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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校園午餐食安鏈

商午餐食材供應商契約範本的修整、盤點目前午
餐食材供應團膳業者相關資料等行政作業，從管
理措施進行調整。
農糧署副署長莊老達表示，學校端是使用者、
消費者，對農產品的源頭管理與安全生產並不熟
悉，所以農糧署有必要做好農產品安全生產的前
端控管與追溯體系，讓學校端清楚了解。此外，
由於學校教師兼職學校午餐工作人員的午餐秘
書、執行驗收工作，為了能讓他們方便作業，食
材安全性則由農委會負責，「午餐秘書以後只要
看食材有沒有『四章一Ｑ』的認證就可以了！」

源頭管控＋科技支援 降低食安風險

▲農糧署副署長莊老達。

過去，國產生鮮食材在產地栽培、飼養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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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階段，由農委會管理，當這些食材從市場運出

並應用農漁畜產品生產養殖環境安全監控技術，

後，即是列為食品，歸屬衛福部監督。但學校午

以及研發農漁畜產品高通量、客製化及低成本化

餐使用的生鮮食材進入校園後，再由衛福部抽

學分析檢驗技術，打造校園午餐透明的供應鏈資

驗，並無法達到全面管控，而且食材一旦被驗出

訊及國產生鮮食材品質的安全資訊。同時，也以

農藥殘留及重金屬等違規，回過頭來追查食材

技術協助校園午餐生鮮食材，健全從產地供應到

時，卻發現早已被吃進肚了。

餐桌的農安監控及供應體系，達成食材在地化、
農產品安全、資源整合共享及消費者安心等目

若要把食安風險降到最低，最立竿見影的方法

標，並創設不用檢驗也合格的安心優良生產農

就是做好源頭管控，不僅要在產地或拍賣市場全

戶，以品牌概念增加供應鏈，提升家長對校園午

面防堵有毒物質進入生鮮食材生產端，以及有問

餐品質的信任度。

題的生鮮食材流入市場，同時也必須輔導農民生
產有政府驗證的安全生鮮食材。

下一代的健康象徵國家未來競爭力，為了讓孩子吃
得更安全，政府跨部會執行學校午餐聯合稽查專案，
由行政院農委會負責國產生鮮食材的安全管理與抽
驗，建立良好的生產環境、推動正確的田間管理、研
發迅速精準的農藥檢驗、打造透明公開的農安資訊查
詢平台，從產地強化管控，讓食材安全到餐桌給民眾
安心食用。

食品安全、環境安全、農業安全，三者環環相
扣。孩子的健康都是國家儲備的未來競爭力，讓
孩子們吃得健康、安全、安心，成為政府必須傾
力捍衛的責任。所以政府在「食安五環」政策中，
啟動學校午餐聯合稽查專案，由農委會、教育部
及衛福部三方攜手合作，採「先輔導，後稽查」
原則，分三階段執行，強化學校午餐營養品質與

台灣近 10 年來為食品安全事件付出慘痛的代

衛生安全管理。

價。有鑑於食安問題成為民眾最關心的議題，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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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藥毒所完成上述工作後，未來農委
會、教育部、衛福部透過校園生鮮食材生產供應

因此在學校午餐聯合稽查專案中，農委會農業

體系追溯系統，就可以追蹤源頭生產供應戶；高

藥物毒物試驗所（簡稱藥毒所）接下生鮮食材源

通量及客製化的化學檢驗分析技術研發，提升檢

頭檢驗，並結合試驗改良場所及大學院校共同執

驗時效，防堵不合格產品進入校園午餐；農漁畜

行蔬果食材產地安全生產輔導等工作。

產品藥物、污染物殘留檢驗技術，與衛福部接軌
後，可以確保校園午餐生鮮食材都能符合安心安

在這科技進步的年代，科技應用無所不在。對

全；家長、學校使用親民透明的食材供應及檢驗

藥毒所來說，如何運用食安五環、科技力量，建

資訊查詢系統，能即時掌握生鮮食材供應貨源的

構校園午餐的農安監控及供應體系，是一大挑戰。

安全品質。

導入新概念、新技術 食材資訊更透明

檢驗技術研發創新 業者可自主把關應用

英文總統提出「食安五環」政策，建構「強化源

農委會負責學校午餐的生鮮食材源頭管控與抽

頭管控」、「重建生產管理」、「加強市場檢驗」、

驗，農糧署針對政策執行的食安與農安內容，與

「加重生產者與廠商責任」、「全民監督食安」

衛福部食藥署、教育部進行工作業務討論，包括

藥毒所運用農產品安全生產的新概念與新技

「由源頭做好管理，安全食材進入校園就不太

五大環節，把關國人的飲食安全。

校園午餐供應鏈管控點的分工項目、與教育部研

術，推動校園午餐生鮮食材產地生產輔導技術，

需要再檢驗！」藥毒所所長費雯綺強調，學校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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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藥毒所結合所內快速萃取的研發成果，針對
學校午餐團膳業者、農會、合作社、米廠等中小
型業者，推出中價位（約 150 萬元）、檢驗時間短、
技術門檻低，連素人都能操作的「拉曼光譜儀」。

檢驗效能高 在產地攔截問題食材
藥毒所研發拉曼光譜儀與質譜化學快篩分析法
檢驗農藥殘留物的項目，均可檢出逾 200 種以上
常見農藥。其中拉曼光譜儀搭配藥毒所自創的快
速萃取法，並使用拉曼質譜分析技術、運用電腦
判讀與運算，依據不同作物常違規藥劑種類開發
套裝檢驗資料庫進行篩檢，可大幅縮短檢驗時間。
質譜化學快篩分析法則搭配快速萃取法、優化質
譜分析條件及開發雲端自動演算程式，兩個分析
方法全程皆可於 10-15 分鐘內完成。

▲質譜檢驗方法流程。

▲藥毒所所長費雯綺。

藥毒所殘毒管制組組長徐慈鴻表示，拉曼光譜
農藥殘留快速萃取

餐要吃得安全，最好的作法就是採購「四章一Ｑ」

儀檢測過程所使用的 FaPEX

的 CAS 有機、產銷履歷、CAS 台灣優良、吉園

套組，已經取得我國、美國及中國的專利 ( 歐洲

圃安全蔬果標章，以及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溯 QR

及日本專利刻正申請當中 )，並且完成國內外生產

code 的國產農產品。

的專屬授權，技轉業者皆積極於國內及國際農藥
殘留分析檢驗市場積極推廣，「預期料未來有機

要讓「四章一Ｑ」農產品進入校園午餐的供應

會變成全球農藥殘留檢驗業普遍使用之產品！」，

體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其中充滿挑戰。

目前藥毒所提供之多重農藥殘留委託檢驗分析服

費雯綺舉例指出，從校方向食材業者進貨的訂約

務（採用食藥署公告之農藥多重殘留分析方法，

內容來看，在農委會尚未介入修改合約之前，雖

檢驗 373 種農藥），依公告之規費每件樣品檢驗

然合約中有明定購買品牌、檢驗合格的食材，但

費用 NT$6,000 元，而應用拉曼光譜儀快速檢測

在農產品殘留農藥的檢驗合格項目中，卻未明確

之每件樣品耗材成本約 NT$500 元上下。

定義使用哪種檢驗方式。

生產基地進行檢驗。操作者將儀器檢驗出來的數
據，現場上傳到雲端連接藥毒所的電腦資料庫，
進行數據分析的判讀與運算，即可自動化產生分
析報告回傳給業者。
由於拉曼光譜儀能依據農作物個別用藥狀況，
客製化設定較常違規的 20 至 30 種農藥群組，
進行半定量初篩，每件檢驗時間更可縮短為 5 至
8 分鐘。像收購稻穀的業者趁著稻穀收割前，就

▲藥毒所創新萃取淨化的技術，讓拉曼光譜儀的操作更為簡單、
快速。

可帶著拉曼光譜儀到契作農戶的稻田進行檢驗，
一旦發現稻穀有農藥殘留，就可以現場決定停止
收購，避免發生有農藥殘留的稻穀與其他安全稻

由於國家公告使用的化學分析法，設備儀器建

穀一起混倉，避免整倉稻穀無法通過檢驗造成虧

置成本高價位、檢驗時間較長（約 3 至 7 天）、

損擴大。

最多能檢出 373 個品項、需要人工判讀、操作技

輔導農戶安全生產 建立防治處理窗
支持學校午餐做好源頭管控，除了運用成本合
宜、操作門檻低、檢驗快速且具有科學嚴謹性的
拉曼光譜儀外，另外一個同樣重要的支持體系就

術高門檻，而業者考量縣市對學校午餐價金未調
漲、快速供餐節奏等因素，使用價格便宜、檢驗

此外，藥毒所開發的質譜化學快篩分析方法，

時間短、檢出項目僅有兩類農藥殘留物的生化快

具有高效率高通量特性，且可快速篩檢市面上大

篩法。

多數使用中的農藥種類，惟儀器設置成本較高，

負責這項工作的藥毒所農藥應用組副研究員黃

方法適用於大型通路業者，本技術產生的數據搭

莉欣與合作團隊，針對學校午餐比較容易出問題

配電腦判讀與運算，可達到現場即時攔截違規產

的食材先進行盤點，找出合格率在 90% 以下的

品的目的，為全民食安把關。

食材種類，包括油菜、青江菜、芥菜、秋葵、半

費雯綺說，生化快篩檢驗殘留農藥，多出現偽
陽性、偽陰性問題，影響食材安全性的判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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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光譜儀的外觀大小，就像一只小型行李
箱，具備輕便攜帶的行動性，能直接帶往田邊、

▲拉曼光譜儀輕便、好攜帶，可在戶外田邊進行快檢。

是產地的安全生產輔導與建立防治處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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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球萵苣、蕹菜、莧菜、青葱、胡瓜、甜椒、茄

目前藥毒所、農改場、大學組成的計畫團隊已

座標資訊、農糧署歸戶系統提供的農民資料，納

子、豌豆、蕈菇類等約 16 種作物種類，列入優

完成認養、輔導學校午餐食材 16 種經常違規的

入檢驗資訊平台裡，未來將透明揭露校園午餐供

先輔導的高風險食材，並彙整作物病蟲害防治用

生產農戶輔導。黃莉欣表示，計畫團隊希望從中

貨及農安資訊查詢系統。

藥資料，以整合管理 (IPM) 概念將安全植物保護

找出一些檢驗合格的優質農戶，將他們的資訊上

資材導入化學農藥管理體系中，建立從苗期、開

到平台（如校園食材農水禽畜檢驗資訊平台），

當學校午餐工作人員想要查詢食材供應貨源是

花、結果、採收各階段的防治處理窗，於輔導或

需要食材貨源的學校午餐團膳業者可進入平台，

否安全，可以用學校帳號進入教育部校園食材登

辦理安全用藥講習時指導農戶正確診斷病蟲害之

便能查到這些優質農戶資料，進行採購。

錄平台，在「食材資料查詢」功能項目，查詢食

危害外，提供防治處理窗之管理模式概念，加強
農友選擇適當的防治資材等安全用藥觀念。

材供應商採購的「四章一 Q」食材內容、檢驗資
逐漸提升接受輔導的農民之安全生產意識，有

訊。而且一旦發生午餐食材檢驗不合格，平台系

助於增加農產品的安全生產。有些農民擔心氣候

統也會將檢驗資訊即時傳給午餐執秘、食材供應

黃莉欣表示，已經被認證「四章」的農產品，

極端對作物生產、防治的影響，也會主動尋求作

商、團膳業者等相關單位知悉，以便儘快採取因

業者本身會進行自主管理，較少發生違規用藥

物生產管理技術或策略的協助，有利於農產品安

應策略。

的 情 形， 輔 導 強 度 可 放 緩；QR code 或 非 QR

全生產政策的推廣。

code 農戶因缺乏自主管理，違規用藥的風險較

「檢驗資訊平台已累積多年資料，透過大數據

高，是本計畫輔導的重點目標，除加強安全用藥

費雯綺舉例，藥毒所輔導南投信義鄉的甜椒作

分析可以產生很多有用的訊息，像農糧署、縣市

觀念的輔導外，並鼓勵農戶加入 QR code，可

物，本來當地甜椒不合格率高達 20、30％，經

政府要的統計報表，以及藥毒所需要實驗數據，

增加產銷通路。

過一年來的輔導後，農戶生產的甜椒全數合格，

皆由這個平台而來。」由於檢驗資訊平台擁有能

顯示這樣的輔導方式是有效的，所內也將輔導過

量龐大的農安資料，費雯綺強調這個平台在陸續

程與模式拍成影片、製成宣導單張與用藥的網路

介接農委會水畜產品的檢驗資料、教育部校園食

視窗，供農戶下載應用。

材登錄平台、市面上普羅大眾食用的食材資訊，

發掘優質農戶 進入平台採購名單
所有接受安全生產輔導的農戶，產出的農作
物均會送農藥殘留檢驗，以掌握輔導農戶用藥情
形。「大部份農戶都通過檢驗，只有少數不合格。

屆時全民都可以使用這個平台。

打造農安情資平台 資訊揭露一目了然
培訓農安種子講師 落實風險管理的應用

校園午餐生鮮蔬果食材之檢驗」與「校園午餐食
材之品管機制」，納入研習課程裡，邀請相關領
域的農業專家，與營養師展開互動，藉此推廣食
材的安全管理之技術與應用、「四章一 Q」政策

但這項檢驗並非要裁罰不合格農戶，而是要從不

要避免問題食材流進學校午餐裡，學校午餐工

合格的檢驗報告中分析農戶的用藥習慣，找出原

作人員（午餐執秘、營養師）、團膳業者必須掌

既然有了資訊平台進行農安風險的資料揭露，

園，並進而落實應用。同時，營養師也回饋現行

因、加強輔導，提出改進管理的措施與安全用藥

握食材檢驗資訊，從採購端管控食材品質。所以，

接著則是努力讓這些資料被應用，落實風險管理。

管理制度與校園午餐補助申請作業等問題給農委

的概念，讓農戶下一次能生產出安全農產品。」

平台具備揭露檢驗資訊的功能，有其必要性。

會處理、改進。

藥毒所殘毒管制組副研究員林韶凱說，藥毒

管理廚房，營養師很適合來當溝通風險的農安種

依據李翎竹的觀察，營養師對於這項研習反

所目前在農委會檢驗資訊平台上，導入藥毒所檢

子！因此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簡稱

應熱烈，尤其是主動詢問農安知識、政府管理政

驗中心及農委會旗下農水禽畜產品檢驗單位、區

運籌管理學會）接下農安種子講師的培訓工作，

策、食材保存、辨識食材品質等議題。今年，「農

域檢驗中心的檢驗資料，並開發採樣系統，藉由

去年在全台各地舉辦 5 場「農安種子講師研習

安種子講師研習營」將持續進行，除了對營養師

採樣時紀錄農戶的「四章一 Q」號碼，將檢驗資

營」，吸引近 250 名營養師參加。

宣導外，目前已有學校的午餐秘書團體、家長會

訊串接至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平台，使得學校午

▲有了即時的食材檢驗資訊，學童吃的健康就可以受到保障。( 建功
國小 / 新竹市政府提供 )。

及校園午餐計畫等，將農安風險管理知識傳入校

風險需要被溝通，校園午餐由營養師開菜單、

黃莉欣強調。

6

▲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秘書長李翎竹。

主動要求開課。

餐工作人員、團膳業者檢驗食材認證及供貨農戶

運籌管理學會秘書長李翎竹表示，台灣營養師

時，將能透過更便利的平台管道，取得多元化的

的學校養成過程，缺少農業領域知識的訓練，因

由源頭檢驗、產地生產輔導出發，農委會正跨

檢驗資訊。

此營養師普遍不熟悉農產品的栽培生產、正確用

單位為學校午餐從產地到餐桌的供應，建立起層次

藥防治、檢驗標準、殘留容許量的定義。所以在

有序、措施嚴實的農業安全鏈；並期待這種模式

另外，藥毒所整合行動版採樣及檢驗結果查詢

「農安種子講師研習營」中，學會將「認識營養

未來也將複製到國軍飲食、企業團膳，廣至全民

系統，將「四章一 Q」採樣功能、已可紀錄採樣

午餐高風險食材」、「認識四章一 Q」、「認識

飲食，讓食安在台灣成為理所當然享受到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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