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 WTO 以來台灣農業之挑戰與發展對策」

…大學農業推廣中心／王俊雄

…@@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有鑒於政府部門的努
力成績必須讓民眾知道，同時建立雙向對話

的管道以了解農民問題與意見，委由中興大

學農資學院主辦，由其所轄農業推廣中心負

責，舉辦七場「加入 WTO 以來台灣農業之
挑戰與發展對策」座談會，旨在結合全國產

官學界代表之智慧和建議，作為形成我國未

來重大農業政策走向之參考依據，其成果反
應良好，甚獲好評。

台灣在 2002 年加入 WTO ，轉眼間已經

座談會

過了三年多，在加入 WTO 之前農業相闋的

斜穿牛在「加入WTO 吋永台灣泉索之挑戰與發展對策」

94 卒反

學者及專家推估，加入 WTO 之後勢必對台
灣的農業生產會造成嚴重的衝擊，過去三

年，透過所有農民朋友及農業相關領域朋友
的共同努力，台灣農業所面臨之問題堪稱平

順。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市場及降低關稅等
措施，外國的農產品在台灣販售是愈來愈

多，農民朋友也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感到
欣慰的是去年（民國 93 年）的農業生產總

值與前一年度相比成長了 7% 。農委會所有

年 3 億，顯見政府重視農業的用心，因此特

同仁非常關J心農漁民朋友的收入增加與生活

舉辦了「加入 WTO 以來台灣農業之挑戰與

改善的問題。農委會施政重點主要的大方向

發展對策」座談會，共同研討、策勵未來。

包括：優質、安全、休閒、生態農業﹔安全

此七場之時間地點分別如下：

農業是今年重點工作，農漁業生產時，必須

付 94 年 4 月 20 日於新竹縣農會。

注重衛生安全及保持乾淨，才可能被市場接

。 94 年 4 月 27 日於新化畜產試驗所。

受，最近農產品問題頻傳，如嬰兒奶粉受到

已 94 年 5 月 04 日於台中中興大學。

污染、斃死豬及藥物殘留等。政府財政非常

制 94 年 6 月 29 日於桃園縣農會。

困難，而農委會預算逐年增加，主要是政府

(TI) 94 年 7 月 06 日古坑農試所花卉中心。

重視農漁民權益， 老農津貼一年所需經費是

的 94 年 7 月 13 日於屏東縣政府。

325 億，農漁民子女補助 14 億，肥料費一

的 94 年 7 月 27 日於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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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發展，另擴展到國外理念非常正確，

現階段還是以國內認證為主，以後會與
全國認證基金會來做認證，與世界性的

認證來做接軌。

2. 檢驗費用較高，第一次參加有機農業投
入者的檢驗費之補助達一半，且評估後

今年的檢驗費用會減少。
3. 有機產品與當地改良場合作，技術問題

可向當地改良場反應及研究，之後也有
輔導制度。

4. 有機資材限制比國外嚴格，有機資料的

使用也是經過國內學者及專家，也參考

了國外法令資料標準，所以規定與國外
相當，為了要推廣至國外，如果對於嚴
格規定有意見再提出探討，可做適當檢
討。

5. 有機農產品遇到冒用時無法做出處罰，
座談會與會農友提問及官員答詢內容精

彩，茲重點摘錄數則（例）供作參考：

付乾坤玉荷包農場王乾坤場長提問
有機農業是政府目前列為重點的推廣項

目，本人也是有機農業戶僅提以下建議：
1. 國內有機市場有限，宜外銷希望能夠推

動國與國之間的相互認證。
2. 吉園圖於國內推動有明確的相關單位配

合，有機農業定位為民間機構，無足夠
之資源配合，宜加強輔助。

3. 有機農業可使用資材之規範彈性不足，
不如國外（如美國）有彈性，宜放寬比

照先進的國家。
4. 有機農業之相關罰責缺乏 ，對不 守法者

不能產生約束力，宜建立罰責。
﹒農委會農糧署回答
1. 有機認證 目 前還是只適合在國內使用，

希望以後能和國外認證機制做交流，目

前還在發展中，有機農產品農業技術上

行政規則只有輔導而己，引導消費者，
並加強品牌認證，但違法部份應有處罰
才是妥當。食品衛生管理法中規定需按

事實的東西標示，做不實的廣告也違反
公平交易法，在有機的部份還沒罰則可
處置，但以其他相關法令可以參考，有
機農產品以後會研究專業的罰則。

位掛有機商標卻不是有機產品，所以無法
處置，行政院消保會將檢討欺騙消費者

之處理辦法。
口畜產試驗所會計室溫秀嬌主任提問

請考慮從事『創造台灣農業奇蹟者」

(75 歲以上）做口述歷史，並出書，因而

所提之構想如下：
1. 如果農委會有心留下民國 34 年到 64 年
的農業歷史，最好方法是能找願意寫的

人，將創造農業奇蹟的歷史轉變成文字
（時間 1 年到 2 年 ，每本書 10 萬字，
200 張圖片）

， 那就能補白。

斜穿牛在「加入WTO 吋永台灣泉索之挑戰與發展對策」

2. 我的建議是每年出版 5 到 10 本書，經費
500 萬或 1000 萬（每人 1 本，每本 100
萬），以公開上網由出版社競標，亦可

自辦。
3. 具有撰寫意義標竿人物相繼過世，如茶
（吳振鐸）、鳳梨（張清勤）、棉麻（季景）
．．﹔他們的故事都已跟著他們掩入塵土
之中，所以留存農業的人物及歷史要及
時。

。農委會輔導處回答

1. 主意甚佳，會與主委建議，研究如何編

列經費執行。
的竹山鎮農會陳伯三總幹事提問

1. 觀光休閒農業屬於服務產業的一種，服
務品質優良與否關係到其生存與發展，
不僅靠硬體設施更重要是軟體服務之提

座談會

供，目前由於政府極力投入觀光休閒農
業之輔導，導致各地休閒農場與民宿紛
紛設立，相關經營者往往因專業能力及

行銷不足而產生困境。
2. 目前政府是否有意願透過農會組織來整
合地方資源、培育專業人才、提昇產品

創新與活動策劃的能力，達到創造地區

產業特色之效果。
。農委會輔導處回答

1. 去年曾在全國北、中、南、東等四個地
區舉辦休閒農業輔導講習訓練研習會，

中，農宅改為經營民宿涉及到消費者安

邀請建築師、農會、鄉鎮及縣政府、水

全問題，若要放寬標準，觀光局也有其

保、環保、地震、農務人員等人參與研

困難存在。

習會，每年都有講習訓練，今年的計畫
剛剛通過，講習訓練研習還會持續進

行，如果竹山地區有興趣參加的話，日
後舉辦休閒農業輔導講習訓練研習會將

特別邀請竹山鎮居民參加。

2. 民宿管理辦法是觀光局負責，輔導處曾
與該單位多次 溝通 ， 目前還在協調之

的恆春生態農場張國興場長提問
1. 目前農產品生產過剩的問題如何解決？以

及政府政策的落實與執行須加強，不要
搖擺不定，趕緊加快腳步 ，農民是沒耐

心等的阿！
2. 休閒農業管理辦法的修訂 。
3. 農試機關管理不善，民眾隨意進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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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其重要研究成果，甚至是開放基因

下之罰款。而且基改作物要上市之前必

物種的引進，如何解決？

需通過兩各階段：第一，要在農委會指

4. 成立國家級的有機認證制度 0

．農委會國際處回答

1. 目前正在進行外銷促進工作，我們也跟
陸委會協調討論，將來以外貿協會為窗

定的農業改良場所，且隔離的田，進行
田間試驗，觀察其生物性狀才能栽培﹔
如果這基改作物將來是要食用的，還必
須經過衛生署的安全評估。

口進行對談，但是像一些嘉南地區的農

2. 目前參考日本 JAS 之方式，讓有機農業

產品都可正常外銷到大陸，關於這方面

的認證有一個法可以依據，另外我們現

工作我們會加強努力。

在也希望通過類似 CAS 的標示來做管

。農委會輔導處回答

1. 關於休閒農業的管理，農委會在 93 年成

立休閒產業科，我想針對張場長的問
題，我們會後再面對面仔細討論。

。農委會科技處回答

1. 目前農委會所屬試驗改良場所為特定目
的，有進行相關基因改造的研究，但是

絕對沒有進口基改作物進行研究與推
廣。前述基改作物等研究與其他研究比
較，有更嚴格的管理、管制措施（必須

經過衛生署的許可）。因此，在開放日
活動中不致於有讓民眾隨意取得的機

會。改良場所開放日活動是為使民眾

（含農民）瞭解農業研究的現況與成

果，進而支持研究工作的推動，對於比
較重大的研究場所是不開放給民眾接近
的，對於張班長的建議，將轉請本會改

良場所注意開放日活動的管理，避免研

發成果不經意的外流。
。農委會農糧暑回答

1. 目前基改作物是依照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來管理，去年六月通過，並訂有罰則。
如果未經合法擅 自引進、栽植、販售基

改食品， 處 10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

理，目前我們會裡正在研擬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