819420（基金會） 106台北市大安路1段106巷19號1樓

中華有機農業協會(COAA) 至103年2月12日 電話：049-2568787、049-2568585˙傳真：049-2566660 542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486之11號2樓

台灣省有機農業生產協會(TOPA) 至104年1月5日 電話：048-537587˙傳真：048-529541 515彰化縣大村鄉擺塘村擺塘橫巷11-39號

台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FOA) 至104年1月9日 電話：03-4533990、03-4533583˙傳真：03-4533565 320桃園縣中壢市致遠一路276號3樓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FSII) 至104年1月19日 電話：02-87511232˙傳真：02-87511235 114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120巷15弄28號

國立成功大學(NCKU) 至104年3月1日
電話：06-2393986(驗證部門：先進動力系統研究中心)
傳真：06-2393078

711台南縣歸仁鄉中正南路1段2500號-成大歸
仁校區(驗證部門：先進動力系統研究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NCHU) 至104年4月16日
電話：04-22840490(驗證部門：農產品檢測暨驗證中心)
傳真：04-22858717

402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驗證部門：農產
品檢測暨驗證中心)

環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UCS) 至104年7月12日
電話：04-23156107(驗證部門：台中辦事處)
傳真：04-23156106

402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2段138號5樓(驗證部
門：台中辦事處)

采園生態驗證有限公司 至103年12月26日 電話：02-22537660˙傳真：02-22537550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79號7樓之1 

慈心有機驗證股份有限公司(TOC) 至103年12月26日 電話：02-25460654轉503~506˙傳真：02-25461266 105台北市南京東路4段75號7樓

財團法人和諧有機農業基金會(HOA) 至104年6月6日 電話：02-25701586分機207˙傳真：02-25706879 105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3號10樓之3

中華驗證有限公司(ZHCERT) 至105年4月21日 電話：049-2568787、049-2568585˙傳真：049-2566660 542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486之11號1樓

台灣茶協會 至105年5月19日 電話：04-24820395˙傳真：04-24821646 412台中市大里區大明路391-12號

資料來源：農糧署農業資材組

通過農委會認證之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一覽表

1
找農地，休耕或耕作中

均可，可向農委會農地

銀行洽詢。

★http://ezland.coa.gov.tw

2
將農地土壤、水質送農

改場檢驗。

★費用全免

3
約一週後收到農改場的

檢 驗 報 告 ， 上 面 有 土

壤、水質各項報告及改

進事項。

★未通過檢驗就放棄承租

6
約半個月後，驗證公司

寄來土壤、水質化驗結

果。

★化驗沒通過，建議放棄原
農地並另尋新農地

5
驗證公司會派員來取土

壤、水質回去化驗。

★繳交化驗費﹙一包土或一
袋水的化驗費約4,000元﹚

4
通過後，打電話請農委

會授權的驗證公司來檢

驗。

★要正式簽約，先不用繳費

7
等待田裡有機蔬菜第一

次採收時間。

★約一個月

8
第一次收成前，驗證公

司採樣有機蔬菜，檢驗

是否合格。

★約數天時間，繳交化驗費
約4,000元

9
通過後，驗證公司發放農

地轉型二年效期證書。

★以上從各化驗費至發放轉
型期證書，總費用約三至四

萬元

10
驗證公司人員會不定期

派員來抽驗。

★抽驗蔬菜是否符合有機資

格，免抽驗費

12 11
兩年內如未發現有不合

格情況，驗證公司會發

放正式證書。

★免費用

轉型期間，農友取得有機驗

證標章即可販售，或透過新

北市六大通路商銷售。

★新北市六大通路商資訊：
www.agriculture-eip.ntpc.gov.tw

加入有機生產
流程很簡單

民國93年神農獎得主「葉班長」―

葉豊仁，務農超過20年歷史，由

慣行農法轉變為有機耕作，供應新

北市有機營養午餐！依照他的說明

取得有機認證的流程，其實並不困

難。



█從營造業改行種菜，迄今已十年歷史的農友

李日貴，原本只是希望讓分隔三地的家人，能

夠團聚在一起生活，在朋友的介紹下，找到了

桃園市龍壽街這塊已休耕了一、二十年的農

地，一頭栽進了農場經營。從種植網室蔬菜、

取得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到一年多前改種有

機蔬菜，十年來夫妻倆幾乎每天都是半夜兩點

起床到市場批菜後，加上自己農場剛採收的青

菜，一起運到市場販售。他說，價格慘淡時，

一斤5元還沒人要，颱風一來有時一斤100

元，但是沒菜可出貨，那種看天吃飯的風險，

總是令人提心吊膽。

「務農、種田的，不外就是求一個穩定的

收益。」李日貴說，農友們經營菜園、農場，

最弱的罩門就是行銷，有人買很高興，沒人買

就全完了。他強調，這種看天吃飯的日子，直

到今年新北市推行中小學營養午餐每週一日供

應有機蔬菜後，完全改觀，也讓農友們真的鬆

了好大一口氣。

李日貴認為，大地是有生命的，一年多前

轉作有機蔬菜，就是想善待台灣這塊土地，只

是剛開始經營，因不知道「市場」在哪裡，過

程很辛苦。去年透過桃園縣農會供菜給新北市

中小學，這個市場就像一座很穩的靠山，農民

只要專心種好蔬菜、顧好品質，就會有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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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雲林縣有機蔬菜栽種面積名列前茅的農友

廖瑞生，可說是西螺地區有機種植的先鋒之

一。當地盛行慣型農法，廖瑞生幾年前開始有

計畫地搭建溫室，逐步減少農藥用量，為轉型

有機農業做準備。他的前衛想法總是被人嘲

諷，但他心中知道農藥對大地、對人體的危

害，就如同他農場外牆上的標語「有機農業、

健康人生」一樣，這是他的堅持，也是他對消

費者的承諾。

「有機這條路並不好走。」廖瑞生笑稱，

廖瑞生：新北市當靠山 讓我願意花大錢投資
自從去年轉型為有機農場並取得有機認證後，

原本以為以自己的技術，可以從此一帆風順，

沒想到一場無妄之災，差點讓他前功盡棄，甚

至想退出有機市場。他透露，去年開始供菜新

北市有機營養午餐，一場颱風過後，新北市政

府農業局在菜園裡竟驗出蔬菜有農藥殘留，來

自隔鄰風飄污染的「衰事」，不但被暫停供

菜，更慘的是還要應付公文往返、處理來自各

政府單位、農會、協會、通路商的複驗工作。

廖瑞生表示，如果不是對新北市政府的政

李日貴―改種有機蔬菜，真的不難！

通訊

合理的收益。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半夜兩

點起床，正常作息，暑假期間讓土地休耕，

自己也能放假，日子真的輕鬆多了。而對土

地的理想化成收入上得到肯定，李日貴說：

「那種滿足真是難以形容的歡喜！」

李日貴建議還在觀望準備轉作有機蔬菜

的農友，現在改種有機蔬菜不像以前那麼

困難，而且資訊很發達，又有課程可以進

修，只要克服轉型的心理恐懼，如果有「吉

園圃」驗證經驗，改種有機蔬菜更能得心應

手，入門的速度會更快。

地址：桃園縣桃園市龍壽街213巷42號

電話：0932-656-322

策有信心、通路商的鼓勵，還有想到農場這

麼多夥伴的生計，當時真的想放棄。因為對

自己的農場乾淨很有自信，他不惜花錢再將

土壤、水質送虎尾科技大學、農業藥物毒物

試驗所等單位檢驗，後來果然證明又「ND」

零檢出，這時他才真的鬆了一口氣。話雖簡

單，每想到這段難以向外人道的難關，廖瑞

生總是眼眶泛紅，也再次提醒農友要特別留

意。

現在廖瑞生的農場，每週提供新北市有

機營養午餐超過一千公斤的蔬菜，價格合

理，出貨穩定。他說有新北市有機營養午餐

政策當靠山，讓他非常願意花大錢添購各項

有機資材，在短短一年內，堆高機、大型冷

藏設備通通有了，因應各園區蔬菜冷藏運送

所需，訂購的冷藏車這幾天就要交車了。廖

瑞生直言感謝：「沒有新北市政府，我做不

到。」

他強調，有新北市政府這項好政策，可以

看見臺灣有機農業的希望，現在是慣行農法

笑有機農業，等到有機推廣成了氣候，變成

有機農業笑慣行農法，臺灣的土地革命就成

功了。

地址：雲林縣西螺鎮九隆里66號

電話：0910-536-397

李日貴克服轉型的恐懼，現在種菜有了穩定的收入

整地後，李日貴期待著下一期的豐收

廖瑞生說，有新北市當靠山，他很願意添購有機資材增加產量，讓更多慣行農法農地轉作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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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點有機新觀念紮根教育，就少一點

全民健保支出。」向來重視師生健康的新北

市永平國小，這三年林惠涓校長及一群默默

耕耘的老師，將有機健康環保的概念，發展

成校本課程，並融入綜合領域教學中。林校

長說，透過課程設計教育學童，可以深化烙

印在孩子心中，一生受用。

透過活潑課程與教材設計及DIY體驗活動，

深化了孩子們對有機農業與蔬食救地球的觀

念，並能身體力行在日常生活的飲食習慣

上，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孩子學會感恩、惜

福、惜物，廚餘量大幅減少了。以往謝師宴

總是漢堡、炸雞、薯條、比薩上桌，現在則

是蔬食餐會反饋老師們的愛與用心分享，連

家長們都深受感動。

永平國小令人讚賞的校園蔬食推廣教育，

最早是由一群參加福智文教基金會慈心有機

健康飲食推廣研習營的老師，有感於「真正

的關懷，是來自於真實的了解與深

刻的體認。」因此組成了「生命教

育工作坊」，全力推動校園蔬食與

有機概念，並編寫教材，結合學校

的品德教育，讓愛護地球這顆善種

子深耕於校園。

編寫課程的游素珠老師表示，歷

經多年來的發展，永平國小有自己

的一套「幸福營養師〜健康生活食

在好」食育課程，還分成高、中、

低年級教學，教材內容非常地生

活化，包括兩大主軸，分別是「健康生活與

永續環境」和「生態樂學習」，藉由有趣活

潑的師生互動和教具設計，配合「永平電視

台」全校食育課程的公播教育，讓孩子們快

樂地學習。

營養師林淑靜強調，小朋友有了正確的健

康、環保食育知識，雖然家裡的食物採購權

在父母，但是孩子卻有建議權，讓小朋友這

個小小的消費者回家分享，改變家長是最具

效果的。建立生產者、銷售者、消費者三贏

的和樂世界，除了保障大家的健康，進而也

能影響鼓勵農民轉作有機農耕，恢復大地生

機。

永平國小有機蔬菜融入校本食育課程
從小做起 推動家庭飲食觀念新革命

█斗南鎮農會近年以高品質馬鈴薯在市場享

有極高評價，後來又引進日本「向陽2號」

紅蘿蔔栽種，品質絕佳再回銷日本而聲名大

噪。斗南鎮農會總幹事張有擇認為，今年新

北市政府全面推廣有機營養午餐政策，用市

場導向來改變農友栽種習慣的思維，真的很

不簡單。張有擇說，有機是理想，新北市政

府收購有機蔬菜，落實照顧到基層農民，讓

土地朝良性化發展，就等於是「有樹就有鳥

巢」，先有市場再引導農友來種，未來將會

對台灣農業與環境的進步形成很大的影響。

斗南鎮農會供銷部主任張耀裕則分析，新

北市的有機營養午餐，和斗南鎮農會的紅蘿

蔔栽種改變農民觀念的方式很雷同。當年農

會引進「向陽2號」品種，最早農會是先向農

民收購，但後來發覺每位農民想法都不同，

收購的紅蘿蔔品質也參差不齊，最後乾脆由

農會自己先擴大租地種植，等看見成果了，

配合種植的農民賺到錢，跨區參加的人數越

來越多，觀望的農友也紛紛加入，這時反過

來由農會制定作業規範，慢慢改變了農友們

原本的栽種習慣和想法。

「用有機營養午餐影響農民跳脫慣行農法

思維，改種有機蔬菜，這個我喜歡。」供銷

部主任張耀裕強調，台灣的農業需要一些新

觀念的刺激，他建議說：「現在新北市營養

午餐的蔬果魚肉市場需求量那麼大，一天吃

有機蔬菜，那麼剩下的四天是否也能透過龐

大的市場機制，為台灣農業的『安全蔬果』

建立栽種、檢測的里程碑？」

用消費力影響農友栽種習慣
張有擇：有樹就有鳥巢

█新北市政府透過國中小營養午餐，建立穩

定有機蔬菜消費市場，下一步將把有機運銷

網絡擴及家長、教職員和機關行號，希望帶

動全台有機蔬菜產量倍增，更歡迎其他縣市

與新北市合作，讓民眾吃得健康。 

新北市長朱立倫表示，新北市計畫擴大

有機蔬菜運銷通路，從市府餐廳開始，接著

是公共托育中心。下一步將鼓勵家長和教職

員，透過學校體系團購有機蔬菜，除品質穩

定，因運銷成本降低，價格預估可比市價低

兩成，讓家長跟著孩子一起吃有機蔬菜。 

此外新北果菜運銷公司也將與企業和機關

行號接觸，讓機關行號團膳或上班族也能買

到優質便宜的有機蔬菜。 

擴大有機需求量  新北市將開放家長團購

全台包括高雄市、新竹縣、苗栗縣和嘉義

市、屏東縣、宜蘭縣也陸續試辦有機營養午

餐，每周、或每月一次提供有機蔬菜。 

朱立倫表示，台灣隨著工商業發展，農

業比例漸少，但全民若要吃得安心、吃得健

康，仍要依靠農業；新北市帶頭做，透過政

策讓優質農產品在新北生產、行銷，更歡迎

其他縣市和新北市合作，讓更多人吃有機。 

市府也輔導雙溪、淡水、三芝等地區農

民轉種有機蔬菜，目前已有一百一十六戶

加入；其他像新北三寶「甘藷、山藥、竹

筍」，及坪林茶葉、八里文旦柚等，也逐漸

有農友轉向有機，增加附加價值。 

朱立倫坦言，新北市一口氣吃掉全台六

文╱祁容玉 （轉載 2013/10/15 聯合報）

新北市長朱立倫積極擴大有機蔬菜運銷通路，讓家長與小
朋友都能吃有機

永平國小老師們自編的「幸福營養師〜健康生活食在好」教材

成有機蔬菜，有餐飲業私下反映「請新北市

留一點菜給我們」，不過他認為這只是短期

現象，未來農民栽種面積一定會擴大，且有

機農業主要仍依靠契作，不會造成一窩蜂狀

況。 

永平國小孩子們自己製作的有機蔬食，吃得津機有味

圖―永平國小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