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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為便利申請人提供首次輸入植物檢疫物之風險評估資料，本
局修正「首次輸入植物種子(苗)申請問卷」部分內容如附件，
請惠轉知相關業者，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4條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
定辦理。
二、旨揭問卷部分內容及參考資料網站連結修正如下：
(一)新增切花、種植用種子與非種植用種子等部位選項。
(二)更新E1項參考資料網站連結。
(三)酌修F1項說明內容，以避免申請人誤填為輸入我國後種植
之收穫處理方式。
(四)酌修G項說明內容，提醒申請人應參考G項所列參考網頁，
搜尋並填列擬申請輸入植物之有害生物(需有完整學名)清
單與防治方法及使用之藥劑。調整參考資料網頁清單，以
易於使用與免費網站為優先，並更新網頁連結。
三、另我國核准輸入植物清單，已置於本局網站（www.baphiq.g
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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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列於清單內之植物產品可依現行檢疫
條件辦理輸入。如欲詢問已核准輸入植物之檢疫條件，可逕
洽輸入機場、港埠之本局轄區分局植物檢疫課或檢疫站。
正本：臺灣種苗改進協會、社團法人中華盆花發展協會、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台
灣區花卉輸出業同業公會、臺灣區蔬果輸出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輸出入相關
同業公會聯誼會、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副本：本局基隆分局、本局新竹分局、本局臺中分局、本局高雄分局 2017-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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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首次輸入植物種子（苗）申請問卷
Questionnaire for the First Importation of the Plant Seed/Seedling
*填表說明：
1.依據植物防疫檢疫法第十四條第三項及植物防疫檢疫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規定，具繁殖力之檢疫物未有自該輸出國
家、地區輸入之紀錄者，應先檢附風險評估所需相關資料，經植物檢疫機關核准後，始得輸入。風險評估期間，植
物檢疫機關得要求輸入人或其代理人洽輸出國植物檢疫機關提供補充資料。
According to the “Plant Quarantine and Protection Act” and “Enforcement Rules of Plant Protection and Quarantine Act”,
the regulated articles with capability of propagation which never been imported into Taiwan, the relevant data of pest risk
assessment shall be submitted and approved by the plant quarantine authority for permission of importation. During the
review, the plant quarantine authority may request for the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from 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of exporting country.
2.請隨本問卷檢附該植物相關科學文獻及其他參考資料，如學術期刊、教科書、其他書籍、大學或研究單位的專家意
見、輸出國政府官方或研究機構的資料等，俾憑加速辦理評估作業。各欄應以中文或英文作答並力求詳實與完整，
空間不足的部分可另以 A4 紙繕打。
Please attach to this questionnaire the relevant scientific document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plant in concern, such as
academic journals, text books, other material, expert opinions from universities or research institutes, information of the
official government or research institute of exporting country. This would assist in the more efficient processing of the
evaluation. Please fill in the respective fields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and please be as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as
possible. Shall there be insufficient space, please make use of an A4 page.
3.本問卷填寫完成後請以電子郵件、傳真或郵寄送至本局植物檢疫組。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is questionnaire, please fax, mail or E-mail to the Plant Quarantine Division, BAPHIQ.
電子郵件(E-mail address)：dpq@mail.baphiq.gov.tw；傳真號碼(Fax No.)：02-23047455
郵寄地址(Postal address)：臺北市和平西路 2 段 100 號 9 樓(9F., No.100, Sec. 2, Heping W.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R.O.C.))

A. 申請人基本資料（Applicant’s Details）
A1.申請人（Applicant）
：
A2.公司/機構名稱（Company/Organization）：
A3.通訊地址（Postal address）
：
A4.電話（Telephone No.）
：
A5.傳真（Fax No.）
：
A6.電子信箱（E-mail address）
：
B. 擬輸入植物基本資料（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plant intended to be imported）
B1.科名（Family name）
（應含中英文名）：
B2.學名（含屬名與種名）
（Scientific name, including Genus and Species name）：
B3.普通名（Common Name(s)）：
B4.輸入型式（如多種型式請同時勾選）
（Plant form(s) to be imported, tick more than one, if applicable）：
□果實（Fruit）;□植株（Whole plant）;□去根植株（Unrooted plant）
；
□組織培養苗（Tissue culture seedling）；□種球（Bulb）；
□切花（Cut flower）；□切枝或插穗（Cutting or Scion）；
□種植用種子（Seed for propagation）；□非種植用種子(Seed not for propagation)；
□其他（請說明）（Other, please spec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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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輸入用途 (For what purpose(s) to import the plant?)：
B6.輸出該批植物之國家或地區（What country or area the plant comes from?）：
B7.生產該批植物之國家或地區（What country or area the plant produced from?）：
C. 擬輸入植物之生育特性及生長氣候條件（Growing characters and the weather condition
of the plant intended to be imported）
a. □一年生（Annual）
；□二年生（Biennial）
；□多年生（Perennial）

C1.該植物為
（The plant is）

b. □直立型（Erect）
；□匍匐型（Prostrate）
；□爬藤型（Climbing）
c. □灌木（Shrub）；□喬木（Arbor）；□草本（Herb）
□蕨類（Fern）；□苔蘚（Sedge）
d. □附生植物（Epiphyte）；□寄生植物（Parasitic）；
□有毒植物（Poisonous）
；□皆非前者（None of above mentioned）

C2.該植物原生環境為?（What is the native habitat of the plant?）
□高山（Alpine）；□雨林（Rainforest）；□草原（Grassland）；□海岸（Coastal）
□潮濕溫帶林（Wet temperate forest）；□乾燥溫帶林（Dry temperate forest）；
□沼澤（Swamp, marshland）
；□河流、湖泊或池塘（River, lake or pond）；
□其他（請說明）（Other,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3.該植物適應之氣候為？（What climate is the plant adapted to?）
□熱帶（Tropical）；□亞熱帶（Sub-tropical）
；□地中海型（Mediterranean）；
□溫帶（Temperate）；□乾旱（Arid）；□其他（請說明）（Other, please specify）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4.該植物可否用除草劑有效防治？（Can the plant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herbicide?）
□ 是（Yes），請列出藥劑清單（If you ticked “Yes”, please list name(s) of the
herbicide(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No）
□未查到資料
C5.該植物是否具脆斷性且不易拔除？（Is the plant brittle and not easily drawn from
ground ?）
□是（Yes）□否（No）
C6.該植物是否已存在於臺灣？（Is the plant present in Taiwan?）
□是（Yes）︰
a. 請說明該植物在臺灣之分布地點：（What is the plant’s distribution in Taiwan?）
b. 該植物是否可在臺灣購得？（Is the plant commercially available in Taiwan?）
□是（Yes）；可購得方式（Purchase way）：
□種苗商（Seed/seedling supplier）
，請說明（please spec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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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面或網路零售（Retail or online store），請說明（please specify）：____
□其他（請說明）（Other, 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No）
。
□否，不存在臺灣（No）
C7.該植物是否列於下列國內文獻或資料庫內？（Is the plant listed in the following domastic
reference or database?）
a.臺灣物種名錄(TaiBNET; 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是（Yes）□否（No）
b.臺灣植物誌 (http://tai2.ntu.edu.tw/ebook.php?ebook=Fl. Taiwan 2nd)
□是（Yes）□否（No）
c.國家作物種原中心 (http://www.npgrc.tari.gov.tw/)
□是（Yes）□否（No）
d.其他(請註明資料來源及查詢結果)
(Others; Please specify the origin of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results.)
D. 擬輸入植物之繁殖特性（Propagation mode of the plant intended to be imported）
D1.在自然狀態下，該植物繁殖可由（The plant multiplies in nature by :）
□有性繁殖（如產生種子等）（Sexual reproduction；Such as produce viable seed）︰
a. 請說明該植物在自然環境下每年可產生之種子量：
（Please specify the plant’s seed
yield per year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
b. 請說明該植物種子之發芽條件（如發芽所需之溼度、光照、溫度、發芽率及其他
條件等）：
（Please specify the germination conditions of the seed such as humidity,
light, temperature, germination percentage and other conditio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c. 請說明該植物由種子發芽至再產生具發育能力種子之最短時間：
（Please specify
the minimum time from seed germination of the plant to its production of viable seed.
□營養繁殖（如葉片、走莖、塊根等）
（Vegetative propagation；）：
a. 請說明該植物在自然環境之營養繁殖構造為何?及每年可產生株數? （Please
specify the form of the vegetative propagates and yield per year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請說明該植物由營養構造再產生成為一株新植物之時間：
（Please specify the
minimum time from a vegetative propagated material to a whole pl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2.該批植物之取得方式（The plant is obtained by :）：
a. □野生採集，請描述採集地點（Collected in the field ; please describe where it is.）：
＿＿＿＿＿＿＿＿＿＿＿＿＿＿＿＿＿＿＿＿＿＿＿＿＿＿＿＿_____＿＿
b. □人工（商業）生產（Artificial or business produc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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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該植物繁殖構造傳播方式為何？（The mode of transmission of the seeds or propagules）
□ 風（Wind）；□水（Water）
；□昆蟲（Insects）；
□ 被鳥類取食（By being eaten by birds）
；□被動物取食（Consumption by animals）；
□ 附著於鳥類身體（Adhere to the body of birds） ； □附著於動物身體（Adhere to the body of animals）；
□其他（請說明）（Other, please specify）
：
D4.該植物產生種子之授粉方式?（The mode of pollination of the plants to produce viable
seed）
a. □異花授粉（Cross-pollination）；□自花授粉（Self-fertilization）；
b. 其授粉媒介為（What is the pollinating agent?）
□風（Wind）
□昆蟲（Insects），請說明種類（Please specify）：
□鳥類（Birds），請說明種類（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動物（Animals），請說明種類（Please specif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Other），請說明方式（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5.該植物是否可在自然狀態下與其他種植物雜交？（Does the plant hybridize with other
species without assistance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
□是（Yes）□否（No）
E. 相關雜草文獻及資料庫 Weed reference and database
E1.該植物是否列入相關雜草資料庫及文獻?
（Is the plant listed in the following reference or database as a weed?）
a. 臺灣外來入侵種資料庫 (http://tiasd.tfri.gov.tw/renew/species)
□是（Yes）□否（No）
b. 全球入侵種(Global invasive species database; http://www.iucngisd.org/gisd/)
□是（Yes）□否（No）
c. 澳洲雜草清單
(http://www.environment.gov.au/cgi-bin/biodiversity/invasive/weeds/weedsearch.pl)
□是（Yes）□否（No）
d. GCW (Global Compendium of Weeds; http://www.hear.org/gcw/index.html)
□是（Yes）□否（No）
e. USDA (http://plants.usda.gov/java/invasiveOne)
□是（Yes）□否（No）
f. 美國入侵種與生態系健康中心(http://www.invasive.org/species.cfm)
□是（Yes）□否（No）
g. Weed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WSSA)
( http://wssa.net/wssa/weed/composite-list-of-weeds/)
□是（Yes）□否（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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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該植物之同屬植物是否有為雜草？（如有，請列種類）
（If the plants of the some genus are
identified as weed, please list the scientific name of those plan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收穫後處理及輸出前準備作業（Post-harvest treatment and preparation for
pre-exportation）
F1. 請說明該批植物於生產地收穫後之處理方式為何？（Please specify the post-harvest
process of the plant.）
F2. 請說明該批植物之包裝方式為何？（Please specify the manner of packing for the plant.）
F3. 請說明該批植物輸往臺灣將採行之運輸方式（Please specify the transportation manner
of the plant when importing to Taiwan.）
F4. 其他（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有害生物（需有完整學名）清單與防治方法及使用之藥劑種類（The pest list, and their
control measures and used chemicals）
請逐一參考下列網頁，搜尋並填列該植物之有害生物（需有完整學名）清單與防治方法
及使用之藥劑種類於下表（Please search every listed website and describe the pests and their
control measures of the plant in the table.）：
G1. ScaleNet
(http://scalenet.info/associates/)
G2. Spider Mites Web
(http://www1.montpellier.inra.fr/CBGP/spmweb/advanced.php)
G3. USDA-Fungal Databases
(http://nt.ars-grin.gov/fungaldatabases/fungushost/fungushost.cfm)
G4. Plant Disease Journal（含三期刊，需分開查詢︰Phytopathology、Plant Disease、MPMI）
(http://apsjournals.apsnet.org/)
G5. Invasive Species Compendium (ISC)
(http://www.cabi.org/isc/)
G6. CABI
(http://www.cabi.org/cpc/)
G7. EPPO Plant Quarantine Data Retrieval system
(http://www.eppo.int/DATABASES/pqr/pqr.htm)
G8. Google (以植物學名、pest、disease、virus 等關鍵字查詢)
(https://www.googl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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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蟲害名稱
（Scientific
name of the
pest）

為害部位
(Damage
site(part(s)))

藥劑防治方
法及藥劑
（chemical
control and
the used
chemicals）

物理防治方法 生物防治方法
（Physical
（Biological
control）
control）

其他
（Other）

H. 參考資訊來源與出處（Reference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H1.請填列參考的資訊來源與出處(Please specify the reference(s) ) ：

H2.以上資料是否經查詢後確實填列並填寫參考資訊來源與出處或檢附參考資料? （All the
information was based on inquiry and submitted upon the best of

applicant’s

knowledge. All the

reference(s) was cited and attached.）

□是（Yes）□否（No）

申請人簽章：

填寫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Signature/Stamp of the applicant: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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