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定甲、禁止輸入之
植物或植物產品第一點第四十六項、乙、有條件輸入植
物或植物產品之檢疫條件第二點第五項修正規定
甲、禁止輸入之植物或植物產品
依據：植物防疫檢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一、禁止輸入之植物或植物產品之名稱及其部位、國家或地區、禁止原因如下表：
植物名稱及其部位
國家或地區
禁止原因（病 蟲害名
稱）
光肩星天牛
46. 下列植株之全部或部分（花、果 亞洲
（Asian longhorned
實、種子、直徑 3 公分（含）以 (1) 中國大陸
beetle, Anoplophora
下之枝條及樹幹最大直徑 3 公分 (2) 北韓
glabripennis
（含）以下之種苗除外）：
(3) 南韓
(Motschulsky)）
(1) 槭屬
歐洲
（Acer spp.）
(4) 奧地利（布勞瑙(Braunau)）
(2) 七葉樹屬
北美洲
（Aesculus spp.）
(5) 美 國 （ 麻 薩 諸 塞 州
(3) 赤楊屬
Worcester 郡、紐約州紐約
（Alnus spp.）
市及 Nassau 郡、紐澤西州
(4) 毛樺屬
Middlesex 郡及 Union 郡、
（Betula spp.）
(5) 柑橘屬
（Citrus spp.）
(6) 沙棗
（Elaeagnus angustifolia）
(7) 白蠟樹屬
（Fraxinus spp.）
(8) 木槿屬
（Hibiscus spp.）

俄亥俄州 Bethel 地區及
Clermont 郡、南卡羅萊納
州 Charleston 郡 及
Dorchester 郡）
(6)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市
及 Vaughan 市）

(9) 美國鵞掌楸
（Liriodendron tulipifera）
(10) 蘋果屬
（Malus spp.）
(11) 苦楝樹屬
（Melia spp.）
(12) 桑屬
（Morus spp.）
(13) 泡桐
（Paulownia fortun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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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懸鈴木屬
（Platanus spp.）
(15) 楊屬
（Populus spp.）
(16) 李屬
（Prunus spp.）
(17) 梨屬
（Pyrus spp.）
(18) 洋槐屬
（Robinia spp.）
(19) 薔薇屬
（Rosa spp.）
(20) 柳屬
（Salix spp.）
(21) 槐樹屬
（Sophora spp.）
(22) 榆屬
（Ulmus spp.）

乙、有條件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之檢疫條件
依據：植物防疫檢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二、
「禁止輸入之植物或植物產品」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認證同意輸入之國
家、地區及其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之檢疫條件如下表：
植物名稱及其部位
病蟲害名稱
檢疫條件
國家或地區
5. 產自下列植物之原木類 亞洲
光肩星天牛
依輸入木材檢疫條件辦理輸
、薪材、樹根、樹皮、未 (1) 中國大陸
（Asian long- 入。
horned beetle,
加工之木料與裁製品類： (2) 北韓
Anoplophora
(1) 槭屬
(3) 南韓
glabripennis）
（Acer spp.）
歐洲
(2) 七葉樹屬
(4) 奧地利（布勞瑙
（Aesculus spp.）
(Braunau)）
(3) 赤楊屬
北美洲
（Alnus spp.）
(5) 美國（麻薩諸塞
(4) 毛樺屬
州 Worcester
（Betula spp.）
郡、紐約州紐約
(5) 柑橘屬
市及 Nassau 郡、
（Citrus spp.）
紐澤西州
(6) 沙棗
Middlesex 郡及
（Elaeagnus
Union 郡、俄亥俄
angustifolia）
(7) 白蠟樹屬
州 Bethel 地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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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xinus spp.）
(8) 木槿屬
（Hibiscus spp.）
(9) 美國鵞掌楸
（Liriodendron
tulipifera）
(10) 蘋果屬
（Malus spp.）
(11) 苦楝樹屬
（Melia spp.）
(12) 桑屬
（Morus spp.）
(13) 泡桐
（Paulownia
fortunei）
(14) 懸鈴木屬
（Platanus spp.）
(15) 楊屬
（Populus spp.）
(16) 李屬
（Prunus spp.）
(17) 梨屬
（Pyrus spp.）
(18) 洋槐屬
（Robinia spp.）
(19) 薔薇屬
（Rosa spp.）
(20) 柳屬
（Salix spp.）
(21) 槐樹屬
（Sophora spp.）
(22) 榆屬
（Ulmus spp.）

Clermont 郡、南
卡羅萊納州
Charleston 郡及
Dorchester 郡）
(6) 加拿大（安大略省
多倫多市及
Vaughan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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