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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

春節期間歡天喜地的返鄉之際，如攜帶動植物或動植物產品返
國，別忘了應申報檢疫及紅線通關接受檢查；若走綠線通關，依
經查獲有應施檢疫之動植物或動植物產品，除將遭到沒入銷毀，
還要吃上罰鍰喔 !
為了您的方便，更為了我國動植物防疫及農業生產環境安全，中
心期盼您的配合。

高雄分局檢疫行政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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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祝福您，新春萬事如意，健康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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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防檢局高雄分局檢疫行政大樓正式揭牌及謝土典
禮於104年10月23日舉行，當日計有100餘位嘉
賓蒞臨祝賀，共同見證防檢局高雄分局新里程，
期望秉持廉潔、公正、便民、效率及和諧之核心
理念，提供更專業、高效率之輸出入檢疫行政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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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
105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防檢局 企劃組｜黃惠娟

防檢局依據農委會105年度施政方針，持續推動創新農業施
政，跨領域合作，安全農產品驗證與國際接軌，將傳統農業
由生產朝向綠色生態產業與服務業發展，建構年輕化、有活
力、高競爭力且所得穩定之樂活農業。農業是因應全球氣候
變遷最關鍵的綠色產業，在現今全球氣候變遷情況下，對於
動植物疫病蟲害及農業生產安全等問題更須謹慎因應，本局
依據當前社會狀況及未來發展需要，編訂105年度施政目標
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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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及重點
一、確保糧食安全，加強農產品安全
（一）健全動植物防疫檢疫體系，推動口蹄疫防除措
施，加強狂犬病疫苗注射及人畜共通動物傳染
病防治，執行動植物重大有害生物監測等；強
化農林漁牧四大產業疫病偵測，做好疫情通報
與防治措施，維護良好農業環境。
（二）建立農產品安全無縫管理體系，提升農業用藥
品質及管理，推動作物群組化農藥延伸使用制
度，防範與監測畜禽藥物殘留；落實屠宰衛生
檢查，確保消費者權益。
二、打造卓越農業，領先科技布局全球
（一）提升動植物防疫檢疫技能，整合推動動植物生
產管理與生產醫學，以預防控制動植物疫病蟲
害。
（二）強化動植物有害生物診斷鑑定及監測，建立動
植物及其產品風險評估、疫病監控體系、疫情
資料庫、有害生物預警模式及通報系統。
三、嚴格邊境檢疫，拓展農產品貿易
（一）蒐集分析國外動植物疫情資訊與制度，制定我
國防疫檢疫因應對策及防範措施，執行邊境檢
疫管制，防杜重大疫病蟲害入侵。
（二）積極參與國際動植物防疫檢疫諮商，落實推動
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有效解決檢疫
檢驗通關問題，提升農產品外銷實績。

結語
國內重要動植物疫病蟲害防除，動植物與其產品
檢疫把關及突破檢疫障礙，以及屠宰衛生安全維護是
本局的使命，未來的施政計畫也將在國家及農委會上
位政策的指導下，持續朝向本局「維護動植物健康、
農業生產安全及農產品食用安全」的願景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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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農藥管理研討會紀實
防檢局 植物防疫組｜王堂凱、簡秀芳、劉天成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徐慈鴻、林映秀

業部種植業管理司、四川省農藥檢定
所及相關企業人士共51人與會。

鑑於中國大陸已成為我國農產品
重要貿易市場，為瞭解大陸農藥管理
現況以保障我國農產品安全，並且協
助我國廠商瞭解中國大陸農藥管理法
規，以促進開拓中國大陸市場，農委
會防檢局於98年赴大陸與其農業部
（種植業管理司）及所屬之農藥檢定
所針對植物防疫及農藥管理等議題進
行座談，同時為進一步促進雙方人員
之相互瞭解及合作，決議每年由雙方
輪流互訪及辦理研討會，至103年已辦
理5屆研討會，104年則由中國大陸於9
月19日至24日在成都市舉辦，我方由
防檢局馮海東副局長率防檢局及農業
藥物毒物試驗所同仁共7人與會，陸方
由農業部農藥檢定所隋鵬飛所長率農

本次研討會雙方分別針對農藥管
理最新進展、實行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
（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GLP ）
情形、農藥延伸使用制度、農藥殘留標
準、農藥風險評估、農藥販賣業管理、
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管理等方向共15
個議題進行簡報及意見交流，以下摘錄
國內管理機關及廠商關切之中國大陸農
藥管理最新發展、 GLP 推動情形、中
國大陸農藥登記試驗單位管理、中國大
陸農產品農藥殘留標準概況、中國大陸
農藥環境風險評估工作進展及中國大陸
農藥再評價登記工作等6項議題重點如
下：

一、 中國大陸農藥管理最新發展

■

依據103年統計資料，中國大陸
登記農藥有效成分有659項；成
品種類有2,168項；產品有31,813
項，其中比例最高的是殺蟲劑佔
38.5％，農藥生產業者有2,243家
（原體740家，成品2,143家，衛
生用藥300家），農藥使用量30.4

研討會與會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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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噸，農藥產量186.7萬噸其中
70%為出口。從統計資料反應其產
業結構之變化，呈現產量減少但產
品種類大量增加，產品結構仍以舊
藥新劑型及新含量配方改良為主，
產品使用範圍高度集中在水稻、小
麥、玉米、棉花、油菜、大豆、柑
橘、蘋果、甘藍、黃瓜等主要作
物。

■

兩岸農藥管理研討會情形，雙方輪流進行關切議題之簡報

年肥料、農藥使用量零增長，利
用率大於40%為目標，相關新法規
如：「環境保護法」、「食品安全
法」（104年1月1日實施）及「農
藥管理條例」亦刻正修正中，其他
配套規章即將上路，整合法規面及
管理面積極與國際接軌。

農藥登記管理部分，逐步推動1個
部級和14個省級檢驗所共同審議
以建構體系能力，並以全程監控及
資訊透明公開為改革重點，提高農
藥登記資料之科學性、引導性和適
用性，提高登記評審品質和效率。
並推動少量作物用藥群組化研究，
制定「用藥短缺的特色作物病蟲草
害目錄」和「特色作物用藥登記管
理指導原則」解決特色作物用藥缺
口。

二、 GLP 推動情形
中國大陸由政府部門自92年開
始著手制訂農藥毒理學安全性評
價及農藥安全評價標準作業流
程，並自95年建構農藥 GLP 管
理體系，農業部制訂「農藥理化
分析良好實驗室規範準則（NY/
T 1386－2007）」、「農藥毒
理學安全性評價良好實驗室規範
（NY/T 718－2003）」、「農藥
環境良好實驗室規範準則（NY/T
1906－2010）」、「農藥殘留良
好實驗室規範準則（NY/T 1493－
2007）」等相關規範，並由農業
部農藥檢定所擔任 GLP 監控機
構，已有24個試驗單位完成 GLP
符合性登錄。未來將透過修法明
確規範 GLP 要求、培訓國際認可
GLP 管理人員、完善監督檢查機
制、構建試驗機構地理位置管理資

在強化劇毒性農藥管理部分，除持
續加強巴拉刈（百草枯）等劇毒性
農藥禁限用措施外，另著手起草
「農藥助劑禁限用名單」，同時開
始關切非食用作物（觀賞花卉、草
坪、非耕地和林業等）之使用風險
議題。並將導入風險評估機制，強
調風險管理。
至於在未來政策方向部分，中國大
陸隨著新經濟常態形勢的變化，
104年起推動全國農業可持續發展
規劃（104年至119年），並以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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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互聯平臺及推進安全評價試驗數
據互認工作，來強化建設。

為128家、室內活性試驗為32家、
衛生殺蟲劑為36家）。

為強化國際貿易及提升農藥試驗
單位能力，兩岸皆將農藥 GLP 管
理體系列為重點工作項目，並刻正
積極爭取加入數據相互接受協議
OECD MAD（Mutual Acceptance
of Data, MAD），強化 GLP 管理
制度整體效益。

四、 中國大陸農產品農藥殘留標準
概況
中國大陸在103年所公告的最新殘
留量標準（GB2763－2014）係整
合、修訂及清理大陸原有的國家標
準及農業行業標準並參考國際食品
法典委員會（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 ）之標準，新
殘留量標準涵蓋387種農藥、284
種類農產品，共3,650項最大殘留
限量標準，與101年的殘留標準相
較下，增加了65種藥劑、43種類
及1,357項的限量標準；主要新增
的範圍在蔬菜及水果等鮮食農產
品的殘留量標準，共涉及115種蔬
菜及85種水果的2,495項殘留量標
準。

三、 中 國 大 陸 農 藥 登 記 試 驗 單 位
管理
中國大陸之農藥登記試驗單位管理
係由農業部依據「農藥登記試驗管
理辦法」辦理認證作業，其管理的
重點包含考核及監管：
（一）考核重點：包含資料評審及現場
考核，程序上為受理申請、進行
初審、專家審查會議、現場考
核、抽查原始記錄單獨審查、綜
合評定後公佈試驗單位及試驗領
域。

中國大陸亦制訂農藥再殘留限量標
準，此即我國的外源性農藥殘留
容許量（Extraneous MRL, EMRL
），主要是針對持久性農藥，其
雖已被禁用，但環境中可能還有
殘存，並因而在栽培過程中殘存
於作物，大陸所訂定之EMRL包
括 DDT、靈丹、可氯丹等10種藥
劑，主要是參考 CAC 殘留量標準
而來。

（二）監管重點：建立監管平臺整合最
新資訊，結合登記審查必要時進
行監督查核，定時辦理組織檢查
及組織能力驗證試驗。
中國大陸農藥試驗單位中31家為毒
理學實驗室（其中9家為GLP實驗
單位）；25家環境毒理實驗室；
13家環境行為實驗室；78家殘留
化學實驗室；20家5批次全組分析
實驗室（其中15家為GLP實驗單
位）；196家藥效試驗（田間用藥

中國大陸並針對藥食同源的食品
類訂定殘留量標準，包括根莖類
人參、天麻等，葉及莖桿類的車前
草、艾、蒿等，以及花與果實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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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安全性）及兩棲類（非洲爪蟾
/澤蛙）等，中國大陸係利用風險
商數（Risk Quotient, RQ ）進行
風險評估。此外針對已登記農藥亦
進行再評估，如新尼古丁類農藥對
蜜蜂的影響、加保扶種子處理及顆
粒劑對鳥類影響、草脫淨對地下水
的影響等；而再評估後對環境風險
的監測部份，則聚焦在農藥使用後
於環境基質中的殘留情形，目前執
行對農藥使用量大的區域，如珠
江、長江三角洲區域的農藥污染情
形監測，此外，並監測農藥對蜜蜂
的影響，執行江西、湖南等蜂農採
集花粉及蜂蜜進行農藥殘留監測工
作。針對此部份，農藥檢定所規劃
之後續工作，包括現有風險評估程
序的改進、評估模型的建立、標準
體系的建立以及風險監測體系的建
立等，中國大陸已建立地下水及地
表水的環境暴露風險評估模型，包
括5個旱地作物－地下水情境、2
個水稻－地下水情境及2個水稻－
地表水情境的評估模式等。

金銀花、銀杏等。未來將進一步根
據少量作物的用藥登記情形，制訂
相關殘留量標準。
此外，陸方說明預計在105年會新
增約1,000項的殘留量標準，針對
農業部公告之農業行業標準與質
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公告之國家標
準不同部分，將來會逐步調和；又
中國大陸係由中醫藥管理局進行中
草藥管理，未來農藥檢定所針對中
草藥栽培需要訂定農藥使用範圍乙
節，將與中醫藥管理局研商，並列
為關注重點。此外，針對農藥之代
謝物亦是農藥的藥劑，目前已在進
行相關殘留消退試驗，瞭解兩者殘
留變化的情形等。

五、 中 國 大 陸 農 藥 環 境 風 險 評 估
工作進展
農藥登記時生態環境需要保護的
「目標」有：地表水生態系統（魚
/藻/蝦蟹/浮萍）、地下水（飲用
及灌溉）、陸生生物（鳥/蚯蚓/土
壤微生物）、經濟昆蟲（家蠶/蜜
蜂）、有益節肢動物（寄生性/捕
食性天敵）、非靶標植物（非同於

■

除研討會外，本次亦安排我方人員
參訪四川省蒲江縣農業發展、四川
省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及新
朝陽作物科學有限公司，瞭解目前
中國大陸正極力推展農產品安全，
並結合企業協助農民進行契作及網
路行銷，達到為農民創造利益之效
果，本研討會有效促進雙方相互瞭
解農藥管理制度及農業發展，對強
化雙方農藥管理有實質助益。

參訪四川省蒲江縣之茶葉產區

9

業務報導

2015生物農藥與生物肥料在

永續農業上之應用研討會紀實
防檢局 植物防疫組｜許華芳

為強化農業之國際交流暨提倡農業之永續發展，農委會透過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
院，於104年10月13日至14日舉辦「生物農藥與生物肥料在永續農業上之應用國際研
討會」，作為我國生物性防治資材國際交流之開端。本次研討會邀請包含印尼、馬來
西亞、越南、菲律賓及泰國等東南亞國家之官員及專家來台，與國內學者、專家共聚
一堂，參加人數約為90多位，透過專題演講與討論交流，了解各國生物農藥與生物肥
料的管理規範、產業發展及研發成果與應用情況，農委會陳副主委文德亦應邀出席本
次研討會，借此會議勉勵官方及國內業者與東南亞國家進行國際合作交流，以促進國
內產業發展。

■

products）係指天然產物不以化學方
法精製或再加以合成之農藥；微生物
製劑農藥（microorganism agents）
係指用於作物病原、害蟲、雜草防治
或誘發作物抗性之微生物或其有效成
分經由配方所製成之產品；生化製劑
（biochemical agents）係指天然產物
經過化學方法精製，其防治方法不會直
接毒殺有害生物者；如以化學產物合成
者，其結構應與天然化合物相同或作用
機制相同之異構物。

農委會陳副主委文德（左5）與國外來賓合影

藉由本次研討會之便，各國專
家精闢解說，進一步了解各國生物農
藥及生物肥料上的研究發展成果及現
況。另外，各國在生物農藥與生物肥
料法規與政策上，皆採取登記管理制
度，惟對於生物農藥或生物肥料的定
義各國則有不同，以下簡略說明各國
定義上的差異。

生物肥料係指利用動植物性材料
製造之肥料，可區分為有機質肥料類
（organic fertilizers）及微生物肥料類
（microbial fertilizers）。耐高溫菌、
木黴菌等應用於製造堆肥，菌相不穩
定，其產品歸類為有機質肥料。特定菌
種應用於製造具提供植物養分或促進養
分利用功效之微生物製劑，其菌數及活
性符合肥料品目規格，其產品歸類為微
生物肥料。

臺灣
生物農藥依農藥理化性及毒理試驗
準則可區分為三種，天然素材（natural
10

廣、研究單位的促進微生物研發方案及
政府單位輔導微生物混拌場（mixing
plants），提供當地就業機會及增加微
生物使用量，但相對影響農用微生物產
品之登記管理。

泰國
泰國之農藥可區分為合成農藥
（synthetic pesticide）、有機農藥
（ o rg a n i c p e s t i c i d e ， 含 植 物 性 農
藥 botanical pesticide）及生物農
藥，係由危險物質法（Hazardous
Substances Act）管理。危險物質
委員會（Hazardous Substances
Committee）是制定政策的主體，與相
關權責機關（如農業部、經濟部等）各
國合作研訂法案。該國對危險物質的管
理，依其風險等級由低至高區分為一至
四級，針對不同等級危險物質的生產、
進出口及持有進行分級管理。一般性化
學農藥多屬第三級危險物質，生物農藥
則多屬第二級危險物質，其生產、進出
口及持有須符合指定標準與程序，生產
及進口亦須申報，並須向農藥主管機關
辦理登記。然迄今為止生物農藥，僅8
種微生物製劑（microbial agents）及3
種植物萃取物（plant extracts）取得登
記；另泰國代表亦表示該國有機農藥的
毒性是比合成農藥來的高。

馬來西亞
生物肥料定義為協助根部發展、
提高發芽率及植物生長的無致病性微
生物活體；生物農藥主要可區分為微
生物製劑、植物衍生物（plant derived
products） 、 生 化 製 劑 及 導 入 植 物
體 之 保 護 劑 （ Plant－Incorporated
Protectants, PIPs），將具保護性的物
質以基因轉殖方式導入植物，此物質
不會影響人體。另外有關馬來西亞生
物農藥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斜紋夜
蛾核多角體病毒（Spodoptera litura
Nucleopolyhedrovirus, splt NPV）的研發
成果，藉由製劑改良後可貯存於室溫，
並擁有更長的櫥架期（shelf life）。

結語
本次研討會除了解各國研究發展
情況，也知道各國在生物農藥及生物肥
料等資材在定義上仍有差異，國內業者
如有意前往東南亞國家開拓市場，也需
再深入瞭解。另外，在本次研討會綜合
討論時也提出「區域聯盟」的概念，期
本次與會各國能形成跨國的合作關係，
調和各國生物性防治資材之
定義，共同促進區域間
生物農藥和生物肥料
的發展，不論在公
領域或私領域皆
齊心合作，擴大
產業以降低生產
成本，達最佳效
益。

肥料則依肥料法（Fertilizer Act）
管理，生物肥料係指能藉由增加初級
養份（primary nutrient）吸收或刺
激植物生長之根圈或植物內部的微生
物，可分為三種：固氮型（nitrogen－
fixing）、溶磷型（phosphorous
mobilizing）及促生型（plant growth
promoting），然而目前只有非常少數
的微生物能通過取得生物肥料登記證。

菲律賓
農用微生物可區分為生物刺激物
（biostimulants, 促進植物生長發育
之微量物質，如生長素、細胞分裂素
等）、生物肥料（提供作物養份之活
體，如固氮菌、溶磷菌等）及生物農藥
（降低有害生物族群數量之自然物質
或微生物），合併簡稱為 BSFP 。菲律
賓研究人員更介紹當地有機農業的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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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有害生物風險評估
研習會辦理紀要
防檢局 植物檢疫組│王惠雯、翁壹姿

隨著國際貿易及國民生活型態之改變，自世界各地引進之植物與植物產品種類與數量不
斷增加，有害生物隨國外貨品傳入的風險也隨之提高。為強化我國植物保護人員對我國
風險評估作業與國際法規之瞭解，培訓相關評估人才，防檢局參考國外風險評估訓練方
式，由防檢局同仁及國內植物有害生物風險評估專家擔任講師，於104年8月11至12日辦
理植物有害生物風險評估研習會，就國際間植物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措施標準、我國風險
評估作業原則及流程、輸入貨品及個別有害生物風險評估與植物有害生物非疫區認定等
主題進行案例解析及練習。

制定或維持達成適當保護水準防
檢疫措施時，應考量技術與經濟
可行性，並確保該等措施對貿易
的限制，不超過達成適當檢驗或
防檢疫保護水準為限。在科學證
據不充分時，可暫時採行某些緊
急防檢疫措施，惟應設法取得更
多必要之資訊以進行客觀的風險
評估，並應在合理期限內檢討該
措施。

研習會內容簡介

植物有害生物風險評估相關國際
措施標準簡介
一、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
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簡稱
SPS協定）第5條指出，WTO會
員應保證其檢驗或防檢疫措施，
係在適合狀況下依據人類、動物
或植物生命或健康的風險所做評
估而制定，並將相關國際組織所
研訂的風險評估技術納入考量。
風險評估時應考量現有科學證據
及相關生產加工方法、檢驗取樣
與測試方法、特定疫病蟲害的流
行，非疫區與相關環境條件及檢
疫或其他處理措施等因素。會員

二、 國 際 植 物 檢 疫 措 施 標 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Phytosanitary Measures， 簡 稱
ISPM） 第 2 號、 第 4 號、 第 11
號、第 21 號及第 29 號規範有害
生物風險分析分為啟動、評估及
管理三階段，流程包括確認該有
害生物之傳入途徑，評估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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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與傳播之可能性及對經濟的
影響，以確定其是否可列為檢疫
有害生物，並確認降低風險的管
理 方 案， 並 闡 述 相 關 資 訊 之 取
得、風險分析報告內容、風險溝
通、不確定因素之處理及分析之
一致性等原則。另說明非疫區、
非疫產地或非疫生產點的建立可
作為自非疫區輸出植物與植物產
品及其他管制物品之植物檢疫證
明的一種風險管理方法，或用來
支持輸入國在保護某一受威脅之
非疫區所採取之植物檢疫措施的
科學正當性。

一、 風險評估之國內法規依據：
我國依據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4條
第1項規定，針對有害生物疫情及
危害風險，就植物檢疫物自特定國
家、地區輸入，公告禁止輸入、檢
疫條件、隔離檢疫等檢疫措施。另
同法第14條第3項規範具繁殖力之
檢疫物未有自該輸出國家、地區輸
入之紀錄者，應先檢附風險評估所
需相關資料，經植物檢疫機關核准
後，始得輸入。相關風險評估所須
資料則明訂於植物防疫檢疫法施行
細則第11條。

二、 我國植物有害生物風險評估作
業規範及流程：

我國有害生物風險評估作業原則
簡介

我國已建立植物有害生物風險評估
作業要點，包含輸入貨品之植物有
害生物風險評估作業須知、植物個
別有害生物風險評估作業須知與植

我國植物風險評估相關規定係參考
SPS協定、植物保護公約（IPPC）以及
ISPM等國際規範訂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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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規範、非疫區建立要件與判定
依據，並進行執行方式及步驟之經
驗分享與分組討論報告。

物有害生物風險評估基本資料表。
風險評估案件係由輸入人或輸出國
備妥資料正式申請後，由防檢局針
對提出之申請資料進行初步審閱，
必要時通知輸入人或輸出國補充完
整資料。確認資料完整後始啟動風
險評估，由外部專家進行風險評估
並提出風險管理措施建議。完整評
估報告視需要提送植物防疫檢疫諮
議委員會審查，屬應赴輸出國實地
查證確認者，則派員赴輸出國執行
查證作業，並依查證結果及諮議會
審查結果擬定風險管理措施，並進
一步制訂輸入檢疫條件進行風險管
理。

結語
本次研習會課程透過案例解析及分
組討論與報告，讓參加學員充分了解課
程內容，並透過案例實務研析及經驗傳
授交流，讓學員充分瞭解植物防檢疫措
施及風險評估之重要性，更以案例實際
練習方式訓練學員具備獨立完成風險評
估案件之能力，將有助於充實我國植物
有害生物風險評估及非疫區認定申請案
之審查人才資源庫。

風險評估案例解析及練習
一、以玫瑰花薊馬風險評估為個別植物
有害生物風險評估之案例，由講師
進行執行方式及步驟之經驗分享，
並分組討論報告。其程序即包括啟
動、風險評估及風險管理。
二、以中國大陸梨接穗風險評估報告為
輸入貨品之風險評估案例，由講師
進行執行方式及步驟之經驗分享，
並分組討論與報告。評估程序大致
包括入侵潛能分析、有害生物傳
入、立足及立足後擴散之可能性分
析、傳入、立足及立足後擴散之影
響與重要性分析。
三、以輸入德國下薩克森邦產蘋果地中
海果實蠅非疫區認定之風險評估作
業為案例，由講師介紹非疫區相關

14

■

非疫區認定案例解析及分組練習

■

防檢局張局長淑賢蒞臨研習會致詞嘉勉學員

日本屠宰衛生檢查系統
現況及經驗分享研討會紀實
防檢局 肉品檢查組│阮甫寬

流協會、亞東關係協會、財團法
人中央畜產會、農業科技研究
院、臺灣大學、中興大學、嘉義
大學、屏東科技大學等派員參
加。研討會主題包括日本食品衛
生系統、屠宰場檢查體制、屠
宰場構造設備標準、肉品追溯系
統、屠宰場衛生管理標準、屠宰
場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簡稱HACCP）、重大動物
疾病（牛海綿狀腦病）之因應對
策等，我方則由農委會防檢局肉
品檢查組丁彥文技正及周志豪技
士分別介紹臺灣的屠宰衛生檢查
系統及臺灣的化製運輸車之管理
等。

我國屠宰衛生檢查系統及屠宰場
管理方式與日本略為不同，由於日本食
品衛生系統及屠宰場管理向來為各國學
習參考的對象之一，農委會防檢局遂於
103年第39屆臺日經濟貿易會議提出建
立雙方屠宰衛生檢查系統之交流，經日
方同意後，隨即於104年提報「臺日國
際農業合作計畫」，並獲農委會核定辦
理「日本屠宰衛生檢查系統現況及經驗
分享」研討會，期間透過日本交流協會
協調，及日本農林水產省川島俊郎審議
官協助，順利邀請日本厚生勞働省（厚
生省）川越匡洋係長及農林水產省（農
水省）伊藤和夫室長、飯尾寬子係長等
3名專家來臺進行日本相關制度之演講
與經驗分享，以促進臺日雙方屠宰衛生
檢查及肉品追溯等系統的交流，作為優
化我國屠宰管理之參考。

二、討論與交流情形
研討會辦理情形及重點議題

研討會中雙方討論熱烈，討論議
題包括食品安全委員會的功能及
組織、中央標準與地方執行的一
致性、對於家畜禽以外動物的檢
查、屠宰衛生檢查預算及收費、
檢查人員的編制與待遇、畜禽
肉的合格印、違規取締及處罰、
衛生標準作業程序（Sanitation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一、研討會邀請對象及主題
研討會於104年9月10日至9月11
日在防檢局10樓1001會議室召
開，由張局長淑賢主持，主要邀
請農委會（國際處、畜牧處、家
畜衛生試驗所、畜產試驗所）、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日本交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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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SSOP）監督機制、109年後
全面實行HACCP及其導入現況、
耳標的使用與管理、其他家畜禽
追溯系統、狂牛病檢測試劑的供
應等問題，日方於討論過程中提
供了許多執行層面上的寶貴經驗
及訊息，對我國進一步提升畜禽
屠宰管理的規劃極有助益，另因
時間限制無法更詳細回答我方有
關HACCP之提問，特於會中提供
HACCP指引1冊供我方參考。

防檢局張局長淑賢於研討會開幕致詞並主
持研討會

■

雖有屠宰衛生檢查合格之標示，
且有相關團體發展追溯資訊系統
協助消費者選購具有認證或品牌
履歷的肉品，但因無法律規範，
日本仍未全面執行。至關雞、
鴨、火雞等家禽部分，則無屠宰
衛生檢查合格之標示，消費者同
樣係藉由認證或品牌標示選購禽
肉產品。

三、我方關注之重點議題

結語

有關屠宰場HACCP及肉品追溯系
統等，是我國目前正在規劃推動的
措施，其經驗及相關資訊是我方所
關注的焦點：

整體而言，由本案參加人數超出預
期達63位，及回收問卷平均滿意度達91
分顯示，本次研討會參加人數踴躍且符
合期望，並有助於我方取得日本屠宰衛
生檢查系統相關經驗與資訊，與建立臺
日交流合作模式，提供良好溝通管道。

（一）屠宰場HACCP的推動：
屠宰場執行HACCP的先決條件
在於成熟的SSOP。SSOP係屠宰
場為確保其衛生管理能達到政府
法規要求的水準而製作的作業流
程文件，屠宰場所有員工必須依
據該SSOP執行場內設施設備之
清潔衛生維護及生產全程的衛生
操作。當主管機關查獲不符法規
要求情事時，除依違規的嚴重程
度依法裁處外，屠宰場必須依法
令回頭自行檢討修正其SSOP以
防止再度發生類似情事。

另在本次研討會的熱烈討論及交流
過程中，與會者對於日本肉品衛生管理
體系之運作，厚生省與農水省間之協同
模式，都能有更為深入的了解，對農委
會規劃未來屠宰衛生和屠宰場管理策略
極有助益。日方亦表示，希望未來可以
擴大並持續就動植物防疫檢疫等議題舉
辦研討會增進雙方溝通與交流。
■

日本專家群

（二）肉品追溯系統：
日本因牛海綿狀腦病防疫及消費
者要求等驅使立法強制推動牛肉
履歷制度，故家畜禽肉追溯系統
以牛肉最有成就，其他如豬肉等

農林水產省
伊藤和夫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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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水產省
飯尾寬子系長
厚生勞働
川越匡洋係長

臺北港全貨櫃檢疫
燻蒸設施介紹
防檢局 基隆分局│戴孝閔
臺灣北部地區現有大型檢疫燻蒸處理設施，僅有位於基隆港西岸32號碼頭後線之檢疫燻
蒸場一處，該燻蒸場早於78年由原經濟部商品檢驗局出資興建，並於87年移交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基隆分局（以下簡稱基隆分局）管理經營，迄今使用已逾26
年。該燻蒸設施作業，雖可採用堆高機將檢疫物自貨櫃拆卸至燻蒸室內，但過程費時耗
工，亦可能對貨物造成損傷，而遇到原木、大型活植物或笨重難以拆卸之檢疫物，就僅
能要求業者拖運至防檢局臺中分局或高雄分局的檢疫燻蒸處理設施進行處理，相對的，
往返運輸費用亦隨之提高。
因此，近年來，基隆分局舉辦簡政便民座談會時，與會業者多次表達北部地區亟需建置
類似高雄港及臺中港之大型全貨櫃檢疫燻蒸處理設施，以服務北部港口輸出入貨品之檢
疫處理需求。

臺北港興建燻蒸設施
臺北港貨櫃儲運中心位於新北市
八里區，於98年3月正式營運，然而
過去因臺北港各相關通關單位及報關
業者遲未派員進駐且港區未建置農產
品檢疫燻蒸處理設施，所以自臺北港
輸入之生鮮植物產品多以內陸運輸至
基隆轄區貨櫃場或往南至其他關區通
關，影響臺北港商機甚鉅。

■

臺北港全貨櫃燻蒸場

為提升臺北港通關服務效能及配合臺北港檢疫業務所需，臺北港貨櫃儲運中
心之經營者－臺北港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認為建置輸入農產品檢疫處理設施應是
作為一個國際通商港口必須建置必要設施之一，爰以，由該公司自行出資於臺北港
N7－1碼頭興建全貨櫃燻蒸設施乙座，於104年7月初竣工並於104年10月起營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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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燻蒸庫體使用不鏽鋼板鑲嵌牆面

■

自動化燻蒸系統

燻蒸設施簡介

結語

臺北港新建之全貨櫃燻蒸設施具有
2間可容納40呎貨櫃之燻蒸庫、1間自動
化控制室、1套安全投藥系統、1套活性
碳廢氣排放設備及1套遠端監控設備。2
間燻蒸庫內之牆面、天花板及地板皆以
不鏽鋼板鑲嵌包覆，可耐酸鹼腐蝕並確
保燻蒸氣密效果。燻蒸時貨櫃車可直接
倒車駛入燻蒸庫，貨物無須以人工拆卸
搬運，貨櫃定位且車頭駛離後，將貨櫃
門開啟並緊閉燻蒸庫門，燻蒸設施管理
人員只需在自動化控制室內，於電腦上
依照所測得庫內溫度選擇適合之燻蒸處
理基準後，點選啟動即可由電腦程式控
制進行溴化甲烷投藥、循環、燻蒸及排
氣等處理程序，操作流程簡便安全。

臺北港新建之全貨櫃燻蒸設施可
整只貨櫃入庫，能夠迅速、有效執行
燻蒸處理，配合臺北港執行檢疫業務
之需，於104年10月開始營運，就近處
理港區內需進行燻蒸處理之木質包裝
材及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同時解決
基隆分局檢疫燻蒸處理場設施老舊且
無法以全貨櫃入庫燻蒸處理之窘況，
節省運輸時間與成本。

■

具活性碳之廢氣排放設備

燻蒸設施內具有遠端監控設備，檢
疫人員只需利用辦公室電腦或個人行動
設備即可即時監控現場實際作業情形，
無須親自到現場進行檢疫處理，不但可
確保檢疫處理過程符合檢疫處理規範，
也可節省檢疫人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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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腦系統控制之氣體
循環、抽風及排氣等設備

防檢局高雄分局檢疫行政大樓
興建工程暨揭牌典禮實錄
防檢局 高雄分局│潘採芳
高雄分局自87年成立以來，即租用辦公大樓辦公室，每年須支付龐大租金。雖辦公室位
於市中心，卻停車不易，造成民眾洽公不便；此外，分局另有一塊坐落於小港區之集中
檢疫中心用地，該塊國有土地因容積率未達法定容積率二分之一，被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以「低度利用」列管。於是經過長遠效益通盤考量，分局遂提出興建自有辦公廳舍之計
畫，於98年5月13日陳報總局函轉農委會送國有財產局審查，經國有財產局於98年11月
10日審議通過，同意依計畫繼續使用該筆土地。惟國有財產局認為興建辦公廳舍之樓地
板面積仍未充分使用法定容積率，建議徵詢其他機關（構）合署興建辦公廳舍之意願，
經函詢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及農糧署南區分署等7個機關，
研商合署辦公之可行性，惟上開機關均無合署辦公意願，國有財產局遂於99年7月9日同
意本分局依原訂計畫興建檢疫行政大樓。

籌建過程
興建計畫是在高雄分局經管之小港區103地號
土地，於原來的農產品集中檢疫中心旁增建新辦公
廳舍一棟，工程總經費7,630萬元，本計畫經行政
院101年3月13日核定通過。增建大樓總樓地板面
積為3,189.31平方公尺，為地上三層、地下一層之
鋼筋混泥土建築物。設計部分於101年7月上網公
告遴選建築師，經嚴格評審後由蘇榮林建築師事務
所出線，經一年精心規劃設計並與分局多次討論修
正後，設計成果於102年9月17日辦理第1次公開招 ■
防檢局張局長淑賢致詞
標，由於本計畫經費橫跨3個年度編列預算，業者
承擔較高風險，因此工程發包過程歷經3次流標並檢討內容修正後，至102年12月17
日第5次開標，由昶耕營造工程公司得標，並於103年4月15日開工。施工初期又遇震
撼全臺的高雄市氣爆事件，致使建築工人力短缺，繼而大雨連連，嚴重影響施工進
度，幸蒙營建署南區工程處及蘇建築師積極協助下，得以於104年5月底順利竣工，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管處於104年9月8日核發使用執照。本棟大樓自98年起提報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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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間歷經蔣前分局長先沖、謝前
分局長耀清及鄭前分局長純彬的努力規
劃，如今在傅分局長學理的帶領下，完
成專屬而嶄新的辦公廳舍，提供更優質
的為民服務場所。

■

陳副主委志清率防檢局同仁及揭牌貴賓一同上香祈福

務署高雄關謝關務長連吉、高雄市農業
局蔡局長復進、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吳

建築意象

分局長明德、高雄區農業改良場黃場長
㯖昌、農糧署南區分署莊分署長老達及

檢疫行政大樓在規劃之初即將原
有之「高雄港農產品集中檢疫中心」建
築物納入規劃案，使行政與檢疫業務緊
密結合，延續原建築物立面色彩，使新
舊大樓外觀更具整體性。並改變舊式傳
統的造型及色系，加入白色及紅磚等色
彩，使建築物更具視覺層次性；入口前
廊屋頂及樑柱綠色造型，使整棟建物特
別顯得活潑醒目。高雄分局機關全銜之
設置背景樣式，更引用古代盾牌意象，
白色盾牌從頂樓延伸至二樓矗立入口，
型塑防檢局專業分工，編織嚴密防檢疫
網，精益求精，守護健康生長環境之政
府團隊形象。在整體規劃方面，檢疫行
政大樓除著重辦公機能並強調生態節
能，南向立面遮陽設計採格柵遮陽、內
凹之深開窗及深雨遮等多樣方式，創造
出更豐富之立面語彙，減少單一遮陽形
式使立面過於單調，並符合綠建築九大
指標之目標。低矮之綠籬設計，除綠美
化環境，更使機關與民眾無距離感，大
幅增進地域親和感。

傅分局長學理等人共同揭牌，邀請轄區
通關單位及動植物防疫機關共襄盛舉，
共計100餘位嘉賓蒞臨祝賀，共同見證
防檢局高雄分局新里程，期望秉持廉
潔、公正、便民、效率及和諧之核心理
念，提供更專業、高效率之輸出入檢疫
行政服務。典禮在喜悅中圓滿完成，傅
分局長隨後邀請現場嘉賓參觀並合影留
念。
高雄分局遷離租賃近17年之青果社
領袖大樓，於104年9月21日進駐新辦
公大樓，現分局各行政課室、業務課及
港口檢疫站已於同一處所辦公，不僅每
年可節省租金約654萬元，且大幅提升
國有土地活化效益。機場檢疫站亦相隔
不遠，除可提升行政效率，促進各單位
間業務聯繫及業者溝通協調更為迅捷，
亦使比鄰的外銷農產品蒸熱檢疫處理場
及農產品集中檢疫中心，可節省檢疫人
員執行檢疫時所花費之路程、時間及車
資，在檢疫人力調派上更具彈性，發揮

期許

更大效能。同時新的辦公場所帶給報關
業者或洽公民眾更舒適的服務空間及友

檢疫行政大樓正式揭牌及謝土典禮
於104年10月23日舉行，當天由農委會
陳副主委志清、防檢局張局長淑賢、關

善便利性，提昇機關專業、便民、服務
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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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各分局輸入動植物及其產品檢疫成果統計表
防檢局 動物檢疫組｜陳家琪

104 年 8 月輸入檢疫成果統計表

報表產生日期：2015/12/16

檢疫合格數量

項目

動物及其產品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檢疫不合格數量

植物及其產品
重量
（公斤）

案件數

動物及其產品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檢疫總數

植物及其產品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基隆分局

928

16,913,984

1,231

128,361,340

8

42,060.25

6

93,902.00

新竹分局

545

2,227,847

2,278

14,581,485

26

3,075.19

24

29.09

臺中分局

242

4,785,126

1,006

299,066,789

1

15,940.00

0

0.00

高雄分局

1,198

35,928,824

3,527

493,815,913

4

23,755.28

4

55,800.32

2,913 59,855,781.09

8,042

935,825,526.02

39

84,830.72

小計
合計
（件/公斤）

10,955/995,681,307.11

總計
（件/公斤）

34 149,731.41

動物及
其產品

植物及
其產品

合計

案件數
（批次）

案件數
（批次）

案件數
（批次）

936

（5,821）

571

（2,376）

243

（636）

1,202

1,237

（2,670）

2,302

（4,470）

1,006

（1,798）

3,531

2,173

（8,491）

2,873

（6,846）

1,249

（2,434）

4,733

（3,332）

（5,544）

（8,876）

2,952

8,076

11,028

（12,165） （14,482） （26,647）

73/234,562.13

11,028/995,915,86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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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件，日本 4 件，中國大陸、丹麥、奈及利亞、法國、英國、香港、荷蘭、菲律賓、義大
利及澳大利亞各 1 件；輸入植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美國 6 件，印度 4 件，德國、中國大陸及法國各 3 件，日本、印尼及荷蘭各 2 件，加拿大、史
瓦濟蘭、南非、紐西蘭、智利、義大利、越南、寮國及墨西哥各 1 件。總計 7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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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證明書加註內容與檢疫條件規定不符 6 件，動物已死亡 5 件，自疫區輸
入（含禁止輸入地區之產品）4 件，檢疫記載事項與實際貨品不符 2 件，未符合密閉式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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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本局核准進口 7 件，罹染有害生物 5 件，所檢附之輸出國檢疫證明書為偽證、附著土壤、檢疫記載事項與實際貨品不符
及檢疫證明書加註事項不符檢疫規定各 2 件，自疫區輸入（含禁止輸入地區之產品）及檢疫殺蟲處理不符規定各 1 件。
二、本表統計不包含旅客暨郵包之檢疫資料。
三、資料來源：本局輸出入動植物檢疫系統暨局務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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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9 月輸入檢疫成果統計表

報表產生日期：2015/12/16

檢疫合格數量
項目

動物及其產品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檢疫不合格數量

植物及其產品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動物及其產品
重量
（公斤）

案件數

檢疫總數

重量
（公斤）

案件數

862 15,072,306.38

1,410

89,957,210.87

5

35,283.09

5

62,118.60

新竹分局

502

1,782,092.57

2,123

12,729,885.22

24

2,614.94

24

176.15

臺中分局

168

4,513,380.14

1,040

346,185,273.03

0

0.00

1

49,860.00

高雄分局

1,243 39,003,900.46

4,798

559,461,209.52

3

25,363.32

7 136,467.37

小計

2,775 60,371,679.55

9,371 1,008,333,578.64

32

63,261.35

37 248,622.12

12,146/1,068,705,258.19

總計
（件/公斤）

植物及
其產品

合計

案件數
（批次）

案件數
（批次）

案件數
（批次）

植物及其產品

基隆分局

合計
（件/公斤）

動物及
其產品

1,415

867

（5,380）

（2,599）

2,147

526

（2,379）

（4,583）

1,041

168

（517）

（1,810）

4,805

1,246

（2,845）

2,807

（11,121）

2,282

（7,979）

2,673

（6,962）

1,209

（2,327）

6,051

（6,997）

（9,842）

9,408

12,215

（15,989） （27,110）

69/311,883.47

12,215/1,069,017,1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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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件，法國 4 件，荷蘭、西班牙及澳大利亞各 2 件，英國、香港、紐西蘭、日本、加拿大、
捷克、越南及韓國各 1 件；輸入植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美國 11 件，韓國及澳大利亞各 6 件，中國大陸及法國 3 件，日本、加拿大、印尼、英國、
秘魯、荷蘭、越南及新加坡各 1 件。總計 69 件。
輸入動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原因如下：動物已死亡 12 件，未檢附輸出國檢疫證明書 11 件，檢疫記載事項與實際貨品不符 3 件，未符合密閉式要件
及檢疫證明書加註內容與檢疫條件規定不符各 2 件，未依規定加註檢疫條件及自疫區輸入（含禁止輸入地區之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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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件，未經本局核准進口 10 件，罹染有害生物 3 件，附著土壤、檢疫記載事項與實際貨品不符及檢
疫殺蟲處理不符規定各 2 件，包裝不符檢疫規定、內含雜草種子、所檢附之輸出國檢疫證明書為偽證及自疫區輸入（含禁止輸入地區之產品）各 1 件。
二、本表統計不包含旅客暨郵包之檢疫資料。
三、資料來源：本局輸出入動植物檢疫系統暨局務會議資料。

104 年 10 月輸入檢疫成果統計表

報表產生日期：2015/12/16

檢疫合格數量
項目

動物及其產品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檢疫不合格數量

植物及其產品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動物及其產品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檢疫總數

植物及其產品
案件數

重量
（公斤）

基隆分局

959 17,017,949.09

1,364

116,749,314.14

2

96.07

4

37,579.76

新竹分局

557

2,154,521.44

1,770

13,479,455.77

19

935.73

28

197.60

臺中分局

233

5,879,067.06

1,167

459,601,650.98

1

81.20

0

0.00

高雄分局

1,177 35,495,145.17

4,587

511,639,437.79

1

13,850.50

4

95,280.00

小計

2,926 60,546,682.76

8,888 1,101,469,858.68

23

14,963.50

36

133,057.36

合計
（件/公斤）
總計
（件/公斤）

11,814/1,162,016,541.44

動物及
其產品

植物及
其產品

合計

案件數
（批次）

案件數
（批次）

案件數
（批次）

961

（6,463）

576

（2,463）

234

（601）

1,178

（3,076）

2,949

1,368

（2,544）

1,798

（4,825）

1,167

2,329

（9,007）

2,374

（7,288）

1,401

（2,284）

（2,885）

4,591

5,769

8,924

11,873

（6,957） （10,033）

（12,603） （16,610） （29,213）

59/148,020.86

11,873/1,162,164,5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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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件，日本 3 件，中國大陸 2 件，土耳其、法國、英國、泰國、馬來西亞、紐西蘭、韓國
及荷蘭各 1 件；輸入植物及其產品檢疫不合格原因如下：美國 11 件，韓國 5 件，澳大利亞 3 件，日本、中國大陸、泰國及秘魯各 2 件，瓜地馬拉、印
尼、法國、西班牙、阿根廷、英國、香港、烏拉圭及德國各 1 件。總計 5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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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已死亡 4 件，未依規定加註檢疫條件、未符合密閉式要件及檢疫證明書
加註內容與檢疫條件規定不符各 2 件，自疫區輸入（含禁止輸入地區之產品）、途經疫區轉運及檢疫記載事項與實際貨品不符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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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件，未經本局核准進口 10 件，自疫區輸入（含禁止輸入地區之產品）及罹染有害生物各 3 件，
檢疫殺蟲處理不符規定 2 件，所檢附之輸出國檢疫證明書為偽證、附著土壤、檢疫記載事項與實際貨品不符及檢疫證明書加註事項不符檢疫規定各 1 件。
二、本表統計不包含旅客暨郵包之檢疫資料。
三、資料來源：本局輸出入動植物檢疫系統暨局務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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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輸入植物清單說明
防檢局 植物檢疫組│周俊男、翁壹姿
由於國際貿易、網路購物及人員往來日益頻繁，其中潛藏外來有害生物隨國外輸入貨品
入侵或成為外來入侵種植物之風險。為有效管理此類風險與維護我國自然生態與農業生
產環境，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具繁殖力之檢疫物未有自該輸出國家、地
區輸入之紀錄者，應先檢附風險評估相關資料，經植物檢疫機關核准後，始得輸入」，
另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輸入人應檢附風險評估所需資料送防檢局審查。有關前述
風險評估所需資料，防檢局設計「首次輸入植物種子（苗）申請問卷」，並提供參考資
料庫與網站，供民眾依問卷內容逐項填寫後，向本局申請核准。

核准輸入植物清單查詢說明
經防檢局依以往輸入紀錄與風險評估之結果，公布核准
輸入植物清單（以下簡稱核准清單）於防檢局網站 （www.
baphiq.gov.tw：首頁 / 輸出入檢疫 / 植物輸出入檢疫 / 核准
輸入植物清單及說明），供民眾查詢，曾有輸入紀錄經風險
評估或超過五年未有輸入紀錄而刪除者，以刪除線標記，並
備註刪除原因。因不同種類之植物、生產地與植物部位可能
罹染之有害生物不同，其檢疫條件亦不同，檢疫條件可能為
禁止輸入或有條件輸入。爰此，自國外輸入植物及植物產品 ■ 防檢局網站核准輸入植物清單（附
有更新日期）與相關規定說明
前，須先至防檢局網站查詢核准輸入清單。列於核准清單內
之植物可依現行檢疫規定辦理輸入，欲確認相關輸入檢疫條
件，或對清單內容或備註事項有疑義者請於輸入前洽所在地之防檢局轄區分局或貨物輸
入港站之防檢局轄區分局，並持續注意防檢局網站之公告。
查詢核准清單時，須依下列各項原則進行判定，如有任一項目未有紀錄者，則所查
詢之植物非屬核准輸入項目：
（一）生產國（地區）：依植物或植物產品之生產國（地區）判定。
（二）植物學名：以植物之完整學名（屬名加種小名）判定。花卉及觀葉植物得以品種
名配合屬名判定。
1.「屬」已列入核准輸入清單者者（如產自日本、美國、南韓之蝴蝶蘭屬植物
Phalaenopsis spp.），「屬」以下之分類群皆核准輸入。
2.「種」已核准輸入清單者（如產自日本之甘藍 Brassica oleracea ），「種」以下之
分類群如（B. oleracea var. botrytis ）皆核准輸入。
3. 雜交之植物，親本植物均已有輸入紀錄，其雜交後代毋須向本局申請核准；雜交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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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者，輸入前應查詢「中華民
國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
定」乙、十雜草類有害生物，若
查詢之物種學名（包含異學名）
列於雜草類有害生物名單內者禁
止輸入。
（四） 加 註 「 櫟 樹 猝 死 病 寄 主 禁 止 輸
入」輸入前應查詢「中華民國輸
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定」
甲、49項規定，來自疫區之植
物生植株之全部、部分（花、果
實、種子除外）禁止輸入。
（五） 加註「隔離栽植」者屬應實施隔
離栽植檢疫之植物種類，輸入前
應向防疫局提出申請，輸入後指
定之隔離圃場實施隔離栽植檢
疫，隔離期滿確定無罹染疫病蟲
害之虞，使得移出。
（六） 加註「附帶鮮果實者注意輸入州
別 （地中海果實蠅）」者，輸入
該植物前應查詢「中華民國輸入
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定」甲、
28項規定，附帶鮮果實之植物應
注意輸入州別，禁止自發生國家
或地區輸入。

後代植物已有輸入紀錄，則其親
本植物毋須申請核准。
（三） 植物部位：
1. 種子：指具發芽能力之種子。
2. 生鮮果實。
3. 地 上 部 ： 指 授 粉 用 花 粉 、 花
部、葉部、莖部、去根植株
（應去除不定根）或接穗等且
不含果實與種子。
4. 地下部︰指表土以下之根部、
莖部及其他植物部位（含種球
等）。
5. 全株︰指不含種子及果實之植
株。
6. 組織培養苗：指利用植物各器
官、組織或細胞當起始之培養
材料，無菌培養於透明容器，
提供養分及生長調節物質，同
時控制環境因子，促使其生長
分化再生出之癒合體，或獨立
之小植株。
7. 零 餘 子 ： 山 藥 等 植 物 之 零 餘
子。
核准清單內植物於備註欄加註說明
者，係適用該植物之特別規定，簡要說明
如下：
（一） 加註「取樣監測」者，輸入檢疫
時將由檢疫人員取樣進行監測有
害生物。
（二） 加 註 「 注 意 輸 入 州 別 （ 穿 孔 線
蟲）」者表示該植物為「中華民
國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
定」甲、3穿孔線蟲寄主，附帶地
下部及不定根植株，如自澳大利
亞輸入，不得產自北領地、新南
威爾士州、昆士蘭州、南澳大利
亞州、西澳大利亞州等地區。如
自美國輸入則僅核准產自阿拉斯
加州及加利福尼亞州。
（三） 加 註 「 注 意 雜 草 類 有 害 生 物 名

結語
為確保我國自然生態及農業生產安
全與協助瞭解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相關規
定，防檢局持續於各種管道宣導民眾於輸
入植物前，須先上網查詢「核准輸入植物
清單」。由於申請核准案件繁多且防檢局
評估作業除審閱申請人所提供資料外，亦
須進一步蒐集存在於輸出國且與該貨品有
關聯之植物有害生物等資料，以利評估其
隨該貨品傳入之風險。於評估期間，防檢
局得要求輸入人或代理人洽輸出國植物檢
疫機關提供補充資料，為避免影響貨物輸
入時程，如欲輸入未列於核准輸入植物清
單之植物，請務必於輸入前先洽防檢局查
詢並提前申請核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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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地區104年一期
作水稻大螟危害概況
農委會 農業試驗所 嘉義分所｜黃守宏、王泰權、鄭清煥
防檢局 植物防疫組｜蔡馨儀、張瑞璋＊
病蟲害發生與其寄主及環境息息相關，適當寄主植物提供害蟲食物來源，及適於害蟲生
存、繁衍之環境，害蟲族群密度爰逐漸上升，造成作物危害相對嚴重。嘉義縣民雄鄉104
年一期作水稻大螟（Sesamia inferens ）嚴重發生，即是上述因子相互配合結果。
104年4月嘉義縣民雄鄉農會通報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該轄區一期作水稻受到害
蟲為害，造成心葉捲曲、枯死情況極嚴重（圖1）。經嘉義分所實地查訪調查，被害水稻
田枯心率每叢平均高達50－60%，嚴重者可造成整叢水稻達100%枯心情形（圖2）。

取樣調查結果顯示，90%以上枯心
為大螟為害導致，嚴重危害面積約20公
頃，集中於鄰近104年一期作農田水利
會強制休耕稻田。嘉義分所隨即通報農
委會防檢局，並於植物疫情管理資訊網
公告，防檢局亦即刻發函相關單位，籲
請注意及加強防範疫情蔓延。

大螟之為害習性
大螟為夜蛾科害蟲，幼蟲體色略
呈紫色，又稱紫螟，原主要為害國內甘
蔗作物，近年來常在水稻上與螟蛾科之
二化螟（Chilo suppressalis ）及三化
螟（Scirpophaga incertulas ）等害蟲
共同造成為害，成為水稻重要蛀食性害
蟲。不同於二化螟及三化螟卵塊狀產卵
習性，大螟雌蟲將卵成排產於水稻鬆弛
的葉鞘內側，每葉鞘內大約產40－60餘
粒卵（圖3），孵化之幼蟲先於葉鞘內
＊現職：農業試驗所 植物病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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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水稻田區遭受大螟嚴重為害情形

■

圖2 受害水稻植株嚴重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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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害，造成葉鞘黃變或
褐變，俗稱側黃莖；幼
蟲蛀入莖部內為害，造
成心葉捲曲、枯死，形
成枯心，影響水稻分蘗
數；水稻孕穗期，卵產
於穗苞內，孵化之幼蟲
取食幼穗後，蛀入莖內
■ 圖3 大螟之卵粒
為害，可造成死孕或形
成白穗，降低產量。大螟所造成危害徵
狀與二化螟相似，惟該蟲老齡幼蟲具有
自殘性，通常每一受害稻莖僅有一隻幼
蟲，且因幼蟲食量大，被害莖常僅存表
皮，稻莖內外充滿蟲糞（圖4），稻株
極易倒伏。成熟幼蟲可在稻莖內、稻株
間、枯葉內或土縫間化蛹。

■

圖4 大螟幼蟲之危害狀

翌年一期作水稻可能因枯旱、缺水，而
擴大停灌休耕面積。政府更因乾旱缺水
危機而提出獎勵休耕轉（契）作等補償
措施，致使104年休耕田面積增加至約
43,000公頃，雲嘉南地區則約有8,500
公頃。許多農民在缺水無法順利進行一
期作水田耕作的預期心理及政府政策誘
因下，103年二期作收穫後之稻田，即
不再進行翻耕，而任由收穫後之稻樁生
長（圖6），原在二期作水稻發生之害
蟲（如大螟），得以延續、殘存繁衍於
再生稻上，形成下一期水稻重要感染來
源。

根據水稻害蟲長期監測資料顯示，
近年臺灣中南部熱帶地區，大螟發生有
逐漸嚴重之趨勢，中北部溫帶地區，則
以二化螟及三化螟為害為主。嘉南地
區，特別是在梗稻上，大螟發生之族群
密度已超越二化螟蟲，成為主要蛀食水
稻莖部的害螟種類。大螟食性雜，寄主
植物包含玉米、高粱、小麥、甘蔗、筊
白筍、向日葵及其他禾本科作物等，靠
近上述作物栽培地區發生率較高，特別
是近田埂2公尺內的水稻植株，受害更
為嚴重（圖5）。

大部分休耕田於104年3月才進行
翻土耕犁、並種植綠肥作物，原先殘存
田區繁衍之越冬大螟等成蟲，於再生稻
植株被清除後，進而轉向鄰近水稻田
（2月上旬插秧）棲息、產卵，致使於4

104年一期稻大螟嚴重為害之原
因探討
103年下半年度降雨偏少，氣候高
溫乾燥，10月份左右即逐漸已有缺水警
訊產生，103年底，農田水利會即預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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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水稻田區邊緣受害更為嚴重

未來因應方法
害蟲發生種類及族群消長，除與
害蟲本身生物特性相關外，與寄主植物
性狀及栽培管理方式之演變，甚至與氣
候變遷等因素有密切關係。臺灣水稻生
產過剩、稻作面積逐漸縮減、休（廢）
耕面積有增加之趨勢，政府為因應糧食
圖6 未耕犁之再生稻田區容易成為害蟲繁殖的場所

危機問題，獎勵種植玉米、高粱及小麥

月之一期作水稻植株受到大量孵化幼蟲
取食為害，進而造成嚴重枯心。農民雖
然緊急用藥進行防治，然而部分田區農
民反應防治效果不顯著，進而進行第二
次更換藥劑防治，截至6月為止，疫情
已受控制，未再蔓延擴大。

等進口替代作物，加上有機栽培制度漸

根據農民用藥防治情況，經查閱
植物保護手冊，發現目前推薦防治大螟
之藥劑均為推薦於二化螟防治之延伸使
用種類，防治藥效有待進一步確認。根
據農委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劉達修先生
1992室內藥劑試驗測試報告，已發現
推薦於甘蔗上防治紫螟（大螟）之撲滅
松（fenitrothion）失去防治成效。近
年其他相關研究結果更指出，公告延伸
使用於大螟之防治藥劑種類中，芬普尼
（fipronil）對二螟蟲具防治效果，但對
大螟則不然；加保扶（carbofuran）則
反之，對大螟仍具防治成效，對二化螟
則不具防治效果（註：加保扶水懸劑將
自106年1月1日禁用）；培丹（cartap）
對於彰化、臺中及苗栗地區之大螟及二
化螟具防治效果，其餘地區則無。此研
究結果指出不同的藥劑針對蛀食水稻莖
部的螟蟲種類，其防治效果有顯著差異
存在，甚至有區域性的差異情形。

發與為害情況，建議國內其他地區未來

■

受歡迎，此等耕作制度改變，對於同樣
可造成水稻枯心、白穗之不同螟蟲類害
蟲，族群間發生生態產生何種衝擊，值
得持續加強關切與研究。
由104年嘉義縣民雄鄉水稻大螟爆
若有相似條件之水稻栽植情形，務必注
意鄰近休耕田再生稻處理，建議應於水
稻收穫後即行耕犁，減少再生稻及蟲源
繁衍，但多數農民因考量成本，多不願
執行此種耕作措施，造成蟲害管理上之
困難。另於休耕田區附近之農田，宜加
強蟲害監測調查，以適時預警蟲害發生
情況，防患未然。有鑑於大螟崛起，目
前其在稻田發生生態未臻了解之處仍
多，有待研究補充。對於利用藥劑進行
緊急防治之策略，長期監測螟蟲種類間
對藥劑感受性之差異及其變化，亟待進
行系統性研究。大螟屬夜蛾科害蟲，與
屬於螟蛾科之二化螟及三化螟之生態與
藥劑感受性差異頗大，很難以同屬螟蟲
類一體適用，尤其在有效藥劑之篩選方
面更需加強進行，以利適時提供推薦防
治用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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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環境教育法規
介紹及釋疑
防檢局 企劃組｜江迪蔚
環境教育法自民國100年正式施行以來，業經4年時間，其立法之目的係為推動環境教
育，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增進全民環境倫理與責任，進而
維護環境生態平衡、尊重生命、促進社會正義，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以達到
永續發展。環保署為使該法得以順利執行，另訂有相關施行細則及辦法，除課以各機關
團體之業務承辦人員辦理相關環境教育責任外，並規定各機關團體之所有員工每年均須
參加一定時數之環境教育課程，並定有相關罰責。爰針對與同仁及業務承辦人員相關之
重要條文加以闡述，俾使同仁及業務承辦人員有更深入的了解。

保署核發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另於第19條規定，全體員工最遲
應於每年12月31日前，接受最少
4小時之環境教育，而該機關、
團體之承辦同仁應於翌年1月31
日前，以網路申報方式向環保署
提報當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
並於第24條規定，違反第19條第
1項所定情形之一，經主管機關
命其限期辦理而屆期未辦理者，
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15,000元
以下罰鍰，並令其有代表權之人
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1
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環境講習；
倘拒不接受所定環境講習或時數
不足者，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罰鍰，經再通知仍
不接受者，得按次處罰，至其參
加為止。

重要環境教育法規之內容與介紹
現行環境教育相關法規與同仁較為
相關者，包括「環境教育法」、「環境
教育法施行細則」、「環境教育人員認
證及管理辦法」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認證及管理辦法」等4項。環境教育法
規範了各機關訓練之辦理方式、所屬人
員每年最低之學習時數及違反規定所需
承擔之罰責；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
辦法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
法則針對環境教育人員及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其認證的取得方式、效期及展延方
式等加以規範。以下僅就與同仁權益有
關之條文加以介紹。
（一）環境教育法：該法第18條規定，
須接受環境教育之機關及團體應
指定專人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業
務，且學校的指定之人員必須於
本法施行之日起5年內取得由環

（二）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該細則第
28

10條規定，「環境教育法」第
19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2款
之員工身分，應為機關投保職業
保險人員（排除派遣人員、契約
廠商駐點人員等非由單位投保之
人員），另因退休、資遣、離職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之特
殊原因導致當年工作未滿3個月
之員工得免納入年度環境教育執
行成果。至於機關每年應提報之
環境教育計畫之內容以及其他管
理，則見於第11條。

依據環境教育法第4條規定，
環境教育之實施對象為全體國
民、各類團體、事業、政府機關
（構）及學校，惟根據同法第19
條規定，僅機關、公營事業機
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
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
團法人，其所屬之員工、教師及
學生需參加每年最少4小時之環
境教育，在此，特針對屬特殊身
分人員訓練之辦理方式，說明如
下：

（三）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
該辦法第5條針對環境教育法第
18條各單位應設置之專業推廣
環境教育人員應取得認證方式予
以規範。另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
有效期限及展延規定，則訂於第
15條。

1.替代役係由內政部為其投保全民
健保、一般保險及團體意外險，
並未投保軍人保險，依環境教育
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非屬
服務機關之員工，故不需強制接
受每年4小時之環境教育。
2.當年度12月31日前已離職之人
員，不列入上傳之員工名冊，故
不計入該機關年度申報成果。

（四）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
法：於該辦法第4條規定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認證之取得方式；另
於第9條規定認證有效期限及相
關展延規定。

3.長期請假或留職停薪之人員如該
年於機關服務超過3個月以上，
仍需列入該機關年度申報成果。
4.機關新到任人員如於當年度服務
期間未滿3個月，於申報時系統
將自動不計入年度成果申報名
單。

■

5.環保署基於憲法保障大學自主精
神，故未將大專院校納入強制
性之規定，由其自行規劃辦理
相關環境教育，故大專院校之
師生並無每年強制參加4小時訓
練之限制。

各機關可依其單位特性規劃具特色之環境教育設施或場所

環境教育執行釋疑

6.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
五十之財團法人亦屬列入需強制

（一）實施對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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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四系統進入學習時數至環境
教育終身學習網；運用其他數位
學習網站上課者，則須於課後列
印書面憑證並交由所屬機關承辦
人員以手動輸入方式登錄學習時
數。

辦理環境教育訓練業務者，其
捐助額資料可透過銓敘部網站
（http://www.mocs.gov.tw/）
查詢。
7.機關舉辦之環境教育訓練課程時
亦可開放一般民眾參加，惟登入
學習時數時，機關代碼請處輸入
00001（一般人員）。

2.環境教育單一訓練之辦理並無時
數上限之限制，惟必須以實際上
課時數登錄。
3.機關委辦環境教育之機構及擔任
環境教育專題演講之講師，不需
事先取得環境教育機構及環境教
育人員認證。

■

4.機關辦理環境教育訓練之內涵應
符合環境教育法第3條之規定，
辦理方式則應參照環境教育法第
19條第2項之規定。

環境教育，得以環境保護相關之課程、演講、
討論等方式辦理

（二）實施方式部分
依據環境教育法第19條第2項規
定略以：「……環境教育，得以
環境保護相關之課程、演講、
討論、網路學習、體驗、實驗
（習）、戶外學習、參訪、影片
觀賞、實作及其他活動為之。」
謹就施行方式之細節部分，說明
如下：

結語
自環境教育法施行以來，防檢局
暨所屬分局均能於規定期限內達成法定
之學習時數，並非僅靠單位業務承辦人
之努力，係全體同仁共同配合之成果。
各機關於規劃當年度之環境教育訓練課
程時，除應逐年增加辦理之次數以協助
同仁於公務繁忙之餘自行選擇有興趣之
課程外，並應擴展辦理之種類，除常見
之影片欣賞、專題演講外，可增加戶外
環境教育場域之參訪及其他實際體驗課
程，期以透過多元化訓練之方式，提升
同仁學習意願，達成提高環保意識之目
的。

1.利用「臺北e大」「地方行政研
習e學中心」及「e等公務園」及
「港都e學苑」數位學習者，於
登錄帳號時應設定所屬機關代碼

參考資料
1.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 （https://elearn.epa.
gov.tw）。
2.環境教育相關之最新法規請洽環保署網
站，法規查詢網頁 （http://ivy5.epa.gov.
tw/epalaw/index.aspx）。
■

運用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進行學習，時數
可即時彙入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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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拉病毒簡介
防檢局 新竹分局｜游曜 亘
現今人類不斷地面臨許多人畜共通傳染病原的威脅，近十多年來，發生嚴重急性呼吸道
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新型A型流感及豬流感等，
促使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持續研究並制定政策以對抗
此類致命性病原。自2013年底起，西非爆發了伊波拉病毒疫情，於幾內亞、獅子山及賴
比瑞亞等國家皆造成嚴重疫情，WHO於2015年5月13日統計病例數約25,000餘件，死亡
人數達10,000餘人；近年來，幾內亞及獅子山兩國疫情逐漸趨緩，WHO仍呼籲各國不可
輕忽。

一、病原介紹

雖然伊波拉疫情目前侷限於非洲
國家，不過由於全球貿易往來頻
繁、人口移動快速及便利的運
輸，皆增加病毒快速傳播的機
會。

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為人
畜共通傳染性病原，西元1976年
在剛果共和國首次發現，自此伊
波拉病毒開始在非洲撒哈拉沙漠
以南的數個國家擴散，發生人類
及靈長類之伊波拉出血熱疫情。

二、症狀
人類感染伊波拉病毒，初期症狀
無特異性，包含高燒、倦怠、肌
肉痠痛、頭痛、胃痛、噁心、嘔
吐、腹瀉及皮疹，較重症者伴隨
有肝腎功能異常，後續演變成內
外出血性的症狀，最終因多重器
官衰竭而死亡，病程約6至10日。

伊波拉病毒屬於絲狀病毒科
（Filoviridae ），伊波拉病毒屬
（Genus Ebolavirus ），且細
分為下列五型病毒株：薩伊株
（Zaire Ebola virus）、蘇丹株
（Sudan Ebola virus），象牙海
岸株（Tai Forest Ebola virus）、
邦地布優株（Bundibugyo Ebola
virus）與雷斯頓株 （Reston
Ebola virus），其中衛生單位較
為關注的是前兩種病毒株，個體
致死率可達9成，近年多起感染案
例皆肇因於伊波拉薩伊病毒株。

三、傳播方式
（一）人傳染人：主要的感染途徑是透
過患者體液傳染 （如血液、汗、
嘔吐物、排泄物、尿液、唾液或
精液等），也可因間接接觸沾有
分泌物的物品而感染（如沾有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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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分泌物的床單及衣物），所以
較易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通常是
密切接觸罹病病人的族群，例如
未遵守適當防護措施而接觸病患
的醫療照護人員及家庭成員。在
西非國家，舉行傳統土葬喪葬儀
式，親屬未穿戴防護設備即清洗
罹病亡者遺體，容易導致家族成
員一同感染伊波拉病毒。

於同一個空間但籠位安排相距3
公尺距離的健康獼猴，剖檢受感
染獼猴，推測是藉由吸入帶病原
飛沫後，經肺部感染。另一個研
究利用了6隻已感染伊波拉病毒
的仔豬與4隻獨立個別籠子中的
獼猴置於同一個空間，以鐵網隔
開避免仔豬與獼猴直接接觸，經
檢測所有的獼猴皆感染伊波拉病
毒，因此，不同動物物種間也可
能由吸入病毒飛沫而感染發病。

（二）動物傳染人：果蝠感染伊波拉病
毒後並不會死亡，被認為是本病
毒的天然宿主，人類因食用或接
觸帶有病毒的果蝠或遭果蝠感染
的動物（如黑猩猩、猴子與豪豬
等）屍體、血液及分泌物等，進
而感染伊波拉病毒。在西非或中
非，市場仍保有交易野生獸肉的
文化，亦被認為是導致人類感染
的原因。美國及義大利分別於
1990、1992年自菲律賓進口猴
子，因猴子大量死亡，隨後從猴
子體內分離出伊波拉雷斯頓病毒
株。且實驗動物飼養管理員體內
也檢測出特異性之伊波拉病毒抗
體，顯示能自動物感染人類。
2008年科學家亦曾報告於菲律
賓感染伊波拉雷斯頓病毒株之豬
隻，人類因直接接觸到豬隻的體
液而感染的案例。這些證據促使展
開更多流行病學的調查，也讓大家
開始重視伊波拉病毒可能引起的動
物衛生問題及食品安全疑慮。

四、治療及防治
我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將伊
波拉感染症列為第五類法定傳染
病，只要符合下列任一條件皆必
須於24小時內上網通報：臨床及
流行病學條件（感染者出現急性
發燒、頭痛、肌肉痠痛、不明原
因出血或發病前三週內前往伊波
拉疫區、可能接觸確診病例的體
液、接觸伊波拉流行地區的靈長
類及蝙蝠）或檢驗條件（實驗室
確診之陽性病例）。目前尚未有
抗伊波拉病毒的藥物，僅能採用
支持療法。
為了控制伊波拉的疫情，聯
合國制定了UN Mission for
Ebola Emergency Response
（UNMEER）計畫，處理此類公
衛危機，利用現有資源與跨部門
合作以達有效防治之目的。由於
現今尚未無可用的疫苗，各國衛
生部門皆嚴格執行邊境檢疫及國
內預防措施，以防範伊波拉病毒
入侵。

（三）動物物種間傳染：近年已經有數
個實驗設計研究本病毒於動物之
物種間傳播的途徑。研究發現帶
有伊波拉病毒的獼猴，可感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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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2015檢疫管理會議
（2015 QRM）紀要

防檢局 新竹分局｜黃國修

澳大利亞農業部及泰國農業部於2015年5月18日至22日假泰國芭達雅共同主辦國際貨
運生物安全合作協定（International Cargo Cooperative Biosecurity Arrangement,
ICCBA）工作小組會議及2015檢疫管理者會議，計有來自亞洲及環太平洋區23個國家、
31個機關（構）共65位代表參加，目的為加強國際貨運生物安全相關檢疫處理與措施之
國際合作，除討論訂定溴化甲烷、檢疫處理後儲藏與熱處理等3種方法在程序、操作方
法、指南或廠商應遵行事項手冊上的最新進度外，亦由多個國家與機構代表介紹有關生
物安全風險管理的合作成功執行案例，提供與會人員進行討論與分享。

緣起
澳大利亞經常於輸入貨品使用之木質包裝材或其他木材產品檢出有害生物，澳
方認為國際植物檢疫措施標準第15號（ISPM 15）標準，僅為原則性規範，並未規定
執行技術，致使各國執行標準有所差異，亦無配套行政管理措施可有效監督廠商，
使檢疫處理不完全或失敗。鑑此，澳大利亞農業部於2004年推動澳洲燻蒸認證計畫
（Australian Fumigation Accreditation Scheme，AFAS），藉由該計畫規劃檢疫處

■

2015檢疫管理會議與會各國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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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計畫表（Schedule）以確保
ICCBA各會員之間對實施及管理
該處理技術的一致性與有效性，
程序應包括訓練（Training）、
認 證 （ A c c re d i t a t i o n ） 、 註 冊
（Registration）、能力驗證
（Performance verification）
及報告責任（Reporting
responsibilities）等內容。

理執行程序、提供訓練課程及行政管理
措施，建立降低檢疫風險之管理制度，
藉以協助有效執行貨物燻蒸處理作業，
確 保 檢 疫 處 理 效 果 。 為 拓 展 A FA S ，
澳大利亞陸續舉辦多次與燻蒸技術及
處 理 方 法 等 相 關 研 討 會 ， 並 將 A FA S
年度會議擴大發展成為檢疫管理會議
（Quarantine Regulators Meeting,
QRM），至今已連續舉辦7屆，另增修
訂其他檢疫處理技術之操作方法及指南
等議題，目前每年皆由澳大利亞政府與
有意願之國家共同舉辦。

二、 2015檢疫管理會議
會中分別由澳大利亞代表報告貨
物生物安全風險管理操作成功模
式與如何因應在貨物上發現新興
有害生物九香蟲（Halyomorpha
halys ）的風險、泰國代表報告機
動車輛檢查計畫（Motor Vehicle
Inspection Program）、馬來西亞
代表報告自由貿易區對植物生物安
全的威脅、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生
物安全風險分析中心（CEBRA）
代表講授生物安全之重要性及風險
分析的緣起、紐西蘭代表報告輸入
二手車輛檢查的演進與有效策略與
海運輸入貨櫃暫存設施管理措施、
印尼代表報告檢疫處理電子化證
明書系統及聯合國環境保護組織
（UNEP）2位代表分別報告外來
入侵種的威脅及在蒙特婁公約之下
的溴化甲烷管理措施現況。

會議紀要
一、國際貨運生物安全合作協定
（ICCBA）工作小組會議
本次工作小組會議包括溴化
甲烷燻蒸（Methyl Bromide
Fumigation）技術工作小組
第6次會議、檢疫處理後儲藏
（Quarantine Storage Facility）
技術工作小組第4次會議及熱處理
（Heat treatment）技術工作小組
第6次會議，有關上述3種處理技
術的操作方法、執行指南及廠商應
遵行事項手冊之增修訂皆已接近完
成階段，惟部分國家對溴化甲烷
處理技術的部分操作內容仍有疑
義，另增設程序訂定工作小組並
召開第1次會議，藉由訂定操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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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地參訪泰國機動車輛檢查計畫
本次大會安排至泰國春武里府Laem
Chabang港實地參訪機動車輛檢查計
畫於該港口執行情形，以瞭解生物安
全風險管理的實務運作。澳大利亞在
執行泰國機動車輛輸往該國之邊境檢
疫作業時，常在車輛縫隙間找到雜草
類種子，然因清除雜草類種子耗時費
力，造成經濟巨大損失，為此泰國農
業部在澳大利亞農業部的協助下啟動
機動車輛檢查計畫。泰國自2009年起
開始接受該計畫中有關檢查員、訓練
員、檢查與認證機構及管理機關等訓
練，並採取與澳大利亞農業部在邊境
檢疫相同的檢查程序，經檢查合格之
泰國機動車輛方可輸澳，以有效降低
被檢出雜草類種子的風險，亦有效減
輕澳方在邊境檢查的工作量。
■

檢查人員利用黏膠棒檢查車輛縫隙是否帶有雜草種子

結語
本次2015檢疫管理會議係澳大利亞政
府為推行AFAS所舉行的第7屆例行性國際
會議，並同時舉辦ICCBA第2屆會議、工
作小組會議及指導委員會議。透過參與本
項會議除可即時獲知有關檢疫處理技術與
管理的最新進展外，亦可建立雙邊之檢疫
聯繫管道，建議未來除持續派員與會外，
並可評估加入ICCBA協定之必要性，同時
關切該協定之未來發展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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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流行性下痢介紹
防檢局 臺中分局｜劉宏洲
豬流行性下痢（Porcine Epidemic Diarrhea；PED）是由冠狀病毒（coronavirus）引起
的腸道疾病，主要好發於冬季。據報導，所有年齡的豬隻都會感染，染病的豬隻出現嚴
重程度不一的嘔吐、下痢和食慾不振等症狀。其中，以哺乳小豬的病徵狀況較嚴重，3－
7日齡的小豬一旦出現下痢症狀，死亡率可達100%；8－14日齡的小豬，死亡率也可能
達90%左右。因此，豬流行性下痢的發生流行，往往造成嚴重的農業經濟損失，亟需加
強防範。

流行病史
1971年，本病首次在英國被報
導，主要發生於肉豬，哺乳小豬未出
現症狀。其後，即在歐洲地區蔓延流
行，當時稱之為流行性病毒性下痢
（Epidemic Viral Diarrhea；EVD）。
1976年爆發一波急性疫情，任何
日齡的豬隻都出現急性下痢，包括哺乳
小豬。因此，乃以流行性病毒性下痢第
二型（EVD type 2）稱之，以與不會
造成哺乳小豬下痢症狀的第一型（EVD
type 1）區別。之後，歐洲學者進行病
原分離與接種試驗後，建議重新命名為
豬流行性下痢，一直延用迄今。

傳播途徑
PED主要是以直接或間接的糞口途
徑（Oral－fecal pathway）傳播，不會
經由胎盤垂直感染或公豬精液傳播，也

1982年日本首次發生。其後，中
國大陸、韓國及我國等亦陸續爆發疫
情，迄今仍一直在亞洲地區流行，造成
亞洲哺乳豬下痢與死亡的嚴重損失，危
害更甚於歐洲地區。

無法空氣傳播。PED病毒可藉由新引入
的感染豬隻、運輸車輛、器具、鳥類、
貓、狗、蒼蠅、老鼠及飼養人員鞋底殘
留之糞便等方式進入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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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感染小豬消瘦及脫水狀

■

圖2 病豬腸壁變薄，內有水樣黃色內
容物

■

圖3 病豬小腸絨毛萎縮變短

（圖1、2、3由中興大學獸醫學院林正忠教授提供）

研究顯示，PED病毒在室溫下的糞
便中，可存活14 天，在低溫（約4℃）
下，可存活超過28 天。另外，在飼料
中，病毒可存活長達1週。因此，加強
養豬場生物安全防護措施，阻絕病毒可
能入侵途徑，格外重要。

此外，由於PED與豬傳染性胃腸炎
之臨床症狀近似，因此，在診斷上除了
臨床症狀與組織病理觀察外，仍須進一
步以病毒分離、RT－PCR檢測檢體病原
核酸、電子顯微鏡檢查及核酸定序等，
才能確診。

臨床症狀、組織病變與診斷

結語

哺乳小豬感染PED後，典型的臨床
症狀為嘔吐帶有黃白色粘液，有時可見
豆花狀未消化乳汁之胃內容物，然後伴
隨著嚴重水樣黃色下痢，感染的小豬明
顯的消瘦及脫水（圖1）。

報導指出，病豬的乳汁和糞尿中均
帶有PED病毒，亦容易藉由人員、車輛
或器械媒介傳播。因此，落實進出畜牧
場之人車管制，以及消毒防疫等生物安
全措施，為防範疫情發生的不二法門。
其次，如果發現疑似疫情，畜牧場應立
即通報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由專家對
症處理及輔導場內防治作為，才能有效
控制疫病及減低損失，籲請業界重視與
配合。

PED造成的病變主要位於小腸。
剖檢病豬，可見小腸內充滿黃色泡沫樣
液體，帶有未消化之凝乳塊；乳糜管消
失，小腸壁顯著變薄，幾乎呈透明狀
（圖2）。組織病理學觀察，可見小腸
上皮細胞壞死剝落，造成絨毛萎縮變短
（圖3），頂端融合且細胞腫脹呈空泡
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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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天敵防治入侵紅火蟻
防檢局 高雄分局｜楊文承

入侵紅火蟻原分佈於南美洲，侵入美國之後，亞洲及澳洲大陸也相繼被入侵，
除了嚴重影響當地生態環境與農業發展外，更造成人類的直接危害，常使人在被叮
咬後，產生嚴重的不適，甚至因過敏而死亡。
臺灣於92年10月證實入侵後，蔓延速度極快，常以高聳的蟻丘作為初始判定的
依據（圖1）。目前政府以施用餌劑與蟻丘灌注的方法防治火蟻有成，但其為世界前
一百大入侵物種，因此更應當利用綜合蟲害管理（Int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之理念加以防治，該方法是利用各種適
合的防治方式且以最少的生態破壞性技術來防
治入侵紅火蟻。天敵的釋放便是這些防治方法
中的其一項目，例如小芽胞真菌（Thelohania
solenopsae ）、火蟻寄生性蚤蠅（Phorid
fly, Pseudacteon tricuspis ）及微孢子蟲
（microsporidia,Kneallhanzia solenopsae 及
Vairimorpha invictae ），而目前尚未用來做為
防治方法且本身即存在於火蟻體內的入侵紅火
蟻病毒，或許也有潛力用來作為防治工具。

防治現況
臺灣目前以餌劑的施用以及蟻丘灌注的方
式防治入侵紅火蟻（圖2），雖經核准使用9種
餌劑與2種接觸性藥劑於火蟻防治工作上，但
尚無法將入侵紅火蟻族群完全消滅，此類化學
藥劑防治效果約為 59%－70%，且對入侵紅火
蟻以外的生物以及環境或許有不良影響。在加
入生物性天敵的防治方式後，將能提升至95%
的防治效率，除了可減少化學藥劑對環境的傷
害，還可以延長防治的效果。因此基於IPM之
38

■

圖1 高於土面約10至30公分的蟻丘常作為判
定是否為入侵紅火蟻的方式之一

理念，非化學藥劑防治法更顯得重要，
而應用天敵防治法便是其中的一環。

洲火蟻原生地的小芽苞真菌、火蟻寄生
蚤蠅和微孢子蟲作為生物防治法。小芽
苞真菌主要藉由受產染的工蟻，經由食
物的餵食傳至蟻后，除了使蟻后體重大
為下降外，也會因此使產卵量降低，造
成整個族群數量下降。火蟻寄生性蚤蠅
則具有明顯的寄主專一性，成蟲在火蟻
體內產卵且幼蟲孵化之後，幼蛆便取食
火蟻頭部，最後造成頭部斷裂而死，所
以又有「斷頭蠅」之稱。微孢子蟲為真
菌的一種，對火蟻具有高專一性，且會
使受感染的蟻后體重下降，卵巢也會逐
漸萎縮，導致生育能力下降與死亡，其
防治效果最高可減少8成以上的族群數
量。但上述這幾種天敵之釋放，仍無法
有效抑制火蟻之擴散速度，故以下將略
述於未來可能有潛力用以作為防治火蟻
之入侵紅火蟻病毒，期能增加防治紅火
蟻之效率。

常見使用之生物防治體
在美國，目前主要利用來自南美

入侵紅火蟻病毒Solenopsis invicta
virus （SINV）廣泛存在於火蟻，目前
已知入侵紅火蟻病毒共有三種，分別為
Solenopsis invicta virus－1 （SINV－
1）、Solenopsis invicta virus－2
（SINV－2）以及Solenopsis invicta
■

圖2 防治人員於田間施藥防治入侵紅火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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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s－3 （SINV－3），在臺灣已經偵
測到SINV－1以及SINV－2。SINV－1
相較於其他兩種火蟻病毒更常見於火蟻
體內，並可藉由餵食以及生殖作用將病
毒傳給下一代，因此於臺灣本島田間調
查發現，約有近一半的火蟻族群皆感
染SINV－1。這三種病毒會感染所有階
級的火蟻，美國農部（USDA）研究指
出，SINV－1可破壞幼蟲之腸道細胞，
使得幼蟲大量死亡，另外也可造成蟻后
產卵量下降。而感染病毒之火蟻與未感
染者相比，前者抵禦外敵與攝食的能力
皆弱於未染病毒者。

目前最有可能用來防治入侵紅火蟻的火
蟻病毒種類。
而美國農部已研究證實，可將已經
感染SINV－1之火蟻磨碎且與糖水混合
後，再餵食健康的蟻巢，經過一個禮拜
後，健康蟻巢可被偵測出含有SINV－1
存在，這代表該病毒是可以經人工的方
式進行蟻巢間的傳播；最近還將具有高
致死率的SINV－3，與油脂、糖以及蟋
蟀混合後，製成餌劑供火蟻族群食用，
也可成功的使該病毒於巢間進行傳播，
意味著利用紅火蟻病毒來防治紅火蟻是
具有高度可行性的。

而SINV－3是這三種病毒中，被認
為是最有可能用以做為生物防治的武
器，主要是該病毒可造成大量的幼蟲以
及工蟻死亡，導致巢穴中的工蟻數目不
足，間接造成蟻后缺乏餵食而衰弱，且
該病毒會影響工蟻的行為，例如阻止
工蟻餵食幼蟲，造成幼蟲飢餓死亡。
此外，SINV－3寄主專一性極高，在美
國常出現的火蟻屬中 （如S. aurea、S.
xyloni、S. carolinensis、S. molesta 以
及S. invicta ），僅入侵紅火蟻會受到
SINV－3的感染，因此對於非目標生物
是安全的。綜合上述三點，SINV－3是

結語
綜合蟲害管理的觀念中，便是以
化學與非化學方法共同防治目標生物，
期許將目標之生物族群數量控制在人類
可接受的合理範圍內，但最重要的一點
是，在進行這些方法防治時，會考慮到
環境的負荷程度以及對非目標生物的影
響，現今臺灣若能在各方面的謹慎評估
之後引入適當的生物性天敵，且能與現
行的防治方式相容，在防治入侵紅火蟻
上，將更能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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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重要動物檢疫
規定簡介
防檢局 動物檢疫組｜徐韻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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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防疫檢疫規定協定（SPS協定）規範，各會員於訂定或修正相關規定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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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月至10月各會員通報中有關動物及動物產品檢疫規定。

一、一般通報
（一）俄羅斯通報准許輸入匈牙利家禽肉及相關產品等
俄羅斯於8月5日通報准許輸入匈牙利之家禽肉類及所有未經加熱處理家禽產
品、家禽飼料、飼料添加劑及准許輸入該國貝凱（Békés）州生產之活禽及孵
化蛋。
（二）俄羅斯通報修訂需經獸醫監管貨物之條件
俄羅斯於8月6日通報修訂豬胚輸入及（或）經會員國轉運至歐亞經濟聯盟之
獸醫衛生條件，其篩選、貯存及運送應符合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規範，
並說明檢疫證明書樣張將自2016年3月1日生效。
（三）紐西蘭通報修訂動物毛輸入衛生條件
紐西蘭於8月24日通報修訂動物毛輸入衛生條件，參採OIE之洗滌程序，以利
國際貿易。
（四）中國大陸通報修訂水產、罐頭及蛋等製品之生產衛生規範
中國大陸於9月4日通報修訂水產、罐頭及蛋製品生產衛生規範，針對水產製
品衛生規範修改標準名稱、結構及範圍等，修改罐頭製品標準名稱為「罐頭
（罐藏）食品生產衛生規範」，修訂空罐之相關要求與增加殺菌技術安全性
要求及相關規範。針對蛋製品修改GB 14881標準，新增再製蛋類、乾蛋類、
冰蛋類、液蛋類與其他蛋類相關術語及定義等規範。
（五）新加坡通報馬匹輸入衛生條件
新加坡於9月4日通報馬匹輸入衛生條件，更新馬焦蟲病（Piroplasmosis）及
蘇拉病（Trypanosome evansi ）檢測方法之獸醫衛生條件，適用永久居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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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輸入之馬匹，以使輸入馬匹衛生條件符合OIE規範，修正重點如下：
1. 永久居留馬匹之輸入規定
（1） 除現行間接螢光抗體試驗（IFAT）外，或可選擇以「競爭型酵素結合免
疫吸附試驗（c－ELISA）」進行馬焦蟲病之檢測。
（2） 以「酵素結合免疫吸附試驗（ELISA）」進行蘇拉病檢測，改以「Card
Agglutination Test （CATT）」來取代「血液凝集試驗」，進行蘇拉病
之檢測。
（3） 居留條件：「輸出前，馬匹曾在輸出國居留至少3個月」修正為「輸出
前，馬匹曾在任一國家或本條件所列國家清單居留至少3個月」。
2. 臨時輸入馬匹之規定：
（1） 除現行IFAT 試驗外，亦可選擇以c－ELISA檢測馬焦蟲病。
（2） 以CATT取代血液凝集試驗，作為蘇拉病之檢測方法。
3. 參加國際競賽和比賽馬匹回國之規定：除現行IFAT試驗外，亦可選擇以c－
ELISA進行馬焦蟲病檢測。
（六）印度通報修訂2015年食品安全標準（食品標準及食品添加劑）法規
印度於9月4日通報修訂2011年食品安全標準（食品標準及食品添加劑）法
規，訂定鹹魚/鹹魚乾標準。
（七）美國更新受非洲豬瘟影響地區名單
美國於9月17日通報動植物檢疫署（APHIS）更新受非洲豬瘟（ASF）影
響地區之名單，增列歐盟（EU）及歐盟成員國受ASF疫情影響之指定地區
為ASF感染區，包括愛沙尼亞（Estonia）、拉脫維亞（Latvia）、立陶宛
（Lithuania）、波蘭部分地區及義大利薩丁尼亞（Sardinia）。將歐盟及歐盟
成員國指定地區列為獨立個體（Single entity）。
（八）美國宣布完成有關美國境內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HPAI）疫情控制之環
境評估方法
美國分別於9月18日及10月16日通報APHIS完成有關該國境內HPAI疫情控制之
環境影響評估方法。基於此次環境影響評估結果為對人類環境不會產生重大影
響。
（九）美國通報納米比亞（Namibia）對該國輸出肉製品之資格
美國依據聯邦肉類檢驗法（FMIA）於9月21日通報擬將納米比亞納入與美國
肉類檢驗系統具等效性之國家名單。食品安全檢查署（FSIS）對納米比亞法
律、法規及實施檢驗之審核結果符合規範。由於納米比亞通知FSIS，納國只希
望對美輸出無骨（未絞碎）生鮮牛肉，如：小塊切割肉、大塊切割肉、肉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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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碎肉，故FSIS僅對納國牛肉相關檢驗系統進行評估。通過美國評估，則納國
需在FSIS准許納國輸出美國其他動物產品前，向其提交審查所需之補充資料。
納國對美輸出所有產品都將於美國入境口岸接受FSIS檢疫。
（十）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通報活禽鳥及禽肉產品輸入規定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於9月28日通報活禽鳥及禽肉產品輸入規定，對輸出至該國
之活禽鳥及禽肉產品之輸出國官方認可必要程序及要求，以及該國之輸入條件
及程序。
（十一）奈及利亞通報乳及乳製品條件
奈及利亞於9月30日通報乳及乳製品條件，規定所有於該國銷售之乳及乳製
品之製造、輸入、輸出、廣告要求。包括乳及乳製品定義、成分及標籤要
求。
（十二）日本通報修訂漁業資源保護法
日本於10月9日通報修訂漁業資源保護法，須接受輸入檢疫之疫病及動物物
種規定。
1.漁業資源保護法案針對欲輸入水生動物之業者必須取得農林水產省
（MAFF）許可，還需要提交一份輸出國主管機構簽發之衛生證書，證明主
管機構檢驗結果，相關水生動物未染有一種或多種輸入檢疫疫病。
2. 輸入時之衛生證書係依據輸出國及日本同意之衛生條件應包含輸出國水生動
物衛生管理系統、檢驗方法及動物裝運期間處理方法相關資訊。
3. 為預防造成日本水產業巨大損失之疫病入侵，MAFF成立水生動物疫病控制
專家委員會，根據OIE水生動物衛生法典及重要傳染病相關科學知識進行風
險評估。根據評估結果， MAFF將修改法案執行條件，規定接受輸入檢疫疫
病、動物物種及抵日後之隔離期間。
4. 需接受輸入檢疫之水生動物物種：
（1） 活水生動物（供人消費動物、輸入後在公共水域內或此類水域排放設施
內飼養之物種）。
（2） 供水產養殖業用之水生動物產製品，包括加工產品，但不包括魚粉及魚
油。
（十三）沙烏地阿拉伯通報香腸罐頭之技術法規草案
沙烏地阿拉伯於10月23日通報香腸罐頭之技術法規草案，本法規適用於禽
肉、羊肉、山羊肉、牛肉、水牛肉或駱駝肉之香腸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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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紐西蘭通報修改犬精液之輸入衛生條件
紐西蘭於10月29日通報修改犬精液之輸入衛生條件，同時更新檢疫證明書樣
張。

二、緊急通報
（一）摩洛哥通報禁止自英國輸入禽類及其產品與蛋及蛋製品
摩洛哥於8月4日通報，因英國發生HPAI疫情，該國已採取措施，禁止自英國
輸入所有種類禽鳥、禽肉及禽肉製品、蛋及蛋製品。
（二）俄羅斯通報暫停自哈薩克輸入羊肉及相關產品
俄羅斯於8月4日通報因哈薩克發生綿羊及山羊痘病疫情，暫停自前述地區輸
入羊肉及相關產品。
（三）哥斯大黎加通報強毒性新城病疫情
哥斯大黎加於9月1日通報，其境內發生強毒型新城病疫情，疾病之預防、控
制及消滅已被宣布為社會利益及公共政策問題。
（四）烏克蘭通報禁止自英國及德國部份地區輸入家禽、家禽產品及家禽原料
烏克蘭於9月7日通報，因德國下薩克森州Emsland, Cloppenburg and
Osnabrück及英國Lancashire郡發生HPAI疫情，禁止自前述地區輸入家禽、家
禽產品及家禽原料。輸入該國其他商品應按照烏克蘭產品輸入要求，接受國家
獸醫衛生控制及監督。
（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通報解除自土耳其及加拿大輸入禽類及其產品之暫時禁令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於9月14日及10月27日通報解除自土耳其及加拿大輸入禽類
及其產品之暫時禁令，包括禽肉及日齡雛雞。
（六）菲律賓通報暫停自德國部份地區輸入禽鳥及相關產品
菲律賓於10月9日通報，因德國Emsland, Niedersachsen發生H7N7亞型HPAI
疫情，暫停自前述地區輸入圈養及野生禽鳥與相關產品，包括禽肉、日齡雛
雞、禽蛋及精液。
（七）沙烏地阿拉伯通報暫停自加納部份地區輸入禽肉及禽蛋產品
沙烏地阿拉伯於10月14日通報，因OIE通報加納Accra, Volta, Ashanti and
Upper East regions發生HPAI疫情，暫停自前述地區輸入禽肉及禽蛋產品。
（八）泰國通報暫停自越南輸入活禽鳥及禽鳥屠體
泰國於10月29日通報，因越南發生H5N6及H5N1亞型HPAI，由2015年9月22
日起90天內暫停自越南輸入活禽鳥及禽鳥屠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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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
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七項規定案件裁罰基準」介紹
防檢局 動物檢疫組｜蔡佩君
近年因電子商務發達以及國際貿易便捷快速，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以下稱動
傳法）之違規案件數隨年遞增，除恐增加外國重大惡性動物傳染病傳入我國之風險外，
亦有不法民眾存僥倖心態，未誠實申請檢疫，企圖闖關違法檢疫物入境我國。為對違規
行為人處以應得懲處，並使行政裁罰業務遵循公正、公開原則，防檢局依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訂定「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
七項規定案件裁罰基準」（以下簡稱本裁罰基準）。

修訂本裁罰基準始末
防檢局原於102年10月15日公布實施「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四條第
一項及第七項規定案件裁罰基準」，經統計，103年違反前揭規定而被裁罰案件計有
81案。因動傳法業於103年12月24日華總一字第10300194131號總統令公告修正，
其第四十三條之罰則，由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修正為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為配合前述罰鍰之修正，爰修正本裁罰基準，於104年2月3以
日防檢二字第1041480948號令訂定。其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明訂違反動傳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未申請檢疫案件之裁罰基準，以重量、檢
疫物類別、次別及特定種類動物傳染病分列罰鍰級距（修正本裁罰基準第2
點），分述如下：
1.依重量或活動物設定級距：依「旅客及服務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攜帶或經郵遞動
植物檢疫物檢疫作業辦法」第2條及海關「快遞貨物通關辦法」第六條規定之
重量限制，分列6公斤及70公斤為檢疫物重量級距之裁罰標準，考量擅自輸入
活動物引發疫情之風險最高，爰列於較高之罰鍰級距裁處。
2.修正檢疫物類「非禁止輸入類」及「禁止輸入類」名稱：「非禁止輸入類」依
動物檢疫規定及其疫病風險由低至高，分為「有條件輸入」、「有條件輸入」
（生產設施須經核准），而「禁止輸入類」屬刑事偵辦案件依行政罰法規定辦
理。
3.加重累犯裁罰金額：為更明確適用之裁罰額度，修正裁罰基準「檢疫物類別」
部分名稱及取消行政裁量，增加第四次以上裁罰項目，並依前項裁罰金額逐次
增加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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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列檢出特定動物傳染病加重罰金：禁止輸入類產品及活動物，經採樣檢出動
物傳染病防治條例四十一條之一公告特定種類動物傳染病病原者，加重裁罰，
依該裁罰基準「次別」之罰鍰金額三倍裁處，最高處新臺幣一百萬元罰鍰。
（二）明訂違反動傳法第三十四條第七項未經檢疫前而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案件之裁
罰基準，並修正裁罰基準之裁罰金額度及增列違反第六次以上之裁罰額度，依
前次裁罰金額逐次增加十萬元，最高處新臺幣一百萬元罰鍰（修正本裁罰基準
第3點）。

結語
本裁罰基準經修正後，分析104年11月底止之違規案件已較103年之違規案件
減少，然行政裁處雖能對違規行為人有所警示，但政策宣導仍應並行為之，持續
加強與輸入人或其代理人相關業者進行溝通，宣導須依規定申辦檢疫，以避免受
罰，達到杜絕海外重要動物疫病入侵之目的。旨述裁罰基準全文及相關資訊，可上
防檢局、農委會網站/農業法令專欄/農業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law.coa.gov.
tw/GLRSnewsout/index.aspx）或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gFront/index.jsp）查詢。
一、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未申請檢疫案件裁罰基準（罰鍰單位：新臺幣元）
檢疫物總重量

動物產品重量未達
六公斤者

動物產品重量達六公斤
以上未滿七十公斤

動物產品重量達
七十公斤以上或活動物

有條件輸入
非禁止輸入類 有條件輸入
（生產設施須經核准）

五萬元

六萬元

七萬元

六萬元

七萬元

八萬元

禁止輸入類（註）

七萬元

八萬元

九萬元

有條件輸入
非禁止輸入類 有條件輸入
（生產設施須經核准）

八萬元

九萬元

十萬元

九萬元

十萬元

十一萬元

次
別

檢疫物類別

第
一
次

第
二
次

禁止輸入類（註）

十萬元

十一萬元

十二萬元

十一萬元

十二萬元

十三萬元

非禁止輸入類 有條件輸入
（生產設施須經核准）

十二萬元

十三萬元

十四萬元

禁止輸入類（註）

十三萬元

十四萬元

十五萬元

有條件輸入
第
三
次
第
四
次
以
上

有條件輸入
非禁止輸入類

有條件輸入
（生產設施須經核准）

依前次裁罰金額逐次增 依前次裁罰金額逐次增 依前次裁罰金額逐次增
加五萬，最高以一百萬 加五萬，最高以一百萬 加五萬，最高以一百萬
元為上限
元為上限
元為上限

禁止輸入類（註）

註：禁止輸入類案件如經不起訴、緩起訴處分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依本類別裁罰。禁止輸入類動物產
品及活動物，經檢測出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四十一條之一公告特定種類動物傳染病病原者，以上列裁罰基準「次別」之罰緩金額三倍裁處，
最高以一百萬元為上限。

二、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七項未經檢疫前而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案件之裁罰基準
次別

罰鍰金額 （單位：新臺幣元）

次別

罰鍰金額 （單位：新臺幣元）

第一次

五萬元

第四次

二十萬元

第二次

十萬元

第五次

二十五萬元

第三次

十五萬元

第六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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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次裁罰金額逐次增加十萬，最高以一百萬元為上限

國際重要植物檢疫
規定簡介
防檢局 植物檢疫組｜周俊男、王惠雯、翁壹姿

埃及緊急通知實施Xylella fastidiosa 寄主植物輸入檢疫條件
埃及植物檢疫機關（Central Administration of Plant Quarantine）於104年11月9日
通知WTO將實施Xylella fastidiosa 寄主植物輸入檢疫條件，其與我國相關之內容如下：
一、禁止自Xylella fastidiosa 疫區國家（包括我國）輸入觀賞植物和以下活植物苗：橄欖
（olive）、柑橘（citrus）、葡萄（grapevine）、核果類（stone fruit）。
二、自疫區國家輸入其他蔬果之規定如下：
1. 其他水果種苗：輸出國主管機關需於植物檢疫證明書加註證明該產品係來自輸
出國之非疫區（pest free area）並具備來源追溯文件，且貨物未存在木質部取
食昆蟲。
2. 鮮果實與蔬菜：輸出前須經輸出國實施輸出檢疫，並於植物檢疫證明書加註該
貨品未存在有取食木質部之昆蟲。
該措施已於104年10月10日起實施，埃及將俟完成有害生物風險評估後檢討緊
急措施內容。

輸往多明尼加大蒜（Garlic）種球檢疫條件
有關我國產大蒜種球輸往多明尼加時，所須檢附文件與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應加註
事項如下：
一、 輸入人須先取得多明尼加國農業部農業促進委員會（Promotion Agricultural
Committee）與種子部（Seed Department）之許可證及植物健康部門
（Departameto de Sanidad Vegeta, DSV）核發之證書（Guía de No Objeción
Fitosanitaria）。
二、 種苗生產公司須出具證明文件，證明該批種球於包裝前進行消毒處理。
三、 外包裝不得重覆使用且貨櫃須保持乾淨。
四、 須出具該批大蒜種球非屬基因改造產品之證明文件。
五、 該批種球不得附帶土壤，且須檢附我國植物檢疫機關簽發之輸出植物檢疫證明
書，並加註未罹染Rhizoglyphus echinopus、Rhizoglyphus setosus、Tyrophagus
putrescentiae、Puccinia allii、Urocystis cepulae、Erwinia chrysanthemi、
Pantoea agglomerans、Pseudomonas marginalis pv. marginalis 及Onion yellow
dwarf virus 等有害生物。
六、 該批種球輸入多明尼加時須檢附前述植物健康部門（DSV）核發之證書向該國植物
檢疫機關申報檢疫，並經取樣送植物檢疫診斷實驗室進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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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重要動物疫情
防檢局 動物檢疫組｜陳惠玫

等5國向OIE通報HPAI疫情；加拿
大（H5N2）、德國（H7N7）、
美國（H5N2）、英國（H7N7）
及香港（H5N6）分別於104年10
月8日、11月2日、11月18日、11
月20日及11月24日向OIE通報境
內疫情已遏止。H5N8亞型HPAI於
韓國已為地方流行病，不再逐例
通報。截至104年11月底止，中國
大陸（H5N2、H5N3、H5N6、
H5N8）、我國（H5N2、H5N3、
H5N8）、寮國（H5N6）、韓國
（H5N8）、巴勒斯坦（H5）、越
南（H5N6）、墨西哥（H7N3）
及加拿大（H5N8）等8國境內之
HPAI疫情尚未遏止。前述各國疫
情概況詳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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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9月至11月間，計有布吉
納法索、柬埔寨、象牙海岸、法
國、迦納、奈及利亞及越南等7國
向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通報
H5N1亞型HPAI疫情；不丹及柬埔
寨分別於104年11月23日及11月
30日向OIE通報境內疫情已遏止。
H5N1亞型HPAI於埃及、印尼已為
地方流行病，不再逐例通報。截至
104年11月底止，布吉納法索、象
牙海岸、法國、迦納、奈及利亞、
越南、俄羅斯、中國大陸、北韓、
利比亞、緬甸、尼日、埃及與印尼
等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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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低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
（LPAI）
104年9月至11月間，計有我國
（H5N2）及南非（H5N2、H7）
等2國向OIE通報LPAI疫情；美國
向我國通報密西根州（H5N2）及
賓州（H7N7）LPAI疫情；貝里
斯（H5N2）及德國（H7N7）分
別於104年9月11日及9月24日向
OIE通報境內前述亞型LPAI疫情
已遏止。截至104年11月底止，

二、其他亞型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
感冒（HPAI）
104年9月至11月間，計有我
國（H5N2.H5N8）、寮國
（H5N6）、巴勒斯坦（H5）、
越南（H5N6）及韓國（H5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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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

我國（H5N2）、南非（H5N2、
H7）、墨西哥（H5N2）、寮國
（H5N6）、義大利（H7N1）及
美國（H5N2、H7N7）等6國（地
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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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9月至11月間，計有愛沙尼
亞、肯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
俄羅斯、烏克蘭及辛巴威等8國向OIE
通報疫情；象牙海岸於104年10月30日
向OIE通報境內疫情已遏止。非洲豬瘟
於奈及利亞已為地方流行病，不再逐例
通報。截至104年11月底止，維德角、
愛沙尼亞、肯亞、拉脫維亞、立陶宛、
波蘭、俄羅斯、烏克蘭、辛巴威及奈及
利亞等10國境內之非洲豬瘟疫情尚未遏
止。

口蹄疫（Foot and mouth
disease）
104年9月至11月間，計有以色
列、馬拉威、蒙古、摩洛哥、沙烏地
阿拉伯、土耳其、尚比亞及辛巴威等
8國向OIE通報疫情；波札那、沙烏地
阿拉伯、我國、蒙古分別於104年9月3
日、10月19日、11月16日、11月26日
向OIE通報境內疫情已遏止。口蹄疫於
巴勒斯坦、越南及利比亞已為地方流
行病，不再逐例通報。截至104年11月
底止，安哥拉、波札那（SAT 2）、中
國大陸、以色列、北韓、馬拉威、摩
洛哥、莫三比克、納米比亞、俄羅斯
（A）、土耳其、尚比亞及辛巴威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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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瘟（Classical swine fever）
104年9月至11月間，僅俄羅斯向
OIE通報疫情。豬瘟於匈牙利及哥倫比
亞已為地方流行病，不再逐例通報。
截至104年11月底止，俄羅斯、哥倫比
亞、拉脫維亞及匈牙利等4國境內之豬
瘟疫情尚未遏止。

藍舌病（Bluetongue）
104年9月至11月間，計有阿爾巴
尼亞、奧地利、克羅埃西亞、法國、
希臘、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維尼
亞及土耳其等9國向OIE通報疫情；波
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及加拿大分別於
104年10月20日及9月5日向OIE通報
境內疫情已遏止。藍舌病於葡萄牙、
西班牙及突尼西亞等3國已為地方流行
病，不再逐例通報。截至104年11月底
止，阿爾巴尼亞、奧地利、克羅埃西
亞、法國、希臘、匈牙利、義大利、
蒙特內哥羅、羅馬尼亞、塞爾維亞、
斯洛維尼亞、葡萄牙、土耳其、賽普

新城病（Newcastle disease）
104年9月至11月間，計有波札
那、以色列及羅馬尼亞向OIE通報疫
情；哥斯大黎加於104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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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1月底止，波札那、以色
列、尼加拉瓜、羅馬尼亞及貝里斯等5
國境內之新城病疫情尚未遏止。

49

防檢疫要聞

尼亞及塞內加爾向OIE通報疫情。CBPP
於中非及加彭已為地方流行病，不再
逐例通報。截至104年11月底止，甘比
亞、茅利塔尼亞、塞內加爾、中非及加
彭等5國境內之CBPP疫情尚未遏止。

勒斯、西班牙及突尼西亞等16國境內
之藍舌病疫情尚未遏止。

牛海綿狀腦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104年9月至11月間，僅斯洛維尼亞
向OIE通報疫情；斯洛維尼亞及加拿大
分別於104年9月29日及11月30日向OIE
通報境內疫情已遏止。截至104年11月
底止，僅羅馬尼亞境內之BSE疫情尚未
遏止。

狂犬病（Rabies）
104年9月至11月間，計有法屬蓋
亞那、馬來西亞、立陶宛及斯洛伐克等
4國向OIE通報疫情；馬來西亞及法國
分別於104年10月23日及11月16日向
OIE通報境內疫情已遏止。狂犬病於剛
果共和國、印尼及烏拉圭已為地方流行
病，不再逐例通報。截至104年11月底
止，剛果共和國、法屬蓋亞那、宏都拉
斯、印尼、立陶宛、斯洛伐克及烏拉圭
等7國境內之狂犬病疫情尚未遏止。

牛接觸傳染性胸膜肺炎
（Contagious bovine
pleuropneumonia）
104年9月至11月間，計有茅利塔
表一 國際家禽流行性感冒疫情

各國通報OIE /官方發布之疫情
國家（地區）
期間/日期

檢出類型

動物別及
病例數

疫情控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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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
布吉納
法索
象牙海岸
法國
迦納
奈及利亞
越南

本季

H5N1

家禽

地方性流行病

本季

H5N1

家禽16起

持續

本季
本季
本季
本季
本季

H5N1
H5N1
H5N1
H5N1
H5N1

家禽12起
家禽1起
家禽5起
家禽70起
家禽7起

俄羅斯

本季

H5N1

野鳥

持續
持續
持續
持續
持續
尚未遏止，但無
新疫情通報
尚未遏止，但無
新疫情通報
尚未遏止，但無
新疫情通報
尚未遏止，但無
新疫情通報
尚未遏止，但無
新疫情通報
尚未遏止，但無
新疫情通報
已遏止
已遏止

中國大陸

本季

H5N1

家禽
野鳥

北韓

本季

H5N1

家禽

利比亞

本季

H5N1

家禽

緬甸

本季

H5N1

家禽

尼日

本季

H5N1

家禽

不丹
柬埔寨

104年4月3日至11月23日
104年11月12日至11月18日

H5N1
H5N1

家禽1起
家禽2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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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HO統計人類感染H5N1
亞型禽流感案例
新增人類感染病例數
期間
/死亡病例數
104年9月4日
0/0
至11月13日

本季

H5N8

家禽

本季

H5N2

家禽

本季

H5N3

家禽

本季

H5N6

家禽

本季

H5N8

家禽

本季

H5N2

我國

本季

H5N3

寮國
巴勒斯坦
越南

本季
本季
本季
本季

H5N8
H5N6
H5
H5N6

韓國

中國大陸

本季

H7N3

104年4月3日至104年7月29日

H5N2

家禽12起
野鳥
家禽
家禽1起
家禽1起
家禽1起
家禽12起
野鳥
家禽
家禽

本季

H5N8

野鳥

墨西哥
加拿大

104年7月24日至104年9月3日
H7N7
家禽1起
103年12月10日至
家禽210起野
美國
H5N2
104年11月13日
鳥31起
英國
104年7月6日至104年7月17日
H7N7
家禽1起
104年11月17日至
香港
H5N6
野鳥1起
104年11月17日
低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
我國
本季
H5N2
家禽5起
本季
H5N2
鴕鳥13起
南非
本季
H7
鴕鳥1起
德國

c

地方性流行病
尚未遏止，但無
新疫情通報
尚未遏止，但無
新疫情通報
尚未遏止，但無
新疫情通報
尚未遏止，但無
新疫情通報
持續
尚未遏止，但無
新疫情通報
持續
持續
持續
持續
尚未遏止，但無
新疫情通報
已遏止
尚未遏止，但無
新疫情通報
已遏止
已遏止
已遏止
已遏止

墨西哥

本季

H5N2

家禽

寮國

本季

H5N6

家禽

義大利

本季

H7N1

家禽

本季
本季
103年12月3日至
104年6月9日
（9月11日通報）
104年6月9日至7
月14日
（9月24日通報）

H5N2
H7N7

家禽1起
家禽1起

持續
持續
持續
尚未遏止，但無
新疫情通報
尚未遏止，但無
新疫情通報
尚未遏止，但無
新疫情通報
持續
持續

H5N2

家禽3起

已遏止

H7N7

家禽1起

已遏止

美國

c

貝里斯

德國

a 104年9月1日至104年11月30日期間於表格中簡稱為「本季」。
b 印尼（H5N1）、埃及（H5N1）與韓國（H5N8）分別於95年9月26日、97年7月7日及104年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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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為該國官方發布之疫情訊息。

表二 國際口蹄疫之各國疫情血清型
血清型
O
A
Asia 1
SAT 1
SAT 2
檢測中
未檢測

國家
中國大陸、北韓、利比亞、摩洛哥、巴勒斯坦、蒙古
中國大陸、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
越南
波札那
安哥拉、波札那、莫三比克、納米比亞、辛巴威
以色列、馬拉維、尚比亞
納米比亞、辛巴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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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重要植物疫情
防檢局 植物檢疫組｜周俊男、翁壹姿

奧地利與德國發生馬鈴薯斑紋
病（Candidatus Liberibacter
solanacearum, Zebra chip ）

與紫化褪色，側根增生等病徵。受感染
之部位因即喪失商品價值，馬鈴薯斑紋
病已造成各發生國經濟上顯著損失。

奧地利植物檢疫機關於2015年2月
通報歐洲植物保護組織（EPPO），該
國於提洛邦（Tyrol）之胡蘿蔔與西洋芹
發生馬鈴薯斑紋病（病原：Candidatus
Liberibacter solanacearum ）疫情，該
地區植物保護機關已採取緊急防疫措
施，將罹病株銷燬。另於2015年9月，
德國下薩克森邦（Niedersachsen）亦
於通報首次於胡蘿蔔發生馬鈴薯斑紋病
疫情。

我國目前尚無馬鈴薯斑紋病病原與
其媒介昆蟲存在紀錄。依據「中華民國
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定」乙、35
規定，產自紐西蘭、宏都拉斯、美國等
國之馬鈴薯、胡蘿蔔等寄主植物生植株
之全部、部份（種子除外），應檢附輸
出國植物檢疫機關簽發之植物檢疫證明
書，證明經檢疫未罹染馬鈴薯斑紋病，
否則銷燬或退運。如輸入種用馬鈴薯應
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機關簽發之植物檢
疫證明書，證明經檢疫未罹染馬鈴薯斑
紋病，且該生產區未發生馬鈴薯斑紋
病，否則銷燬或退運。我國目前尚未核
准奧地利與德國產之馬鈴薯與胡蘿蔔地
下部輸入我國，應持續關注馬鈴薯斑紋
病疫情發展情形，並適時調整輸入檢疫
規定，俾有效杜絕其於境外。

馬鈴薯斑紋病是近年國際上新發
生之重大植物病害，本病害於1994年
於墨西哥馬鈴薯上首次報導，而後於紐
西蘭、宏都拉斯、美國、芬蘭、挪威及
瑞典等國發現。馬鈴薯斑紋病菌其主要
寄主為馬鈴薯、番茄等茄科作物與胡
蘿蔔，藉由馬鈴薯木蝨（Bactericera
cockerelli ） 與 胡 蘿 蔔 木 蝨 （Trioza
apicalis ）等媒介昆蟲傳播。馬鈴薯受
感染時，地上部與地下部均表現出病
徵，病株矮化，地上部葉片黃化與焦
枯，地下部薯塊塊莖可見維管束褐化出
現的輪紋狀或放線狀壞疽斑點。胡蘿蔔
受感染出現植株矮化、葉片捲曲、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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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 企劃組｜張郁靈、李婉如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於2015年10月5日達成協議
TPP包括美國、新加坡、紐西蘭、汶萊、智利、澳洲、秘魯、越南、馬來西
亞、墨西哥、加拿大及日本共12個成員國，歷經多次談判回合，於2015年10月5日
達成協議，並於11月5日由美國貿易代表署及紐西蘭外交貿易部公開協定全文。TPP
協定共計30章，內容涉及與貿易相關之各類專業領域，其中與農業關係較大之章節
包括：國民待遇與貨品市場進入、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技術性貿易障
礙、智慧財產權，以及環境等5章。未來TPP成員國須於2年內，或於2年後至少6個
成員國其GDP合計占全體成員國85%以上，完成國內批准程序後始生效，並於生效
後開放第二輪成員國申請加入。

美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FSMA）相關進程
美國衛生部食品藥物管理署（FDA）
於2015年9月17日發布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
相關子法，包括「人類食品預防性控制規則
（Preventive Controls for Human Food）」
及「動物食品預防性控制規則（Preventive
Controls for Animal Food）」，續於
2015年11月13日發布「農產品安全規則
（Produce Safety）」、「外國供應商查
核計畫規則（Foreign Supplier Verification
Programs）」以及「第三方認驗證規則
（Accredited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之最終法案。FDA分三階段實施FSMA，目前
正由第一階段邁入第二階段中，俟所有FSMA
相關法規、指引與政策完成後，即正式邁入第
二階段，進行實施策略之規劃與協助企業持續
符合相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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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於WTO/SPS委員會提出風險溝通文件：向會員國提供實用資源
（WTO文件：G/SPS/GEN1456）
WTO/SPS委員會於2014年10月舉開風險分析研討會，交流風險溝通相關經驗，
其後於2015年7月WTO/SPS委員會首度召開風險溝通專題會議，邀集Codex、OIE及
IPPC等眾多機構專家，介紹現行風險溝通架構及相關工具，許多會員國亦分享實施風
險溝通策略之實務經驗。專題會議提供執行風險溝通相關挑戰與成功之經驗交流，以
及獲取相關資訊之方法，期達成風險溝通之策略。美國認為，於實施溝通策略時所灌
輸之風險評估係基於科學證據，並作為風險管理決策之基礎，可強化保護人類、動物
及植物健康之效能，同時便捷食品及農產品貿易。因此，第一步先於網路提供目錄摘
要，使會員能於風險溝通領域探尋原則及新興概念。除前揭工具及由國際組織所發展
之策略與資源外，亦囊括美國政府機關及大學與研究機構所發展者並歡迎其他會員於
委員會中分享相關經驗與資源。國際組織、美國政府機關及各大學與研究機構提供之
風險溝通相關資訊可於本文件（G/SPS/GEN1456）所載網站查詢。

歐盟之植物保護產品及生物除滅產品含內分泌干擾素管理規範草案公
眾評論結果 （WTO文件：G/SPS/GEN1448）
1990年中葉，與內分泌干擾素（endocrine disruptors）有關之科學報導，及
因其污染而導致與胎兒發展有關之天然荷爾蒙訊號受干擾事出頻仍，引發國際對於
內分泌干擾素之注意。歐盟於2014年發布「植物保護產品及生物除滅產品含內分泌
干擾素（endocrine disruptors）之管理規範」草案，定義具有內分泌干擾素特性的
物質之科學標準及相關規範與影響評估，並提供公眾評論。歐盟於2015年10月2日
將評論期間（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所彙集超過27,000筆評論意見分析結果通知
WTO成員，其中超過九成來自歐
盟成員國之個人意見，顯見公眾
對此政策之高度關注。評論意見
主要集中於食品安全、內分泌干
擾素對人體及環境之可能影響，
多數來自農民或農企業之評論則
強調農業應對此物質之添加建立
高標準規範；非歐盟國家之機構
則反映此舉將對國際貿易具潛在
影響。歐盟認為此次公眾評論將
提供決策者在經濟、環境與健康
等方面之重要考量。

54

國際組織
重要會議及活動
防檢局 企劃組｜張郁靈、李婉如

2012年爭取擔任2013年至2014年APO
「綠色卓越中心」；APO並曾於2013
年在臺北辦理「綠色卓越中心啟動典
禮」及「綠色創新優勢技術提升國際研
討會」。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係受
委託擔任我國於APO之理事辦公室，持
續在國內辦理APO研習及訓練計畫等活
動，協助提升我國企業生產力，並與亞
太各國生產力機構進行交流。

國際組織小百科
亞洲生產力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APO）
亞洲生產力組織（APO）為非營
利及非政治性之政府間國際組織，總部
設於日本東京，會員包括20個國家及
地區，成立宗旨為提供各會員國之農、
工及服務業相關技術與管理服務，倡導
提升全面生產力、促進各會員國經濟繁
榮、改善人民生活水準，使亞太地區社
會經濟永續發展。我國於1961年以中華
民國名義加入APO，為創始會員國之一
並積極參與及爭取籌辦相關活動，曾於

105年1月
SUN

MON

TUE

亞洲生產力組織網站：
http://www.apo－tokyo.org/

WED

THU

FRI

SA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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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2月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1

2

3

4

5

6
Codex 第 22
屆食品進口檢驗
及發證系統委員
會議（澳洲）
（2/6
－ 2/12）
•

7

8
• Codex 第

9

10

11

12

13

22 屆食品進口檢驗及發證系統委員會議（澳洲）（2/6 － 2/12）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 Codex 第

28

105年3月
SUN

37 屆分析與採樣方法委員會議（匈牙利）（2/22 － 2/26）

29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1

2

3

4

5

9

10

11

12

17

18

19

6

7

8

13

14

15

16
• WTO 第

65 次 SPS 委員會議

（瑞士）（3/16 － 3/17）

• IPPC

3月

份診斷流程技
術性工作小組
（TPDP）視訊
會議（3/16）

• Codex 第

48 屆食品添加物委員會議（中國大陸）（3/14 － 3/18）

20

21

22

23

24

27

28

29

30

31

• IPPC

CPM

財務委員會
議（義大利）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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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pec.org/Events － Calendar.aspx
http://www.oie.int/conferences － events/all － oie － world － conferences/
http://www.codexalimentarius.org/meetings － reports/codex － calendar/en/

https://www.ippc.int/en/year/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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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9月－104年11月）
防檢局 秘書室｜陸怡芬、廖美惠

9月1日、2日、4日及9日

務、多肉植物輸入檢疫實務、郵遞輸入
植物檢疫物檢疫作業實務、輸入檢疫物
查獲有害生物之鑑定、輸入熊蜂隔離管
制作業、外銷鮮果蒸熱檢疫作業實務、
核可蘭園外銷生產栽培作業管理要點草
案說明及梨接穗之梨花枯病判別與鑑
定、貨物稅則號列判定原則，防檢局於
9月2日至3日及9月9日至10日舉辦兩梯
次植物檢疫實務運作及案例解析訓練，
邀集植物防疫檢疫相關人員參加，計49
人參加，期藉由課程之研析討論，提升
參訓人員防檢疫效能。

防檢局9月1日召開「研商精進家禽
流行性感冒防疫措施會議」，就近期禽
流感案例發生情形、主動監測方式、自
主監測預警指標、禽場生物安全措施檢
核表、運禽車夏季覆網執行方式及候鳥
採樣監測情形等案進行討論，據以強化
及精進禽流感防疫作為，9月2日由農委
會以農防字第1041473364號公告「動
物運輸車輛及裝載箱籠清洗消毒措施」
實施，供業者依循辦理，以加強防範動
物傳染病藉運輸工具及裝載箱籠傳播。
防檢局另並於9月4日召開「研商因應秋

9月10日至11日

冬禽流感疫情防疫處置會議」，邀集直

為參考日本經驗優化我國屠宰衛
生等系統，防檢局於9月10日至11日辦
理「日本屠宰衛生檢查系統現況及經驗
分享」研討會，邀請日本厚勞省及農水
省3位專家來臺經驗分享，主題包括日
本食品衛生系統、屠宰場檢查體制及構
造設備標準、肉品追溯系統、屠宰場
SSOP及HACCP、重大動物疾病因應對
策等。該研討會計有63人參加，在熱烈
討論交流過程中，與會者對於日本肉品
衛生管理體系，均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對未來屠宰衛生管理策略之規劃極有助
益。

轄市、各縣（市）動物防疫機關及產業
團體，針對秋冬禽流感疫情整備進行盤
點，9月9日由農委會主任委員與縣市政
府首長視訊，以超前部署精神共同盤點
秋冬禽流感疫情防疫整備情形，強化中
央與地方合作機制，齊心協力共同防堵
可能疫情發生。

9月2日至3日及9月9日至10日
為使植物檢疫同仁充分瞭解植物檢
疫法規增修、首次輸入植物評估作業、
桃園機場檢疫犬組執行偵測勤務作業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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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至18日
亞洲蔬菜中心於102年輸往澳洲
番茄種子被澳方檢出Columnea latent
viroid （CLVd）、Tomato apical stunt
viroid （TASVd）、Pepper chat fruit
viroid （PCFVd）及Potato spindle
tuber viroid （PSTVd）， 以及同批番茄
種子經農業試驗所檢測確認罹CLVd、
TASVd及PCFVd類病毒，為避免類病毒
於國內隨種子傳播，防檢局於9月10日
派員至亞蔬研商番茄種子管理事宜，經
討論協調，於9月18日函請亞蔬將罹染
類病毒種子經去病毒技術處理後，送交
種苗改良繁殖場以發芽種苗進行檢測，
確認無罹染類病毒後，始可依據檢測結
果於國內種植及移動；如有輸往國外需
求，則應依輸出檢疫程序向防檢局轄區
分局提出申請，並經取樣檢測合格後，
方可輸出。

會議。本次會議在蒙古烏蘭巴托舉行，
除OIE總部及區域、次區域代表處人員
外，共有來自26個會員國、1個觀察員
國家及7個國際組織共計92人參加。我
國代表團除積極參與會議討論，維護我
國會籍權益，並與OIE及各國出席代表
互動熱絡，建立良好溝通聯繫管道。

9月19日至24日
防檢局馮副局長海東率防檢局及農
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同仁共7人赴
中國大陸成都市參加第6屆兩岸農藥管
理研討會，針對農藥登記資料要件、農
藥田間試驗機構監管、農藥販賣業管理
制度、農藥風險評估等議題進行專題簡
報與討論，並參訪相關農業建設及試驗
機關，對達成兩岸農藥管理制度之協調
及登記資料相互認可有實質助益，並可
協助我國廠商拓展商機。

9月14日
「第二屆ANZTEC食品安全檢驗
暨動植物防疫檢疫（SPS）聯合管理委
員會議」於9月14日在紐西蘭奧克蘭舉
行。我團由防檢局馮副局長率防檢局
及衛福部食藥署人員一行6人參加。諮
商議題包括：確認聯絡點、資訊交流6
項、SPS章節策略焦點、市場進入議題
8項，以及合作議題4項等，成果豐碩。

9月21日
公告西班牙及匈牙利為高病原性家
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符合檢疫條件之
家禽可自該兩國輸入，來自我國指定之
匈牙利禽肉生產設施所生產的禽肉可恢
復輸銷我國。

9月14日至18日
防檢局施泰華副局長率相關同仁首
度以我國常任代表身分出席世界動物衛
生組織（OIE）第29屆亞太區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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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至23日

10月12日

防檢局於9月22日至23日舉辦
「104年度動物檢疫人員系統性教育訓
練」第二梯次，邀請關務署臺北關、中
興大學獸醫學院教授及農科院專家、海
巡署機動查緝隊分隊長及防檢局資深同
仁講授，課程包括旅客入出境管制、關
港貿單一窗口介紹等通關業務、牛隻動
物及豬隻動物檢疫疫病介紹、海巡署相
關執掌業務，及分享檢疫實務及違規裁
罰等課程。參加學員包括防檢局4分局
計29人，期強化同仁瞭解相關業務。

防檢局完成104年度地方政府辦理
全國農地野鼠防除面積、毒餌種類及數
量規劃並完成餌劑招標，調製餌劑所需
的搗碎糙米，並經農糧署函文同意以優
惠價售予餌劑得標廠商，各縣市政府均
依期程上網洽購，於10月12日會同各機
關完成抽驗。

10月15日
為考量檢疫作業實務、配合輸入
動物實際隔離檢疫現況與疫病管理之必
要，及貨櫃燻蒸消毒檢疫處理之各項成
本支出與燻蒸櫃樣態，防檢局於10月
15日辦理「動植物檢疫規費收費實施辦
法」第13條及第10條附表一預告修正
作業，將於預告期滿後辦理相關法制作
業。

9月23日
9月23日辦理「免登記植物保護資
材」公告之預告作業，列舉甲殼素 （甲
殼素鹽酸鹽）、大型褐藻萃取物、苦楝
油 （印楝素）、矽藻土、次氯酸鹽類、
碳酸氫鈉、苦茶粕 （皂素）、無患子
（皂素）及脂肪酸鹽類 （皂鹽類） 等9
種為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將於預告期
滿後辦理相關法制作業。

10月16日
104年度犬貓食品檢疫不合格比例
與103年度相較大幅增加，為避免民眾
或業者不諳檢疫規定貿然輸入犬貓食品
而遭受處分，防檢局於10月16日發布
新聞稿提醒民眾或業者輸入犬貓食品須
依規定申辦檢疫，合格後始得輸入，不

10月2日
召開「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防
治工作小組第26次會議」，針對哨兵家
禽試驗不合格之案例分析、放山土雞飼
養場因應禽流感之防疫措施、評估依據
畜牧場生物安全措施之落實訂定撲殺補
償基準、以及有關因應秋冬可能疫情之
精進作為等討論，以順利推動各項防疫
措施並強化禽流感之防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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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疫要聞

符合規定則判定為檢疫不合格，該不合
格檢疫物應退運或銷燬。如未申報檢疫
者，則將被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100萬元
以下罰鍰。

入學術研究用果蠅檢疫作業要點」，內
容包括申請程序、輸入檢疫、輸入果蠅
之分送操作作業、銷燬作業、使用紀
錄、年度審查等事項，以利相關學術研
究機關依規定辦理輸入果蠅進行研究。

10月16日

11月2日至10日

10月16日防檢局辦理「動物
用藥品使用準則」公告作業，新
增水產動物用藥品使用品目「丁
香酚Eugenol（又名丁香油Clove
oil）」。並刪除含藥物飼料添加物品
目待美嘧唑（Dimetridazole）、歐
來金得（Olaquindox）及洛克沙生
（Roxarsone）等3種動物用藥品。

因應行政院辦理「建置IHR指定港
埠核心能力計畫」第二期計畫德國專家
複評作業，防檢局於10月29日召開工
作小組第7次會議，所屬基隆分局、臺
中分局及高雄分局分別於11月2日、3
日、5日及9日參與複評作業。並於11月
10日共同參與疾管署召開之複評總結會

10月21日

議，並順利完成德國專家複評作業。

自泰國輸入犬貓原於該國犬貓輸出
前須隔離21日並施行家禽流行性感冒檢
測，此檢疫措施經風險評估，無繼續施
行之必要，防檢局爰公告廢止。

11月3日
有關澄清我國非番石榴果實蠅疫
區案，經防檢局於10月26日向CABI提
出證明，並請其修正說明臺灣非番石

10月21日

榴果實蠅疫區。11月3日已獲CABI正
面回應，正式將臺灣列為非番石榴果

為使我國種苗業者對植物或植物
產品輸出入檢疫規定及相關業務更加瞭
解，防檢局於10月21日邀請臺灣種苗改
進協會及相關業者舉辦種子苗輸出入檢
疫規定及程序說明會，說明我國種子苗
輸出入現行檢疫規定及應注意事項，並
進行座談聽取業者建言，解答業者對植
物檢疫業務之疑問。

實蠅疫區。

11月4日至10日
10月28日、11月4、5、10日配合
輸出入動植物檢疫申報發證系統擴充與
業者網路申報改版，辦理104年度「檢
疫申報發證相關系統委外維運資訊服務
計畫」教育訓練，參訓人員計147人，

10月22日

對於確保輸出入動植檢疫申報發證系統

防檢局於10月22日發布修正「輸

運作正常，甚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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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

及紐西蘭之7家核可蘭園，並頒發「自
主管理優良獎」予自主管理表現優良之
6家核可蘭園。

發布訂定「核可蘭園外銷生產栽
培作業管理要點」，明訂輸美澳紐工作
計畫之生產栽培與管理作業，及蘭園之
缺失改善、記點與中止之要件等，並自
105年1月1日起實施。

11月25日
為加強邊境動物檢疫措施及走私查
緝，防杜海外重要疫病入侵，防檢局於
10月16日發布新聞稿，就該局動物檢疫
措施，包括監控國際疫情、強化檢疫風
險管控、配合邊境管制與走私查緝、加
強宣導等作為，逐一介紹；另為嚇阻蓄
意多次違規輸入檢疫物之惡意輸入人，
防檢局於103年12月24日修正動物傳染
病防治條例，將未依規定申請動植物檢
疫物之罰鍰提升到5萬元以上100萬元
以下。分析103年至104年10月間快遞
貨物及一般貨物未依規定申請動植物檢
疫物處以行政罰鍰案件，輸入違規物種
類，其中半數以上為犬貓食品，其次為
豬腳筋、臘肉、香腸、火腿等。旅客部
分，防檢局則於104年中秋節連續假期
首度以簡訊方式，傳送至赴中港澳地區
旅遊之國人，提醒民眾農產品多涉及動
植物檢疫，應主動申報，避免受罰。

11月11日
配合業者輸日鮮果實需要，邀請日
本永井宏志檢疫官於11月11日至12月
14日來臺辦理輸日椪柑、白柚及葡萄檢
疫處理作業。

11月19日
舉辦跨部會小黑蚊防治推廣期末
成果報告暨檢討會議，由8個部會進行
成果報告，同時邀請臺灣昆蟲學會簡報
「104年度跨部會小黑蚊防治推廣宣導
活動計畫」執行成果，包括製備小黑蚊
防治宣導影片、模型、海報及摺頁，並
透過小黑蚊資訊服務中心網站等，提供
資訊供民眾瀏覽。目前依各部會提供資
料，宣導人數達29萬人以上；本項宣導
活動將續辦一年，藉以傳達小黑蚊資訊
並減少其繁衍與騷擾。

11月21日
防檢局於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第
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舉辦104年度優良
外銷核可蘭園表揚活動，頒發「百萬蘭
園獎」予年度輸銷超過百萬株附帶栽培
介質蝴蝶蘭至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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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廣場

104年度

「防檢疫與廉政夏令營」
防檢局 政風室｜李孟釧

工服務時數獎章，會場外並以 糖心、
甜心、融化你心」為主題，設置棉花
糖機，夏令營壓軸活動最後為防檢局
招牌－檢疫犬表演，擴大防檢局防檢
疫與廉政行銷成效，讓機關同仁及與
會大小朋友暑期有一個難忘的回憶，
宣導效果極佳。

為深耕廉政建設之推動，使防貪觀
念向下扎根，防檢局政風室規劃號召
同仁員工子女（12歲至20歲）組成廉
政小尖兵，邀請臺北市中正區龍興里
內國小學童，介紹防檢局專案推動業
務，並帶入廉政遊戲、基本急救術與
難得一見檢疫犬表演業務活動內容，
藉此敦親睦鄰同時帶給鄰里內適齡小
朋友有一個增廣見聞活動機會。另邀
請機關首長一起參與並頒發廉政小志

本次夏令營以國小國中之理解能
力為基礎策劃多元活潑的活動內容。事
前由本室同仁共同製作活動現場遊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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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廉政志工加入、邀約防檢局同仁親
子擔任廉政小志工，以及辦公大樓轄
區龍興里內國小學童參與等方式，向
民眾宣導廉政相關議題，藉由員工親
子共同參與之機會，辦理反貪行銷宣
導活動，一方面培養孩童從小養成廉
潔守法觀念，為廉政教育打下深厚的
基石，另一方面透過親子互動，適時
提醒同仁廉政觀念，並進而將廉政教
育帶入家庭，成為家庭教育一環，在
相輔相成的影響下，形成全民反貪意
識，強化共同加入反貪、反腐行動之
認同感，並建置體制內防貪，形塑機
關清廉形象。

具，除欣賞富有廉能概念之廉政電影，
並透過「廉政大富翁」趣味遊戲和民眾
進行互動，使民眾從實際行動中潛移默
化深入廉政觀念。最後以檢疫犬簡介與
實演作結，讓參與民眾和廉政小志工對
防檢局有更進一步之認識，並與檢疫犬
之互動中，認識檢疫之工作內容。
結合民間力量，透過廉政志工講故
事，深化民眾廉潔觀念，使志工參與廉
政建設。並邀請消防局防災教育講師，
帶領民眾瞭解基礎急救術及增進防災意
識，建立防災及安全維護觀念。
防檢局限於機關特性，較少辦理
與民眾接觸之相關活動，本次透過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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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報導
防檢局總局
一、辦理「植物醫學人才培訓－農藥藥理與應用」訓
練課程

■ 馮副局長海東與參與「植物醫學人才培
訓－農藥藥理與應用」之講師和學員合影

為增進植物保護相關人員之農藥專業，充實本職學
能，俾利推動作物健康管理及減少農藥殘留風險，於
104年10月23日至12月19日辦理「植物醫學人才培
訓－農藥藥理與應用」訓練課程，防檢局馮副局長海
東亦赴現場勉勵參訓學員，共有國內試驗改良單位、
縣市政府及大專院校植物保護相關人員計30人以上參
與，期許學員於結訓後發揮所長，造福農民。

二、辦理「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第12
次工作會商

■ 雙方會商情形（由防檢局馮副局長海東及
質檢總局張副司長朝華擔任主談人）

為落實執行「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雙
方議定事項，防檢局與質檢總局於104年10月27日在
中國大陸廈門進行第12次工作會商。會中我方持續爭
取五種生鮮菇類輸陸檢疫准入、請陸方研議調和水果
輸陸農藥殘留查驗標準等議題，會後參訪廈門大嶝島
碼頭、東渡碼頭、同益碼頭及平潭綜合實驗區，實地
瞭解臺灣農產品輸陸之檢驗檢疫通關業務。

三、辦理104年度加強動植物防疫檢疫藥品及屠宰衛
生管理研討會
為落實執行動植物防疫檢疫藥品及屠宰衛生管理工
作，有效遏阻不法行為，防檢局於104年11月23日至
24日邀請各司法檢調相關單位舉開「加強動植物防疫
檢疫藥品及屠宰衛生管理研討會」，並頒發獎項座予
協助打擊不法案件之協力單位及有功人員。

四、辦理「家禽流行性感冒預防與控制國際研討」暨
圓桌會議
美國、日本及韓國等禽流感防疫專家於104年10月
21－22日來臺參加「家禽流行性感冒預防與控制國際
研討會」暨圓桌會議，針對近期各國禽流感疫情防疫
經驗、禽場生物安全管控及疫苗儲備等議題進行充分
討論與交流。
■ 防檢局張局長淑賢於研討會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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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檢局阮技正甫寬榮膺104年行政院模範公務人
員
防檢局肉品檢查組阮技正甫寬，經行政院核定為104
年模範公務人員，於104年11月11日由行政院毛院長
治國公開頒獎表揚。

防檢局基隆分局
一、辦理「害蟲的診斷鑑定經驗談及臺灣的貓蚤生物
學研究」教育訓練
為協助檢疫同仁瞭解害蟲的診斷鑑定於植物檢疫上之
重要性，基隆分局於104年9月17日邀請前國立臺灣
大學昆蟲系吳文哲教授專題講授「害蟲的診斷鑑定經
驗談及臺灣的貓蚤生物學研究」課程。吳教授以美國
加州為例，介紹加州地區植物醫學體系下農作物有害
生物診斷鑑定之政府網絡及其分工情形。同時介紹我
國現行植物有害生物診斷鑑定系統及診斷鑑定服務
站，可提供農民第一線的蟲害診斷鑑定及後續植物保
護措施的服務。此外並詳細介紹溫、濕度對蚤類發育
存活之影響，如配合季節消長調查之研究成果，可作
為蚤類發生預測、警戒疾病流行及擬定防治時機的參
考依據。

■ 阮技正甫寬榮膺104年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

■ 後與會同仁與吳文哲教授合影留念

二、赴基隆市中和國民小學辦理動植物防疫檢疫宣導
為建立國小學生對動植物防疫檢疫正確的觀念，向下
扎根，教育學生了解防檢疫的重要，基隆分局於104
年10月5日選定基隆市中和國民小學，派員並安排檢
疫犬隊利用課程前晨間活動時間，向該校學生進行動
植物防疫檢疫宣導「V+P=BAPHIQ的故事!」。宣導
活動除對動植物防疫檢疫的重要性、常見重要動植物
疫病、檢疫犬隊的介紹及出國旅遊返臺應注意的檢疫
規定等主題進行講解外，亦安排領犬員帶領檢疫犬
A－BO模擬入境旅客行李偵測作業，邀請學生上臺
參與互動，並以有獎徵答加深學生印象，現場氣氛熱
絡。

三、辦理「104年度第3次轄區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主
任座談會」
為加強轄區屠宰場各項屠宰衛生檢查督導效益，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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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放宣導品及宣導摺頁

分局於104年10月5日舉辦「104年度第3次轄區屠宰
衛生檢查獸醫師主任座談會」，邀集轄內屠宰衛生檢
查獸醫師主任舉辦座談會，透過面對面的溝通，將職
場遭遇的問題即時反映並進行意見交流及經驗分享，
冀期針對問題給予即時解決及適時協助，進而使得屠
宰衛生檢查提升工作效率。由各屠檢獸醫師主任報告
「如何落實人道屠宰？獸醫師主任如何檢視執行成
效？」、「如何落實屠宰前開工檢查？」及「禽流感
好發季節來臨，有何因應措施？」。藉此次座談會強
化屠宰場設施設備查核，落實各屠宰場環境衛生及生
物安全措施各項規定以其提升各屠宰場水平，維護國
人食用肉品衛生安全。

四、配合宜蘭縣漁業管理所「2015南方澳鯖魚節暨蘇
獅攜手幸福擁有公益園遊會」辦理動植物防檢疫
暨廉政宣導

■ 基隆分局邱分局長垂章致詞

宜蘭縣漁業管理所於104年10月17及18日在宜蘭縣南
方澳第三漁港舉辦「2015南方澳鯖魚節暨蘇獅攜手幸
福擁有公益園遊會」，基隆分局特派員於園遊會現場
擺設攤位，分時段透過擲骰子問答、看圖問答及廉政
宣導等活動，搭配海報看板及簡報說明，協助民眾了
解防疫及檢疫的重要性，並提醒民眾出國旅遊返臺應
注意之檢疫規定，現場並提供豐富的宣導品及摺頁供
參與民眾索取。活動首日亦安排檢疫犬隊進行開幕表
演，最後藉由有獎徵答加深印象，現場氣氛熱絡。

五、辦理「內部控制之推動與做法」教育訓練
■ 辦理動植物防檢疫暨廉政宣導

為協助同仁瞭解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基隆分局於
104年10月30日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主計室許庭禎主
任蒞臨本分局專題講授「內部控制之推動與做法」課
程。介紹行政院推動內部控制的過程及相關規定，指
出各機關推動內部控制作業應辦事項，並透過財政部
主動提供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服務及國立故
宮博物院改善票務管理作業等2件實例，介紹跨單位
的業務如何藉由內部控制而降低風險並得到實質效
益。為協助了解內部控制制度，許主任亦詳細介紹制
度的設計步驟，與會同仁均對內部控制制度有了更深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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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合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新北狗狗召集
令」辦理動植物防檢疫暨廉政宣導
基隆分局與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於104年11月
14日在蘆洲蘆堤寵物公園共同舉辦「新北狗狗召集令
秋高氣爽運動趣」活動，透過廉政宣導及看圖問答等
活動，建立正確廉政觀念，並提醒民眾出國旅遊返臺
應注意之檢疫規定。為提高民眾參與意願，兩項活動
均參與的民眾，除可集點外，亦可獲得宣導品。活動
期間安排由領犬員帶領檢疫犬KENT，邀請民眾上臺
參與模擬入境旅客行李偵測作業，並於表演結束後提
供民眾與檢疫犬合影留念的機會。

■ 師生參訪輸入奇異果臨場檢疫作業

七、臺大生農學院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師生參訪
為使教學內容與運作實務相互印證，104年12月2日由
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楊助理教授景程帶領植物
醫學碩士學位學程學生計19人，參訪基隆分局了解海
運輸入植物檢疫實務。參訪過程由分局植物檢疫課進
行簡報，介紹我國植物檢疫規定、入境旅客攜帶動植
物與其產品檢疫規定及分局植物檢疫業務特色，並實
地參訪港區貨櫃場及燻蒸場檢疫處理作業之運作。

■ 解說檢疫燻蒸作業

防檢局新竹分局
一、104年度輸出入動植物檢疫作業定期稽核
防檢局於8月14日至新竹分局執行104年度輸出入
動植物檢疫作業定期稽核，項目包括標準作業程序
（SOP）、檢疫作業、申報發證作業、教育訓練、內部
稽核機制及創新作為等，除文件審核外，更走訪貨運
倉儲實地稽查。

■ 稽核輸出入動植物檢疫作業情形

二、中秋節假期加強宣導措施
104年中秋節假期前，新竹分局派員於桃園國際機場
第1、2航廈大廳，發送宣導品及「主動申報，避免受
罰」宣導摺頁，提醒旅客返國時勿隨意攜帶動植物或
其產品入境，若有攜帶者應主動到檢疫櫃檯申報，本
次計發送宣導品及摺頁5,000份。

■ 檢疫同仁於桃園國際機場航廈宣導

三、司法官學院及地方法院檢察署參訪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在職進修班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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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疫犬組實地演練偵測動植物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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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署檢察官計69人，分別於104年11月20日及6日至
新竹分局參訪，瞭解檢疫實務作業、動植物快遞違規
案例及檢疫偵測犬組訓練情形。

四、協助臺灣搜救犬賽後歸國入境檢疫
臺灣搜救犬首度遠赴丹麥參加國際搜救犬組織
（IRO）世界盃公開賽，獲得良好佳績。新竹分局於
10月1日該團隊光榮返臺時，主動積極協助檢疫相關
作業，使搜救犬團隊順利通關。
■ 臺灣搜救犬團隊辦理入境檢疫情形

五、媒體專訪檢疫偵測犬組
臺灣動物新聞網為製作檢疫偵測犬組專題報導，於
104年11月4日至新竹分局採訪檢疫偵測犬工作情
形，分局派員詳盡解說檢疫犬培訓、醫療照護、工作
執勤及退休安置…等民眾關注議題，媒體更對新竹分
局打造檢疫犬隻友善環境給予高度肯定。

■ 媒體拍攝檢疫犬訓練過程

■ 臺灣大學獸醫學系師生參訪合影

六、臺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及獸醫學系師生
參訪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及獸醫專業學院
獸醫學系於104年11月21日，分別由葉瑩教授及周晉
澄院長帶領師生計86人至新竹分局參訪，分局派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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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犬現場演練，使其瞭解邊境檢疫之重要性，全體師
生均表示受益良多。

七、遴選法官職前研習班參訪

■ 研習班學員參訪新竹分局入境檢疫櫃檯

法官學院主任秘書劉坤典率領遴選法官職前研習班學
員計23人，於104年11月18日至新竹分局參訪，分
局派員解說入境旅客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檢疫作業流
程，以及檢疫犬偵測農產品實地演練情形，學員們參
與熱烈並踴躍提問，圓滿結束參訪行程。

八、觀摩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機關
本分局為參加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於104年9月
9日及17日，分別參訪第七屆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機
關－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中分局及交通部公路總
局新竹區監理所，該機關就參獎緣起及歷程詳盡傳承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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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臺中分局
一、辦理「動植物防疫檢疫及肉品衛生向下紮根教育
宣導」活動
臺中分局分別於104年9月11日、18日及22日、10月
8日、13日、15日及20日、11月4日及10日派員前往
臺中市西屯區國安國小、石岡區石岡國小、東區大智
國小、沙鹿區北勢國小、南投縣水里鄉水里國小、臺
中市西屯區西屯國小、南投市西嶺國小、國立中興大
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及臺中市清水區甲南國
小等9所學校，辦理向下紮根教育宣導，內容主要以
動畫影片介紹境外動植物疫病蟲害造成的危害、動植
物輸出入檢疫的重要性、肉品屠宰衛生檢查與合格標
章，以及防範狂犬病「二不一要」措施等。
此外，安排檢疫犬組示範偵測行李箱中的動植物產
品，加深師生印象。另播放「小黑蚊跨部會共同防治
宣導」影片，籲請師生重視並注意個人及環境防護措
施。以上9場次宣導活動，計師生1,816人參加。

■ 參訪水土保持局臺中分局

■ 臺中分局向下紮根教育宣導－南投縣水里國小

二、辦理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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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1月11日至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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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椪柑計
13,939箱，70,477公斤；白柚732箱，1,974公斤；葡
萄25箱，200公斤。總計輸出量為14,696箱，72,651
公斤。

■ 輸日椪柑低溫冷藏處理－插入溫度探針
( 左，臺中分局檢疫人員；右，日本檢疫
人員）

三、辦理轄區業務座談會及說明會
臺中分局於104年9月22日、24日及11月26日分別舉
開「104年度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主任座談會」、
「104年臺中機場檢疫站動植物檢疫流程與實務說明
座談會」及「105年起實施屠宰衛生檢查收費標準及
相關辦法說明會」，邀請轄區駐場獸醫師主任、臺中
機場各駐站單位及屠宰場業者與會。
■ 葛分局長文俊 ( 左 3) 主持 104 年度屠
宰衛生檢查獸醫師主任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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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座談會除以簡報方式介紹相關法規及實務執行程
序外，再以座談方式，就現場與會者提出之問題及改
善建議，進一步交換意見或說明。以上3場次座談會
計98人參加。

四、臺中分局參與104年度「新社花海暨臺中國際花
毯節」活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及臺中市政府104
年11月7日至12月6日舉辦「2015新社花海暨臺中國
際花毯節」活動，臺中分局葛分局長文俊親自出席11
月7日開幕儀式，並帶領同仁展開為期2日之動植物防
檢疫宣導。
■ 新社花海宣導－農委會陳主任委員保基(右5)
視察臺中分局宣導攤位

■ 新社花海宣導－民眾參與檢疫犬偵測示範

本次活動以「動植物疫病蟲害入侵對農業及生態環境
之威脅」、「返國旅客應主動向防檢局檢疫櫃檯申報
動植物檢疫」、「防檢局屠宰衛生檢查合格標誌之認
識」及「防範狂犬病二不一要：不接觸野生動物、不
棄養寵物、要定期施打狂犬病疫苗措施」等，提醒與
會民眾注意與配合。
活動現場並設置宣導攤位，陳列看板、海報及宣導摺
頁，同時，設計有獎問答與拼圖遊戲，提高民眾參與
意願與宣導成效。此外，安排檢疫犬組示範如何於行
李間找出旅客攜帶之動植物產品，提昇民眾對動植物
檢疫之重視與瞭解。

五、辦理專業與行政業務專題演講

■ 東吳大學馬教授嘉應（立者）講授「漫談
內部控制觀念」

臺中分局於104年9月3日、11日、15日、10月1日、
29日、30日及11月11日舉辦7場次專題演講，分別
邀請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研究員廖震元講授「我
國畜禽人道屠宰現況與國際趨勢」、東吳大學會計學
系教授馬嘉應講授「漫談內部控制觀念」、前國立臺
灣大學昆蟲學系吳文哲教授講授「害蟲的診斷鑑定經
驗談及臺灣貓蚤生物學研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
畜衛生試驗所助理研究員張仁杰講授「重要動物疾病
檢驗及採樣注意事項」、鈞立科技有限公司經理趙敏
裕講授「我的GCB時代」（2場次）及臺中分局台中
港檢疫站林昭成與吳昭蓉技士講授「當年度檢疫證明
書審查比對」等專題，均順利辦理完竣，計206人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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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高雄分局
一、 農委會王前副主任委員政騰訪視高屏地區非開放
式示範鵝場
王前副主任委員政騰於104年8月7日拜訪高屏地區非
開放式示範鵝場、家禽批發市場及產銷履歷雞場，由
總局張局長淑賢、高雄分局傅分局長學理及中央畜產
會朱執行長慶誠陪同，王前副主委對於業者配合政府
政策，率先將禽舍構建成具防鳥和防鼠功能的非開放
型飼養禽舍，表達肯定之意，也感謝家禽屠宰場配合
進宰禽隻疫情回溯，阻絕禽流感疫情擴散。另對於業
者因近年來層出不窮的農產品安全事件，自發性建立
品牌產銷履歷一條龍作法亦多有讚賞。

■ 王前副主任委員政騰聽取特色土雞業者心聲

二、 辦理「公文寫作技巧」專題演講
為增進分局同仁公文寫作之能力，提高行政效能，於
104年8月13日特邀請總局李研究員錦文，假本分局
進行「公文寫作技巧」專題演講。李研究員國學知識
深厚且精研公文寫作技巧，具有豐富核稿經驗，課堂
上為同仁詳盡解析公文之類別、使用時機及撰寫之原
則要領等，並以蒐集各式公文書案例，逐案解說公文
寫作錯誤樣態，李研究員強調公文寫作之六大原則，
包括「程序、格式、簡潔、淺顯、明白及確定」，再
配合時下流行用語，向同仁解釋同音異字意義不同，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旨在提醒同仁公文書之製作代表
機關門面，應審慎為之。本次講習風趣使同仁印象深
刻，對於製作出好品質的公文助益良多。

■ 李研究員錦文講解「公文寫作技巧」

三、 協辦「104年度屠宰場業者肉品衛生教育宣導
會」
為增進國內家畜禽屠宰業者瞭解屠宰場設施設備環
境及屠宰作業衛生等相關規定，於104年9月4日舉辦
「104年度屠宰場業者肉品衛生教育宣導會」，特邀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陳教授德勛講授「屠宰設施設
備環境之汙染衛生管理」及農科院孫副研究員豫芬講
授「屠宰場肉品微生物污染監控管理」課程，另邀防
檢局肉品檢查組張科長瑛愷與會指導。陳教授生動分
享歐美等各國屠宰場設施設備現況及查場心得，孫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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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教授德勛生動解說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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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仔細剖析屠宰場微生物管控要訣。本次課程參
與踴躍，計有70人次，獲熱烈迴響及討論，期使與會
各屠宰業者能自我加強各場之肉品衛生安全品質，以
保障國人食肉安全。

四、 辦理高雄國際機場處理入境旅客走私活禽鳥演練

■ 「高雄國際航空 CIQS單位與相關駐站單位
參與觀摩情形」

為配合行政院「建置IHR指定港埠核心能力」，高雄
分局機場檢疫站特於104年9月29日假高雄國際航空
站簡報室舉辦處理入境旅客走私活禽鳥演練。演練由
本分局傅分局長學理主持，計有高雄國際航空站、
關務署高雄關、衛福部疾管署、航空警察局、入出國
及移民署、中華航空及臺勤公司等相關駐站單位共
同參與。此次演練採桌上模擬模式，其內容包含：查
獲旅客走私禽鳥入境、通報相關CIQS（Customs、
Immigration、Quarantine、Security）單位、檢疫人
員穿戴防護裝備、禽鳥檢體採檢及銷燬、走私人員偵
訊移送及相關接觸者健康評估等防治作為。希望藉由
演練熟悉操作流程，凝集高雄國際機場CIQS相關單
位之力量，共同阻絕疫病於境外，維護國內人畜健康
及安全。

五、 吳副總統敦義主持2015台灣觀賞魚博覽會揭幕儀
式
2015台灣觀賞魚博覽會於104年10月16日假高雄世
貿展覽館隆重登場，由吳副總統敦義親自南下主持揭
幕。農委會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籌備處配合政府「精緻
農業健康卓越方案」政策，特邀集園區水族業者組團
參加，除藉此打響觀賞魚產業，未來希望透過專案引
進來自全球各地的觀賞水族生物，並在農科園區的嚴
謹管控下進行蓄養，以大幅提升臺灣業者營運品項，
滿足國際市場需求。每年全球觀賞魚市場約有新台幣
2000億元貿易額，世界各國多爭相發展這項產業，觀
賞魚產業具有「三高一低」特性，即高附加價值、高
技術性、高產業關連性及低耗用水土資源使用，臺灣
擁有良好的氣候、水文及源源不絕的研發能力，深具
發展觀賞魚產業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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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您的方便，更為了我國動植物防疫及農業生產環境安
全，衷心期盼您的配合。
防檢局祝福您，新春萬事如意，健康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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