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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國際貿易運輸移動規定簡介

犬隻輸出澳洲與輸入我國檢疫措施之比較

落實鹿場衛生管理
提升本土鹿茸產業競爭力



出國帶供自家寵物使
用之動物用藥品回國
究竟能帶多少呢？

旅客攜帶免申請輸入許可：

如果您想要瞭解更詳細的規定，可至以下網址查詢攜帶動物用藥品入境的注意事項：

防檢局提醒您遵守前述事項，並祝您旅途平安！

http://www.baphiq.gov.tw/office/tcbaphiq/view.php?catid=1622

攜入條件 備註

出國時如果想要攜帶供自家寵物使用之動物用藥品入境，有什麼規定要遵

守呢？您可以檢附獸醫師處方箋或其他證明文件，攜帶不超過 3個月用量

之處方藥品。非處方動物用藥品不能超過6種，每種不得超過 6瓶（最小

包裝），且總計不得超過18瓶、180顆、1公斤或1公升。

需處方箋藥品

不需處方箋藥品

不得超過處方箋（或證明文

件）開立之處方量，且不得

超過3個月用量。

1. 專供觀賞魚用非注射劑
型之抗感染藥

2. 外用液劑、外用散劑、
條帶劑、噴霧劑之抗寄

生蟲藥

3. 專供觀賞魚用非注射劑
型之抗寄生蟲藥

不得超過 6種。每種至多 6
瓶，合計不得超過18瓶（盒、
罐、條、支、包、袋），且不
得超過180顆（錠、丸或粒）
或1公斤或1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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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端應加強鹿種選育，提升技術及生產率，並
落實防疫衛生管理，確保食安信心。銷售端則應
建構優質鹿茸標章認證，開發多元化產品，打造
國產鹿茸品牌價值，促進產業升級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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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動物防疫組│洪崇順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與寮國畜牧和漁業部於 2017 年 8 月 16 日至 18 日假寮國巴

色共同舉辦第 1 屆「東亞區口蹄疫國家聯絡員會議」暨第 20 屆「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口蹄

疫國家協調員會議」，計有 15 個會員國、關係團體組織、觀察員及 OIE（包括總部、東

南亞次區域及亞太區域代表）共 47 位代表參加，會中由東南亞、東亞等國家及 OIE 國

際組織分享運用風險策略管控口蹄疫經驗及成效，並針對各國之防疫措施及策略等意見

交流及討論，有助於提升各國區域聯合防疫與合作機制。

赴寮國參加第1屆「東亞區口
蹄疫國家聯絡員會議」暨第
20屆「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口
蹄疫國家協調員會議」紀實

緣起

口蹄疫、跨國境動物傳染病（Transboundary 如高病原性禽流感、狂犬病、豬

瘟、小反芻獸疫等重要疾病）及微生物抗藥性議題為目前全球所關注及重視，其發

生時常造成社會經濟鉅額損失，囿於東南亞地區各個國家邊界相鄰，且屬傳統式畜

牧場經營型態，動物交易與運輸頻繁及邊境管制不易落實，爰 OIE 為加強東亞、

東南亞區域國家間動物疾病控制合作，成立東南亞與中國大陸及蒙古口蹄疫聯防計

畫（South East Asia, China, and Mongolia Foot and Mouth Disease Campaign, 
SEACFMD），均每年定期召開會議及檢視該計畫推動狀況。

會議紀要

一、第20屆「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口蹄疫國家協調員會議」

本次會議計有東南亞區 ( 柬埔寨、印尼、寮國、泰國、馬來西亞、緬甸、越南、

菲律賓、新加坡及中國大陸）及東亞區（香港、臺灣、日本、中國大陸、南韓及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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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參加（圖 1），會中共同檢視該區域口蹄疫控制策略藍圖及參與會員國之口蹄疫

漸進式控制路徑（Progrossive Control Pathway；PCP），並將制訂未來計畫進程與

活動，另於會議上由東南亞及東亞區各國家與會代表分享口蹄疫最新防疫現況，研

析口蹄疫病毒基因演化特性，及利用風險分析方法針對外來入侵口蹄疫病毒進行風

險評估，以科學方式進行精確監測及疫苗接種等相關防疫措施，期許各國經由充分

的溝通討論、經驗分享及策略擬定，以撲滅口蹄疫為最終目標。

■ 圖 1 第 20 屆「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口蹄疫國家協調員會議」各國代表合照

■ 圖 2 第 1 屆「東亞區口蹄疫國家聯絡員會議」各國代表合照

二、第1屆「東亞區口蹄疫國
家聯絡員會議」

本次會議計有香港、臺灣、

日本、中國大陸、南韓及北韓等

代表參加（圖 2），會議重點為

建立東亞區跨國境動物傳染病聯

合防疫機制，討論如何強化東亞

區各國協同合作，並共同處理其

他重要議題，包括議定優先處理

疾病種類、建立流行病學網絡、

提升實驗室資源分享及獸醫服務

體系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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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東亞區域各會員國的能力、技術及執行量能各有不同，需因地制宜適時調整

防疫策略，以因應持續變化的環境及疾病挑戰，並確認行動計畫可行，且各國動物衛

生部門應持續合作及資訊交流，以預防、控制、早期發現及應對疾病；針對區域內重

大優先議題成立東亞技術工作小組，在各項議題指定擔任主導會員的國家，應提供協

調、諮詢及指導，並強化區域內之其他夥伴合作、支援及應對策略，確保區域內重大

優先議題符合目前全球策略目標，並促進區域間與國際組織技術合作。

三、參訪當地畜牧場

寮國經濟是以農為主，畜牧產業亦是發展重點，迄今該國仍有口蹄疫 O 型感染

案例發生，對於家畜生產造成極大影響；本次參訪當地農村之畜牧場（圖 3），於畜

牧場入口處可見張貼口蹄疫防治措施宣導海報（圖 4），藉以提醒農民加強防疫概念

及主動通報疾病，惟該國整體防疫資源與經費仍顯拮据，仍需國際間援助。

結語

本次透過 OIE 舉辦國際會議，瞭解全球防疫概念，以風險分析方法擬定更精準

防疫措施，面對跨境動物傳染疾病及外來病原體入侵之動物疾病應變計畫的預先規

劃，確認未來可能發生疫病或造成經濟損失事件之風險，藉由產業面、社會面、防

疫面等各部分連結，識別各個風險熱點及防疫缺口，確定口蹄疫侵入及傳播關鍵點，

完成初步風險評估，並逐步建立各層面防疫決策，將危害風險降至最低或是可接受範

圍，以更精確的防疫策略且更有效方式執行，並獲得較佳成本效益，不管在政策執行

及經費花費皆達到雙贏的目的；藉由前述會議期間專家講解，未來在制訂規劃整體防

疫計畫將可納入風險分析部分，俾利防疫政策推動及執行。

■ 圖 3 寮國當地畜牧場 ■ 圖 4 畜牧場內張貼口蹄疫防治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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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植物檢疫組│劉宇真、王惠雯

植物種子之有害生物風險分析

存在於植物種子外部或內部之有害生物，不論對種子造成危害或無影響種子生

長，均稱為「種子附帶有害生物（Seed-borne pests）」，其中對種子造成危害之

有害生物，則稱為「種傳有害生物（Seed-transmitted pests）」。種子常因人類

的商業行為及研究使用，而於世界各國間流通，故藉由種子傳播有害生物之風險確

實存在。因此，評估種子可能攜帶之有害生物風險時，應考量輸入種子是否造成檢

疫有害生物的入侵、繁殖和擴散，甚至其可能對產業經濟面的影響；同時應考量種

子本身是否為有害生物，或是種子本身是否為管制類非檢疫有害生物的傳播媒介。

植物檢疫措施

國家植物保護機關於制訂種子輸入之風險管理措施時，可採用特定植物檢疫措

施以降低有害生物傳入風險。而該些措施可於種子之生產、運輸及貿易期間採行，

如（母本）種子種植前、種植期間、種子收穫期、收穫後、種子加工、儲藏、運輸

期間及種子處理，以及種子運抵輸入國時，且管理措施可單獨採用，亦可綜合使

用，以達到輸入國之適當保護水準，有效管理有害生物風險。

隨種子國際貿易數量及種類日益增加，貿易型態日益複雜，各國逐漸重視輸入種子可能

傳入之風險，包含其可能攜帶之有害生物風險及種子本身對環境衝擊等影響。為調和

各國評估及管理種子於國際運輸過程中伴隨的有害生物風險，並促進國際貿易，國際

植物檢疫措施標準制訂委員會於 106 年 4 月通過國際植物檢疫措施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Phytosanitary Measures，簡稱 ISPM） 第 38 號「種子的國際運輸移動

（International movement of seeds）」，主要內容包含植物種子之有害生物風險分析、

植物檢疫措施及其同等效力、植物檢疫證明書核發及相關紀錄保存等，本文摘要相關重

要內容。

種子國際貿易
運輸移動規定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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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檢疫措施同等效力

因種子可能在不同國家進行育種和商業採種，且同批種子可能輸銷至不同國

家，甚至一批種子會經多次的轉出口，因此植物檢疫措施的同等效力認定對於種子

跨國貿易尤其重要。尋求植物檢疫措施的同等效力可由輸出國發起，向輸入國提

出認可要求，如同ISPM第24號植物檢疫措施同等性之精神；但也可以由輸入國發

起，於制訂輸入植物檢疫規定時，即考量提供多種管理措施選項或其他替代措施，

供輸出國擇優採行。

種子檢測作業（種子檢查、抽樣和檢測）

一、檢查

檢查是包含貨物檢查及田間檢疫作業。貨物檢查則包含由檢查人員進行目視檢

查，或藉由實驗室檢查確認貨物是否有病徵，確認該批貨物是否罹染輸入國關切之有

害生物。另外，對於經粉衣處理、造粒化，或包埋至基質之種子，應先去除種子之覆

蓋材料，或將其破碎，始可確認該批貨物是否罹染輸入國關切之有害生物。而田間檢

疫作業則包含檢查人員於作物生長期間進行檢查，及於種子收穫後進行實驗室檢測，

以確認種子是否罹染輸入國關切之有害生物。

二、分批取樣

國家植物保護機關依據取樣的目的（如檢測或檢驗）決定取樣方法，取樣方

法則應依據統計學或考量特殊的操作限制因素擬定（詳如 ISPM 第 31 號貨品取樣

方法學）。另對於少量種子的取樣應參照 ISPM 第 24 號植物檢疫措施同等性，考

慮替代之取樣方法（如蒐集不同批種子的小量樣品以供檢測）或其他具同等效力之

取樣方法；或由輸入國植物檢疫機關指定貨物入境後之檢疫管理措施（post-entry 
quarantine requirements）。

三、檢測

前述檢查作業可能無法確保該批種子是否罹染輸入國關切之有害生物，可藉由

其他方式進行檢查（如實驗室檢測）。然而，經種子處理之貨物可能影響檢測的靈敏

度及準確度，例如經處理種子可能檢出已失去活性之有害生物。

核發植物檢疫證明書準則

種子貿易與其他商品貿易形式明顯不同（如同批種子出口到許多目的地、同批

種子的多次轉出口或長期儲存等），因此各國於核發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亦面臨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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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在植物檢疫證明書中，「原產地」主要指種子生長的地點。如果種子被重新包

裝、儲藏或運輸，有害生物的風險可能因此發生變化，且種子處理或消毒可去除可

能的侵染或污染，有害生物的風險也會發生變化。在前述情形下，依據ISPM第12
號之標準，必要時運輸途經的國家或地點均應註明，並註明原產地。如果貨物在轉

輸出的國家或地點沒有暴露於有害生物風險中，可於再出口植物檢疫證書中加註說

明。但如果來自不同國家或地點的不同批種子包裝於同一批貨物中，或多批種子混

合、調製或散裝時，所有國家和地點都應註明。

種子之國際運輸移動應確認事項

為順暢種子國際貿易，種子運移之相關人員（生產者或輸出業者），欲進行此

類產品之國際運移前，須先確認是否符合輸入國檢疫規定。建議可依下列流程圖進

行確認：

結語

為使各國之種子相關機構及業者瞭解

種子進行國際運輸移動應注意之事項，

國際種子貿易聯盟（International Seed 
Federation，ISF）提醒種子於進行國際運

輸移動前，應注意各輸入國之所有檢疫要

求，提出前述各國可能之檢疫要求之確認

流程，鼓勵在生產國生產種子時，即規劃

未來可能輸銷國家要求加註檢疫病原之田

間檢查或實驗室檢測作業，以順暢貿易。

防檢局為順暢我國種子外銷貿易，因

應實驗室檢測之需要，訂定「輸出植物種

子特定病原檢測作業要點」，並持續建

立符合國際標準之病原檢測方法，另訂定

「輸入種子重新包裝申請再輸出檢疫作業

要點」，簡化輸入種子重新包裝後再輸出

之申請、檢查及輸出檢疫作業。此外，亦

辦理輸入植物產品風險評估、依國際疫情

修訂輸入檢疫條件及落實邊境檢疫作業，

確保我國為重要檢疫有害生物之非疫區優

勢，進而維持我國種子外銷優勢。

確認出口種子
是否產自該輸出國

確認是否需要
進行田間檢疫

確認種子是否須於收穫後
進行檢測

確認種子未來欲輸銷之目標
國家及是否要求應先取得輸

入許可證明文件

向輸出國之植物檢疫機關申請輸出
或再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
並由該機關執行必要檢疫作業

確認種子於採收後是否須經
特殊種子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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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基隆分局│官照晴

因義大利（以下簡稱義國）於 2008 年 2 月 4 日發生非洲豬瘟，我國遂暫停義國豬肉輸

臺申請案之書面審查，經我國派員實地查證義國非洲豬瘟非疫區狀態後，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於 2017 年 3 月 8 日公告義國（薩丁尼亞島除外）為非洲豬瘟之非疫區，我方於同

年 8 月底派員前往義國實地查核肉品生產設施。

義大利肉品工廠實地查核心得

義國肉品衛生行政管理體系介紹

義國行政體系分三層，分別為中央國家、區域及地方層級。肉品衛生管理機關

方面，在中央層級為衛生部下的食品衛生及安全營養總處，負責擬定政策及相關出口

設施檢查之指引，在區域層級為公共衛生服務局下的獸醫服務組，負責協調監督地方

獸醫工作，在地方層級地方衛生中心約有 5,227 位全職獸醫師，其獸醫服務部門下有

三個單位，分別負責屠前屠後等肉品衛生檢查業務、動物健康業務、動物飼養、動物

產品製造及副產品管理業務，和我國基層各縣市動物防疫機關負責之防疫及動物保護

業務內容並不相同。

屠宰場數及屠宰量比較

義國全國養豬頭數約 840 萬頭（我國約為 543.3 萬頭），其中義國北部豬隻飼

養頭數約佔全國 85%，有蹄類（含單、偶蹄）動物生產設施共有 3,617 場，屠宰豬

隻之屠宰場為 1,118 場（我國為 59 場），場數近約為我國的 19 倍，而僅供屠宰豬

隻之屠宰場為 202 場。在屠宰量方面，我國 2017 年全國屠宰量為 7,939,138 頭，而

根據義國官方 2016 年全國屠宰量資料，義國來源豬隻屠宰量為 11,345,380 頭，歐

盟來源豬隻屠宰量為 313,891 頭，合計 11,659,271 頭，約為我國屠宰量 1.5 倍，此

次查核之屠宰場，全年屠宰量約佔義國4成，每間屠宰規模約每日豬隻屠宰量為2,400
至 3,600 頭，有些場之最大屠宰量甚至可達每日 5,000 頭。

走入屠宰場

查核之屠宰場整體而言，場區環境乾淨，未飼養警衛犬，場區內設置防鼠設施，

其中一場另設置生質能源設備，將屠宰場生產出之廢料轉化成天然氣，產出電能及熱

能，具有環保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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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清潔區員工準備室，室內整潔，工作人員均有個人置物衣櫃，清潔區及汙

染區工作人員依服裝顏色區分，屠宰場入口處設置手部清潔及潔底刷毛設備。

此次查核之豬肉生產設施均是屠宰場結合分切廠之一貫廠，在出貨區可見細部

分切完成之肉塊，若是帶皮肉品，如準備送至加工廠作帕爾馬火腿（Prosciutto di 
Parma）之腿肉，其上則打印該設施之指定代號，另外由於是一貫廠，屠體經屠後檢

查合格後，未經預冷即分切，在義國稱此作業場所為熱態分切室，類似我國屠宰場之

去骨室之作業場所，部分肉品則會進入預冷室，經預冷後，再進一步分切或修整，此

預冷後之分切室，義國稱之為冷態分切室，即類似我國之分切包裝室，此行查核之生

產設施皆具有中央溫度監控系統，可隨時觀察各作業室、預冷室等溫度。

查核之義國屠宰場並非屠後檢查站皆會設置不失真鏡，以吊軌軌道轉換屠體方

向便於屠檢獸醫檢查屠體背部，另義國於屠宰場執行屠宰衛生檢查業務並未像我國設

置有獸醫助理，而是全由獸醫師來執行屠宰場設施軟硬體檢查、屠前屠後檢查、確認

食品鏈訊息及於獸醫資訊系統鍵入進場豬隻頭數、實際屠宰頭數與屠前死亡原因等相

關資料，若肉品要輸出時，由生產設施端（如屠宰場、加工廠）獸醫師可直接簽發動

物檢疫證明書。

屠宰豬隻平均體重比較

由於製造帕爾馬火腿的豬隻，體重

須達到 160 公斤，用於製造其他肉品豬

隻體重亦有 135 公斤以上，較我國毛豬

平均體重（約 124 公斤）高。此次所查

核的義國屠宰場皆不具有緊急屠宰室，

動物於觀察室（欄）經獸醫師判定可供

屠宰，則立刻進入屠宰線進行屠宰作

業，反之，則會人道處理後，棄置於標

示 Category 2 容器（判定不可供人食

用），於特定可上鎖庫房存放。

動物運輸車輛清洗後始駛離屠宰
場、畜牧資訊即時性

動物疫病極易透過運輸車輛傳播，
義國運豬車輛須在牧場端即完成運輸
車輛之清洗消毒，故進屠宰場時未再

■ 後腿肉上可見義國生產設施工廠代號圓形章戳

■ 義國屠宰場藉由軌道轉換檢視屠體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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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駛離前則會於場內設置之洗車區域清洗消毒，另外雖然運豬車輛未設置全球

衛星定位系統追蹤，但義國內豬隻移動情形，牧場端須上網鍵入官方資訊系統，而

自歐盟國家移入豬隻，亦有歐盟貿易管制專家系統（TRAde Control and Expert 
System,TRACES）管控，可供義國官方獸醫隨時查詢追蹤，對比我國對於牧場豬隻

頭數變化，完全仰賴每年兩次之人工養豬頭數調查，調查完成到實際公布報須時，牧

場資訊並不即時，然現在科技進步，可研發申報牧場相關資訊軟體，教育農民藉由簡

易操作行動設備，告知官方該牧場狀況，如豬隻移動、死亡情形等，可更即時掌握我

國之畜牧場防疫資訊。

結語

除以上所述外，義國屠宰場採用瘦肉率測定儀或豬屠體智能化影像分級系統來

做屠體肉品分級，瘦肉率測定儀是依據光學反射原理，藉由探測槍發出特定波長光，

測量脂肪、肌腱及肌肉之光反射值，來作屠體分級；豬屠體智能化影像分級系統

（CSB-Image-Meater），將屠體剖半後，運用高解析度攝像系統，計算出屠體瘦肉

率、瘦肉含量，未來我國若能將屠體分級量化及科學化，以及屠宰之品種同時呈現

在產品包裝上，提供消費者更多資訊作選擇，並結合推動在地屠宰及冷鏈運輸制度，

或許能間接刺激畜牧場生產管理方式的改善及品種選擇，促使我國農畜產品更具競爭

力，業者及政府之畜牧防疫制度皆朝雙贏方向邁進。

■ 瘦肉率測定儀 ■ 智能化影像分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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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隻輸出澳洲與輸入我國
檢疫措施之比較

犬隻輸往澳洲之檢疫作業

澳洲為狂犬病非疫國，其嚴格的檢疫條件旨在管理生物安全風險，必須是澳洲

核准的輸出國（或地區）才得以申請輸入，除了紐西蘭、Norfolk Island 及 Cocos 
Island 被歸為第 1 類輸出地區，不需申請輸入許可證外，第 2 類（狂犬病非疫區）

及第 3 類（狂犬病疫情不明或控制良好地區）皆須申請輸入許可證，我國被列於第 3
類地區。此外，懷孕期超過 30 天的犬隻不得輸入。犬隻輸往澳洲之準備工作與檢疫

作業說明如下（圖 1、2）：

一、 犬隻 4 個月齡以上者應已植入晶片，滿 3 個月齡始可接種第一劑狂犬病不活化

疫苗，注射日期距離輸出當日應滿 30 天至 1 年以內。

■ 圖 1 辦理犬隻輸出澳洲檢疫作業期程圖

澳洲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為維護農業生產，相當重視農業環境與生態保護，對於外來

物種與動植物疾病入侵之防範，制訂相當嚴格的管制法令，其控管嚴密程度，堪稱世界

之最。本文將探討澳洲與我國之輸入檢疫措施之差異，以增進民眾對澳洲與我國犬隻輸

入檢疫規定之瞭解。

24個月內

採血檢測狂犬病中和抗體力價 第1次內寄生蟲驅蟲
第 2 次
內寄生
蟲驅蟲

驅外寄生蟲第21天後採血檢測艾利希體抗體

基礎免疫：犬瘟熱、傳染性犬肝炎、犬腸炎、犬副感冒症和
犬博德氏菌支氣管敗血症疫苗注射

申請輸入
許 可 證 辦理輸

出檢疫

1年內 180天前 45天內 42天前 14天前 5天內

港口或機場
檢疫站辦理
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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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掃瞄晶片確認犬隻身份

二、 為完成狂犬病中和抗體力價之檢

測，申請人須向防檢局申請並取得

血清輸出檢疫同意函，請執業獸醫

師協助採血後，送至我國認可之世

界動物衛生組織（OIE）狂犬病參

考實驗室檢測狂犬病病毒中和抗體

力價且力價須達 0.5IU 以上 ; 倘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簡稱畜衛所）檢測，無須申請輸

出檢疫同意函。採血後 180 天至

24 個月內得以輸往澳洲。

三、 申請人必須於輸出日之 42 天前備齊「狂犬病中和抗體力價檢測聲明書」、「狂

犬病中和抗體力價試驗檢測報告」及「獸醫健康證明書」，向澳洲農業暨水資

源部（參閱 http://www. Agriculture.gov.au/cats-dogs）申請輸入許可證。

四、 輸出前 14 天以上、1 年以內請執業獸醫師實施犬瘟熱、傳染性犬肝炎、犬腸炎、

犬副感冒症、犬博德氏菌支氣管敗血症及犬流感疫苗等基礎免疫。

五、 輸出前 45 天內請執業獸醫師進行第 1 次內寄生蟲驅蟲，間隔 14 天以上，再於

輸出前 5 天內作第 2 次驅蟲。

六、 外寄生蟲治療後至少 21 天，須請執業獸醫師採血檢測艾利希體抗體，檢測需於

輸出前 45 天內完成且結果必須為陰性。

七、 輸出前 45 天以內需請執業獸醫師採血送檢測實驗室檢測犬艾利希體症、犬布氏

桿菌症、利什曼原蟲症及鉤端螺旋體症之抗體，且檢測結果必須為陰性。 

八、 輸出前 5 天內至防檢局所屬各分局或檢疫站申辦檢疫，輸入澳洲後，至少須隔

離檢疫 10 天（表）。

我國之犬輸入檢疫規定

申請犬隻輸入我國，應依「犬貓之輸入檢疫條件」辦理。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公告，狂犬病非疫國（區）為澳大利亞、紐西蘭、英國、瑞典、冰島、日本、挪威

（Svalbard 群島除外）、美國夏威夷州、美國關島及新加坡；未列入狂犬病非疫區

之國家地區適用狂犬病疫區相關規定。 

自狂犬病非疫區輸入者，須符合未滿 180 日齡或自出生後，持續飼養於狂犬病

非疫區、滿 180 日齡 ; 於輸入我國前 180 日內，持續飼養於狂犬病非疫區或自我國

輸出後至復運輸入前，持續飼養於狂犬病非疫區之其中一項。如自狂犬病疫區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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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犬隻輸出澳洲與輸入我國之檢疫條件比較

各項檢疫條件 輸出澳洲
輸入臺灣

自非疫區輸入 自疫區輸入

輸入許可證
申請時期

輸出
42日前 輸入 20日前 輸入 20日前

*特殊情形 :輸入 30日前
輸入許可證
有效期限

1年 狂犬病疫苗施打後之有效期內 14日

狂犬病中和抗體力
價檢測實驗室

輸出國認可
之實驗室

無須檢測 OIE狂犬病參考實驗室或指定實驗室

採血檢測狂犬病中
和抗體力價

輸出前 180
日 至 24 個
月之間

無須檢測

1. 輸入 180日前至輸入 1年前。
2. 前次檢測合格報告之抽血日起 180
日 至 1年，且於輸入前 1年內。

3. 自我國輸出前，且於輸入前1年內。

狂犬病中和抗體力
價檢測合格標準
（RNAT test）

0.5 IU/mL
以上

無須檢測 0.5IU/mL以上

隔離檢疫天數 至少 10天 無須隔離檢疫 至少 7天

*1. 因輸入之一般犬隻患非傳染性重大傷病，不宜於指定隔離場所隔離檢疫，一併申請於其他指定場所隔離檢疫者，應另檢  
 附犬隻病歷資料。

 2. 為參加於我國舉辦之國際競賽、陪同輸入人參加於我國舉辦之國際性活動或政府機關邀訪，而申請短期輸入一般犬、貓，
 一併申請專案檢疫措施者，應另檢附專案檢疫措施計畫。

則須於所訂不同期間（表）內抽血檢測狂犬病中和抗體力價，且需經檢測合格。有關

輸入我國之檢疫規定如下：

一、 確認犬隻已植入晶片，須滿 90 日齡以上施打狂犬病不活化疫苗，距起運時間應

滿 30 天至 1 年以內。

二、 於輸入 20 天前，向到達港、站之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核發「輸入檢疫同意

文件」及排定隔離廄位。

三、 輸入之犬隻運輸途中不得經由孟加拉或中國大陸（不含港澳地區）等地轉運，

該等地區的犬隻禁止輸入臺灣。

四、 運輸途中經由狂犬病疫區轉運者，比照自疫區輸入。

五、 輸入之犬隻到達港、站時，應檢附輸入檢疫同意文件影本、輸出國檢疫證明書

正本及海運、空運提單或海關申報單影本等文件，向防檢局所屬分局或檢疫站

申請檢疫。經檢查健康情形良好，且無狂犬病臨床症狀，由檢疫官簽發輸入動

物檢疫證明書，交付海關據以放行，無須隔離檢疫。若從狂犬病疫區的國家輸

入，則需隔離檢疫 7 天。自我國輸出後，3 個月內復運輸入，檢附有效狂犬病抗

體力價之檢測合格報告者，得免施隔離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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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近 3 年犬隻輸出澳洲與輸入我國數量統計圖

澳洲與我國犬隻輸入檢疫規定之比較

除了紐西蘭、Norfolk Island 及 Cocos Island 犬隻輸入澳洲不須申請輸入許可

證之外，其他經澳洲所核准的輸入國均需申請輸入許可證，而我國不論來自疫區或

非疫區的犬隻，均需要申請輸入檢疫同意文件。自非疫區輸入臺灣的犬隻不須檢測

狂犬病病毒中和抗體力價及隔離檢疫，只有自疫區輸入之犬隻才須檢測狂犬病病毒

中和抗體力價及至指定隔離場所隔離檢疫至少 7 天；而澳洲則是不論來自狂犬病非

疫區或疫區的犬隻，均須檢測狂犬病病毒中和抗體力價、疫病檢測及內外寄生蟲治

療及隔離檢疫至少 10 天。澳洲自 2018 年起，原有 5 處隔離檢疫中心停止營運，輸

入犬隻集中於墨爾本維多利亞州新建隔離檢疫中心隔離；而我國除了防檢局設立的

動植物隔離檢疫中心外，另亦委託臺灣大學、中興大學、屏東科技大學等 3 所大學

辦理隔離檢疫工作。統計 104 年至 106 年自我國輸往澳洲犬隻計有 16 隻 ; 自澳洲

輸入我國犬隻共 33 隻 （圖 3）。

結語  
我國犬隻輸出檢疫係依據輸入國檢疫規定與條件辦理，畜主應先向輸入國檢疫

機構申請進口許可，依據進口許可所訂條件，請獸醫診療機構完成免疫注射與疾病

檢測等相關檢疫處理後，洽防檢局轄區分局辦理輸出檢疫。

因應輸出犬需求漸增，畜衛所已建立狂犬病中和抗體力價檢測技術，目前輸出

至紐西蘭、澳大利亞、新加坡及韓國等國家之犬，已可將血清寄送至畜衛所檢測，

除可降低畜主支出，更可縮短檢測等待期。經評估現行的檢疫條件及其風險情形後，

防檢局近來積極修正輸入檢疫規定，將犬隻從狂犬病疫區輸入的隔離期間，由 21 天

縮短為 7 天；同時，對於檢附有效狂犬病抗體力價檢測合格報告之國內犬貓 3 個月

內返國免隔離，以及導盲犬等工作犬採取免隔離等措施，均為兼顧防疫安全與提升

便民服務之作為。

104年 105年

輸出

（單位：隻）

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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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1月至107年1月
防檢局各分局輸入動植物
及其產品檢疫成果統計表

106年11月輸入檢疫成果統計表

項目

檢疫合格數量 檢疫不合格數量 檢疫總數

動物及其產品 植物及其產品 動物及其產品 植物及其產品
動物及
其產品

植物及
其產品

合計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案件數
（批次）

案件數
（批次）

案件數
（批次）

基隆分局 1,143 20,049,961.96 1,679 82,726,671.59 1 306.00 3 42,486.00 1,144 
(7,168)

1,682 
(4,042)

2,826
(11,210)

新竹分局 752 1,876,578.31 2,179 9,413,708.55 10 3,718.53 35 4,127.35 762 
(4,303)

2,214 
(6,452)

2,976 
(10,755)

臺中分局 189 4,997,725.48 1,140 452,066,207.33 0 0.00 3 105,300.00 189 
(628)

1,143 
(2,250)

1,332 
(2,878)

高雄分局 1,472 41,368,321.44 4,209 415,513,720.30 6 25,732.39 4 60.10 1,433 
(4,148)

4,213 
(6,940)

5,646 
(11,088)

小計 3,511 68,292,587.19 9,207 959,720,307.77 17 29,756.92 45 151,973.45 3,528 
(16,247)

9,252 
(19,684)

12,780
(35,931)

合計

（件/公斤） 12,718/1,028,012,894.96 62/181,730.37

總計

（件/公斤） 12,780/1,028,194,625.33

說明：

一、 依輸入國家地區統計，輸入動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美國7件，中國大陸3件，紐西蘭2件，日本、澳大利亞、西班牙、波蘭及德國各1件；輸
入植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荷蘭9件，日本8件，美國4件，法國3件，中國大陸、泰國、瓜地馬拉、秘魯、智利各2件，香港、越南、印度、巴
西、烏拉圭、肯亞、哥倫比亞、迦納、薩爾瓦多、喀麥隆、南非各1件，總計62件。

二、 輸入動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原因如下：未檢附輸出國檢疫證明書10件，途經疫區轉運且不符合密閉要件5件，來自疫區及輸出國檢疫證明書記
載事項與檢疫條件不符各1件；輸入植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原因如下：未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證明書12件，罹染有害生物10件，未經本局核准
進口9件，自疫區輸入5件，包裝不符檢疫規定4件，檢疫證明書記載事項有誤及附著土壤各2件，檢疫殺蟲處理不符規定1件。

三、 本表統計不包含旅客暨郵包之檢疫資料。
四、 資料來源：本局輸出入動植物檢疫系統暨局務會議資料。

報表產生日期：2018/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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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2月輸入檢疫成果統計表

項目

檢疫合格數量 檢疫不合格數量 檢疫總數

動物及其產品 植物及其產品 動物及其產品 植物及其產品
動物及
其產品

植物及
其產品

合計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案件數
案件數
（批次）

案件數
（批次）

案件數
（批次）

案件數
（批次）

基隆分局 1,125 19,747,327.68 1,603 142,789,568.82 2 445.93 9 74,117.60 1,127 
(7,283)

1,612 
(3,487)

2,739 
(10,770)

新竹分局 877 2,182,876.68 2,373 10,576,318.78 12 481.19 44 3,457.80 889 
(5,075)

2,417
(6,933)

3,306 
(12,008)

臺中分局 217 4,980,889.88 1,268 437,991,142.35 1 　2.50 0 0.00 218 
(841)

1,268
(2,406)

1,486 
(3,247)

高雄分局 1,500 41,730,230.10 3,142 566,901,168.31 2 　690.00 7 37,063.00 1,502 
(3,678)

3,149 
(5,258)

4,651 
(8,936)

小計 3,719 68,641,324.34 8,386 1,158,258,198.26 17 1,619.20 60 114,638.40 3,736 
(16,877)

8,446 
(18,084)

12,182 
(34,961)

合計

（件/公斤） 12,105/ 1,226,899,522.60 77/116,257.60

總計

（件/公斤） 12,182/1,227,015,780.20

說明：
一、 依輸入國家地區統計，輸入動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美國7件，日本3件，德國2件，西班牙、義大利、以色列、法國及澳大利亞各1件；輸入植

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美國19件，荷蘭11件，中國大陸及韓國各5件，德國、法國、日本及智利各3件，義大利2件，泰國、奧地利、墨西哥、印
度、以色列及澳大利亞各1件，總計77件。

二、 輸入動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原因如下：未檢附輸出國檢疫證明書9件，途經疫區轉運且不符合密閉要件及證書記載事項與實際貨品不符各3件，
自疫區及首次輸入需申請風險評估案件各1件；輸入植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原因如下：未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證明書21件，未經本局核准進口11
件，罹染有害生物9件，自疫區輸入5件，包裝不符檢疫規定及檢疫證明加註事項不符檢疫規定各4件，未於檢疫規定時效內輸出及檢疫證明書記載
事項有誤各2件，檢疫殺蟲處理不符規定及未經農委會核准進口各1件。

三、 本表統計不包含旅客暨郵包之檢疫資料。
四、 資料來源：本局輸出入動植物檢疫系統暨局務會議資料。
 

107年1月輸入檢疫成果統計表

項目

檢疫合格數量 檢疫不合格數量 檢疫總數

動物及其產品 植物及其產品 動物及其產品 植物及其產品
動物及
其產品

植物及
其產品

合計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案件數
（批次）

案件數
（批次）

案件數
（批次）

基隆分局 1,127 24,032,752.77 1,803 87,755,768.69 1 574.09 9 131,951.60 1,128 
(8,668)

1,812 
(4,318)

2,940 
(12,986)

新竹分局 733 1,597,181.12 1,856 10,691,465.14 29 877.96 21 716.59 762 
(4,128)

1,877 
(7,022)

2,639 
(11,150)

臺中分局 245 5,980,705.01 1,265 368,708,873.92 0 0.00 1 100.00 245
(699)

1,266
(2,390)

1,511 
(3,089)

高雄分局 1,752 50,402,409.34 2,886 475,738,311.54 0 0.00 3 1,163.00 1,752 
(4,476)

2,889 
(5,648)

4,641 
(10,124)

小計 3,857 82,013,038.24 7,810 942,894,419.29 30 1,452.05 34 133,931.19 3,887 
(17,971)

7,844 
(19,378)

11,731 
(37,349)

合計

（件/公斤） 11,667/1,024,907,457.53 64/135,383.24

總計

（件/公斤） 11,731/1,025,042,840.77

說明：
一、 依輸入國家地區統計，輸入動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美國20件，義大利及荷蘭各2件，日本、加拿大、西班牙、印尼、德國、越南各1件；輸入植

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美國10件，日本6件，義大利5件，中國大陸、荷蘭、法國、韓國各2件，越南、秘魯、泰國、智利、澳大利亞各1件，總計
64件。

二、 輸入動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原因如下：未檢附輸出國檢疫證明書21件，經疫區轉運且不符合密閉要件8件，檢疫記載事項與實際貨品不符1件；輸
入植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原因如下：未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證明書12件，罹染有害生物及檢疫殺蟲處理不符規定各5件，未經本局核准進口及檢
疫證明書加註事項不符檢疫規定各4件，包裝不符檢疫規定2件，未經農委會核准進口及自疫區輸入各1件。

三、 本表統計不包含旅客暨郵包之檢疫資料。
四、 資料來源：本局輸出入動植物檢疫系統暨局務會議資料。

報表產生日期：2018/02/07

報表產生日期：2018/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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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7月-12月入境旅客申報或
截獲攜帶檢疫物統計表

貼心小叮嚀：
依據106年下半年統計結果，旅客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率達98.22％，
提醒旅客勿攜帶檢疫物入境，免於沒入及受罰。

◎ 嚴禁攜帶：
1. 活動物及動物產品（旅客攜帶犬、貓或兔及動物產品，入境時主動向防檢局申請檢疫，符合檢疫規定並登錄於本局申報發
證系統者除外）。

 2.鮮果實、活植物及其生鮮產品（符合檢疫規定者除外）。
◎ 萬一攜帶禁止輸入之動植物產品，於通關前請丟入農畜產品棄置箱，可免受罰。如有任何疑問請洽防檢局及海關櫃檯詢問。
◎ 提醒您注意：
 1.機場出入境大廳、行李轉盤提領處、檢查櫃檯前之宣導立牌。
 2.飛機及郵輪入境前之廣播或宣導短片。
 3.攜帶檢疫物者如選擇綠線通關一經查獲，將逕予沒入銷毀，並處新臺幣3,000元—15,000元之罰鍰。

註：	一、本表統計不包含旅客攜帶犬貓檢疫物資料。
	 二、資料來源：本局輸出入動植物檢疫相關系統。

動物及動物產品

合格 不合格 合計

月份 批數 重量（公斤） 批數 重量（公斤） 批數 重量（公斤）

7 0 0.00 779 1,732.00 779 1,732.00 
8 2 1.20 972 2,099.41 974 2,100.61
9 0 0.00 790 1,786.07 790 1,786.07

10 0 0.00 738      1,614.17 738      1,614.17
11 0 0.00 688 1,479.80 688 1,479.80
12 1 0.10 871 2,011.60 872 2,011.70
合計 3 1.30 4,838 10,723.05 4,841 10,724.35

植物及植物產品

合格 不合格 合計

月份 批數 重量（公斤） 批數 重量（公斤） 批數 重量（公斤）

7 15 56.10 1,614 3,689.93 1,629 3,746.03
8 10 32.71 1,564 3,526.32 1,574 3,559.03
9 17 92.75 1,313 2,545.47 1,330 2,638.22

10 8 24.58 1,205 1,918.36 1,213 1,942.94
11 22 52.05 1,327 2,345.38 1,349 2,397.43
12 10 34.12 1,292 2,194.90 1,302 2,229.02
合計 82 292.31 8,315 16,220.36 8,397 16,512.67

報表產生日期：2018/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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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可見之人畜共通傳染病
介紹-胞絛蟲症（Echinococcosis）

防檢局�臺中分局�│葉晴

胞絛蟲症（Echinococcosis）感染案例遍及世界各地，尤其在牛、羊養殖地區更為嚴重，雖

非法定傳染病，但是人類常與寵物親密互動，使人類意外成為其仔蟲的中間宿主，在人體

內形成逐漸擴大的囊性寄生蟲性疾病。民眾攜帶寵物到歐盟部分會員國，如芬蘭、愛爾蘭、

馬爾他、英國與挪威等國家，寵物除了需植入晶片、注射狂犬病疫苗，檢疫證須有離境 24-
120 小時內註明使用藥物防治胞絛蟲的紀錄，才能確保同意寵物順利隨行輸出。

胞絛蟲症病原介紹

廣泛發現於家畜及野生動物的五種胞絛蟲中，會感染人類主要有 4 種，包括單胞絛

蟲或稱細粒棘球絛蟲（E.granulosus），分布全球相當廣泛，引起囊狀胞蟲症（cystic 
hydatid disease）；多胞絛蟲（E.multilocularis），主要分布北半球，引起氣泡狀胞蟲

症（alveolar hydatid disease）；E.volgeli  及E.oligarthrus，主要分布在中美洲及南美

洲，引起野生動物的多囊狀胞蟲症（polycystic hydatid disease）；E. shiquicus  首次

在 2006 年於中國大陸發現。

胞絛蟲的終宿主是狗、狼、狐等，羊、鼠、馬等為中間宿主，成熟的胞絛蟲在終宿

主小腸裡產卵，蟲卵呈圓形，有雙層胚膜，對外界抵抗力強。當蟲卵隨糞便排出，被中

■ 圖 1 胞絛蟲生活史（資料來源：整理自 https://oncohemakey.com/echinococc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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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宿主吞食後，經消化液作用，幼蟲脫殼而出形成六鉤蚴（oncosphere），六鉤蚴

穿過胃及十二指腸壁隨血流或淋巴液進入門靜脈系統通往其他器官，幼蟲大部分被阻

於肝臟，發育並形成囊腫（cyst）；部分可逸出而至肺部，或經肺而散布於腎、腦、

皮下組織、肌肉、骨骼等全身器官，經 3 —5 月發育為直徑 10 —30 mm 的囊腫，其內

含有原頭蚴（protoscolices）數量達上萬個，最後被終宿主吞食後完成胞絛蟲的生命

周期（圖 1）。

流行病學 
在世界各大洲流行區域的羊群中常有胞絛蟲症的感染（圖 2），常常因為居民以

羊或其它家畜內臟餵食犬隻，使胞絛蟲體有傳播的機會，胞絛蟲妊娠節片具有蠕動能

力，可爬在犬隻皮毛上，並引起肛門口附近發癢。當狗舐咬時把節片壓碎，常污染全

身皮毛，人類若與其密切接觸，很容易遭受感染。

人類感染胞絛蟲症病程發展緩慢，多數在兒童時期感染，至成年時期才表現癥

狀。對人體的危害主要是機械性的壓迫，引起組織、細胞萎縮、壞死。當體內囊腫破

裂，囊液被吸收，可出現皮膚紅斑、蕁麻疹樣皮疹、瘙癢，伴有發熱、腹痛、腹瀉，

幾年後可鈣化或囊腫變性。多數感染者可能是無癥狀的，只有少於2%的患者被發現，

長期下來幾乎所有病人都有肝功能損害、食慾不振與消化不良等病徵，晚期病人甚至

有惡液質現象。

■ 圖 2 當前胞絛蟲的全球分佈（資料來源：Advances in Parasitology January 2017,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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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與感染控制

一、加強疾病流行地區動物的飼養管理

（一）避免環境中流浪犬繁衍，家中寵物應定時驅蟲，避免餵食生肉（圖 3）。 
（二）放牧動物定期驅蟲與監測。據紐西蘭研究報告顯示重度流行地區每隔 6 週投

藥驅蟲一次，輕度流行地區每 3 個月投藥一次。

（三）寵物糞便應作妥善處理，防止中間宿主遭感染。

（四）高風險地區採行羔羊疫苗預防注射及定期淘汰老弱羊隻的方案。

 二、加強屠宰衛生檢查

肉品市場或屠宰場確實執行肉品衛生檢疫，經判定廢棄的屠體，必須妥善進行

化製處理，切忌餵食犬隻。

 三、公共衛生宣導

（一）加強牧場工作人員衛生教育。

（二）冬季牧場上喝煮沸過的飲用水，尤其勿生飲雪水。

（三）高盛行地區應避時肉品，食物應經煮熟後食用。 
（四）居住於流行地區及與狗類接觸的人定期抽血檢驗抗體。

■ 圖 3 胞絛蟲症預防與感染控制方式

結論

近年來已開發國家積極推

動撲滅胞絛蟲症，發生率已大幅

降低，不過就全球而言，人的感

染情形仍有上升的趨勢；尤其是

在開發中國家之貧窮族群中，仍

造成嚴重的影響，世界衛生組

織將此病列為重要食因性疾病

（foodborne diseases）。食 因

性疾病是全世界各國公共衛生關

注的焦點，一旦發生，它可造成

許多人生病及經濟的損失，同時

也會造成許多國家食品工業及農

業社會的衝擊，期望透過檢疫工

作，提醒與防範此病在國際間散

播，共同維護人類與寵物的健康。
（資料整理自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ntd.0005114.g002）

流浪犬管理

居住放牧地區 *飼養寵物
*女性
*年齡大於16歲
*低收入戶

預防控制手段：
流浪犬管理

預防控制手段：
*改善屠宰衛生
*撲殺感染羊隻
*羊隻預防注射

*定期驅蟲
*保持個人衛生

預防控制手段：
加強衛生教育

*以臟器餵食犬隻
*屠宰場
*私宰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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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臺中分局│謝英杰

我國 102 年簽訂臺紐經濟合作協議後，將以 12 年逐步開放紐西蘭鹿茸進口達零關稅，

勢將瓜分國內鹿茸市場，為我國養鹿產業帶來嚴峻挑戰。我國養鹿產業必須將此危機變

為契機，創造產業升級轉型機會。

落實鹿場衛生管理 
提升本土鹿茸產業競爭力

國產鹿茸與紐西蘭鹿茸

養鹿業係我國畜牧重要產業，鹿隻飼養約 1.9 萬

頭，品種多為臺灣水鹿（圖 1），以採集鹿茸作為主

要收入。「鹿茸」係雄鹿未骨化密生絨毛的幼角，為

傳統珍貴的藥材，其功效為「善於補腎壯陽、生精益

血、補髓健骨」。國產鹿茸年產量約為 26 公噸，價

格每公斤約 2 萬 6,000 元，年產值 7 億元以上。

紐西蘭鹿隻飼養規模約 116 萬頭，品種以紅鹿

為主，其鹿產品年出口值約 750 億元。鹿肉主要集中

於歐洲市場，出口值佔 70%（525 億元），其他鹿產

品如鹿茸、鹿鞭、鹿筋等以亞洲市場為主，出口值佔

30%（225 億元）。紐西蘭鹿茸年產量約 450 公噸，

每公斤價格約 5,000 元。

臺灣養鹿為圈養方式，消費者現場可見活力健康的鹿隻，增加消費信心，直接

挑選鹿隻採集「新鮮」鹿茸，再依照喜好客製化鹿茸產品（鹿茸藥酒、鹿茸粉等）。

而紐西蘭鹿茸標榜鹿隻於天然純淨的環境飼養，鹿茸採集後繫上產銷履歷標示並冷

凍，且價格為臺灣鹿茸的五分之一（表）。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自 102 年雙方簽訂臺紐經濟合作協定後，鹿茸實施關稅配額，配額量由協定

生效後之 1,000 公斤，每年增加 250 公斤；配額外關稅則由 500%，每隔 4 年降

■ 圖 1 優質臺灣水鹿（105 年
頭剪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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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並自 114 年起全面開放

紐西蘭鹿茸進口達零關稅。近年

來紐西蘭鹿茸進口量由協定簽訂

前的 5.7 公噸，攀升到每年 7.5-
9.7 公噸，成長幅度約 31%-70%
（圖 2）。

依據「臺紐經濟合作協定可

行性評估報告」中指出，鹿茸貿

易自由化可使臺紐雙方之養鹿業

均獲益，且因臺紐雙方之養鹿業

具互補性質，例如進口冷凍鹿茸

主要作為中藥材使用，臺灣鹿茸

則於農場直接販售，故對我國養

鹿產業負面影響有限。但國產鹿茸如未於農場售罄，仍是以低價銷往中藥行及菸酒公

賣局，且在國產鹿茸未有產地標章的認證下，時有不肖業者以低價進口鹿茸混充國產

鹿茸矇騙，將對國產鹿茸銷售信譽造成衝擊。

因此臺灣必須提升整體養鹿產業形象，諸如：提升飼養管理經營效率、加強鹿

隻疫病防疫，才有和紐西蘭競爭的機會。充分利用 12 年緩衝期，加強鹿場自衛防疫

管理，提升國產鹿茸品質，並建構優質鹿茸認證，與進口鹿茸市場作區隔，打造出臺

灣「國產鹿茸」，讓「國產鹿茸」成為優質品牌。

101年 102年 105年103年 104年

鹿茸

（單位：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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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近 5 年由紐西蘭進口鹿茸總量
  （資料來源：本局輸出入動植物檢疫系統）

表、臺灣與紐西蘭養鹿現況比較

臺灣 紐西蘭

主要飼養品種
水鹿（84%）、 梅花鹿（13%）紅鹿、
紅麋鹿等

紅鹿（90-92%）、麋鹿、紅麋鹿

飼養規模 1.9萬頭 116萬頭

飼養戶數 618戶 3,000戶

105年在臺
銷售鹿茸量

26公噸 7.8公噸

鹿茸價格
（新臺幣）

2萬 6,000元 /公斤
（以 1,000元 /台兩換算） 5,000元 /公斤

優點 新鮮、現場客製化加工 產銷履歷、價格低廉

缺點 缺產地認證、價格較貴 冷凍鮮度存疑

資料來源：依據農委會 105年農業統計年報及臺灣養鹿業紐西蘭參訪團提供資料

近 5 年紐西蘭輸入鹿茸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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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動物防疫人員注射結核菌素於鹿隻頸側

■ 圖 4 近 4 年鹿隻結核病申請檢驗比率
         （資料來源：防檢局全國草食動物聯繫會議資料）

鹿隻結核病

養鹿場最怕發生結核病，只要發生疫情，其撲滅的過程是很艱辛的。結核病是

由分枝桿菌感染所引起的一種重大人畜共通傳染病，其致病菌主要分為牛型、人型及

鳥型分枝桿菌，鹿隻以感染牛型為主。結核菌在環境中，傳播途徑可藉動物、鳥類、

車輛等之移動或是透過病畜噴出的飛沫，造成動物感染。鹿隻感染結核病幾乎無臨床

症狀，通常經數年後才會逐漸出現消瘦、衰弱等症狀，只有施行結核病檢驗才能早期

發現感染動物，即時處置，降低案例傳播風險。

結核病防治與鹿場衛生管理

防範結核病傳播是我國動物防疫的重要課題，地方動物防疫機關依據「草食動

物牛結核病防治措施」及「鹿隻牛結核病檢驗方法」執行檢驗（圖 3），受檢動物如

果檢測出陽性反應都採取一律撲殺及移動管制的策略，且結核病污染的畜牧場或飼養

場應每 4 個月檢驗一次，並經連續三次

檢驗至所有受檢動物均呈現陰性反應者，

才可以解除列管。

養鹿場結核病檢測採申請制是由養

鹿戶提出申請，目前檢驗比例仍為偏低

（圖 4）。為維護國人食品安全及公共

衛生，防檢局已規劃針對養鹿場逐年提

升受檢率，推動全面實施鹿隻結核病強

制檢驗。為達成目標，鹿農應落實自衛

防疫作業措施，以符合牧場衛生安全。

結語

因應未來國際貿易、公共衛生及食

品安全等議題，生產端應加強鹿種選育，

提升飼養技術及生產效率，並落實鹿場

自衛防疫衛生管理及定期檢驗結核病，

建立消費者食安信心。銷售端則應建構

優質鹿茸標章認證，開發多元化產品，

加強區隔行銷及拓展市場，打造國產鹿

茸品牌價值與建立消費形象，促進產業

升級轉型。

102年 105年103年 104年

飼養頭數 結核病檢驗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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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園地

防檢局�動物檢疫組│蔡佩君

國際重要動物檢疫措施簡介

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促進國際間公平貿易為宗旨，依其架構下之食品安全檢驗與動

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SPS 措施協定）規範，各會員於訂定或修正相關措施時，應進

行通報，且除緊急情況外，並應給予其他會員適當評論期，以符合透明化原則。本文擇

要摘譯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 月各會員通報與重大動物傳染病相關之動物及動物產

品檢疫措施。

一、 一般通報  

（一） 泰國家畜發展部（DLD）參採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陸生動物法典及該
國動物流行病法（Animal Epidemic Act.），於2018年1月18日通報動物及動
物產品輸入泰國之申請程序草案，草案內容摘敘如下：

1.  輸出國主管機關應提送致泰國 DLD 有關動物及動物產品輸入申請之正式

信函。

2.  該信函交由其委員會將輸出國之動物及動物產品輸入泰國之要求列入考慮。

3.  經前揭委員會審議後，DLD 將請輸出國填具該國之動物健康、公共衛生

防治及獸醫服務體系等調查問卷。

4.  輸出國主管機關應填復前開問卷內容予 DLD 以進一步由 DLD 食品安全與

動物及動物產品風險評估科學委員會審議。

5.  DLD 完成前揭調查問卷後，再執行實地查核作業。

6.  前揭實地查核作業完成後，查核團將提送報告予 DLD 委員會進行評估。

7.  如評估結果符合要求，DLD 將提送動物及動物產品輸入規定予輸出國主

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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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輸出國主管機關將依據該輸入規定提送健康證明書樣張予DLD審查核准。

9. 完成審查後，DLD 將函送該輸出國其所公布核准之設施名單及議定之健

康證明書。

二、 緊急通報

（一）沙烏地阿拉伯依據OIE陸生動物衛生法典第2.4.5章、第8.19章、第10.4章及
第12.10章、OIE水生動物衛生法典第9.1章及第9.8章，分別進行通報，摘敘
如下：

1.  因應發生牛海綿狀腦病案例，於 2017 年 12 月 20 日通報暫停自西班牙

輸入活牛。

2.  2017 年 11 月 2 日、11 月 6 日、11 月 16 日、12 月 4 日及 12 月 19 日

分別通報解除自西班牙（Catalonia）、比利時（West-Vlaanderen）、法國

（Dordogne、Landes、Haute-Vienne、Gers、Pyrénées Atlantiques、
Hautes-Pyrénées、Lot）、希臘、捷克、莫三比克及羅馬尼亞輸入活禽鳥、

雛禽、禽肉、蛋及其產品等之禁令。另因應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疫情，

2018 年 1 月 10 日及 15 日分別通報暫停自荷蘭（FLEVOLAND）及俄羅

斯輸入活禽鳥、雛禽、禽肉、蛋及其產品。

3.  因應西尼羅熱疫情，於 2017 年 11 月 21 日通報暫停自西班牙輸入活鳥

之禁令。

4.  因應馬鼻疽疫情，於 2018 年 1 月 4 日通報暫停自土耳其輸入馬。

5.  因應白點病及急性肝胰臟壞死綜合症疫情，2018 年 1 月 30 日通報暫停

自越南輸入活魚、甲殼類動物及其產品。

（二） 俄羅斯依據OIE陸生動物衛生法典第4.3章及第15.1章，於2017年12月15
日通報除薩丁尼亞島及歐盟會員國某些行政區外，歐盟會員國輸出活豬、
豬肉及其產品至俄羅斯已獲核准，原先暫停自捷克、愛沙尼亞、拉脫維
亞、立陶宛、波蘭及羅馬尼亞輸俄活豬、豬肉及其產品之禁令解除。此
外，自非洲豬瘟疫區輸出加熱豬肉如符合OIE陸生動物衛生法典第15.1章
規定者亦可輸銷俄國，惟動物及動物產品禁止在非洲豬瘟疫區轉運之規定
仍持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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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園地

防檢局�植物檢疫組│黃國修、王惠雯

國際重要植物檢疫
規定簡介

我國附帶介質石斛蘭成功獲得美國同意輸銷

美國農業部於 107 年 1 月 30 日公布，同意臺灣石斛蘭植株可附帶栽培介質輸銷

美國，並自 3 月 1 日起生效，這是繼蝴蝶蘭及文心蘭盆花輸美後，我國蘭花外銷檢

疫諮商，再創全球首例。

石斛蘭盆花輸美與附帶栽培介質之蝴蝶蘭及文心蘭相同，均須符合現行臺美雙

方簽訂之「臺灣附帶栽培介質植株工作計畫」規定，溫室須具備完善防蟲措施、植床

離地 46 公分以上、設施環境清潔無砂土、植株須於核可溫室內連續栽植 4 個月以上，

並經防檢局輸出檢疫合格。即日起防檢局各轄區分局已可受理業者溫室之申請，如為

現行輸美蝴蝶蘭合格溫室者，溫室無須淨空；非為現行輸美蝴蝶蘭溫室者，溫室淨空

並經防檢局查驗合格，即可成為輸美石斛蘭核可溫室。

紐西蘭修訂輸入Xylella fastidiosa寄主苗木檢疫緊急措施簡介
紐國有鑒於Xylella fastidiosa 在歐洲快速擴散，經風險分析後修訂相關寄主

植物材料之輸入健康標準，詳如該國初級產業部網站 https://www.mpi.govt.nz/
importing/plants/nursery-stock/requirements）所 列 最 新 版 輸 入 苗 木 健 康 標 準

（Nursery Stock - Import Health Standard 155.02.06），摘述如下：

一、 朱蕉屬（Cordyline）及龍血樹屬（Dracaena）切花及枝條（自105年12
月12日起生效）：

( 一 ) 產自非疫區或非疫生產點，或；

( 二 ) 以溴化甲烷燻蒸（僅限朱蕉屬）、熱水、熱蒸氣或藥劑擇一方式處理，再經去

活化處理確保無繁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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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Xylella fastidiosa寄主之繁殖用生植株（植株、切枝及種球）（自105
年12月12日起生效）：

( 一 ) 產自非疫區或非疫生產點，且輸入後須經 6 個月以上隔離檢疫，並於夏季結束

前完成取樣及 PCR 檢測，確認無罹染Xylella fastidiosa，或；

( 二 ) 經雙邊協議於紐國認可設施內採特定方式生產之繁殖用生植株。

三、 其他Xylella fastidiosa寄主之組織培養苗（自106年6月1日起生效）：

( 一 ) 帶培養基之組織培養苗須生長於防蟲且透明之組織培養容器中輸入，培養基不

得含有殺菌劑或抗生物質；若為移除培養基之組織培養苗，須於植物檢疫證明

書上加註「該批組織培養苗於輸出前離開原始組織培養狀態時間未超過 48 小

時，且未與其他栽培介質接觸」。

( 二 ) 產自非疫區或非疫生產點，輸入後須出瓶（deflasked）栽培並經 6 個月以

上隔離檢疫，且夏季結束前須完成取樣及 PCR 檢測，確認無罹染Xylella  
fastidiosa，或；

( 三 ) 經雙邊協議於紐國認可設施內採特定方式生產之組織培養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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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動物檢疫組│陳惠玫

國際重要動物疫情
（106年 12月 1日至 107年 2月 28日）

家禽流行性感冒（Avian influenza）

一、H5N1亞型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H5N1亞型HPAI ）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2 月間，計有孟加拉及柬埔寨向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

通報 H5N1 亞型 HPAI 疫情；中國大陸於 106 年 12 月 28 日向 OIE 通報境內疫情已
遏止。H5N1 亞型 HPAI 於埃及與印尼已為地方流行病，不再逐例通報。截至 107 年
2 月底止，孟加拉、柬埔寨、象牙海岸、北韓、奈及利亞、埃及與印尼等 7 國境內之
H5N1 亞型 HPAI 疫情尚未遏止。前述各國疫情概況詳如表一。

二、其他亞型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HPAI ）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2 月間，計有阿富汗（H5）、臺灣（H5N2、H5N6、

H5N8）、德國（H5N6）、迦納（H9N2）、中國大陸（H5N8）、香港（H5N6）、
印度（H5N8）、伊拉克（H5N8）、伊朗（H5N6）、愛爾蘭（H5N6）、以色列
（H5N8）、日本（H5N6）、韓國（H5N6）、義大利（H5N8）、荷蘭（H5N6）、
奈及利亞（H5N8）、菲律賓（H5N6）、俄羅斯（H5N2）、沙烏地阿拉伯（H5N8）、
南非（H5N8）、瑞士（H5N6）、越南（H5N6）及英國（H5N6）等 23 國（地區）
向OIE通報HPAI疫情；中國大陸（H5N2、H5N3、H5N6、H7N9）、立陶宛（H5N8）、
臺灣（H5N6）、蒙特內哥羅（H5N5）、義大利（H5N5）、德國（H5N6）、愛爾
蘭（H5N8）、俄羅斯（H5N8）、瑞典（H5N6）、保加利亞（H5N8）及斯洛維尼
亞（H5N8）分別於 106 年 12 月 28 日（H5N2、H5N3、H5N6）及 107 年 1 月 10
日（H7N9）、1 月 10 日、1 月 19 日、1 月 22 日、1 月 26 日、2 月 2 日、2 月 2
日、2 月 16 日、2 月 20 日、2 月 26 日、2 月 28 日向 OIE 通報境內疫情已遏止。
H5N8 亞型 HPAI 於埃及已為地方流行病，不再逐例通報。截至 107 年 2 月底止，阿
富汗（H5）、臺灣（H5N2、H5N8）、剛果（H5N8）、迦納（H9N2）、中國大陸
（H5N8）、香港（H5N6）、印度（H5N8）、伊拉克（H5N8）、伊朗（H5N6）、
以色列（H5N8）、愛爾蘭（H5N6）、日本（H5N6）、韓國（H5N6、H5N8）、
義大利（H5N8）、荷蘭（H5N6）、盧森堡（H5N8）、奈及利亞（H5N8）、菲律
賓（H5N6）、俄羅斯（H5N2）、沙烏地阿拉伯（H5N8）、南非（H5N8）、瑞士
（H5N6、H5N8）、越南（H5N6）、英國（H5N6）及埃及（H5N8）等 25 國（地
區）境內之 HPAI 疫情尚未遏止。前述各國疫情概況詳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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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LPAI ）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2 月間，計有臺灣（H5N6）、多明尼加（H5N2）及法

國（H5N1、H5N2、H5N3）等 3 國向 OIE 通報 LPAI 疫情；法國（H5N1、H7）於
107 年 2 月 2 日向 OIE 通報境內疫情已遏止。截至 107 年 2 月底止，臺灣（H5N2 
、H5N6）、多明尼加（H5N2）、法國（H5N2、H5N3）、德國（H5N2）、荷蘭
（H5N2）及南非（H5N2、H7N2）等 6 國境內之前述亞型 LPAI 疫情尚未遏止。前

述各國疫情概況詳如表一。

口蹄疫（Foot and mouth disease）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2 月間，計有中國大陸、蒙古、莫三比克、尼泊爾、巴勒

斯坦、俄羅斯、南非（SAT 1）、尚比亞及辛巴威等 9 國向 OIE 通報疫情；模里西斯、
尚比亞、南非（SAT 2）、尼泊爾及納米比亞分別於 107 年 1 月 8 日、1 月 13 日、2
月 8 日、2 月 9 日及 2 月 13 日向 OIE 通報境內疫情已遏止。口蹄疫於巴勒斯坦及土
耳其已為地方流行病，不再逐例通報。截至 107 年 2 月底止，阿爾及利亞、波札那、
中國大陸、剛果、北韓、韓國、馬拉威、蒙古、莫三比克、俄羅斯、南非（SAT 1）、
辛巴威、巴勒斯坦及土耳其等 14 國境內之口蹄疫疫情尚未遏止。前述各國疫情血清
型詳如表二。

新城病（Newcastle disease）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2 月間，計有波札那、以色列及法國等 3 國向 OIE 通報疫

情；瑞士於 106 年 12 月 22 日向 OIE 通報境內疫情已遏止。新城病於貝里斯已為地
方流行病，不再逐例通報。截至 107 年 2 月底止，波札那、以色列、納米比亞、法國、
瑞典及貝里斯等 6 國境內之新城病疫情尚未遏止。

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2 月間，計有象牙海岸、捷克、拉脫維亞、摩爾多瓦、波蘭、

羅馬尼亞、俄羅斯、烏克蘭及尚比亞等 9 國向 OIE 通報疫情。非洲豬瘟於愛沙尼亞、
肯亞、立陶宛及奈及利亞已為地方流行病，不再逐例通報。截至 107 年 2 月底止，
象牙海岸、捷克、拉脫維亞、摩爾多瓦、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烏克蘭、尚比亞、
愛沙尼亞、肯亞、立陶宛及奈及利亞等 13 國境內之非洲豬瘟疫情尚未遏止。

豬瘟（Classical swine fever）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2 月間，僅俄羅斯向 OIE 通報疫情。豬瘟於哥倫比亞已為

地方流行病，不再逐例通報。截至 107 年 2 月底止，俄羅斯及哥倫比亞等 2 國境內
之豬瘟疫情尚未遏止。

藍舌病（Bluetongue）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2 月間，計有法國、希臘、義大利及土耳其等 4 國向 OIE

通報疫情；土耳其及蒙特內哥羅分別於 106 年 12 月 18 日及 12 月 25 日、107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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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2 日向 OIE 通報境內疫情已遏止。藍舌病於阿爾巴尼亞、賽普勒斯、葡萄牙及西
班牙已為地方流行病，且法國及義大利皆於 107 年 2 月 2 日宣布藍舌病已為地方流
行病，該 6 國均不再逐例通報；藍舌病原於奧地利為地方流行病，且不再逐例通報，
該國已向 OIE 通報其疫情於 105 年 12 月 26 日遏止。截至 107 年 2 月底止，厄瓜多、
希臘、瑞士、阿爾巴尼亞、賽普勒斯、法國、義大利、葡萄牙及西班牙等 9 國境內
之藍舌病疫情尚未遏止。

牛海綿狀腦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2 月間，依 OIE 紀錄，各國無發生 BSE 疫情之通報。截

至 107 年 2 月底止，僅羅馬尼亞境內之 BSE 疫情尚未遏止；各國 BSE 風險等級詳如
表三。

牛接觸傳染性胸膜肺炎（Contagious bovine pleuropneumonia）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2 月間，依 OIE 紀錄，各國無發生 CBPP 疫情之通報；尚

比亞於 107 年 1 月 21 日向 OIE 通報境內疫情已遏止。CBPP 於中非及加彭已為地方
流行病，且甘比亞於 107 年 1 月 31 日宣布 CBPP 已為地方流行病，該 3 國均不再逐
例通報。截至 107 年 2 月底止，中非、加彭及甘比亞等 3 國境內之 CBPP 疫情尚未
遏止。

狂犬病（Rabies）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2 月間，計有埃及、哈薩克及馬來西亞等 3 國向 OIE 通報

疫情；匈牙利及哈薩克分別於107年2月5日及2月19日向OIE通報境內疫情已遏止。
狂犬病於印尼及烏拉圭已為地方流行病，不再逐例通報。截至107年2月底止，埃及、
馬來西亞、印尼及烏拉圭等 4 國境內之狂犬病疫情尚未遏止。

 表一	國際家禽流行性感冒疫情（106年 12月 1日至 107年 2月 28日）

  國家
 （地區）

各國通報OIE /官方發布之疫情 WHO統計人類感染
H5N1亞型禽流感案例

期間 /日期 檢出類型
動物別及
病例數

疫情控制情形 期間

新 增 人 類
感 染 病 例
數 /死亡病
例數

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

埃及 本季 a H5N1 家禽 地方性流行病 b
106年12月
7日至 107
年1月 25日

0 / 0

印尼 本季 H5N1 家禽 地方性流行病

孟加拉 本季 H5N1
家禽 1起
野鳥 2起

持續

柬埔寨 本季 H5N1 家禽 7起 持續

象牙海岸 本季 H5N1 家禽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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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
 （地區）

各國通報OIE /官方發布之疫情 WHO統計人類感染
H5N1亞型禽流感案例

期間 /日期 檢出類型
動物別及
病例數

疫情控制情形 期間

新 增 人 類
感 染 病 例
數 /死亡病
例數

北韓 本季 H5N1 家禽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奈及利亞 本季 H5N1 家禽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中國大陸
103年 9月 12日至 106年 10月
10日 (106年 12月 28日通報 ) H5N1 家禽 25起 已遏止

埃及 本季 H5N8 家禽 地方性流行病 b

阿富汗 本季 H5
家禽 3起
野鳥 1起

持續

迦納 本季 H9N2 家禽 1起 持續

香港 本季 H5N6
家禽 1起
野鳥 1起

持續

印度 本季 H5N8 家禽 1起 持續

伊拉克 本季 H5N8 家禽 10起 持續

伊朗 本季 H5N6 野鳥 1起 持續

以色列 本季 H5N8 野鳥 1起 持續

愛爾蘭

本季 H5N6 野鳥 1起 持續

105年 12月 28日至 106年 2月
20日 (107年 2月 2日通報 ) H5N8 野鳥 9起 已遏止

日本 本季 H5N6
家禽 1起
野鳥 1起

持續

韓國

本季 H5N6 家禽 17起 持續

本季 H5N8
家禽

野鳥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義大利

105年 12月 29日至 106年 3月
21日 (107年 1月 26日通報 ) H5N5 野鳥 2起 已遏止

本季 H5N8 家禽 3起 持續

荷蘭 本季 H5N6
家禽 2起
野鳥 8起

持續

奈及利亞 本季 H5N8 家禽 1起 持續

菲律賓 本季 H5N6 家禽 1起 持續

俄羅斯

本季 H5N2 家禽 1起 持續

105年 12月 2日至
107年 2月 9日 H5N8 家禽 35起 已遏止

沙烏地

阿拉伯
本季 H5N8 家禽 15起 持續

南非 本季 H5N8
鴕鳥 19起
家禽 1起
野鳥 24起

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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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
 （地區）

各國通報OIE /官方發布之疫情 WHO統計人類感染
H5N1亞型禽流感案例

期間 /日期 檢出類型
動物別及
病例數

疫情控制情形 期間

新 增 人 類
感 染 病 例
數 /死亡病
例數

瑞士

本季 H5N6 野鳥 1起 持續

本季 H5N8 野鳥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越南 本季 H5N6 家禽 1起 持續

臺灣

本季 H5N2 家禽 53起 持續

106年 12月 1日至 12月 5日 H5N6 野鳥 1起 已遏止

本季 H5N8 家禽 1起 持續

英國 本季 H5N6 野鳥 12起 持續

中國大陸

102 年 12 月 21 日 至 104 年 10
月 10日 (106年 12月 28日通報 ) H5N2 家禽 12起 已遏止

103年9月12日至9月15日 (106
年 12月 28日通報 ) H5N3 家禽 1起 已遏止

103 年 8 月 23 日 至 106 年 10 月
23日 (106年 12月 28日通報 ) H5N6 家禽 43起 已遏止

本季 H5N8 野鳥 2起 持續

106年 1月 10日至 8月 25日
(107年 1月 10日通報 ) H7N9 家禽 22起 已遏止

剛果 本季 H5N8 家禽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盧森堡 本季 H5N8 家禽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保加利亞 106年 10月 17日至 12月 31日 H5N8 家禽 5起 已遏止

立陶宛
106年 2月 27日至 4月 7日 (107
年 1月 10日通報 ) H5N8 野鳥 5起 已遏止

蒙特內哥羅
105年 12月 12日至 106年 1月
1日 (107年 1月 22日通報 ) H5N5 野鳥 1起 已遏止

斯洛維尼亞
106年 1月 1日至 4月 25日 (107
年 2月 28日通報 ) H5N8 野鳥 20起 已遏止

德國 107年 1月 4日至 1月 8日 H5N6 野鳥 1起 已遏止

瑞典 107年 1月 28日至 2月 20日 H5N6 野鳥 1起 已遏止

低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

臺灣
本季 H5N2 家禽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本季 H5N6 家禽 3起 持續

多明尼加 本季 H5N2 家禽 7起 持續

法國
105年 12月 6日至 106年 4月

27日 (107年 2月 2日通報 ) H5N1 家禽 27起 已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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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
 （地區）

各國通報OIE /官方發布之疫情 WHO統計人類感染
H5N1亞型禽流感案例

期間 /日期 檢出類型
動物別及
病例數

疫情控制情形 期間

新 增 人 類
感 染 病 例
數 /死亡病
例數

法國

本季 H5N2 家禽 2起 持續

本季 H5N3 家禽 14起 持續

106年 5月 17日至 6月 1日 (107
年 2月 2日通報 ) H7 家禽 1起 已遏止

德國 本季 H5N2 家禽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荷蘭 本季 H5N2 家禽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南非

本季 H5N2 鴕鳥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本季 H7N2 鴕鳥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a 106 年 12 月 1 日至 107 年 2 月 28 日期間於表格中簡稱為「本季」。
b 印尼 (H5N1) 與埃及 (H5N1、H5N8) 分別於 95 年 9 月 26 日與 97 年 7 月 7 日及 106 年 9 月 7 日向 OIE 通報前述亞型

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為地方性流行病，爰不再逐例通報，於表格中簡稱為「地方性流行病」。

表二	國際口蹄疫之各國疫情血清型

血清型 國家

O 中國大陸、北韓、蒙古、巴勒斯坦、俄羅斯

A 阿爾及利亞、中國大陸、韓國、土耳其

SAT 1 南非

SAT 2 波札那、莫三比克

檢測中 馬拉威

未分型 剛果、莫三比克、辛巴威

未檢測 莫三比克

表三	 OIE公布之國際 BSE風險等級
風險等級 國家

風險可忽略
（Negligible Risk）

亞洲：印度、以色列、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港澳除外） 
歐洲：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賽普勒斯、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

德國、匈牙利、冰島、義大利、拉脫維亞、列支敦斯登、立陶宛、盧森堡、馬爾他、

荷蘭、挪威、葡萄牙、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波蘭、瑞典、瑞士、

英國北愛爾蘭及蘇格蘭地區

美洲：巴西、阿根廷、智利、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墨西哥、巴拿馬、巴拉圭、秘魯、美

國、烏拉圭

大洋洲：澳大利亞、紐西蘭

非洲：納米比亞

風險已控制
（Controlled Risk）

亞洲：臺灣

歐洲：希臘、法國、愛爾蘭、英國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

美洲：加拿大、尼加拉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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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植物檢疫組│徐萬德、陳素琴

國際重要植物疫情 

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州爆發昆士蘭果實蠅（Bactroceratryoni，
Queensland fruit fly）疫情

澳大利亞農業暨水利部（DAWR）於 107 年 1 月 18 日及 21 日於塔州弗林德

斯島（Flinders island）住宅區之居民後院杏桃果實檢出 2 起果實蠅幼蟲疫情，1
月 24 日及 2 月 14 日續於塔州主島 Spreyton 及 Geroge Town 地區之杏桃果實檢

出果實蠅幼蟲疫情。經後續分子鑑定作業，DAWR 分於 1 月 30 日、2 月 7 日及 2
月 16 日確認前開疫情均為昆士蘭果實蠅。

為維持塔州鮮果實貿易活動，澳方旋啟動昆士蘭果實蠅疫情爆發滅除措施，

包括：

一、 劃設偵獲點周遭半徑 1.5 公里區域為疫情爆發管制區（Outbreak Zone），
加設誘殺器進行定界調查，並進行落果搜集、剖果檢查及相關噴藥防治措施。

二、 劃設偵獲點周遭半徑 15 公里區域為暫停區（Suspension Area），管制鮮果

實移動。

三、 管制區內放置農產品專用棄置箱，暫停區周圍道路設置管制標示及路障檢查。

持續加強區內居民宣導，呼籲產業界及當地居民即時通報並協同滅除入侵果

實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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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方表示弗林德斯島並未有經濟果樹外銷產區，而主島 Spreyton 及 George 
Town 地區之暫停區範圍內所有供果園及包裝場生產及包裝之寄主鮮果實均受塔斯

馬尼亞州初級產業、水利暨環境部管制禁止移動，並已撤銷外銷資格，將嚴格執行

檢疫管制措施，確保暫停區生產包裝或具罹染風險之寄主鮮果實不會輸往臺灣或其

他具限制條件之國家。

昆士蘭果實蠅列屬中華民國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定之禁止輸入類有害

生物，寄主鮮果實禁止自疫區輸入，防檢局業撤銷暫停區內輸臺寄主鮮果實包裝

場資格，並加強澳大利亞輸臺寄主鮮果實之輸入檢疫查驗。倘欲自澳大利亞昆士

蘭果實蠅疫區輸銷寄主鮮果實至臺灣，則須符合「澳大利亞產地中海果實蠅及昆

士蘭果實蠅寄主鮮果實輸入檢疫條件」並採行檢疫殺蟲處理，方可輸臺。防檢局

將依後續疫情適時調整檢疫管制措施，以防杜該果實蠅伴隨輸入貨品入侵我國。



38

防檢疫要聞

防檢局�企劃組│張郁靈、李婉如

國際SPS要聞

尼加拉瓜宣布雷昂省希卡拉市為果實蠅（Anastrepha  spp. 及 Ceratitis 
capitata）非疫地區 （WTO文件編號：G/SPS/GEN/1595）

尼加拉瓜第 050-2017 號行政決議宣布位於素羅特蘭湖（Lake Xolotlán）北部之

雷昂省希卡拉市（El Jicaral in the department of León）180 平方公里區域為果實

蠅（Anastrepha  spp. 及 Ceratitis capitata）非疫地區，並依據國際植物防疫檢疫措

施標準（ISPM）第 4、10 及 26 號建立植物檢疫措施，由尼加拉瓜農牧防疫檢疫局

（IPSA）採取必要措施，以維持該區域之果實蠅非疫狀態，及免受有害生物之其他

危害。此外，為防範並減低果實蠅入侵風險，該區域將包含一塊 21 邊形、106 平方

公里之緩衝區，相關規定可參閱尼加拉瓜 IPSA 官網：http://www.ipsa.gob.ni/。

WTO SPS及TBT 通知文件警示系統ePing進程 （WTO文件編號：G/
SPS/GEN/1591、G/TBT/GEN/240）

TBT 與 SPS 通知文件警示系統「ePing」已於 2016 年 11 月由世界貿易組織

（WTO）、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部（UNDESA）與國際貿易中心（ITC）共同啟

用，使用者於註冊後可針對感興趣產品或出口市場等條件取得相關 TBT 與 SPS 法規

通知文件。ePing 亦提供完整追溯功能，各通知文件倘有追加（Addendum）或修

正（Revision）通知等，將可於同一頁面執行原通知與後續通知之雙向查閱。目前

ePing 共有 155 個國家約 3000 位註冊者，其中包括中小企業之私人部門約占半數，

我國目前則共有 30 位註冊者。依據 2017 年調查顯示，使用者認可 ePing 之客製化

與及時警示服務及其友善平台，亦就系統提出近一步能力建構及其他加強之建議，

WTO 秘書處於 2018 年課程活動中計畫舉開一系列區域研討會，並將再次進行使用

者調查，歡迎各界隨時提出建議，以提升 ePing 功能。有關 ePing 註冊及詳細內容

請參考官方網站：http://www.epingalert.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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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植物保護公約（IPPC）2017年底至2018年初相關活動 （WTO
文件編號：G/SPS/GEN/1579）

一、 植物電子檢疫證 （ePhyto）： 

IPPC 持續致力於發展植物電子檢疫證（ePhyto），於 2017 年 10 月 ePhyto 工

作小組會議討論關於植物電子檢疫證樞紐（ePhyto Hub），完成樞紐使用者介面細

節及連線程序，並為發展業務計畫永續操作之需，檢視並調整樞紐操作之預期成本。

此外，ePhyto 工作小組亦完成國家通用系統（ePhyto national system, GeNS）之

規格，並於 2018 年 1 月 22 日至 26 日於馬來西亞舉開「第 3 屆 IPPC 植物電子檢疫

證全球論壇」。

二、監控與評估架構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framework）：

IPPC 已開始發展監控與評估架構，此架構將協助秘書處監控其工作計畫，一併

考量於全球戰略層級、國家締約方執行層級及 IPPC 舉開活動的影響，預期可提高因

應能力並持續完善 IPPC 於保護全球植物資源免於有害生物危害之使命，以及回應區

域和國家持續變動中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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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企劃組│張郁靈、李婉如

國際組織小百科

107年4月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WTO 貿易政策
檢討 - 蒙特內哥
羅（瑞士）(4/11、
4/13)

WTO 貿易政策
檢討 - 蒙特內哥
羅（瑞士）(4/11、
4/13)

國際農業及生物科學中心（Centre for Agriculture and Biosciences 
International, CABI）

國際農業及生物科學中心（CABI）係藉由提供資訊及應用科學專業以解決

農業與環境問題之非營利國際組織，其前身為 1910 年成立之昆蟲學研究委員會

（Entomological Research Committee），由優質出版部門及堅強科學研究基礎共

同支持，歷經百年發展而來。CABI 現有 48 個會員，遍及非洲、亞洲、美洲及歐洲，

並於各區域間設置 12 個全球網絡中心（Global Network of Centres），包括巴西、

中國大陸、迦納、肯亞、尚比亞、印度、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瑞士、英國、美國、

千里達及托巴哥，以便捷相關資訊之傳遞及計畫執行。CABI 透過改善食品安全及

優良農業操作、提升農民於種植及病蟲害防治之能力，及維護生物多樣性並避免入

侵種威脅等途徑，達到農業永續發展目標。CABI 注重知識分享、能力建構及團隊

合作，並建立中程策略以落實計畫及資源分配，2017 年至 2019 年中程策略包含科

學策略（Science Strategy）及計畫之性別策略（Project and Programme Gender 
Strategy），提出相關目標及優先研究領域，並於計畫執行期間考量性別主流化，消

除性別歧視，提供一個使所有員工皆能全然信賴自我潛能並為企業有所貢獻之工作

環境。其他資訊可參閱 CABI 官方網站：https://www.cab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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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5月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29 3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PEC 第二次資深官員會議及相
關會議（新幾內亞）（5/11-5/24）

13 14 15 16 17 18 19

APEC 第二次資深官員會議及相關會議（新幾內亞）（5/11-5/24）

IPPC 標準委員會議（義大利）（5/14-5/18）

20 21 22 23 24 25 26

APEC 第二次資深官員會議及相關會議（新幾內亞）（5/11-5/24） APEC 貿易部長會議（新幾內亞）
（5/25-5/26）

OIE第 86次年會（法國）（5/20-5/25 ）

IPPC 標準委員會工作小組會議（義大利）（5/21-5/25）

WTO 爭端解決
機構（瑞士）

（5/25）

27 28 29 30 31 1 2

WTO 貿易政
策檢討 - 茅利塔
尼亞、幾內亞

（瑞士）

（5/29、5/31)

WTO 貿易政
策檢討 - 茅利塔
尼亞、幾內亞

（瑞士）

（5/29、5/31)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15 16 17 18 19 20 21

IPPC 植物檢疫措施委員會議（義大利）（4/16/-4/20）

WTO 原產地規則委員會議（瑞
士）(4/18、4/19)

22 23 24 25 26 27 28

Codex 食品中動物用藥品殘留委員會議（美國）（4/23 - 4/27）

WTO 爭端解決
機構（瑞士）

（4/25）

WTO 市場進入
委員會議（瑞

士）（4/26）

29 30 1 2 3 4 5

1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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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6月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27 28 29 30 31 1 2

3 4 5 6 7 8 9

WTO 與貿易相關智慧財產權會議
（瑞士）(6/5-6/6)

10 11 12 13 14 15 16

WTO 貿易政策檢
討 -哥倫比亞（瑞
士）(6/12、6/14)

WTO 貿易政策
檢討 -哥倫比亞
（瑞士）(6/12、
6/14)

17 18 19 20 21 22 23

WTO 貿易政策
檢討 -挪威（瑞士）
(6/18、6/20)

WTO 貿易政策檢
討 -挪威（瑞士）
(6/18、6/20)

WTO 爭端解決機
構（瑞士）（6/22）

WTO 棉花發展
協助 -棉花第 29
回合秘書長諮詢

框架機制（瑞士）

(6/18)

WTO 技術性貿易障礙委員會議
（瑞士）(6/20-6/21)

24 25 26 27 28 29 30

IPPC 植物檢疫處裡技術小組 (TPPT)會議（中國大陸）（6/25-6/29）

WTO 貿易政策檢
討 -烏拉圭（瑞士）
(6/27、6/29)

WTO 貿易政策檢
討 -烏拉圭（瑞士）
(6/27、6/29)

註：格式為「國際組織」「會議或活動」（舉辦地主國）（舉辦日期）

資料來源：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events_e/events_e.htm
https://www.apec.org/Events-Calendar
http://www.oie.int/conferences-events/other-oie-key-events/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meetings/calendar/en/
https://www.ippc.int/en/year/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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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秘書室│陸怡芬、廖美惠

國內防檢疫要聞
（106年 11月至 107年 2月）

106年11月9日至12月11日
農委會防檢局邀請日本農林水產省核派檢疫官大﨑智彥先生抵臺辦理 106 年度

冬季輸日鮮果實檢疫處理作業。106 年期共計完成白柚 981 公斤、椪柑 48,015 公斤

及葡萄 180 公斤之檢疫處理，並於檢疫合格後輸日。

106年12月6日與12月20日
農委會防檢局配合農委會舉開「農藥十年量減半 食安環保必加值」記者會，該

政策將透過滾動檢討方式，每 3 年修正行動方案，並於 115 年進行成果盤點。另於

12 月 20 日召開「研商十年化學農藥減半策略」會議，由防檢局、科技處、農糧署及

藥毒所等單位就各項措施規劃情形進行報告。

106年12月11日至107年3月31日
農委會防檢局調整現行主動監測計畫中風險較高之水禽、土雞及蛋雞之採樣監

測方式及場數，於 106 年 12 月 8 日函知各縣（市）動物防疫機關，自 106 年 12 月

11 日迄 107 年 3 月 31 日止執行強化禽流感預警監測措施，以期早期發現並及時控

制疫情。

106年12月25日
為即時防範國際動物疫病入侵，農委會於 106 年 12 月 25 日以農授防字第

1061482837 號函公告法國自新城病（Newcastle Disease）非疫區移除，該公告生

效日（不含）前已裝船（或裝機）運往我國之動物及動物產品，不在此限。

107年1月3日
農委會於 107 年 1 月 3 日以農防字第 1061473528 號公告「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七年一月十六日至一百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鴨隻應經中央動物防疫機關指定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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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單位檢驗家禽流行性感冒陰性，並檢附檢驗報告，始得送往屠宰場；未檢附者，禁

止輸送至屠宰場，並自即日生效」。

107年1月8日
農委會於 107 年 1 月 8 日以農防字第 1071480821 號公告「瑞士為口蹄疫、牛

接觸傳染性胸膜肺炎、非洲豬瘟非疫區，及西班牙、立陶宛、匈牙利、日本為高病原

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自即日生效」。

107年1月12日
農委會於 107 年 1 月 12 日以農授防字第 1071480896 號公告「日本自高病原性

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自即日生效」。

107年1月19日
農委會於 107 年 1 月 19 日以公告修正「中華民國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定」

乙、有條件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之檢疫條件第 13 點及其附件「食用馬鈴薯輸入檢疫

條件」，並自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20 日生效。自該日起，除來自紐西蘭之食用馬鈴

薯應依「紐西蘭產食用馬鈴薯輸入檢疫條件」辦理外，來自各國之食用馬鈴薯須符合

「食用馬鈴薯輸入檢疫條件」始得輸入。

107年1月30日
美國於 107 年 1 月 30 日公告我國附帶栽培介質石斛蘭輸美案之最終法案，並於

3 月 1 日正式生效。自該日起，我國附帶栽培介質石斛蘭植株可依「臺灣附帶栽培介

質植物工作計畫」相關規定輸銷美國，預期將可有效降低運輸過程的耗損率，有助於

提高輸美石斛蘭之數量及品質，亦為蘭花業者提供新市場契機。

107年2月1日至2月13日
因應春節前國人肉品需求大增並維

護食肉衛生安全，農委會防檢局督導各

縣市政府於春節前加強查緝違法屠宰家

畜、家禽工作，計執行 131 場次，查獲

違法案 6 件，違法肉品全數沒入銷毀，

防杜未經屠宰衛生檢查肉品流入市面供

人食用。
■ 107 年春節前防檢局會同嘉義縣政府查獲違法屠

宰家禽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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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13日
為防杜不肖業者非法走私動植物及其產品，造成海外動植物疫病蟲害入侵我

國，農委會防檢局以防檢二字第 1071481052 號函請財政部關務署及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等查緝機關於農曆春節假期加強查緝走私勤務，以維護我國農業生產及國人健

康安全。

107年2月14日
農委會防檢局於 107 年 2 月 14 日以防檢三字第 1071488063 號令修正發布「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認可農藥田間試驗單位作業要點」，本次修正重

點為明確規範農藥殘留量試驗須符合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以確保試驗資料品質並與國際接軌，

並提高試驗資料公信力，逐步建立農藥產品安全評估體系。 

107年2月20日
我國於 106 年 9 月向 OIE 申請認定金門縣為施打疫苗口蹄疫非疫區案，OIE 於

2 月 20 日通知已通過科學委員會審查，後續將送請各會員國評論。金門縣可望於

107 年 5 月 OIE 第 86 屆年會正式獲認定為施打疫苗口蹄疫非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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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林怡慧   
攝影／游家桓

以擇善固執的熱忱，
完成每一項使命  
─財團法人中華海峽兩岸畜牧獸醫交流協會
  理事長黃國青（前農委會副主委）

民國 61 年進入公職服務，往後 42 年的時光，黃國青全心投入臺灣畜牧獸醫領

域發展，主導並完成多項長官交付的使命。一路從技佐、技士、技正、股長、科長，

做到副局長、處長、副主委，由基層磨練來的豐富經驗，加上想解決問題的熱忱，讓

黃國青在面對任職省政府農林廳、防檢局、農委會時期所碰到的各種困難，都能找到

最佳的解決方式。

任職臺灣省農林廳時期，工作量大卻也最快樂

回顧 42 年的公職生涯，問他對哪個時期印象最深刻，黃國青沒有猶豫的說，民

國 61 年到 88 年在農林廳服務時期，雖然工作量大，但能親上一線與農民接觸，也

是他覺得最快樂的時期。在這 27 年間，黃國青推動、主辦的幾項政策，至今仍深深

影響臺灣畜牧獸醫產業。

當時臺灣漁業蓬勃發展，但水產動物防疫工作卻無法落實推行，為建立水產動

物防疫體系，黃國青經過多次斡旋，在民國 75 年得以增設水產動物防疫股，增編員

額及經費。而面對法定傳染病「臺灣乳牛布氏桿菌病」，黃國青研擬出的防疫措施，

包括在民國 71 年到 76 年間針對牛隻實施液態氮統一編號，訂定污染牧場牛隻的異

動管理措施、應用電腦控制全省乳牛傳染病管理系統等，終於得以在民國 8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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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林怡慧   
攝影／游家桓

過後宣布乳牛布氏桿菌全面撲滅。「臺灣

能夠在不注射 19 號菌苗的狀況下成為牛

布氏桿菌病的清淨區，最主要的原因是長

官的支持，對撲滅結果有信心。」至今臺

灣仍為牛布氏桿菌病的非疫區。

「在畜牧法通過之前，牧場登記沒

有固定格式，全憑業務承辦人要求，因此

到 80 年底，全臺僅有 352 家畜牧場完成

登記。」因此黃國青在民國 80 年 3 月過

調污染防治股後，立即針對畜牧場登記管

理進行簡化，只要符合五項明確的條件，

即可取得牧場登記證。也由於有了制式表

格，因此創新開發出自動發證系統，讓牧

場登記的辦理速度大幅加快，激增到一萬

多場。「民國 86 年臺灣爆發口蹄疫，當

時畜牧處推動牧場離牧退場政策，2 萬多

戶養豬戶中，有 1 萬多戶選擇離牧。」黃

國青表示，因為先前加速推動牧場登記，

讓登記合格的牧場能夠領取全額補償，進而減少養豬戶的損失。而這項牧場登記作業

流程也參加法制再造工作圈評選，獲得「金釜獎」榮耀。

郝伯村擔任行政院長時期，認為養豬業污染的社會成本太大，考慮以進口豬肉

取代飼養。農家子弟出身的黃國青，深知養豬是農家重要的經濟來源，對於臺灣養豬

王國可能消失的狀況十分憂心。因此在 80 年 7 月到 86 年 6 月的六年期間，積極推

動一系列污染防治工作。「污染來源不外乎兩種，廢水及糞便。」第一步先輔導養豬

戶全面設置三段式廢水處理設備，透過糞尿固液分離、厭氣發酵、好氣處理三段程

序，成功達到當時環保單位所訂的放流標準。處理完廢水問題，繼續發展「密閉室堆

肥發酵場房之研究」，成功創造有機堆肥的市場，甚至可以外銷海外創造商機。

而畜牧業的廢棄物還包括斃死畜禽，為杜絕流用確保食品安全，時任股長的黃

國青首先從化製車著手，將過去載運斃死畜禽的開放式車輛一律改為密閉式，避免運

送過程有礙環境衛生。接著再輔導化製場合法化及改善衛生條件，當化製車、化製場

的管理建全後，黃國青再設計「三聯單」，讓畜牧場、化製車、化製場到防治所各階

段的斃死畜禽資料能夠相互勾稽，並依規定在每輛化製車安裝衛星定位系統，防止斃

死畜禽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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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時期，面對問題解決危機

若說在農林廳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建立防治污染的制度及政策，那麼面對問題、

解決危機，或許是黃國青在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時期最重要任務。

86 年 3 月臺灣發生口蹄疫，造成產業及社會經濟嚴重損失，黃國青規劃擬定撲

滅口蹄疫分期實施策略 3 階段及 12 項工作項目，從 90 年 12 月開始，歷經兩年時間

的落實執行，終於在 92 年 5 月 22 日獲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認定我國為「使用

疫苗之口蹄疫非疫國」。而為早日達成不使用疫苗之口蹄疫非疫國的目標，黃國青也

於 95 年 3 月開始主導臺澎金馬地區階段性停止施打口蹄疫苗措施，「可惜的是，當

時停打口蹄疫疫苗措施已經進入第四階段，已經有八成豬隻停打疫苗、接近八成沒有

抗體，眼看就快要完成撲滅計畫，惟在 98 年又陸續發生疫情而未能完成使命。」回

憶起這段過程，黃國青眼中滿是遺憾。

■ 協助雲林禽流感撲殺

在動植物防檢局任職期間，

除了口蹄疫，民國 93 年黃國青還

面臨第一次禽流感疫情，當時造成

禽肉及鴨肉禁止外銷的困境。防疫

應變迅速的他，立即率領動物防疫

團隊籌畫 8 項緊急應變措施，讓疫

情在 93 年 3 月獲得控制，並在同

年 8 月獲得日本同意將鴨肉、禽

肉輸日的肯定，而這個成果也讓

我國在 94 年間爭取到 7 億元的外

銷金額。

黃國青自言想達成的目標一

定想辦法完成，他使命必達的精

神，在提起98年8月10日成立「莫

拉克颱風緊急應變小組」的事蹟，

黃國青笑著說，「事發第一時間長

官請我到現場支援一下，我只提了

公事包就趕下去，沒想到一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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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星期。」在這兩星期內，黃國青緊急調集人力資源，處理淹死的十數萬隻豬隻、

家禽，確保防疫工作在時限內完成。

農業委員會畜牧處時期，推動民生相關制度

黃國青擇善固執的個性不僅表現在公務上，獸醫專業出身的他，在處理公務過

程深知法務條文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公務再忙，他也抽出時間進修法治課程，且在日

後實際運用於畜牧業上。

公職生涯的最後近兩年，黃國青在農委會畜牧處度過，這段時間內他辦理許多

與民生相關的制度規範，像是推動多元認養收容動物計畫，有效降低人道處理率；修

正家畜保險相關規定，防杜小規模養豬戶將斃死豬流供食用；加強標示區隔進口冷凍

雞肉及豬肉，保障消費者權益；完備國產牛肉追溯制度等項目；推動畜牧場依法應聘

用獸醫師工作等，每一項都與民生息息相關。

105 年 2 月黃國青再度進入農委會擔任副主委，這段不在生涯規劃外的插曲，

至 5 月 20 日隨政黨輪替卸任，他也正式退出公職服務，生活過得跟以往一樣充實忙

碌。訪談過程中，黃國青不只一次提到「人在公門好修行」這句話，「在公部門工作

若沒有服務人民的熱忱，未來將沒有什麼值得好回憶。」這是黃國青對年輕一輩公務

人員的建言，更是他以熱忱投入公職 42 年，交出滿滿成績的最好見證。

■ 密閉室堆肥發酵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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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動物防疫組│�宋志宏

日本「移動式家畜焚毀處理
（Rendering）設施之防疫演
練」參訪紀實

緣起及目的

為避免動物發生疫情時，大量撲殺之動物屍體因掩埋處理地點選擇不易，或受

限處理能量無法即時完成化製或燒燬，而造成疫病擴散風險，我國需尋求其他輔助方

案。經駐日本代表處協詢結果，日本現有「移動式家畜焚毀處理（Rendering）設施」 
（以下簡稱 Rendering 處理設施）可於疫情發生地點將動物屍體加熱殺菌消毒並密

封，降低因運輸造成的疫病擴散風險，提高最終處理處所接受委託之意願，可做為我

國動物屍體處理輔助方案之參考。

日本多採用掩埋方式處理撲殺之動物屍體，惟掩埋方式恐影響部分地區（如靜

岡縣）地下水資源之利用，為此日本農林水產省本次特於該縣辦理 Rendering 處理

設施之防疫演練，藉以訓練動物防疫人員，發現可能問題及檢討解決方案。該演練於

106 年 10 月 14 日啟動至 23 日結束，其中 10 月 18 日邀集各地動物防疫人員參與見

習及實務操作。經駐日代表處與日方協調後，日方同意我方派員前往觀摩，以進一步

了解 Rendering 處理設施處理流程、相關軟硬體資訊，並進行評估。

防疫演練過程

依日方誓約書要求，我方參加人員在抵達日本前 2 週內不得進入家畜飼養場所，

前 10 日內不得與活家畜接觸。本次演練內容包括場所之準備、移動式家畜焚毀處理

設施及撲殺處理設備操作訓練、生成物處理方法、發現問題並檢討解決方案等。

Rendering 處理設施由發電機、加熱裝置、殺菌機及絞碎機 4 大部分組成（如

圖 1），處理量能為每 24 小時處理牛 180 頭或豬 2,000 頭，平均每小時處理牛 7.5
頭或豬 83 頭。該設施係由日本民間業者自丹麥 HAARSLEV 公司進口組裝，定期保

養及更換零件，實地操作訓練時亦委託業者協助。平時存放於日本列島中部機場，以

利前往各地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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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演練模擬富士宮市 A 農場通報動物異常並經確診為口蹄疫，患（疑）畜撲殺

後以 Rendering 處理設施進行動物屍體處理。參加人員皆穿著個人防護裝備，操作人

員約 20 人，分別擔任動物屍體搬運、Rendering 處理設施及車輛載具操作、生成物封

裝、密閉容器外部消毒與現場指揮等工作。牛豬屍體由密閉運輸車輛利用絞索拖卸至

鏟斗車後，準確放入絞碎機之投入口。動物屍體經絞碎成泥狀後，由加壓幫浦送入殺

菌機加熱達 80℃、5 分鐘以上，處理後之生成物從排放口排出並以密閉容器封裝（本

次採用 20 公升醫療廢棄物塑料桶及 55 加侖鋼製鐵桶），隨後進行密閉容器外部消毒，

包裝固定後堆置於另一輛密閉式貨車再送往焚化廠燒毀。作業結束時，進行澈底清潔

及消毒 Rendering 處理設施及場地。演練流程見圖 2 及圖 3。

■ 圖 1 Rendering
  處理設施全景

■ 圖 2 演練流程一、A 圖為利用絞索
將動物屍體拖卸至鏟斗車，B
圖為鏟斗車將動物屍體放入絞
碎機之投入口，C 圖為殺菌機
進行加熱冒出水蒸汽之情形。
D 圖為處理後之生成物灌入 55
加侖鋼製鐵桶之情形，E 圖為
生成物灌入 20L 醫療廢棄物塑
料桶之情形，F 圖為封裝密閉
容器之作業情形

■ 圖 3 演練流程二、A 圖為密閉容器
封蓋後以消毒水進行噴灑消毒
及沖洗作業，B 圖為裝滿生成
物後之 55 加侖鋼製鐵桶運送
情形。C 圖為密閉容器完成包
裝固定後堆放至密閉式貨車，
等待送往焚化廠燒毀。D 圖為
Rendering 處理設施進行清潔
及消毒情形

A

D

B C

E F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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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檢討本次演練流程，提出 2 項改進重點：一、密封容器採用較大型且易於

移動者，將可節省人力與處理時間，不過大型容器需選擇特定焚化廠。二、為進一步

確保人車動線不會造成交叉污染，未來可進行間隔，並考慮延長設備間輸送管。

心得及建議

會後與日方交換意見，日方表示採用 Rendering 處理設施所需費用較高，該設

施主要用於牛與豬等家畜處理，家禽另有移動式焚化設備可供利用，惟目前日本仍採

掩埋處理為主，僅少數禽流感案例採焚燬處理。日方為避免運輸病畜禽導致病原擴散

之風險，目前未採取送化製廠處理之方案。另外，日本規定農場內須備有掩埋處理之

空地，若無適當地點則採燒燬處理，必要時再由地方政府（縣）出面協調，惟費用仍

由農場主負責。

總結本次參訪心得如下：

一、Rendering 處理設施造價較為昂貴，拆卸、移動、組裝、運作、保養維護等，需

由專業團隊協助，可考量由國內廠商進口組裝或研發，以利提供技術及專業人

員支援。

二、相較直接送化製或燒燬，該設施準備時間較長，且所需作業空間較大，國內一般

畜牧場無法提供，需考量於周邊開設並搭配密閉式貨車載運動物屍體。

三、就我國家畜場平均飼養頭數而言，該設施處理量能可於 24 小時完成一般發生場

之處理。如遇較大型飼養場發生疫情時，或可同時搭配焚燬及化製處理等多管

齊下，以縮短處理時程。

四、相較化製或焚毀處理，該設施於疫情發生地點將動物屍體加熱殺滅病原，可降低

因運輸造成疫病擴散風險，同時因生成物已絞碎、加熱消毒並密封，亦可提高

焚化廠接受委託處理之意願。

五、Rendering 處理設施可做為化製能量不足時之備援方案，然實際使用之機會可能

不多，需避免設備閒置引發浪費公帑之疑慮。另依環保署暨農委會第 2 次首長

聯繫會議決議，如有大型動物口蹄疫情發生，應先完成分切作業（平均 5 公斤

以下），避免焚化爐損壞，環保署可協助焚化處理作業。因此，亦可研擬於焚

化廠利用絞碎或分切設備處理動物屍體後進行燒燬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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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政府談判交涉實力，厚植國際談判人才，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專業談判語言為

主軸，結合國內外培訓方式，於 102 年起開辦「行政院中高階國際經貿談判與訴訟人才

培用班」。106 年訓期約 4 個月，採國內訓練及國外職務歷練課程之受訓與實作併行方

式辦理。其中國外職務歷練課程，係委由瑞士日內瓦國際關係暨發展高等學院（IHEID）
規劃設計，全期計 30 天。以求培訓資源發揮最大成效，厚實我國參與重要國際經貿組織

談判協商之實力。

課程簡介

本班訓期約 4 個月，採 3 個月國內訓練、1 個月國外職務歷練課程之二階段受訓

實作併行方式辦理。其國外職務歷練課程，係委由瑞士日內瓦國際關係暨發展高等學

院（Institut de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 et du développement，IHEID）專任

教授 Cedric Dupond 規劃設計，並安排邀請對課程領域學有專精之國際經貿學者擔

任講師。

國內訓練課程由經濟部主辦，安排於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以全時留宿方

式參訓。經濟部並邀請國內大學教授、中華經濟研究院智庫學者、及行政院經貿談判

辦公室談判代表擔任課程講師。以全球經貿體系、談判專業英語及我國談判案例為課

程內容，使受訓學員瞭解我國於國際經貿談判舞臺之地位，並建構基礎談判能力。

■ 圖 1 談判實務演練課程 ■ 圖 2 談判演練過程

106年國際經貿談判訴訟
人才培用班參訓心得



54

交流廣場

國外課程則由 IHEID 依我國主辦機構規劃之需求，提供客製化課程，可概分為

四個部分：國際經貿談判專題研析、國際經貿談判實務案例分享、國際組織與瑞士政

府機關參訪，以及經貿談判模擬演練。課程內容多元紮實，使受訓學員得以在短期間

掌握當前全球經貿架構下重要議題，並學習重點談判技巧。

國際經貿談判專題研析課程，不僅強調國際經貿現況與發展趨勢，更著重探討

國家內部政治環境及國際政治局勢演變對貿易談判之可能影響，在此多方影響下，

國際經貿組織在國際經貿談判所扮演之角色，更為重要；IHEID 邀請各領域學者及

曾任外國談判團隊之國際組織顧問擔任講師外，亦安排韓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代表團 Choi Kyong-Lim 大使分享過去參與雙邊或多

邊談判之經驗，及我國常駐 WTO 代表團朱敬一大使闡述對多邊貿易體系未來面臨

之挑戰。

國際經貿談判實務案例分享課程，IHEID 以案例分析過程，使學員於思考中學

習。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談

判中墨西哥取得優勢並獲得長遠貿易利益、英國於脫離歐盟（Brexit）談判中不斷思

考貿易談判政策，透過新穎體制（如鏡像關稅聯合制度）構想，以爭取談判空間。

另針對爭端解決機制、貿易管理程序、經貿談判議題與趨勢分析等，進行個案研究

或專題報告。對於當前經貿談判熱門議題，如服務貿易、智慧財產權、重大投資等，

講師亦透過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條文，如歐盟 - 韓國自由

貿易協定（EU- Korea FTA）及歐盟 - 加拿大全面性經濟與貿易協定（EU-Canad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為學員分析未來可能之

走向。

有關國際組織及瑞士政府機關參訪，IHEID 安排參訪 WTO 總部及聯合國歐洲

總部日內瓦辦事處，使學員瞭解國際當前最重要的兩大國際組織運作現況與目標；

另前往瑞士聯邦經濟部農業辦公室 （Federal Office for Agriculture，FOAG） ，由

FOAG 官員就瑞士農業現況及政策進行簡報。該辦公室另安排學員參訪有機農場，

由農業從業人員角度來檢視瑞士農業政策成效及未來期許方向。

在經貿談判模擬演練之課程規劃方面， IHEID 特聘講師 Robert Weibel 為現

任 歐 盟 談 判 決 策 中 心（Centre for European Negoti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CENAD）教官，實務經驗豐富，透過雙邊及多邊情境模擬課程設計，使學員依所扮

演角色之情境設定，進行雙邊或多邊談判演練。演練議題涵蓋經貿、環境、商業利益

及服務貿易等，情境設定則包括談判地位不對等之雙邊談判、三方競合之市場份額談

判、多邊利益衝突下之合縱連橫，以及談判決議文之撰擬技巧。最後一周成果考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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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Weibel 與前任 WTO 政府採購協定委員會主席 Nicholas Niggli 共同設計服務貿

易協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TiSA）演練，以多邊談判為架構，由學員擔

任各國談判代表，驗收其談判技巧及對國際經貿談判之熟悉度。

參訓心得

日內瓦為國際組織雲集之地，許多講師對國際組織之運作甚為熟稔，且與各國

駐使及國際組織人員往來頻繁，對相關議題具有深度視野，尤其是模擬演練談判課

程，使我們除了更熟知國際經貿談判的理論及專業背景知識外，能於模擬談判中運用

所學，實際操作。IHEID 課程精華之處在於談判技巧及演練課程設計彈性且靈活，尤

其模擬談判課程及未來趨勢模擬課程，模擬談判著重課程設計之擬真度，講座將歷次

演練過程錄影，於演練完畢後直接回放重點之處，評析各學員臨場之表現，在此方式

下可深刻了解談判運作方式及協商技巧，著實獲益良多。 

談判幕僚人員在行政體系中屬於橋樑角色，要求具備語言、國際經貿、國際公

法等具跨領域專業，透過本次研習活動，藉由互助、互學，擴大跨部會橫向整合，培

養政府一體之人才庫，有助我國儲備未來參與國際重要經貿談判之幕僚團隊。此一難

得且深具意義之參訓機會，由農委會及防檢局各級長官熱心提攜並給予支持，是一種

肯定。除特別感謝各長官之厚愛，也期許自己以更認真負責的態度在崗位上服務，與

臺灣一起努力！

■ 圖 3 全體完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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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新竹分局│游曜   

趣玩日本東北夏季祭典

筆者過去把日本作為旅遊首選，這是因為日本距離臺灣航程不遠、氣候宜人、空氣乾淨

且生活水平較高等原因，又因廉航大量擴增航點，便於筆者安排行程，當一個輕鬆的背

包客。

日本東北地方位於本州島的東北部區域而得名，北以津輕海峽與北海道對望，

南則與關東地方相連，東側及西側分別瀕臨太平洋及日本海。東北地方古名「奧羽」，

現今有 6 個縣，分別為福島縣、宮城縣、山形縣、岩手縣、秋田縣與青森縣，近年

最為人知的大事件是發生在 2011 年的東北地方大地震，因其後續福島海嘯與餘震效

應，部分城市更遭毀滅性地破壞，現在日本政府正積極重建。

如果想安排一場祭典（まつり）之旅，可以選擇八月份前往東北地區，此時適

逢夏季六大祭典，分別為青森睡魔祭、秋田竿燈祭、盛岡三颯舞祭、山形花笠祭、仙

台七夕祭及福島草鞋祭，去一趟便能體會到各地不同的風土民情。安排旅程不見得每

個祭典都參加，可按照旅遊天數與個人喜好程度安排，像筆者就因時間有限而有所取

捨，方能另外安排五所川原立式睡魔祭典。

安排行程首要任務是排列當年度各祭典時程表，方便規劃動線與住宿地點（圖

1），東北地區交通較仰賴鐵路，且上述舉辦祭典的地點又皆為出車站可達，使用「JR
東日本鐵路周遊券—東北地區」絕對為首選，一券在手便能暢遊東北六縣。

參加祭典除了準備記錄這美好時刻的攝影機外，亦需自備野餐墊，再搭配現場

發送充滿慶典味的涼扇，席地而坐就等著體驗當地濃濃文化風情吧！

8 月 2 日 8月 3日 8月 4日 8月 5日 8月 6日 8月 7日 8月 8日

青森睡魔祭

五所川原睡魔祭

秋田竿燈祭

福島草鞋祭

山形花笠祭

仙台七夕祭

住宿

安排
青森 秋田 五所川原 福島 山形

■ 圖 1 動線與住宿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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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藉由種植不同種類稻米繪製圖騰

青森睡魔祭
（時間：每年 8月 2日至 7日）

相傳日本奈良時代，自中國傳入七夕流放

燈籠文化，融合青森當地夏日農忙時期趕走農

民睡意的習俗，形成以竹、紙與火燭製作而成

的睡魔燈籠（圖 2），且大部分燈籠以日本或

中國傳說歷史人物、神話故事為題材。

走出青森車站即傳來三味線的陣陣音符，

原來大家為了迎接晚間重頭戲，從下午開始就
■ 圖 2 以竹、紙與火燭製作而成的睡魔燈籠

■ 圖 3 相當於七層樓高度的睡魔燈籠

有一系列的活動與美食，熱鬧非凡；夕陽西下，大家紛紛找好定點便坐下等待，筆者

建議若十分在乎能否捕捉到精彩照片的人，預先查閱遊行路線且坐在遊行路線十字入

口旁的人行道（沒錯，是十字路口），絕對是一個好拍好看的地方；當然日本人也有

付費制，坐在架設好的高台欣賞亦是一個好方式。青森睡魔祭過去為當地居民共同參

與的活動，但現在可看到越來越多企業贊助，員工攜家帶眷全體動員並藉機營造企業

形象。當晚除了臉部表情豐富的睡魔燈籠吸睛外，由太鼓、笛子與手振鈴樂音穿插著

現場舞者 Rassera 的吆喝聲震天價響，保證睡意全消。

五所川原睡魔祭（時間：每年 8月 4日至 8日）
一樣的文化起源卻有了不同演變，相傳古時五所川原地主間為了競爭與展現財

力，最後竟製作出高聳達 22 公尺，相當於七層樓高度的睡魔燈籠（圖 3），連附近

村莊人民遠遠地都能看見。現在這些燈籠平常收藏於五所川原博物館中，直到祭典時

才會被運出遊街。夜色漸晚對比著立式燈籠光芒，

塑造的歷史人物彷彿就在眼前躍動，十分壯觀。

另外若夏季到了津輕地方（青森縣西部），千

萬不要錯過田舍館村稻田藝術展，農民將稻田當成

畫布，藉由種植不同種類稻米繪製圖騰（圖 4），
只要登高便能一覽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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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田竿燈祭（時間：每年8月3日至6日）
竿燈祭最早起源於江戶時期，為了驅趕夏日溽暑而致的病氣與祈求五穀豐收而

演變成的祭典，竿燈以稻穗為原型所製成（圖 5），男性表演者用手、額頭、臀等部

位將竹竿舉起並維持平衡，竿燈按照重量與燈籠數可分為大、中、小、幼若，其中最

巨大的竿燈高達 12 公尺，且重達 50 公斤。最精彩一幕是表演者不斷用「繼竹」將

竿燈長度延伸，依舊豎立不搖，彷彿金色稻穗閃耀，照亮並點綴了夜空。

若讀者想親身嘗試，在祭典現場周邊亦可親身體驗撐竿燈，便知道這項技能相

當不易。 

福島草鞋祭 （時間：每年日期不同，通常在八月第一個週五、六）
草鞋祭相傳自江戶時期開始，長途跋涉的旅人為祈求能健步如飛，製作大草鞋

並奉納福島當地神社而流傳至今。

筆者參加第二天蘇打水跳舞之夜（Dancing Soda Night），當天傍晚先由居民

組隊並扛草鞋競賽跑步，晚間再由各團體以風格迥異舞蹈帶動現場氣氛，原來祭典也

可以如此現代化。

仙台七夕祭 （時間：每年8月6日到8日）
走出仙台車站，映入眼簾正是用和紙製作，色彩絢麗的七夕吊飾「くす玉」（圖

6），該祭典衍生自中國民俗，日本將其演變成民間慶祝活動，當日筆者抵達仙台便

能感受到活動熱度，尤其是周邊仙台商店街，湧入遊客將整個街道擠得水泄不通，據

說每年可吸引 200 萬人以上到仙台體驗。

筆者發現日本祭典形式，傳統及現代兼容並蓄，當地居民全體動員參與且共同

籌劃活動內容與動線，文化與觀光並重值得稱讚，礙於篇幅，部分祭典無法一一呈

現，如果你有機會可親自現場體驗，一起開心吶喊，熱情地手舞足蹈，或許參加一次，

就會愛上這種感覺唷。

■ 圖 5 竿燈以稻穗為原型所製成 ■ 圖 6 色彩絢麗的七夕吊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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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園區停車場走出，首先看見碉堡新生
的旅客資訊服務中心

■ 視野寬度達 280 度的碉堡環形劇場，效
果相當立體震撼

防檢局�高雄分局�金門檢疫站│金憲政

探索金門植物園之美

金門歷經元明清民等朝代的戰亂，早期固有的原始森林風貌與被破壞殆盡，為改善軍民

的環境與生活品質，縣政府開始推行植樹儲水綠化金門的工作，金門植物園佔地約 26 公

頃，將原本負責太武山苗木的苗圃美化，慢慢演化成為動植物生態保護與環境教育的場

所，堪稱金門植物物種多樣性最高的區域，特殊的是戰地人文與自然景觀的結合，更是

令人回味無窮。

金門植物園介紹

清晨，步入金門植物園，映入眼簾的是

一座聳大的碉堡，仔細一看，奇怪 ! 看起來相

當新穎，咦！沒想到，這座碉堡竟然是園區

的旅客資訊服務中心，裡面除了提供園區旅

遊及活動資訊外，也受理劇場登記觀賞，詢

問中心的服務人員，原來園區之前有許多的

廢棄閒置的碉堡，由於這些碉堡建築完好，

所以將其重新利用改建，除了節省經費外，

也可以讓大家看到這些碉堡新的生命之美。

目前園區除了旅客資訊服務中心是原由

碉堡外，還有環形劇場、球型劇場、鯨豚生

態教育館、老兵故事館等都是將原有營區內

碉堡及其他軍事建物活化而成。

環形劇場這個碉堡中，是由七部投影機所組成同時搭配地景及生態的介紹，將

金門特有的自然景觀就直接呈現在我們眼前，藉由劇場內使用環境控制裝置，呈現金

門季節環境效果，讓我們有如身處於迷濛春霧及冷冽冬風之環境中。

球型劇場這個碉堡裡，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一顆大吊球，沒想到這竟然就是螢

幕 ! 內容展示著多樣性的金門生物，裡面包含金門地區重要且具特色物種，有夏出冬

沒的金門水韭、飛羽過客的栗喉蜂虎與黑面琵鷺、害羞只在晚間出來見人的萌萌水

獺、戰地迷彩的金門原生緬甸蟒、可愛的金龜、龍眼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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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豚生態教育館這個碉堡內，設置相當豐富，有鯨豚時光隧道、窺探鯨豚、常

見鯨豚與分類、金門鯨豚擱淺事件記實、發現鯨豚食性之謎及鯨豚多媒體互動區等，

讓身為獸醫的我最在意的，莫過於中華白海豚骨骼標本，這是將軟骨組織保留下來

的全體標本，國內少見，尾部有著特殊的增生組織，更是相當難得。

最後觀賞的碉堡為老兵故事館，裡面收集許多在金門當兵的相關文物保存，如

照片及物品等，看著館內的介紹與事物，讓我感受到當年士兵軍旅生涯中的甘苦，

充滿對這塊土地的情感。另外，館旁可見一座擎天水廠，這可是在坑道中的自來水

廠，相當罕見，看到廠內從花崗岩挖鑿出的鬼斧神工，更能感受當時士兵的辛勞。

看完了這些碉堡之美，我們繼續在園區四處觀賞，眼前乍然而現一個巨型鳥屋，

造型相當吸晴，原來是園區很夯的觀鳥小木屋，登上小屋一看，哇！原來我們已經

置身在原生植物區了，這裡廣納台灣及金門原生植物超過二百五十種，藉以保存及

展示各種具有歷史性的植栽，而這些喬木或灌木叢多數附有解說牌，相當適合做為

環境教育教材，這些植物在不同季節提供不同生物拜訪，如在小屋附近黃心樹，下

面的落果就吸引紅星斑蛺蝶前來覓食。

繼續深入植物園內，發覺園區還有條小河道！河道旁設置了一些步道及休憩設

施，方便觀察溪流生態，聽園區人員講解，河道共有三段較寬廣的結流水塘，待在

木造小橋上觀察河面，常可看到戴勝、紅冠水雞、蒼翡翠等這些鳥類在裡面玩耍，

繁衍相當多樣的生物型態。

然而，除了河流外，園區還擁有相當豐富的湖泊及溼地生態資源，提供了食蟲

植物、水生植物生長的條件，我們走到濕地生態與水生植物展示區的上游，上面是

一座荷花池，在池邊，我們靜靜觀賞荷花與相關軍事設施互相衝突，卻融合無違和

■ 各類植物種源栽植區裡的觀鳥小屋，可將栽植區風
光一覽無遺

■ 大、小朋友專心觀看球型劇場球型螢幕內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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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美景，園區池中有白腹雉雞等留鳥嬉鬧，池中的彎曲木橋更是觀賞粗鉤春蜓，

霜白蜻蜓等多種昆蟲的絕佳位置。

最後深入竹廊道到園區的上方區域，可見四處為花崗片麻岩，最上方是飲水思

源勒石處，兩側的岩壁上，具有許多岩生植物著生，真是金門的代表性生態特色，

而勒石下方有個坑道，具有戰備儲水池，將擎天水庫的淡水，經擎天水廠處理後，

輸送至坑道內之儲水池，是金門地區最大戰備小水庫，池內最高儲水量約達 600 噸；

地上溝渠則為淡水輸送管線。而在勒石附近有一條可以通往秘密景點―「北太武山

原始山道」的隱藏入口喔！那可是金門地區罕為人知的原始山道喔！

■ 在溪流生態展示區木造小橋上，觀察
溪溝上豐富的生物型態

■ 濕地生態與水生植物展示區 - 荷花池與軍事設施融合成美景

■ 金門植物園植物種類繁多、生態豐
富，很適合全家旅遊散心

另外，勒石附近有一座景觀平台，為植物園內

最高的瞭望點，可眺望金門島的南北兩側，左側可

遠眺后湖及歐厝海濱，右側可見瓊林海岸，視野極

佳喔！

結語

金門植物園擁有獨特豐富的生態資源和軍事遺

址文物，四季皆可欣賞到不同的生物生態與景致，

在全國裡是獨一無二的，為民眾及旅客休閒提供了

一個相當好的處所，搭配著園區劇場的講解後，在

園區實際參觀時更能感同身受。在這裡不僅僅是擁

有自然之美，豐富的物種多樣之美及戰地人文之

美，日後亦可提供相關單位做為生態教育及長期研

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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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學士後獸醫學系│張謙楷、蔡芝瑄、陳丁濡

我在高雄天氣晴-
於防檢局高雄分局實習日常

「同學，準備一下！我們要出任務囉！」幾乎

每一天的實習生活都是由檢疫官學長姐這句話揭開序

幕。我們是來自亞洲大學—學士後獸醫學系一年級的

學生，這個暑假一方面想了解與獸醫相關的公家行政

單位的運作，另一方面是想對防疫檢疫局有更深入的

了解，因此選擇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以

下簡稱防檢局）進行暑期實習。至於為什麼會想選擇

高雄分局呢？當然是希望能來海洋之都體驗一下南臺

灣熱情的夏日風情囉！

實習之前，對於防檢局的印象大概只有每次進出

國時，機場裡看到防檢局的櫃檯上寫著斗大的幾個字

「主動申報 避免受罰」，至於防檢局實際的業務是什

麼，實在是一無所知。來到這裡實習才知道，原來高

■ 與分局動物檢疫課至產地進行水
生動物檢疫

雄分局的轄區幅員遼闊涵蓋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及金門縣。轄區內除了

有高雄國際機場之外，又有全國最大港—高雄港，因此造就了高雄分局為每年執行動

植物及其產品檢疫量為全國之首。執行的業務包含輸出入動植物及其產品檢疫之申

報、發證、查核及管理，出入境旅客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檢疫，督導及查核肉品屠宰

衛生檢查等等。

高雄港口執行輸入檢疫的工作環境非常炎熱，須注意防曬及適時補充水份，而

且搬運貨櫃的大型機具橫行，駕駛有死角很危險，要非常注意，學長姐們及報關業者

皆很專業，知道機具的行進路線，要如何躲避，另外在開啟貨櫃前要注意內容物是否

會傾洩而出，以免壓傷，在這裡一定要耳聽八面、眼觀四方，小心！小心！再小心！

一般民眾對於動物產品需通過檢疫才可輸入臺灣或是特定品項禁止輸入台灣的

概念不甚了解，因此在高雄郵件處理中心的海關辦公室可以看到來自世界各地各式各

樣的動物產品郵件，有來自香港的豬肉乾、肉鬆蛋捲等豬肉加工製品，來自中國的豬



63

腳、鴨腳、鵪鶉蛋、鹿茸及鹿鞭切片禮盒，來自烏克蘭的豬肉香腸，來自菲律賓的炸

豬皮以及來自泰國的青蛙乾等等，在這裡執行輸入檢疫還可以間接了解到各國的飲食

習慣呢！

來到高雄防檢局實習最興奮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夠對檢疫犬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以前在機場看到檢疫犬進行檢疫工作，都只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現在終於有機會能

夠近距離和檢疫犬接觸。實習期間，有參與到越南班機入境台灣，因為檢疫犬靈敏嗅

覺的幫助，大幅提高查緝未申請許可入境動植物產品的效率，當檢疫犬嗅到可疑的行

李會坐下表示有動植物產品。感謝有檢疫犬的協助，讓檢疫員能夠更快速有效率檢疫

行李，確實做好動植物產品的安全把關工作。

肉品檢查課業務主要為督導及查核屠宰衛生檢查。而這次實習也很幸運能參與

一次至屏東屠宰廠的查核。屠宰廠內的屠檢獸醫以一個把關者的身份在屠宰的過程中

將一些病變的臟器篩選出來避免流入市面，算是站在第一線為民眾的食品安全做把

關。而肉品檢查課則算是一個督導者的角色來輔導所有屠宰場為全民把關。

■ 至高雄國際機場實習時，和檢疫官、檢疫犬合照 ■ 與分局肉品檢查課至屠宰場查核

■ 實習結束與動物檢疫課同仁合照

非常感謝動物檢疫課為我們安排暑期實習

內容，規定每天要繳交學習日誌，課長很認真

批閱並給予評語與建議，而課內的學長姐們也

非常用心為我們說明輸出檢疫的流程與注意事

項，另外還有與其他單位接洽、協調，讓實習

生可以到高雄分局的各個單位見習，以及到台

南市動物保護處、高雄市動物保護處以及屏東

縣動物防疫所觀摩防疫業務。在這裡遇到的獸

醫師學長姐們不只傳授知識，也與我們分享經

歷與艱辛，期許並鼓勵我們博學多識、提升敏

銳觀察力，對於日後的獸醫之路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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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報導
防檢局總局

一、人事訊息

( 一 ) 行政院 106 年 10 月 24 日令核派防檢局動物檢

疫組組長謝耀清調陞農委會畜牧處處長。

( 二 ) 防檢局動檢組動物產品檢疫科科長亓隆祥接替我

駐美代表處經濟組秘書周曉梅歸建後職務，並經

外交部同意駐外 3 年，因應業務需要，以 106 年

12 月 15 日令調派動物檢疫行政科技正；動物檢

疫行政科技正許媺宜調陞動物產品檢疫科科長，

均於 106 年 12 月 20 日到職。

( 三 ) 防檢局新任局長馮海東奉行政院 107 年 1 月 15
日令自該局副局長調陞，並於同年月 16 日上午

於該局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黃副主任委員金城監

交，完成交接暨宣誓典禮，正式就職。卸任黃局

長㯖昌於同日屆齡退休。

( 四 ) 防檢局局長黃㯖昌於 107 年 1 月 16 日屆齡退休

生效，並獲二等農業專業獎章、特等服務獎章及

紀念獎牌。

（五） 農委會 107 年 3 月 21 日會核派防檢局植物檢疫

組組長鄒慧娟調陞防檢局副局長，並於同日到職。

( 六 ) 防檢局 107 年 1 月 22 日令核派研究員周曉梅調

陞動防組副組長；動防組副組長袁致傑調任研究

員職務，並派肉檢組服務，均於 107 年 2 月 1 日

到職。

( 七 ) 防檢局 107 年 2 月 23 日令核派簡任技正馮一鉞

（派動植物檢疫中心服務並兼主任）調陞企劃組

副組長；專門委員杜先覺調任簡任技正，派駐動

植物檢疫中心（任務編組）並兼任該中心主任，

均於 107 年 3 月 5 日到職。

■ 2018 年防檢局局長交接典禮

■ 防檢局黃局長㯖昌屆齡退休，並獲
二等農業專業獎章、特等服務獎章
及紀念獎牌

■ 防檢局鄒副局長慧娟宣示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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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防檢局企劃組副組長高銘釜自 107 年 3 月 5 日自

願退休，並榮獲二等服務獎章及紀念獎牌。

防檢局基隆分局

一、農委會林主委聰賢視察新北市家禽屠宰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主委聰賢於12月4日晚間率領

畜牧處及防檢局等相關單位親赴基隆分局轄區之保

證責任新北市家禽運銷合作社附設屠宰場視察，了

解家禽屠宰衛生檢查執行情形。

防檢局由施副局長泰華簡報屠宰場之防疫作為，並

由基隆分局邱分局長垂章實地說明屠前與屠後檢

查之作業流程、加強防堵禽流感之把關措施，包

括發現疑似禽流感案例時之處置，以及運禽車輛

清潔消毒方式等。主委除勉勵現場執行作業之屠

宰衛生檢查人員外，並期許全體同仁持續做好防

疫工作。

二、辦理「應施檢疫魚種之鑑定」教育訓練

為提升同仁對於應檢疫魚種之判定能力，基隆分局

於12月14日邀請水產試驗所王友慈博士專題講授

「應施檢疫魚種之鑑定」教育訓練課程，介紹各種

魚類之特徵及型態，及實地操作魚類網路圖鑑。計

19人參加。

三、辦理「植物醫生的社會責任」專題演講

基隆分局於12月15日邀請防檢局黃前局長㯖昌專

題講授「植物醫生的社會責任」。黃前局長分享個

人求學經歷轉折與工作歷練，以及過往植物保護工

作上多年實務經驗，如輔導農民正確用藥、病害防

治研究及品種選育、以及近期動植物防檢疫政策研

擬與推動。
■ 黃前局長㯖昌 ( 立者 ) 分享植物保

護工作多年經驗

■ 農委會林主委聰賢 ( 中 ) 於新北禽
屠宰場接受媒體採訪

■ 防檢局企劃組高副組長銘釜榮獲二
等服務獎章及紀念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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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植物保護工作外，黃前局長於榮退前夕更以自

身擔任機關首長經驗，勉勵擔任主管同仁「帶人須

帶心」，且須勇於面對問題並承擔。計30人參加。

四、赴海巡署第十岸巡總隊辦理防檢疫宣導

基隆分局於12月16日至海巡署馬祖第十岸巡總隊

講授「重要動物傳染病簡介」，並實際示範演練

處理走私動物及其產品時個人防護裝備穿戴卸除

方式。透過講習提升岸巡人員執行勤務時對於走

私動植物之警覺性，同時注意自身安全防護，以

及應即時通知檢疫人員前往會同處理。岸巡官兵

計約 20人參加。

防檢局新竹分局

一、指定港埠核心能力保全成果

新竹分局配合行政院推動IHR指定港埠核心能力保

全政策（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國際衛

生條例），續辦106年度桃園國際機場（以下簡稱

桃園機場）國際衛生條例IHR之指定港埠核心能力

保全評鑑，檢視港埠核心能力95項需求檢查表並

依限提送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彙整。該

署於10月20日「106年桃園機場衛生安全工作小組

第2次會議」及11月14日「桃園機場整體推動工作

會報」報告執行成果，IHR核心能力自我預評結果

各項指標均為滿分且新竹分局核心能力保全狀況

良好。

二、國立臺灣大學師生參訪新竹分局

 106年11月15日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葉瑩教授

與學生15人，106年12月15日獸醫專業學院獸醫

學系周崇熙教授與學生65人，至新竹分局參觀輸

出入動植物檢疫業務，分局安排專人解說實驗室

疫病害蟲鑑定作業，並帶領學生實地參訪航廈與

機邊驗放倉輸出入動植物檢疫流程，以及檢疫偵■ 植微系同學認真學習疫病蟲害鑑定
作業

■ 第十岸巡總隊人員演練個人防護裝
備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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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犬組現場演練。活動除讓學生了解檢疫工作且為

未來職涯參考外，亦達宣導防檢疫知識之效。

三、日本檢疫官參訪新竹分局

為強化我國辦理獸醫服務體系效能（PVS）評鑑準

備工作，並配合防檢局與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安排，106年12月13日日本農林水產省獸醫官塚本

大輔先生及中村明希子小姐至新竹分局參訪，除實

地了解機場動線規劃、檢疫物銷毀、犬貓檢疫暫置

及防檢疫宣導作業外，新竹分局亦派員簡報並邀請

航警局、疾病管制署及移民署等單位於機場的工作

夥伴共同參與座談會，進行臺日雙方交流且汲取日

本受評成功經驗。此次兩位日本檢疫官來訪，對分

局同仁展現的工作專業與態度表示肯定。

四、辦理專業教育訓練

新竹分局為充實同仁消防知識及增進面對災難時緊

急救護之能力，於106年10月26日辦理「106年下

半年自衛消防」教育訓練，邀請桃園國際機場股份

有限公司消防隊陳小隊長國清講授火災特性與發生

時之應變逃生方法，並辦理CPR及AED操作演練，

計17人參訓。

12月15日辦理「不可不知的小動物牙科新知」教

育訓練，邀請獸醫師孫全介紹正常犬貓牙齒型態及

犬貓不同年齡時牙齒發育的變化，且配合圖解說明

常見牙科問題及診療方式，該課程建立同仁依犬貓

牙齒判斷年齡概念，增進同仁執行檢疫業務技能，

計26人參訓。

12月25日辦理「農藥減量」教育訓練，邀請總局

馮局長海東（時任副局長）蒞臨授課，課程中舉出

他國推行農藥減量措施的歷程與成果，並針對臺灣

自身農藥使用習慣及輿論關注焦點進行分析，可作

為同仁未來執行輸出入檢疫作業之參考，計23人

參訓。

■ 日本檢疫官（右 4、5）與同仁合
影於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 臺大獸醫系師生與同仁合影

■ 馮局長海東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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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臺中分局

一、辦理106年期中部地區冬季外銷鮮果檢疫處理
作業

為協助國產椪柑、白柚及葡萄等鮮果輸銷日本

市場，臺中分局於106年11月9日至12月11日期

間，派員會同來臺日本檢疫官辦理鮮果低溫冷藏

處理及輸出檢疫等作業。經執行結果，完成處理

及檢疫合格輸出之椪柑計10,093箱、48,015公

斤；白柚394箱、980.6公斤；葡萄20箱、160公

斤。總計輸出量為49,155.6公斤。

二、參加第1屆政府服務獎獲農委會評定為「特
優」

臺中分局參加106年度參加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

會舉辦之第1屆政府服務獎「整體服務類」，運

用「分眾分群」的方法，分別訂定符合個別需求

之精進服務措施，以客製化服務提出26項服務作

為。經執行1年後，參獎申請書獲得農委會評定

為「特優」，並報送國家發展委員會評比。

三、參與106年度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演練暨空
難災害搶救演習

臺中分局於106年11月14日派員參加行政院國土

安全辦公室指派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

舉辦之「106年度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演練暨空難災害搶救演

習」。演習內容包括人為、資安與天然等災害兵

棋推演，以及空難災害相關演練，藉由情境推

演，強化臺中機場面臨重大突發事變之安全防護

與緊急應變能量及作為。臺中分局除參與各項演

習外，並於國際航廈入境大廳向參與演習人員解

說入境旅客檢疫業務概況，同時安排檢疫犬組示

範偵測動植物產品。

■ 臺中分局第 1 屆政府服務獎參
獎申請書

■ 輸日椪柑低溫冷藏處理－插入溫度
探針 ( 左為日本檢疫人員；右為臺
中分局檢疫人員）

■ 臺中分局參與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
護演練 - 檢疫犬組示範偵測動植物
產品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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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童雅黎科員講授
「消防安全講習」專題

四、辦理專業與行政業務專題演講及教育訓練

臺中分局於106年11月29日辦理「輸出國檢疫證明

書查證比對」教育訓練，由台中港檢疫站林昭成技

士及楊婉秀技士擔任講師，介紹106年度各輸出國

檢疫證明書修正更新情形、檢疫證明書查證工作、

常見檢疫證明書樣張解析，以及各分局查獲之偽證

案例分享等，以增進同仁辨識檢疫證真偽之能力。

12月6日邀請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童雅黎科員講授

「消防安全講習」專題，內容包括認識火災、居家

與公共場所防火安全注意事項及如何避免火災發生

等，提供同仁面對災害發生時，有正確之搶救知

識，並做出適當之災害應變處置。

107年1月25日邀請高雄市動物保護處徐榮彬處長

講授「畜禽疾病與肉品衛生」專題，內容介紹「豬

隻口蹄疫」、「小豬下痢症」及「禽流感」等，從

病理、症狀至疾病流行，以及防疫機關進行撲殺作

業，說明疫病的風險與危害，使與會同仁、轄區屠

宰場業者、屠宰衛生檢查人員與執業獸醫師等人員

對畜禽疾病及屠宰衛生檢查有更深入的瞭解。

另為提升同仁對多元族群文化與生命教育之觀念，

於106年11月24日、30日、12月4日、27日及107
年1月26日分別播放「輝煌年代」、「不老騎士」

及「不能沒有你」等深具啟發與教育之影片5場

次。以上專題及教育訓練計有116人參加。

五、辦理「動植物防疫檢疫及肉品衛生向下札根教

育宣導」活動

臺中分局於106年12月4日與6日分別派員前往臺中

市信義國小及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學

校辦理向下扎根教育宣導。內容以簡報說明境外

動植物疫病蟲害入侵國內之威脅、動植物及其產

品輸出入檢疫規定、肉品屠宰衛生檢查與合格標章

■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徐榮彬處長講授
「畜禽疾病與肉品衛生」專題

■ 臺中分局向下扎根教育宣導 - 至校
園向外籍配偶說明常見違規檢疫物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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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狂犬病防範措施等。此外，首次與國小夜間補

校合作，針對外籍配偶舉辦教育宣導，以活潑的

方式將入境旅客攜帶常見之違規檢疫物攜帶至教

室，現場直接與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外籍配偶實況

教學，並進行模擬問答，加深其印象。以上共舉

辦2場次，計有外籍配偶及師生175人參加。

防檢局高雄分局

一、辦理「觀賞魚蝦繁殖賞析及產業未來趨勢」教

育訓練

觀賞水族產業已成為宅經濟、身心紓壓等風潮下

的明星產業，而台灣的繁養殖技術獨步全球，輸

出觀賞水族檢疫一直是高雄分局重要業務項目，

除本於專業檢疫外，了解相關繁殖飼育管理及國

內外水族產業發展趨勢等知識，乃是觀賞水族動

物朝向生產醫學邁進之重要步驟。106年11月7
日本分局邀請國內繁殖觀賞魚蝦之專業業者-「拉

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王國中董事長，分享各種

因水質差異導致之魚病，及該公司如何由小地方

凸顯台灣競爭力之實務經驗。除本分局及其他分

局同仁熱烈參與外，地方動物防疫機關亦派員參

加，共計46人參加。

二、辦理線蟲的偵測、分離與鑑定教育訓練

為強化植物檢疫人員具備自行鑑定線蟲之能力，

邀請台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楊爵因助理

教授，於 106 年 11 月 7 日赴高雄分局講授「線

蟲的偵測、分離與鑑定」，課程除說明各種線蟲

之特質外，並指導大家如何藉由田間受害植物外

部徵狀與其地下部特徵來辨識線蟲之危害，以及

說明分離線蟲的各種方法，同時提供國際網站供

同仁查詢相關資訊，共計 20 人參加。

■ 王董事長國中講授養殖實務經驗

■ 楊助理教授爵因由線蟲的歷史開始
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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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Friendly DC 高雄有狗搖擺
寵物嘉年華」活動

■ 劉副組長天成講授「農藥管理規
定及實務」後與植物保護公會會
員合影

■ 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
貴賓參訪高雄分局後合照留影

三、檢疫犬組至高雄寵物嘉年華宣導動植物防檢疫

觀念

106年11月11日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於文化中心舉辦

「2017 Friendly DC高雄有狗搖擺寵物嘉年華」

活動，高雄分局檢疫犬隊至現場向參與的飼主及與

會貴賓宣導動植物防檢疫觀念。活動中邀請民眾以

模擬旅客行李中夾帶動植物產品的互動方式，讓民

眾更有參與感，當然檢疫犬不負眾望成功攔截行李

中的農產品，讓台上台下的民眾又驚又喜，演出後

的有 徵答，民眾非常踴躍，本次活動宣導成效良

好，計約上千人參與活動。

四、辦理「柑橘潰瘍病及農藥安全使用」及「農藥

管理規定及實務」教育訓練

潰瘍病是目前國際柑橘栽培上最重要且最具破壞性

的一種細菌性病害，為強化植物檢疫人員具備自行

鑑定柑橘潰瘍病之能力，高雄分局特邀請台南區農

業改良場鄭安秀秘書於106年11月14日講授「柑橘

潰瘍病」相關病害病徵、診斷技術、為害生態及防

治方法。而為加強同仁及本分局轄區植物保護公會

會員對於農藥安全使用及農藥管理規定之瞭解，鄭

秘書亦講授「農藥安全使用」。同日另邀請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植物防疫組劉天成副組長講授「農藥管

理規定及實務」，說明農藥管理法立法目的及相關

規定內容、訂定農藥殘留容許量之目的、農產品農

藥殘留抽驗辦法、容許量之評估等，最後介紹植物

醫師法草案架構。本次訓練計45人參加。

五、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參訪高雄分局

106年11月24日全聯會陳培中理事長、前防檢局宋

華聰局長、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蔡向榮教授(前
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所長)、亞洲大學學士後獸

醫學系林子恩教授、彰化縣動物防疫所謝一美秘書

及相關寵物產業者等計約20位貴賓，至高雄分局參

訪，由傅學理分局長主持介紹分局業務並和與會貴

賓交流意見，參訪過程亦至福爾摩沙物產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了解水果輸銷國外之蒸熱處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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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雄分局至寵物用品展宣導動植物防檢疫及肉

品衛生

全台最大型寵物用品展歡慶20週年巡迴最終站，

於106年11月24日—27日假高雄展覽館熱鬧登

場，超過140家廠商、400個品牌，近500多個攤

位參展，本分局亦應邀參與開幕式及設攤宣導。

分局同仁除在本次活動中提供民眾有關動植物防

檢疫及肉品衛生等資訊外，也利用看板及有獎徵

答互動方式，向民眾宣傳。活動期間計有數萬參

觀人次，近約500人次至分局攤位參與互動或洽

詢相關業務。

七、配合第21屆種苗節活動辦理植物防檢疫宣導
 活動

高雄分局於106年11月24-25日假台南區農業改

良場辦理「2017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第21屆種苗活

動」之宣導活動，現場佈置海報介紹蝴蝶蘭常見

病蟲害防治方法及栽培管理、入境動植物檢疫規

定、入侵紅火蟻及葡萄皮爾斯症等相關資訊外，

並發放摺頁、製作看板向民眾宣傳分局粉絲專

頁、動植物疫情消息及最新活動訊息。展示期間

人潮門庭若市，絡繹不絕，獲得民眾熱烈迴響。

八、國立嘉義大學及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師生

參訪高雄分局植物檢疫作業

為瞭解我國輸出入植物檢疫法規及實務作業， 嘉
義大學及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學生分別於

106年12月12日及15日參訪高雄分局農產品集中

檢疫中心、高雄港 63 號碼頭，並於高雄港檢疫

處理中心參觀自動化農產品檢疫燻蒸處理作業，

以及至小港農產品檢疫處理場了解輸出鮮果實蒸

熱檢疫處理流程，最後抵達高雄國際機場，由檢

疫人員說明入出境旅客攜帶動植物檢疫及檢疫犬

偵測作業。本次2校參訪師生共計79人次。

■ 加深民眾對於分局業務認知及
瞭解動植物防疫檢疫重要性

■ 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師生
參訪高雄港檢疫處理中心

■ 高雄分局傅分局長學理與同仁參加
寵物展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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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採環保大豆油墨印製

認明合法標示  拒絕偽禁藥品  

畜禽健康才能保

非法動物用血清或疫苗沒有經過安全及效力試驗，使用不僅

無法預防治療疾病，可能會散播疫病，影響畜禽健康。

合法動物用藥品都有標示許可證字號，請認明使用。使用動

物用偽禁藥可處 6萬—30萬元罰鍰，1年內再犯加重處 50萬—

250萬元罰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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