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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專業 用心守護
─防檢局走過 20 年歲月，永遠站在第一線
口蹄疫防疫紀實─穩健邁向口蹄疫非疫區

捍衛產業的植物防疫作為

突破檢疫障礙，拓展農產品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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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針！
邁向口蹄疫非疫區
今年7月1日起，臺灣、澎湖及馬祖地區

全面停止施打口蹄疫疫苗

請一般民眾特別注意：

請養畜業者們配合：

     停止施打口蹄疫疫苗後，請業者加強畜牧場生物安全措施，

     另場內動物發現可疑病例請立即通報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

     7月9日後，偶蹄類動物上市必須檢附健康聲明書，並加強運

     輸車輛清潔消毒工作。

     業者（或僱用外籍移工者）請勿於國外接觸偶蹄動物，自疫

     區返國時必須做好生物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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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攜帶肉品入境

（含真空包裝）。

不用快遞方式

輸入肉品。

曾赴動物飼養場所，

返國時應徹底消毒。

1 2 3

廣告

大家共同來努力維持我國無疫情狀態，逐步朝向撲滅口蹄疫目標邁進！

今年7月1日起，臺灣、澎湖及馬祖地區

全面停止施打口蹄疫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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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防檢局於 87 年 8 月 1 日誕生，至今走過 20 年成
長歲月，未來將持續秉持「便民、效率、和諧」
的服務精神，擔負起攸關生物安全、國人健康、
食品安全、產業發展及對外貿易的繁重工作。防
檢局本於「全民防疫、專業檢疫」職責，勢將永
遠站在第一線，逐步邁向「維護動植物健康、農
業生產安全及農產品食用安全」的施政願景。

04 主任委員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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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畜牧場安全用藥監測管理體系簡介 
 動物防疫組

17 建構以科學證據為風險評估基礎之
 動物檢疫制度
 動物檢疫組

21 捍衛產業的植物防疫作為
 植物防疫組

24 兼顧農業生產與食品安全之農藥管理
 精進作為
 植物防疫組

27 強化輸入風險管理，
 有效防範植物有害生物傳入危害 
 植物檢疫組

32 突破檢疫障礙，拓展農產品外銷
 植物檢疫組

38 國際與兩岸諮商及合作
 企劃組

42 一步一腳印─動植物檢疫中心營運歷程
 企劃組

防檢局 20週年施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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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是國家民生安定、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國際經貿重要角色；國際間經貿

往來越頻繁，隨著動植物移入的疫病對國內生態與產業也造成負面影響。民國 86年
重創國內畜牧產業的口蹄疫，便是明顯的例子；另一方面，加入WTO的我國，亟需
強化動植物檢疫團隊量能，幫助開拓新的農產貿易市場。在這樣的背景與國人的企盼

下，統合動植物防疫與檢疫工作的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於焉誕生。

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以維護動植物健康、農業生產安全及農產品食用安全為

施政願景，自成立以來，積極建構我國動植物防疫檢疫防線，防杜境外有害生物入

侵，防控國內重大動植物疫情。持續強化屠宰衛生檢查及動植物用藥管理，有效確保

農產品安全，為食安把關。更透過與他國談判協調，突破檢疫技術障礙，促進我國優

質農產品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完成許多重大階段任務，對我國農業轉型與永續發

展的貢獻，值得各界肯定與嘉許。

農委會落實「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施政主軸，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在其間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舉凡健全動植物防疫體系、撲滅口蹄疫、降低禽流感、規劃 10年化
學農藥減半方案、推動植物醫師制度、高風險農產品加強抽驗、增加農產品內外銷多

元通路及推動新南向農業等，防疫檢疫陣線的密切配合，讓我們對未來的農業前景充

滿信心！

值此防檢局成立 20週年時刻，誠摯感謝防檢局全體同仁，各位夥伴不只是阻絕
動植物疫病的防護網，更是推動農業經貿的先鋒，在未來，期許大家能以創新思維落

實於行動，為我國農業再創歷史新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主任委員                                     謹識

                                 中華民國 107年 7月

主任委員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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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界引領企盼下，防檢局於 87年 8月 1日誕生，至今走過 20年的成長歲月，
可謂是在風雨中淬鍊茁壯，歷經口蹄疫防治、禽流感爆發、狂犬病控制、入侵紅火

蟻防控、社會食安意識提升，以及因應貿易自由化之風險管控與檢疫諮商等艱鉅任

務。未來防檢局仍將持續秉持「便民、效率、和諧」的服務精神，以及兢兢業業且

大無畏的態度，擔負起攸關生物安全、國人健康、食品安全、產業發展及對外貿易的

繁重工作。

在這成立 20周年值得紀念的時間點上，我們將長久投注的努力，所獲致的成效
與心得，都精彩呈現在本期刊上，包括我國已穩健邁向口蹄疫非疫區、重大疫病禽流

感與狂犬病監測與防治、捍衛產業的植物防疫作為、突破檢疫障礙開拓外銷市場、兼

顧風險管控及簡化檢疫措施、開辦犬貓與禽鳥隔離檢疫業務、屠宰衛生管理保障食肉

安全、畜牧場安全用藥監測管理，以及兼顧農業生產與食品安全之農藥管理精進作為

等，這些蛻變的過程為防檢局留下深刻的註記，我們用檢討的心態回顧過往，作為創

造更多輝煌紀錄的準備。

防檢局本於「全民防疫、專業檢疫」職責，勢將永遠站在第一線，致力與民眾、

相關部門及地方政府共同建立嚴密的動植物防疫檢疫體系，在此衷心感謝一起並肩作

戰的盟友及產業團體的配合！在面對全球貿易便捷化、環境氣候變遷、新科技發展及

消費者意識日漸強勢的情況，未來將面臨更多且更新的挑戰，期許同仁持續朝簡化工

作提升效率、資訊透明公開、科學理性溝通三面向精進，以作為動植物健康及農產品

安全的守護者為榮，逐步邁向「維護動植物健康、農業生產安全及農產品食用安全」

的施政願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局長                                     謹識

                                 中華民國 107年 7月

局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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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蹄疫防疫紀實─
穩健邁向口蹄疫非疫區

防檢局 動物防疫組

口蹄疫撲滅計畫擬定

105 年 6 月 15 日行政院召開「提升臺灣養豬產業競爭力」會議，林全院長指示

盡速撲滅口蹄疫使我國成為非疫區之防疫首要目標後，防檢局籌組「豬瘟、口蹄疫及

重要豬病防治諮詢小組會議」（簡稱諮詢小組會議），且邀集國內專家學者、縣市動

物防疫機關代表及相關執行機關共同擬訂口蹄疫撲滅計畫，本計畫於 105 年 7 月起

共計召開 3 次諮詢小組會議審視討論，並依程序報行政院核備，於 106 年 8 月 7 日

行政院以院臺農字第 1060015817 號函核定在案。

口蹄疫撲滅計畫以科學監測客觀條件作為評估各階段期程，共分三階段辦理，

其中臺灣本島、澎湖及馬祖地區於第一階段完成落實全面疫苗注射及疫情監控，並向

OIE 申請成為「使用疫苗口蹄疫非疫區」後，進入停止疫苗注射及疫情監控第二階段

部分，而停止疫苗注射後，若維持 12 個月以上無口蹄疫案例及監測無口蹄疫病毒活

動，即可備妥相關資料向 OIE 申請認定臺灣本島、澎湖地區及馬祖地區為「不使用

疫苗口蹄疫非疫區」，達成撲滅口蹄疫目標（最快於 109 年 5 月取得認定）；另金

門地區因地理位置及防疫風險考量，該地區偶蹄類動物仍需維持口蹄疫疫苗注射，未

來是否停止施打疫苗，需再做整體性評估。

世界各國對於動物防疫政策均趨向撲滅足以影響國際貿易之重要動物傳染病，以保障其國內

畜牧產業生產安全，提升產業競爭力。回顧國內於 86 年發生口蹄疫疫情，造成龐大防疫費

用的支出以及畜牧生產相關產業鉅額損失，並衝擊國內經濟發展，顯見妥善防治口蹄疫對國

際貿易的重要性。我國國際貿易日益頻繁，如能清除口蹄疫，可提升我國動物衛生水準及增

加與貿易國的協商籌碼，減少進口畜產品對產業衝擊，促進畜產品國際競爭力，達成畜牧產

業永續經營之目標。

我國臺灣本島、澎湖地區及馬祖地區自 102 年 6 月至今未發現及檢出口蹄疫案例，並於 106
年 5 月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第 85 屆年會正式獲得使用疫苗口蹄疫非疫區認定；而金門

縣則自 104 年 7 月迄今未發現及檢出口蹄疫案例，經 106 年 9 月向 OIE 申請成為使用疫苗

口蹄疫非疫區認定，於 107 年 5 月 OIE 大會中獲得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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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風險評估及分析

為了解及確認國內是否仍有口蹄疫病毒活動，於停止施打疫苗前需加強風險評

估與風險溝通，以提升整體信心，防檢局規劃執行下列科學監測及試驗，以其結果作

為評估停止施打疫苗風險依據：

一、 於 106 年 11 月起至 107 年 3 月期間，每月於北、中、南及東等區域選定肉品

市場或屠宰場進行環境監測（共計執行監測 15 場肉品市場及 1 場屠宰場）。

二、 於 107 年 1 月 27 日至 28 日、4 月 14 日至 15 日及 4 月 28 日至 29 日，分別於北、

中、南及東等區域選定肉品市場或屠宰場執行 3 輪哨兵豬試驗（共計執行 10 場

肉品市場及 2 場屠宰場）。

三、 為了解口蹄疫非結構性蛋白（NSP）抗體陽性羊隻，是否為口蹄疫感染所致或

有其他因素干擾，由畜衛所進行 2 次 NSP 抗體陽性羊隻與抗體陰性羊隻同居

試驗。

上述科學監測及試驗經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及家畜衛生試驗所檢測，皆未

發現及檢出口蹄疫病毒活動跡象。

停止施打疫苗前其他強化措施

一、 專業諮詢：

（一） 由農委會防檢局邀集專家學者及地方動物防疫機關代表組成口蹄疫防疫諮詢

小組，協助檢視口蹄疫各項監測及防疫進度，並提供修正及檢討建議，強化

及精進防疫作為。

（二） 整合國內獸醫大專院校籌組家畜疾病輔導團隊：區分北區、桃竹苗區、中區、

嘉南區及南區等 5 個責任區，經由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與 4 所獸醫學院

偶蹄類動物疾病老師，協助畜牧場現場訪視及輔導；目前已建置草食動物專

家輔導團隊輔導業者及協助場內動物疾病檢診。

二、 強化疫苗注射：

督導偶蹄類動物於 107 年 6 月 30 日前持續落實口蹄疫疫苗注射工作，並依流行

病學原則辦理血清學監測，106 年牧場中和抗體合格率達 85%，107 年 1 月至 6 月

牧場中和抗體合格率達 82％，另於肉品市場（約 4 萬件檢體）端及畜牧場（約 1,860
場檢體）端執行非結構性蛋白（NSP）抗體監測，自 102 年 6 月起未發現病毒活動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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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強查核工作：

（一）由區域聯防小組（包含防檢局稽查人員及動物防疫機關人員）機動性赴各直

轄市、縣（市）畜牧場查核口蹄疫疫苗注射，106年共查核畜牧場4,324場次。

未依規定注射疫苗裁罰計 64 件；107 年 1 月至 6 月共查核畜牧場 2,207 場次，

未依規定注射疫苗裁罰計 21 件。

（二） 由動物防疫機關派員輔導查核運豬車輛落實離場之清潔及消毒工作，降低病

毒於肉品市場與畜牧場間傳播之風險。

（三） 各直轄市、縣（市）動物防疫機關派駐肉品市場查核人員，查核拍賣動物健

康情形並檢查有否攜帶免疫證明文件，106 年計 2,708 次，107 年至 6 月計

841 次。

四、 邊境管控：

防檢局各分局與關務署合作加強入境旅客檢查，並加強與海巡署合作查緝走私

動物或動物產品，以防境外傳入病毒。

五、 教育訓練：

持續辦理獸醫師及農民教育訓練，宣導停止施打疫苗政策、生物安全措施、上

市屠宰檢附家畜健康聲明書措施等，並持續與相關產業團體進行風險溝通，106 年度

已辦理 118 場次教育及宣導訓練，並有 9,159 人次參加。107 年度至 6 月底已辦理

108 場次教育及宣導訓練，並有 16,860 人次參加。

六、 進行沙盤推演：

規劃辦理肉品市場發生口蹄疫案例之產銷調節機制，以及口蹄疫發生之災害應

變處理。

結論

依目前各項國內監測結果及指標，皆未發現及檢出口蹄疫病毒，顯示國內口蹄

疫發生及傳播之風險極低，故規劃臺灣本島、澎湖地區及馬祖地區偶蹄類動物，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停止注射口蹄疫疫苗，其實屬可行，並持續按原定時程執行。防

檢局也將持續以科學及流行病學原則進行各項口蹄疫監測工作，與相關產業進行風險

溝通，並持續召開專家會議檢討各項措施執行情形，以達成撲滅口蹄疫之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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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狂犬病防疫措施
防檢局 動物防疫組

狂犬病為病毒感染造成之急性病毒性腦脊髓炎，人畜發病致死率幾乎達

100%，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但可透過疫苗預防，全球每年 7 萬人染

病死亡，其中 95% 是犬隻抓咬傷造成，而食肉目野生動物也是重要狂犬

病宿主。101 年南投縣及雲林縣拾獲之 3 例疑似犬瘟熱鼬獾，102 年 7 月 16
日確診為我國狂犬病首例並通報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102 年 7 月 23 日臺東縣東河鄉

咬人鼬獾確診為狂犬病陽性後，造成社會恐慌，中央政府於 7 月 24 日成立中央疫情指揮中

心彙整資訊，廣邀國內外專家學者諮詢研商防疫策略，每日召開記者會統一對外說明疫情發

展及防疫作為（圖 1），除加強全面衛教宣導，降低國人疑慮，並統合中央及地方防疫作為，

緊急協調疫苗進口，加強人員防護與高風險地區犬貓疫苗施打等措施，避免擴及犬貓及人群，

疫情終獲有效防範，疫情指揮中心於 102 年 12 月解除運作，恢復常態防疫。

我國狂犬病疫情

臺灣於日據時代即有狂犬病紀錄，臺灣光復初期

狂犬病由上海傳入造成流行，當年透過家犬疫苗施打、

野犬捕捉等措施，自民國 50 年起不再有狂犬病病例。

防檢局自 88 年及 97 年起即陸續進行犬隻及蝙蝠之狂

犬病監測，皆未檢出狂犬病病毒，101 年開始進行野

外傷亡野生動物疾病監測，於 102 年確診狂犬病首例，

截至 107 年 6 月底止，共確診 674 例鼬獾、1 例幼犬、

1 例錢鼠及 6 例白鼻心，目前狂犬病案例仍以山區鼬

獾為主，疫區累計為 9 縣市 82 鄉鎮。

防疫策略及措施

OIE 及世界衛生組織認為犬貓狂犬病疫苗預防注射為最有效且經濟之狂犬病防

疫措施，如疫苗注射率達 70% 以上，即可有效防止狂犬病在人畜間傳播。故藉由提

高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率、降低犬貓與野生動物接觸機會，將疫情侷限於野生動物並

圍堵於山區，為目前防疫策略重點，並透過高風險人員狂犬病暴露前預防接種及遭動

物抓咬傷民眾之狂犬病暴露後處理，以避免人類遭受狂犬病病毒感染而發病，其他重

要防疫措施包括強化動物疫情監測、犬貓管理、疫苗儲備、邊境管制、科技研究及國

際合作等。

■ 圖 1 102 年 7 月 24 日成立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彙整資訊，每日召
開記者會統一對外說明疫情發展
及防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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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究及國際合作

為防治鼬獾狂犬病，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及跨物種感染，針對目前商品化之野生

動物口服疫苗 SAG2 進行鼬獾安全性及效力評估，結果顯示具高度安全性及效力。

而口服疫苗飼料野外取食測試，顯示可引誘部分鼬獾等食肉目動物取食情形（圖 2），
又於闊葉林及竹林進行餌料空投測試，顯示餌料於臺灣中低海拔林相樹冠層之穿透率

佳，依據現有疫情調查及生態學研究成果，未來建議在臺灣西部大安溪及東部花蓮

溪或其支流南岸，海拔 1,500m 以下、由溪床往南延伸 4 km 為範圍，以鼬獾密度 20
倍數量投放口服疫苗，建立防疫帶控制疫情擴散。藉由持續與國外狂犬病專家互訪合

作，汲取各國狂犬病防疫經驗，並展現我國積極防治狂犬病之形象，譬如 106 年舉

辦 APEC 野生動物狂犬病國際研討會，即邀請國內外專家針對野生動物狂犬病診斷、

控制、經濟成本分析等六大主題，進行詳盡之經驗交流（圖 3）。

未來展望

持續推動狂犬病各項防疫措施，督請地方政府持續強化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

達成全國注射率 70% 之目標，並進行犬貓及野生動物之主、被動監測，以監控疫情；

持續對鼬獾生態、狂犬病盛行率及跨物種感染等進行研究調查，開發鼬獾之狂犬病口

服疫苗及投放技術，進行經濟效益評估，以爭取投放口服疫苗之政策支持，期望能將

疫情有效防堵於鼬獾，並逐步達到清除狂犬病之最終目標。

■ 圖 2 我國口服疫苗餌料野外測試動物取食情形，A. 白鼻心 B. 食蟹獴 C.D. 鼬獾

■ 圖 3 106 年辦理 APEC 野生動物狂犬病國際研討會全體合照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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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防疫
防檢局 動物防疫組

防疫策略

目前國內禽流感防疫策略可分為四大方向，即預防病毒傳入、阻斷病毒傳播途

徑、監控病毒存在及預測疫情發生趨勢，相對應之防疫措施分述如下：

防檢局除隨時掌握國際疫情，持續檢討檢疫法規並強化檢疫技術與能力，亦適

時調整邊境檢疫措施，由防檢局 4 個分局 17 個檢疫站，加強應施檢疫之動物及產品

檢疫工作，同時透過跨部會合作機制，積極參與聯合查緝，協調行政院海洋委員會海

巡署與財政部關務署等，共同防杜海外動物疫病經走私途徑侵入、散播及蔓延。

另為有效防控禽流感，防檢局持續與直轄

市、縣（市）政府積極推動「H5、H7 亞型家

禽流行性感冒防治措施」，藉由每月不定期的

查核、裁罰與輔導，逐漸強化家禽飼養業者生

物安全觀念，進而提升禽場軟、硬體生物安全

規格，期望所有家禽終能飼養於非開放式禽舍

■ 水禽飼養於非開放式禽舍

我國在 104 年之前，檢出之家禽流行性感冒以低病原性 H5N2 亞型病毒

為主，104 年初發生大規模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經確診為新型

H5 亞型、分支 2.3.4.4，並陸續檢出新型 H5N2、H5N3 及 H5N8 亞型病毒；106 年藉由禽

流感候（野）鳥主動監測系統，於 2 月 5 日首度於國內發現與日韓相同之 H5N6 亞型高病原

性禽流感，隨即啟動大範圍管制監測措施防堵 H5N6 疫情傳播，實施 7 日禁運禁宰措施、提

高撲殺補償及鴨隻上市屠宰需檢附禽流感檢測陰性證明等，爰自 106 年 3 月 6 日起未再發

現 H5N6 案例，並於同年 7 月 24 日向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通報結案；又於同年 12 月

1 日在臺南市台江國家公園 1 死亡黑面琵鷺檢出不同基因型之 H5N6 亞型高病原性禽流感，

與同年日本在野鳥發現的 H5N6 亞型相近，經周邊監測 5 公里內所有家禽飼養場顯示病毒並

未入侵我國禽場。另 104 年傳入我國之 H5N3 亞型高病原性禽流感於同年 5 月 22 日結案、

H5N8 亞型自 107 年 2 月 6 日後，亦未再檢出相同亞型案例，在國際禽流感疫情日益嚴峻之

情形下，防疫成果實屬不易，至於 H5N2 亞型高病原性禽流感，將持續推動各項防疫精進作

為，加以清除。106 年迄 12 月 31 日，確診及撲殺高病原性禽流感案例為 182 場，相較 104
年確診撲殺 1,004 場，風險已大幅降低及控制，迄 107 年 6 月底案例場數亦較 106 年同期減

少一半以上，防檢局仍將持續與地方政府積極合作，逐步清除潛藏於產銷環境中之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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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防範野鳥或候鳥傳入禽流感病毒；另外持續推動「動物運輸車輛及裝載箱籠清

洗消毒措施」、「裝載生鮮禽蛋應使用一次性裝載容器或包材措施」，並加強查核以

落實執行，其目的亦在積極阻斷病毒在禽場間的橫向傳播。

目前國內雖然尚無禽流感感染人的案例，為阻斷禽流感病毒傳播同時兼顧肉品

衛生安全，防檢局啟動 3 道把關機制，第 1 道把關即家禽上市屠宰應檢附家禽健康

證明書，由獸醫師親自到禽場檢視家禽健康情形良好後開立，強化家禽飼養場之家

禽建康狀況之掌握；第 2 道把關是由動物防疫機關不定期到現場查察家禽健康狀況，

並輔導改善相關軟硬體設施，強化家禽飼養場之防疫規格；第 3 道把關是上市家禽

皆需經過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的屠前及屠後檢查，同時執行違法屠宰查緝及化製場化

製數量異常回溯，皆有利於溯源及進行源頭管控，並確保民眾食肉安全。

為監控禽流感病毒，每年進行家禽飼養場、理貨場、候（野）鳥等監測工作，

年度採樣檢測樣本數達 2 萬 5 千件以上，期能儘早發現禽流感病毒並及時控制。同

時鼓勵家禽飼養業者發現家禽有異常情形能主動通報，經確診罹染高病原性禽流感者

給予適當補償，對於未依規定通報疫情者，除依法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

下罰鍰，其撲殺之動物亦不予補償。

防檢局亦積極建立禽流感預警機

制，自 106 年 10 月起與衛福部疾病管

制署透過科技計畫規劃建構「禽流感防

控研究中心」，期能應用新興科技提升

禽流感早期預警機制，如計畫中於候鳥

活動的溼地應用空氣監測計畫，同時配

合候鳥採樣檢測結果，推論空氣中禽流

感病毒核酸濃度到達定量後對疫情發生

具一定之關聯性，爰規劃建立以此模式

作為禽流感疫情之預警機制之一。

強化措施

為及早發現禽流感案例，即時處置，降低禽流感傳播風險，防檢局於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3 月，針對發生禽流感風險較高之水禽、土雞及蛋雞，辦理強化監測措施：

一、 鴨隻進行 2 階段採樣監測，第 1 階段（106 年 12 月 11 日至 107 年 1 月 15 日）

凡鴨隻飼養場曾違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H5、H7 亞型家禽流行性感

■ 家禽飼養場主動監測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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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防治措施」第 3 點硬體生物安全規範者，由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全數進行採

樣，第 2 階段（107 年 1 月 16 日至 3 月 31 日）公告實施上市鴨隻應經中央動

物防疫機關核可之檢驗單位檢驗禽流感陰性，並檢附檢驗報告始得上市屠宰，

以早期發現可疑案例。

二、 106年12月11日至107年3月31日期間，每週從禽流感發生熱區縣市（彰化縣、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等 6 縣市）逢機抽樣送驗正值出雞

上市之土雞飼養場，其餘縣市由該縣市動物防疫機關依每週之目標場數隨機採

集土雞樣本，並進行禽流感監測。

三、 規劃 107 年蛋雞全年採樣監測數由現行實際執行數 180 場增加為 360 場。本項

強化措施實施期間，經統計共檢出高病原性禽流感陽性場 29 場次（1,400 場），

其中鴨隻飼養場 21 場（1,032 場）、土雞飼養場 8 場（304 場），蛋雞飼養場

無檢出（64 場），結果顯示本次強化監測確實能有效檢出潛藏於禽場之高病原

性禽流感病毒，藉由早期檢出並及時撲殺處置，有效減少病毒在家禽飼養場間

之傳播，亦使 107 年迄 6 月底高病原性禽流感發生場數（77 場）明顯低於 106
年同期場數（153 場）。

結語

我國位於候鳥遷徙必經路徑上，發生禽流感疫情是當然卻非必然，經審視高度

制度化管理的白肉雞產業於 106 年全年並無高病原性禽流感案例，顯示密閉式禽舍、

飼養家禽統進統出與高規格之生物安全措施對於防範禽流感有顯著效果，在政府投入

大量防疫人力與物力的同時，也期望所有家禽相關產業能從產業結構面逐步調整改

善，諸如水禽飼養於非開放式飼養、蛋雞分齡飼養分棟出清與拓展土雞銷售通路以縮

短出雞時間等，才可真正解決養禽場疫病發生及傳播的問題，消費者現在亦相當重視

肉品安全與衛生，藉由消費者對此議題的關注，也使家禽產業不論是在硬體面或軟體

面，都不斷的在向上提升，透過此互動機制，對於禽流感防疫工作產生正面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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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禽用藥監測案件作業流程

畜牧場安全用藥
監測管理體系簡介

防檢局 動物防疫組

由於我國地處亞熱帶地區，常年高溫多溼，加以地狹人稠，養畜禽業者多採密集飼養之經營

方式，可能導致動物容易因緊迫而發生疾病且迅速蔓延，因此於飼養期間使用藥品來防治動

物疾病在所難免，惟如未能謹慎使用，除可能影響動物健康及相關防疫工作之成效外，亦可

能衍生消費者食用畜禽產品等公共衛生問題，因此如何強化畜牧場用藥監控，以保障動物健

康與確保畜禽產品品質，乃當前重要之課題。

委託專家學者規劃國家型畜禽用藥監測計畫

為有效利用資源，自 87 年防檢局已成立計畫並自 100 年委託國立臺灣大學召集

專家學者成立工作小組，參考美國農業部食品安全檢查署（FSIS）國家畜禽產品藥物

殘留監測計畫實施模式，依統計學原則及國內各類動物用藥品歷年檢驗違規情形等各

類風險進行評估，每年滾動式檢討畜牧場端各類藥物檢驗品項及數量之總體監測。

畜禽用藥監測案件通報管制及違規查處作業流程

畜禽用藥監測案件通報管制及違規查處作業流程分為通報、畜牧場管制與違規

查處。通報流程方面，檢驗機構自各動物防疫機關或畜牧場用藥稽查採樣小組所採樣

送檢之畜禽樣品中檢出藥物時，應立即將分析報告以傳真方式通報養畜禽戶轄區之動

物防疫機關及防檢局。

上市前
畜禽樣本
抽驗合格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上市

販售

暫緩

上市

抽驗

市售畜禽
產品抽驗

產品下架回收，
依法處置

衛生單位或認證單位抽驗農政單位抽驗

通知
農政主管機關

追查非法藥品
供應來源

依法查處及
列管輔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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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場管制方面，動物防疫機關接獲未符合市售端動物用藥殘留標準之檢驗報

告時，則儘速派員前往該養畜禽場清查場內擬上巿之畜禽或其產品數量，告知養畜禽

戶其場內畜禽或其產品未經申請檢驗合格前暫緩上巿。申請複驗認定合格或接獲檢驗

結果符合規定而解除管制時，應再次清查場內畜禽或其產品數量是否與受管制時之數

量相符。

違規查處方面，由轄區動物防疫機關派員調查及協助了解業者飼養畜禽檢出藥

物原因。若檢出藥物屬非法動物用藥品時，則進一步追查其使用藥品之來源。若檢出

藥物屬准用藥物時，仍須檢視養畜禽業者或飼料廠之用藥程序是否符合「動物用藥品

使用準則」及「獸醫師（佐）處方藥品販賣及使用管理辦法」等相關用藥規定，另生

乳和禽蛋之抽驗結果，如其藥品殘留量超出殘留容許量標準，且該批產品已上巿者，

均認定為違反用藥規定，應釐清其流向，請衛生單位後續追蹤處辦。對於經查證違規

用藥之養畜禽與飼料業者，或查獲製造及販賣非法動物用藥品業者，則依法查處或移

送司法機關偵辦，並將查辦結果函送防檢局備查。若發現未依規定辦理自製自用飼料

戶或飼料廠登記者（飼料代工廠）情形時，應作成紀錄移請飼料主管機關處辦，並副

知農委會及防檢局。查獲為人用藥品非法流用之案件，應將訪查資料及相關物證移請

衛生機關查辦及副知防檢局。

歷年監測結果

透過業者自主管理、中央與地方動物防疫機關的努力，近年監測結果平均合格

率均在 99% 以上，顯示用藥品質目前維持一定水準（表）。

結語

消費者有選擇安全畜禽產品之權利，生產者有生產衛生安全畜禽產品之義務。

飼養業者應熟知用藥規定，正確合理用藥，生產衛生安全之禽畜產品。防範畜禽產品

及食品中藥物殘留有賴養畜禽業者、獸醫師（佐）、飼料及藥品業者之密切相互配合，

以建立消費者對國產畜禽產品及食品之信心，維護產業永續經營發展。

表 畜牧場安全用藥監測統計

年度 抽驗件數 合格件數 合格率 不合格件數 不合格率

100 37,064 36,855 99.44% 209 0.56%
101 45,529 45,434 99.79% 95 0.21%
102 43,131 43,014 99.73% 117 0.27%
103 42,100 42,042 99.86% 58 0.14%
104 37,143 37,102 99.89% 41 0.11%
105 38,820 38,793 99.93% 27 0.07%
106 40,668 40,583 99.79% 85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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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 動物檢疫組

利用風險分析建立與國際規範調和之檢疫措施及其執行成果

我國於 9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有關動

物及動物產品的國際貿易諮商需求大增，針對輸入動物及動物產品而引進外來惡性動

物傳染病或人畜共通傳染病之風險，需要審慎地依據科學證據進行風險分析與評估，

防止動物疫病藉輸入動物及動物產品入侵，以維護農業生產安全。同時依據風險分析

的結果，擬定風險管理措施，提供我國與其他會員國協商之參考。

防檢局延攬包括受過風險分析訓練之獸醫流行病學、獸醫公共衛生學、禽病學、

獸醫病理學、生物統計學、獸醫病毒學、細菌學、獸醫免疫學、豬病學及電腦模擬試

算等專家，組成動物檢疫風險諮詢小組，藉以蒐集、分析、整理各項國際動物疫情資

訊、檢疫法規及檢疫技術，以科學證據為基礎，研修我國動物及動物產品之輸入檢疫

條件，作為我國動物及動物產品檢疫與輸入管制之決策參考。

防檢局動物檢疫風險諮詢小組辦理各國重要動物疫病非疫區認定案件、檢疫措

施調整及首次輸入動物及動物產品申請案之審查與評估，評估結論可作為研修我國動

物檢疫政策方向之參考依據。隨著風險分析技術與觀念的演進，風險分析也由防檢局

成立初期偏向「零風險」管理的作法，逐步調整為近期的「可接受風險」之風險管理

方式，導入適當保護水準概念，使得檢疫措施更具彈性，並與國際接軌。

配合自國外輸入動物及動物產品案件日益增加，已建置成熟之風險評估制度，

並發展與國際規範調和之各項檢疫條件，於特定動物傳染病之可控管風險下，開放陸

生動物、水生動物及相關動物產品輸入我國。相關執行成果如下：

一、 修訂「犬貓之輸入檢疫條件」：

考量我國檢疫技術提升，狂犬病入侵風

險已可明確掌握，為兼顧民眾需求與檢疫安

全，依定量風險分析結果，於 106 年 5 月 5
日將「犬貓輸入檢疫作業辦法」修正為「犬

貓之輸入檢疫條件」，調整之檢疫措施包括

從狂犬病疫區輸入的犬貓隔離檢疫天數由 ■ 圖 1 犬貓輸入同意文件線上申請，簡化申請程序

建構以科學證據為風險
評估基礎之動物檢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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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天縮短為 7 天、導盲犬等工作犬免隔離、我國犬貓出國後 3 個月內回國免隔離等。

因國人飼養犬、貓風氣日盛，本檢疫條件與民眾息息相關而廣受矚目（圖 1）。

二、 修正水生動物輸入檢疫條件：

早年各國對水生動物疫病之研究與重視程度遠低於陸生動物，然隨著時代演進，

全球水生動物疾病相關研究成果飛速發展累積，特別是最近十餘年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IE）每年大量增加與更新其水生動物衛生法典與疾病診斷手冊之章節及內容，各

國也開始重視對水生動物疾病之管制。我國 83 年發布之「活魚之輸入檢疫條件」，

僅規範鮭、鱒、鱸、鯉、鯰共計 5 種魚類納入輸入檢疫；經考量輸入檢疫係以 OIE
提供之科學證據為主要風險評估依據，同時將國際疫情發展趨勢及我國水產養殖型

態列為重要風險管控因子，於 106 年 6 月 22 日將「活魚之輸入檢疫條件」修正為

「活魚與其配子及受精卵之輸入檢疫條件」，輸入應施檢疫之活魚已超過 80 種，其

精、卵與受精卵亦列入檢疫範圍。另 93 年訂定之「活甲殼類及軟體動物之輸入檢疫

條件」，亦歷經 100 年 2 月 16 日、103 年 3 月 25 日及 103 年 8 月 25 日 3 次修正，

目前應施檢疫之水生甲殼及軟體動物共計 35 種。

三、 犬貓食品之輸入檢疫條件訂定：

90 年間正值牛海綿狀腦病於歐洲大肆蔓延之際，考量大部分犬貓食品皆含有動

物性成分，為防範該病經由犬貓食品入侵我國，及犬貓食品如係來自口蹄疫、非洲豬

瘟、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等疫區，其可能傳播疫病之風險不可忽視，防檢局爰於

90 年 8 月 9 日訂定「中華民國輸入犬貓食品之檢疫條件（93 年 4 月名稱修正為「犬

貓食品之輸入檢疫條件」），使犬貓食品之輸入檢疫規定有明確之依據。該檢疫條件

針對來自疫區之犬貓食品，防檢局對生產工廠先進行書面審查及派員實地查核，對產

品原料、製造過程、加熱處理及產品包裝等程序，確認產品無攜帶病原之可能，且無

交叉汙染之風險後，始核准其生產之犬貓食品輸銷臺灣。

防檢局持續依據國際規範並參採客觀科學證據，研修犬貓食品之輸入檢疫條件，

最近一次於 106 年 8 月 4 日修正，對部分低風險之產品種類予以排除，不再列為輸

入檢疫管制對象，如此民眾可攜帶入境的犬貓食品種類明顯增加，但未弱化風險管

理，亦達到便民之目的。

四、 「輸出入動物產品檢疫簡化作業要點」訂定及修正沿革：

防檢局過去執行動物產品檢疫作業，係以逐批臨場檢疫方式辦理，然因國際貿

易暢旺，輸出入動物檢疫案件量增加迅速，致檢疫人力日趨不足。防檢局乃參考國際

上對動物產品之管控制度，對風險高之動物產品加強檢疫，對風險低之產品採簡化抽

批檢疫機制，於 93 年 6 月 3 日訂定發布「輸出入動物產品檢疫簡化作業要點」，對

符合要點之動物產品進行抽批，抽中者始執行臨場檢疫，未抽中之案件可以書面審查

方式完成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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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簡化作業要點歷經 7 次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一） 輸入動物產品部分，對符合檢疫條件之犬貓食品、乾動物產品及未去除內臟冷

凍冷藏魚產品，及來自動物傳染病非疫區且為系統性查核認證國家輸入之偶蹄

類及家禽肉類產品，經風險考量，修正列為低風險產品。

（二） 輸出動物產品部分，因輸出非屬輸入應施檢疫動物品目之食品類加工產品，常

因高溫加熱處理風險性低，成分及製程資料可以書面審查方式得知，得以書面

審查取代臨場檢疫，必要時進行臨場檢疫。

導入風險管控觀念簡化檢疫作業

為達到簡政便民目標，將動物疫病依風險高低導入檢疫條件及防檢局申報發證系

統，相關簡化成果如下：

一、 修正鳥類輸出產地檢疫作業辦法：

鳥類輸出產地檢疫作業辦法於 96 年訂定，當時全球禽流感方興未艾，各國紛紛

加強對鳥類之輸入管制措施，為確認我國輸出的鳥類健康且可順利輸入至對方國，爰

規範鳥類輸出業者應先向地方動物防疫機關申請登記，經地方動物防疫機關每 90 日抽

樣檢測禽流感陰性且發給輸出鳥類健康證明書，始得向防檢局申請輸出檢疫。

本辦法施行後防檢局逐年盤點執行成果，10 年來輸出鳥場禽流感檢測結果均為陰

性，爰研析當前國內外疫情與相關規定並進行大範圍風險評估，結果顯示輸出鳥類攜帶

禽流感風險不高，可以回歸國內防疫體系管理，故於 107 年 4 月 23 日修正本辦法，將

強制登記監測制度調整為服務導向，民眾有需求時始提供登記監測或檢測服務。

本次修正係於不影響防疫之前提下更簡政便民的措施，預告前風險溝通及預告後

均不斷接獲民眾洽詢可否提早施行，施行後並有民眾致電感謝，顯見本次檢疫簡化作

業深獲業界肯定（圖 2）。

二、 限定應施檢疫之生物樣材範圍：

輸入供試驗研究用動物來源生物樣材種類

繁多，疫病傳播風險差異甚大，故防檢局早期

係採個案審核的方式核准。惟近年國內生技產

業發達，輸入申請案倍增，且多為疫病風險極

低之抗體或細胞株，因輸入量大致影響輸入順

暢度，影響生技產業發展。防檢局爰於 103 年

6 月 6 日公告「輸入供試驗研究用生物樣材之

檢疫條件」，限定應施檢疫之生物樣材範圍，
■ 圖 2 107 年 2 月 22 日鳥類輸出產地檢疫作業

辦法修正案業者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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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可能對國內動物健康及相關產業造成危害之病原體或含病原體之檢體依風險高低

正面表列，列入應施檢疫動物品目。此外，對輸入人資格亦予以限制，如輸入高風險

病原體，申請人限具 3 級以上實驗室之單位。至於動物來源之抗體、細胞株及白蛋白

等，經過專家評估，傳播疫病風險極低，列入非屬應施檢疫動物品目。

本檢疫條件可以適當風險管制措施，有效落實輸入生物樣材之風險管理，同時

提升國內生技產業發展環境。經查 102 年向防檢局申請核發動物生物樣材檢疫條件

函者平均每月 147 件，防檢局每月審核約 5 千至 1 萬種品項，其中約 90% 以上為抗

體類及含抗體之試劑、約 4% 為抗體以外之動物血液來源產品（例如白蛋白及酵素

等）、約 4% 為血液以外動物組織來源產品（例如細胞株及膽鹽等），僅約 2% 為動

物檢體與病原體。本檢疫條件施行後，至少 98% 以上之動物生物樣材，因屬風險極

低，輸入前無須再向防檢局申請同意，輸入時亦無須再向防檢局申辦輸入檢疫，讓檢

疫資源得以投注於風險較高處，提升邊境檢疫效能。

三、 e化申報發證作業，業者申報案件更簡便：

防檢局建立申報發證系統之 e 化作業，自 88 年 7 月啟用迄今已邁入 20 個年頭，

其間歷經開發「申報發證管理系統」、「業者網路申報作業系統」、「單證比對系

統」、「輸出入動植物檢疫系統」、「單一登入系統」、「行動檢疫 APP 系統」、「電

子訊息跨境交換系統」等各項系統，並新增介接貿易局「便捷貿 e 網」、關務署「單

一窗口簽審比對系統」及「單證合一（大報單）系統」等功能，依業者及防檢局四分

局需求，適時提升與優化前述各項系統，持續 e 化申報發證系統及導入 ISO27001 資

訊安全驗證工作，於風險管控下達到為民服務、簡化臨場檢疫作業、跨機關合作與交

流，並進階跨國（N2N）檢疫訊息交換功能。

經統計業者採網路申報件數，106 年較 92 年啟用日大幅增長 151 倍，網路申報

比率由 1.18% 增加至 96.16%，顯見業者得更為便捷使用系統。

四、 推動國際貿易資訊化及便捷化：

為持續與國際接軌，104 年進行「電子檢疫訊息跨境交換之先期規劃計畫」，

規劃建置跨境電子檢疫證訊息交換系統、與各貿易夥伴國進行電子訊息交換並測試上

線。續於 105 年辦理「檢疫申報發證相關系統委外維運資訊服務」計畫時，為了解

國際間訊息傳送模式，召開「臺澳跨國動植物檢疫系統訊息交換平臺」座談會，雙方

專家針對動植物檢疫、資訊技術、雙方系統架構及傳送格式等進行業務交流。另因應

106 年 2 月 22 日 WTO 貿易便捷化協定（TFA）正式生效，106 年將動植物檢疫電

子訊息跨境交換機制（e-Cert）納入 107 年執行，藉由關務署建置之單一窗口平臺

與各會員國進行跨境檢疫合作，提升我國農產品貿易及加速輸出入檢疫貨品通關，並

防杜業者偽造動植物檢疫證明書，增加檢疫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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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產業的植物防疫作為
防檢局 植物防疫組

植物有害生物監測體系 
防檢局為掌握植物有害生物如水稻稻熱病、東方果實蠅、斜紋夜蛾等 19 種發生

狀況，每年均進行監測並適時發布警報，提醒生產者注意防範，有效控制疫情發生。

此外，針對 18 種重要檢疫果實蠅類、蘋果蠹蛾及桃蛀果蛾進行偵察調查，歷年來均

無偵察到上述對象，確認我國非疫狀態。另針對重要檢疫有害生物刺足根蟎、李痘病

毒、蘭花斑點病毒、外來積穀害蟲、西方花薊馬、重要檢疫線蟲、番茄病毒及類病毒、

百合病毒及斑翅果蠅進行不定點偵察調查，確認我國發生狀態，除了啟動防治作為

外，並提供農產品外銷諮商談判之依據。

推動種苗病害驗證制度 
種苗健康與否影響作物生長至鉅，世界先進國家均將健康種苗制度列為重要防

疫措施，以防範疫病蟲害的發生。防檢局自 91 年起陸續訂定豇豆、柑桔、綠竹、甘

藷、馬鈴薯、百香果、香蕉等 7 項作物種子（苗）病害驗證作業須知，以鼓勵業者

生產優質的種苗為目標，透過研究計畫改善種苗的品質及健康，並藉由專家輔導團，

主動提供業者種苗栽培管理技術諮詢服務。以馬鈴薯為例，經基本種薯、原原種薯、

原種種薯及採種種薯等階段驗證後，供應農友優質種薯，迄今已輔導 11 家種苗業者

生產種薯，自 98 年起生產 5,448 公斤至 106 年提升至 210,888 公斤，大幅提升種薯

品質及其數量。

植物有害生物防治

一、東方果實蠅共同防治 

東方果實蠅為果樹重要害蟲，需進行區域性共同防治方能達到防治成效。以嘉

義縣番路鄉區域性共同防治示範為例，該鄉結合果樹產銷組織團隊，以食物誘餌及滅

雄法進行共同防治，配合田間清園等管理措施，杜絕果實蠅孳生源，防治後果實受害

臺灣經濟作物超過 100 種，每年產值約 2,700 億元，農產品除供國內消費外，也常外銷到國

際市場，賺取外匯收入。惟我國氣候溫暖潮溼，生產過程常遭受疫病害蟲的威脅，為確保農

產品收益及生產安全，捍衛產業的永續發展，防檢局自民國 87 年成立以來即積極投入植物

防疫技術研發與推廣工作，包括植物有害生物監測、通報與預警，適時發布警報，有助預防

疫情擴大；推動植物種苗病害驗證，大幅提升種苗品質；針對重大植物有害生物進行監測及

啟動防治作為，並透過植物醫師制度的推動，提供生產者客製化的植物診療服務，期望此些

植物防疫作為能夠為我國農業生產貢獻一分心力，以下謹就此些作為一一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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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1.5%，此例說明積極落實共同防治的必要性。另，防檢局與臺灣大學合作開發

「智慧型害蟲監測系統」，可精準預測果實蠅族群數量進行預警，適時提醒生產者啟

動防治工作，本監測系統已接受英國廣播公司及美國探索頻道國際媒體採訪報導，並

期望未來該技術可以得到國際認同及採用。

二、荔枝椿象發生與防治 

該害蟲 88 年首度於金門地區發現，100 年臺灣本島高雄首次接獲通報，目前主

要發生於宜蘭至屏東的西部縣市。防檢局與各機關已建立防治策略，依據荔枝、龍眼

作物生長期與發生地點及害蟲生長齡期，分別採取物理、化學或生物防治方法，並提

供防治曆以利地方政府與農友掌握防治時

機及早防範。在防治技術開發上，平腹小

蜂寄生率預估達 75% 以上，且積極開發該

害蟲各齡期之環境友善防治資材。鑑於該

害蟲受到干擾時會噴出具腐蝕性臭液，近

期引起民眾恐慌，因此 107 年 5 月成立防

治工作專案小組進行跨部會協商，以精進

該害蟲整體防治策略。

■  荔枝椿象：A. 成蟲，B. 若蟲及卵，C. 天敵平腹小蜂

A B C

三、蓮霧米爾頓釉小蜂緊急防治 

防檢局 102 年接獲中國大陸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通報，自臺灣輸出之蓮霧鮮

果實檢出米爾頓釉小蜂。為利蓮霧果品順利出口至中國大陸，防檢局立即擬定「蓮霧

米爾頓釉小蜂監測與防治行動計畫」，以強化米爾頓釉小蜂防疫措施，於該害蟲發生

高風險地區設置監測點進行調查，掌握防治時機，推行區域性共同防治；公告延伸使

用益達胺、賜諾特及第滅寧等防治藥劑，提供生產者選擇使用；辦理宣導會提醒生產

者適時防治及加強裝箱前選果工作，加強出口檢疫，104 年迄今輸往中國大陸蓮霧未

再被檢出該害蟲。

四、水稻病蟲害監測及防治 

水稻為臺灣主要糧食作物，總種植面積高達 27 萬公頃。防檢局為掌握水稻重要

病蟲害發生情形，如稻熱病、白葉枯病及褐飛蝨等，每年第一、二期稻作期間均進行

監測並適時發布警報。另於 101 年主動邀集農委會各區農業改良場與大專院校專家

組成工作團隊，進行水稻病蟲害防治試驗及推廣工作，持續完善國內水稻主要疫病蟲

害防疫體系，目前執行重要工作包括開發稻熱病及葉鞘腐敗病預警監測系統、篩選稻

細蟎有效化學防治藥劑及商業化水稻抗病蟲害育種試驗。

五、夜蛾類害蟲共同防治 

斜紋夜蛾、番茄夜蛾及甜菜夜蛾為雜食性害蟲，國內長期使用藥劑防治已加速

害蟲產生抗藥性，防治工作極為困難。為研擬管理措施，防檢局自 95 年起委託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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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農業試驗所，針對雲嘉南地區旱作作物夜

蛾類害蟲規劃密度調查工作；100 年度起納

入彰雲嘉南地區 57 個鄉鎮市區農會，由農會

推廣人員及核心農友執行轄區害蟲密度監測

及危害調查。另，96 至 100 年間，每年均推

動大面積性費洛蒙共同防治至少 3 萬公頃，

以控制蟲口密度，並辦理農友教育宣導。103
年起，同步輔導雲林縣外銷萵苣專區夜蛾類

害蟲綜合管理，當年度外銷退櫃率低於 1%，
協助我國優質農產品外銷。

六、玉米褪綠斑駁病毒緊急防治 

我國於 103 年 5 月首次確認玉米褪綠斑駁病毒於國內發生，並由媒介昆蟲玉米

薊馬傳播所致，防檢局於當年 6 月完成賜諾特及撲滅松等 2 種緊急防治藥劑篩選及

公告，而後於 104 至 106 年延伸防治玉米薊馬之賜諾特、撲滅松及納乃得 3 種藥劑

供農友使用。另於雲嘉南等國內主要食用玉米栽培產區辦理宣導會，提醒農友於玉米

種植初期施用藥劑防治玉米薊馬，及委請農委會農業試驗所進行玉米薊馬及玉米褪綠

斑駁病毒監測，目前疫情主要控制在雲嘉南地區。

推動植物醫師制度 
在作物生產過程中若遭遇病蟲危害，農友大多尋求農業試驗改良場所或大學專

家協助解決，或諮詢農藥販賣業者，在人力有限或欠缺專業的情況下，往往無法提供

正確即時的服務。在蔡總統食安五環政見及農委會化學農藥 10 年減半政策推動下，

防檢局期望透過訂定植物醫師法及國家考試，選出專業、經過認證的植物醫師開立簽

證、提供植物健康診療服務，並朝向推動「農業三保」―植物保護、健康保護及環境

保護的目標邁進。在植醫法尚未立法前，防檢局規劃生產區導入植物教學醫院（圖）

及實習植物醫師，除了提供診療服務及培訓能力外，也期望增加消費者對於植醫制度

的支持與認同。

未來展望 
為加強鞏固國內防疫體系，建立我國由下而上之監測通報機制，協助地方於第

一時間掌握轄區病蟲害發生情形，以達即時因應防範擴散之目標；另外，廣納現有作

物有害生物專業技術人員，研發並推薦優良的農業操作方法，特別是作物有害生物綜

合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方法，讓農友在管理作物病蟲草害時

有所依據，對「化學農藥 10 年減半」政策推動亦有極重要的指標。展望未來，持續

推動生產專區導入植物診療機構、植物醫師及整套的作物病蟲害監測與管理方法，將

可使我國在友善環境耕作的理念中，開創一條嶄新的植物防疫作為。

■ 圖   中興大學成立植物教學醫院，提供植物健
康診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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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農業生產及食品安全
之農藥管理精進作為

防檢局 植物防疫組

106 年國內發生農藥氟派瑞爭議事件發生後，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針對農藥最

大殘留容許量（Maximal residue level, MRL）之訂定通過 3 項附帶決議：一、估算農藥攝取

量不得超過 70% 每日攝食容許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二、國際上無標準暫不

訂定；三、食品諮議委員提出意見情形之品項，需重新審查。對此，貿易國紛紛透過各種管

道表達關切，相關附帶決議之效力是否改變我國農藥登記以及農藥最大殘留容許量訂定標準

等事宜，企盼獲得了解；而事件後，對於國內農藥登記及最大殘留容許量之訂定，相關部會

並啟動重新審視的機制，農方亦就風險評估結果與意見，多次透過部會協商平臺持續與衛福

部進行協力溝通，俾同時在兼顧農產品衛生安全及植物保護之需求下，審慎加速相關申請案

件登記，讓農民有更有效安全的農藥可以選擇，減少抗藥性的發生。

強化農藥登記之透明程度

現行農藥之登記過程嚴謹，不僅對

其理化性、毒理、藥效、藥害、殘留等

相關試驗進行完整科學性評估，且經農

委會防檢局農藥技術諮議會審議通過，

惟審查之過程及內容對外說明溝通較為

不足，致使消費者在無法完整了解之狀

況下，易產生疑慮。因此，未來辦理農

藥登記或延伸使用評估時，除考量有害

生物防治及農產品安全外，亦會強化與

相關部會或產業團體之溝通，甚擴及國

際貿易溝通等面向。其中，農藥申請登

記之評估資訊，除業者商業機密以外

者，將於農藥資訊服務網公開農藥技術

諮議會審議之相關資訊，包括理化性、

毒理、藥效、藥害、殘留及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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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資料，供社會大眾檢視及提供意

見，使民眾了解評估過程及內容，

以化解疑慮。另針對已經發布施行

之法規，外界仍可提出科學資料或

具體事證，供研議是否重啟評估。

落實高風險農藥退場機制

農藥申請核准登記時均經毒

理資料審查，如確認具致癌性成分

者，均不核准登記；針對已核准登

記之農藥，隨時依據新科學發現及

使用變化，重新評估其對人體及環

境風險，必要時，採行新的管制措

施。自 60 年迄今，農委會已因致

癌性、劇毒性、持久性有機汙染物

等原因陸續禁用 133 種農藥產品。

此外，針對國際權威機構分類為

「對人類可能致癌」、「具內分泌

干擾疑慮」及「具生物累積性」等

之農藥，均重新評估其風險無虞

後，始同意新增使用範圍，否則將

採行限用、刪除使用範圍或修訂

ADI 與 MRL 等措施。

為降低農民使用劇毒性成品農

藥之風險，農委會 103 年至 107 年

即陸續公告禁用劇毒性農藥 9 種，

而目前僅存 9 種劇毒農藥均有其特

定用途，但農委會亦將積極尋找替

代方案，評估逐步禁用。相關作法

包括：

一、 針對直接施用的粉劑等呼吸毒

性高之藥劑，因施用技術造成

不易防護，對使用者造成暴露

健康風險外，因飄散汙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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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及非目標作物危害風險亦高，農委會已採限用或刪除使用方法及範圍，

並採取逐步禁用之策略。另對蜜蜂、鳥類、魚類及水域用藥等對環境及非目標

生物危害風險高之藥劑，除加註警語外，亦已陸續列為檢討對象，必要時將予

以公告禁用或限用。

二、 為加強前述高危害風險農藥之管理，農委會採取評估禁用及廢止農藥許可證、

或刪除使用方法及其範圍等方式淘汰舊藥，使危害風險較高之農藥退出國內市

場及環境；或以降低含量、改變安全劑型、標示、包裝或使用方法等方式，降

低農民使用之風險，保障民眾農產品食用安全及生態環境永續發展。

加強農藥之販售及使用管理

農委會防檢局將持續強化對農藥販賣業者之督導與管理，落實開具販售證明及

推動產銷資料定期陳報措施，逐步建立農藥流向管理機制。除已洽各縣市政府將開

具販售證明及定期陳報兩項措施列為農藥檢查之重點項目，並將定期彙整未陳報業

者清單提供各縣市政府加強輔導及依規定裁處。另將持續辦理教育訓練，宣導農民

正確用藥觀念，落實按照農藥標示記載之使用方法及其範圍施藥之規定，以確保農

產品安全。

未來展望

農委會目前正積極推動 10 年化學農藥減半策略，將盤點現行農藥管理之規定，

並依據使用風險、動物及環境毒理試驗結果，設定農藥分級標準，並研擬不同管理措

施，逐步建立農藥分級管理及高風險農藥退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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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輸入風險管理，
有效防範植物有害
生物傳入危害

防檢局 植物檢疫組

為強化邊境輸入植物檢疫把關，防杜國外植物疫病害蟲傳入，降低國外有害生物入侵風險，

防檢局除持續檢討修正植物防疫檢疫法外，依據國際規範及參採國外檢疫制度，建立輸入具

繁殖力之檢疫物風險評估制度，且持續關注國際疫情，適時修正檢疫規定；另派員赴國外產

地執行檢疫查證，延伸檢疫防線至國外，並配置檢疫犬組於主要國際機場、港口及郵包中心，

協助檢疫人員偵測入境旅客行李及國際郵包中之動植物產品，強化檢疫效能。

植物防疫檢疫法

「植物防疫檢疫法」係為防治植物疫病蟲害之發生，並制止其蔓延，於 85 年 1
月 10 日制訂，迄今歷經 7 次修正。

103 年 6 月 18 日公布修正「植物防疫檢疫法」部分條文，規範具繁殖力之檢疫

物如未有輸入紀錄，則須由申請人提送風險評估資料供檢疫單位審核；中央主管機關

須公告應實施輸入檢疫品目，使輸入人明確瞭解須申報植物檢疫之項目；此外，也配

合自由貿易港區設置及通關無紙化政策，簡化檢疫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可有效達到

植物檢疫管理並兼顧國際貿易與國家發展的目的。

配合產業需求及因應電商新貿易型態造成之風險增加，107 年 6 月 20 日公布修

正「植物防疫檢疫法」部分條文，明定通過風險評估且於有效管理措施前提下，核准

國外生物防治體輸入供田間防治使用，除可有效降低國內農業農藥使用量，有助推動

「10 年化學農藥減半」政策外，亦有利國內有機農業的發展。其次，鑑於透過網路

購買國外植物檢疫物並採郵寄輸入之案件日益增加，致有害生物隨而傳入風險提高，

故增訂高風險檢疫物應事先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並獲核准者方可郵寄輸入，否則應予

退運或銷燬；另收件人接獲無檢疫合格證明文件之郵包時，應主動向植物檢疫機關申

請檢疫，違反者予以裁罰，強化郵包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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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制度

為防止國外植物疫病蟲害隨植物或植物產品輸入我國，防檢局依據「植物防疫

檢疫法」及參據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SPS）及國際植物防疫檢

疫措施標準（ISPMs）等國際規範辦理植物輸入檢疫管理措施。參酌國際疫情與有害

生物文獻資料，評估有害生物入侵風險高低及入侵後危害程度，公告「中華民國輸入

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定」，區分禁止輸入及有條件輸入之植物或植物產品種類，明

定相關有害生物之寄主植物範圍及各國疫區狀態，並持續關注國際疫情，適時修正檢

疫規定。

防檢局依據「植物防疫檢疫法」第 14 條第 3 項及植物防疫檢疫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進行首次輸入風險評估。參考輸入人或輸出國植物檢疫機關所提供之資

料及相關科學文獻，就該植物及其於輸出國可能罹染之有害生物，進行入侵雜草及有

害生物風險評估，並送請專家與國內相關試驗研究機關評估，必要時赴輸出國進行查

證，以確認其生產管理及有害生物防治等措施，經評估確定該植物入侵風險可採取適

當管理措施而降低者，同意其輸入。經風險評估完成核准輸入之具繁殖力檢疫物，亦

公布於防檢局網頁之「核准輸入植物清單」，供民眾及輸入業者查詢。

另為符合國內種苗產業對國外輸入種子需求，簡化風險評估作業流程，於 105
年起陸續委請專家以專案進行多國茄科茄屬、番椒屬、胡蘆科西瓜屬、黃瓜屬、南瓜

屬及十字花科蕓苔屬種子之整體性風險評估作業，取代個別種類或國家之風險評估，

以強化輸入檢疫把關並兼顧產業需求。

赴國外執行植物檢疫查證

為有效降低國外有害生物入侵風險，防檢局將檢疫防線延伸至輸臺農產品之原

產地，派員至輸出國實施生產管理、有害生物防治、包裝選別及輸出檢疫作業之查

證，確保輸入農產品之檢疫安全。

一、 每年夏季及冬季赴日本及中國大

陸進行夏季梨接穗產地查證，查

證供穗梨園管理及病蟲害發生情

形並於冬季採穗期間會同輸出國

辦理輸出檢疫作業。自 97 年至

106 年共查證 163 人次。

二、 為防止蘋果蠹蛾入侵我國，依照

我國「蘋果蠹蛾發生國家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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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輸入檢疫條件」、「美國產蘋果鮮果實

輸入檢疫條件」、「智利產蘋果輸入檢疫條

件」、「紐西蘭產蘋果輸入檢疫條件」、「法

國產蘋果輸入檢疫條件」、「澳大利亞產蘋

果鮮果實輸入檢疫條件」及「德國產蘋果輸

入檢疫條件」規定，自 97 年至 106 年派員

赴疫區國家依檢疫規定內容查證供果園、包

裝場及輸出檢疫作業，計查證智利 10 人次、

美國 8 人次、加拿大 10 人次、法國 7 人次、

南非 10 人次、紐西蘭 10 人次、澳大利亞

7 人次、德國 1 人次。

三、 為防止桃蛀果蛾入侵而危害蘋果、梨、桃等溫帶果樹，依照我國「日本產桃蛀

果蛾寄主鮮果實輸入檢疫條件」及「南韓產桃蛀果蛾寄主鮮果實輸入檢疫條件」

規定，自 97 年自 106 年派員赴疫區國家依檢疫規定赴該兩國查證計 37 人次。

四、 依據「泰國產檳榔鮮果實輸入檢疫條件」，於每年泰國檳榔輸臺作業開始前，

派員赴該國查證燻蒸設施，並全程監督檢疫殺蟲處理作業，自 97 年至 106 年，

計派員查證 37 人次。

五、 依據「荷蘭產百合種球輸入檢疫條件」及「智利產百合種球輸入檢疫條件」，派

員赴該國查證生產管理及田間檢疫。自 103 年至 106 年，計派員查證計 9 人次。

六、 105 年 3 月 18 日我國公告「越南產白肉種紅龍果（Hylocereus undatua）鮮果

實輸入檢疫條件」後，於每年越南白肉種紅龍果輸臺作業開始前，派員赴該國

■  首批自宏都拉斯輸入之甜瓜於防檢局基隆分局檢疫
情形

■ 澳大利亞胡蘿蔔包裝場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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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蒸熱處理設施，並全程監督檢疫殺蟲處理作業，符合前項規定後，該項果

實始得輸臺，自 105 年至 106 年，計派員會同檢疫處理 16 人次。

七、 106 年 7 月 19 日我國公告「宏都拉斯甜瓜鮮果實輸入檢疫條件」，每年甜瓜輸

出季開始 1 個月前，派員查證地中海果實蠅偵測、供果園與包裝場及甜瓜輸出

檢疫作業，106 年首次派員 1 人次進行查證。

八、 澳大利亞於 106 年 2 月首次依「澳大利亞穿孔線蟲疫區產胡蘿蔔輸入檢疫條件」

邀請我國派員前往該國之指定胡蘿蔔生產點及包裝場進行產地查證。

九、 近年國外市場進入申請案，包括越南白肉種紅龍果、德國蘋果、宏都拉斯甜瓜

鮮果實等，經風險評估符合我國檢疫相關規定後，派員實地查證確認，始開放

輸臺。

檢疫犬制度

為強化檢疫偵測及檢查，防檢局師法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等先進

國家之檢疫犬制度，於 90 年開始規劃建置檢疫犬隊，並於 91 年成為第五個擁有檢

疫犬隊的國家。

經過多年努力及推動，逐步培訓本土訓練師，建立我國自行訓練及管理運作制

度，現今線上執勤之犬組已穩定維持在 40 組以上，分別配置於臺北國際郵件處理中

心、松山機場、桃園國際機場、臺中機場、高雄機場與金門水頭碼頭，並機動到基隆

港、臺北港、臺中港、臺南機場、高雄港執勤，協助檢疫人員偵測入境旅客行李及國

際郵包中之動植物產品，以強化動植物檢疫功能與效率，防杜外國農畜產品附著有危

險性疫病害蟲被帶到國內。

■  檢疫犬於桃園機場執勤

依據 10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之「政

府部門執勤犬照護管理規則」，執勤犬服

務年限為 4 年，得視其健康情形及執勤屬

性予以延長至 7 年。檢疫犬面臨來源不足

問題，防檢局除積極於動物醫院、民眾捐

贈、動物收容所、流浪犬中途之家、民間

業者及關務署緝毒犬培訓中心等多管道挑

選適用犬隻，並向美國洽購 19 隻及中國

大陸 5 隻備訓犬，以維持檢疫犬數量。另

配合修訂「檢疫犬組作業管理手冊」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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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松山機場執勤之檢疫犬隊合影

關標準作業程序，規範檢疫犬飼養管理、照顧醫療基準、犬隻健康檢查數及退休年限

等，並據以執行。

自 91 年 10 月至 107 年 4 月，檢疫犬組共查獲超過 62 萬批、736 公噸以上農

畜產品，並多次自旅客違規攜入之鮮果實中攔截到檬果種子象鼻蟲（Sternochetus 
mangiferae）、番 石 榴 果 實 蠅（Bactrocera correcta）、桃 蛀 果 蛾（Carposina 
sasakii）等重要檢疫害蟲，另亦多次查獲自高病原性禽流感疫區走私之活禽鳥。因為

有檢疫犬協助把關，攔截了各種可能入侵我國的疫病害蟲，功績卓著，實為邊境檢疫

之最佳助手。

檢疫犬組亦配合防檢局各分局所舉辦之「動植物防疫檢疫及肉品衛生向下紮根

教育」活動前進校園，以及應相關機關、學生團體參訪、雜誌、電視臺或新聞媒體邀

請或採訪，說明檢疫實務及檢疫犬作業，每年均辦理 30 場次以上，藉由檢疫犬可愛

形象宣導防疫檢疫觀念，強化民眾對於防疫檢疫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及支持。

結語

防檢局持續因應國際疫情，適時修正檢疫規定，精進風險評估制度，並持續派

員赴國外產地執行檢疫查證，延伸檢疫防線至國外，另提升檢疫犬偵測能力及妥善配

置於主要國際港埠，俾發揮最大偵測效能，有效執行邊境檢疫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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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亞農業暨水資源部來臺執行輸澳蝴蝶蘭年度
查證

突破檢疫障礙，
拓展農產品外銷

防檢局 植物檢疫組

為協助拓展我國優質農產品之外銷市場，防檢局積極參與國際諮商，並為符合貿易國輸入檢

疫規定，開發多項檢疫處理技術及建立生產過程之系統性管理措施，爭取對方解除檢疫限制，

突破檢疫障礙。

蘭花及花卉輸出檢疫

防檢局於 93 年 7 月與美國動植物檢疫局（APHIS）簽署「臺灣輸美附帶栽培介

質植物工作計畫」，使得我國蝴蝶蘭植株成為全球第一個可採附帶栽培介質方式輸銷

至美國的國家，續經諮商努力，於 105 年 2 月及 107 年 1 月分別獲美國同意我國文

心蘭及石斛蘭亦得以附帶栽培介質方式輸銷美國，成功解決昔日輸往美國必須在輸出

裝運前清除栽培介質採裸根方式空運輸銷的問題，有效降低人力成本並提高苗株存活

率，大幅提升我國蘭花植株之國際競爭力。另鑒於前述工作計畫之實施成效，防檢局

亦向澳大利亞及紐西蘭提出簡化其現行蝴蝶蘭輸入檢疫之要求，分別於 100 年 1 月

及 8 月簽訂「臺灣輸往澳大利亞蝴蝶蘭苗工作計畫」及「臺灣輸紐西蘭蝴蝶蘭附帶

栽培介質工作計畫」，開啟附帶介質蝴蝶蘭之南半球市場。

截至 107 年 5 月止，共計有 120 家業者，230 棟溫室符合美國規定，合格溫室

之總面積達 9 萬多平方公尺。自 97 年至 106 年，已順利輸出 16,379 萬餘株蝴蝶蘭

至美國，產值逾 120 億餘元。另分別有 15 家業者，25 棟溫室及 7 家業者，8 棟溫室

符合澳大利亞及紐西蘭規定，已順利分別輸出 933 萬餘株及 6 萬餘株蝴蝶蘭至澳大

利亞及紐西蘭，產值逾 7 億元。

有鑑於核可蘭園檢查業務日益增加

及政府財政限制，加以面對國際競爭對

手已陸續獲得美國同意附帶栽培介質蝴

蝶蘭輸銷之壓力，防檢局推動外銷蘭園

落實自主管理，以提升外銷蘭花品質及

國際競爭力。於 104 年 11 月 15 日訂

定「核可蘭園外銷生產栽培作業管理要

點」，並接受產業團體申請為指定單位

辦理外銷核可蘭園溫室設施與生產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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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之定期檢查作業，同時建立對指定單位之稽核機制，以維持相關監督管理作業。

另 100 年至 105 年防檢局每年辦理優秀蘭園評選，並頒發「外銷績優獎」及「自主

管理優良獎」，以鼓勵積極自主管理之蘭園持續提升外銷蘭花品質及國際競爭力。該

項獎勵機制於 106 年起改由產業團體辦理。

為因應澳大利亞 106 年 9 月要求切花切葉均須於輸出國採系統性管理措施或輸

出前經檢疫處理後方可輸澳之新規定，防檢局邀集臺灣區花卉輸出業同業公會、農業

試驗所及農糧署討論相關因應之道並獲決議，為提升我國切花切葉產業競爭力及外銷

品質，將建立切花切葉系統性管理措施，從生產鏈著手，自生產、包裝及出口系統，

整合各種適當的有害生物防治管理措施，並透過生產者、包裝場及出口商落實執行。

後經上揭單位共同組成專家小組，依據澳國新規定及國際植物防疫檢疫措施標準第

14 號（ISPM No.14）規範，多次討論後於 107 年 1 月 5 日確立自生產栽培、分級

包裝到裝運輸出各階段之系統性管理作業規範，為提升我國切花切葉國際競爭力奠定

良好基礎。

種子輸出檢疫及病原檢測

防檢局為順暢我國種子外銷貿易，因應實驗室檢測之需要，於 102 年 9 月 18 日

公布「輸出植物種子特定病原檢測作業要點」，委由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協助進行

輸出種子十字花科黑腐病菌等 18 種病原之檢測，計協助約 700 批種子外銷。

為因應國際植物檢疫措施標準制訂委員會於 106 年 4 月通過 ISPM No.38「種子

的國際運輸移動」之國際標準，及種子之國際貿易複雜型態，於 106 年 9 月 6 日公

告植物或植物產品復運輸入檢疫作業要點修正版，如種苗業者因不符輸入國檢疫規定

退運，未來此類自國外採種輸入我國之外貨復出口貨品，可檢附防檢局核發之輸出植

物檢疫證明書申請復運輸入，保障種苗業者權益。

■  輸出種子取樣樣品加封後送檢測單位進行特定
病原檢測

■  防檢局臺中分局進行果實蠅檢疫殺蟲試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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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簡化現行種子再輸出前須逐批檢疫確認未受有害生物感染及符合輸入國檢

疫規定之作業，並減少業者成本及增加輸出作業時間彈性，對於原輸出國檢疫證明書

加註內容符合輸入國規定者，防檢局依據 ISPM No.12 規範核發再輸出植物檢疫證明

書，並建立原輸出國植物檢疫證明書影本之簽名副署作法，協助業者再輸出種子。此

外，107 年 1 月 31 日訂定「輸入種子重新包裝申請再輸出檢疫作業要點」，種子業

者之分裝處所、設備、作業流程如經防檢局轄區分局核可者，可採自主管理方式進行

種子分裝，且輸出前僅須檢附申報檢疫相關文件及分裝紀錄申請再輸出檢疫，即可以

書面審核確認後，核發再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達到簡政便民目的。

鮮果實檢疫處理技術開發

我國為東方果實蠅及瓜實蠅等有害生物疫區，為突破檢疫障礙，防檢局長期針

對具有外銷潛力之鮮果實配合輸入國之檢疫規定，進行檢疫處理相關技術之研發，以

拓銷國際市場。目前已獲輸入國認證通過且已成功輸銷者有芒果、荔枝、楊桃、葡萄、

文旦、白柚、椪柑、木瓜、龍眼、白肉種紅龍果及棗鮮果實等。另為減少業者負擔日

本及韓國檢疫官來臺查證費用，積極向日、韓爭取減派檢疫官來臺執行鮮果檢疫處

理，自 100 年起日本減派檢疫官來臺，人數由 4 人減為 2 人，104 年起輸韓芒果改

採查核制，韓國僅派一名檢疫官來臺查證包裝場、蒸熱場與輸出檢疫作業情形，並由

防檢局檢疫人員自行辦理輸出檢疫作業，大幅節省業者支付檢疫官來臺費用。

此外，為符合輸出國關切有害生物風險管理系統，亦與農糧署合作，配合輔導

外銷供果園（如輸中國大陸梨及葡萄）、包裝場、栽培設施（輸中國大陸菇類）、稻

米加工廠符合輸出國要求，並持續與主要貿易國家辦理諮商談判，目前已獲輸出國同

意輸銷項目如附表。

此外，開發完成具外銷潛力將向外國提出市場准入申請之鮮果實種類及檢疫殺

蟲處理方式如下：

一、葡萄柚：果肉中心溫度 1℃以下連續達 14 天。

二、彩色甜椒：果肉中心溫度達 46.2℃後，連續達 20 分鐘。

三、牛番茄：果肉中心溫度達 46.2℃。
四、檸檬：果肉中心溫度 1℃以下連續達 14 天。

五、茂谷柑：果肉中心溫度 0.5℃以下連續達 12 天。

六、鳳梨釋迦：果肉中心溫度達 46.5℃後，連續達 30 分鐘。

七、柳橙：果肉中心溫度 1℃以下連續達 12 天。 ■  防檢局臺中分局進行鳳梨釋迦
檢疫殺蟲處理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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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已開發完成並獲得外國認可之農產品及檢疫條件

種類 檢疫條件 輸往國家 同意年度

荔枝

蒸熱及低溫複合處理：
果肉中心溫度在 46.2℃以上維持達 20分鐘後，應使果心
溫度於 6小時內降至 2℃以下並維持達 42小時。

日本 77年

韓國 84年
運輸途中以低溫處理：
果肉中心溫度於 0.99℃（含）以下持續達 17天或 1.38℃
（含）以下持續達 20天。

美國 83年

採輸出前或運輸途中以低溫處理，首次採蒸熱或輻射照射處
理方式輸出前，我國須邀請澳方派員來臺執行蒸熱處理及輻
射照射處理設施之查證，所需經費由我方負擔。

澳大利亞 102年

毋須檢疫處理（包裝場認證）。 智利 96年

芒果

蒸熱處理：

果肉中心溫度於 46.5℃以上連續達 30分鐘。

日本
（愛文及海頓）

77年

美國 81年

韓國 85年

紐西蘭 94年

澳洲 96年

毋須檢疫處理
（但須自具防蟲設施或密閉之登錄包裝場出貨）。

智利 96年

椪柑
低溫處理：

果肉中心溫度在 1℃以下連續達 14天。
日本 77年

韓國 84年

葡萄

低溫處理：

果肉中心溫度在 1℃以下連續達 12天。
日本

（巨峰及義大利）
86年

毋須檢疫處理，依「臺灣葡萄梨輸往大陸植物檢驗檢疫要
求」及「臺灣葡萄輸往大陸檢驗檢疫管理規範」辦理，葡萄
鮮果實須來自登錄供果園及包裝場。

中國大陸 104年

楊桃

運輸途中以低溫處理：

(1) T107-h：0.99℃或以下處理 17天或 1.38℃或以下處
理 20天。

(2) T107-j：0.99℃或以下處理 15天或 1.38℃或以下處理
18天。

美國 84年

運輸途中以低溫處理：

(1) 果肉中心溫度 0℃以下持續 10天。
(2) 果肉中心溫度 0.56℃以下持續 11天。
(3) 果肉中心溫度 1.11℃以下持續 12天。
(4) 果肉中心溫度 1.66℃以下持續 14天。

智利 97年

文旦
低溫處理：

果心溫度在 1℃以下連續達 12天。 日本 88年

白柚
低溫處理：

果心溫度在 1℃以下連續達 12天。 日本 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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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檢疫條件 輸往國家 同意年度

木瓜
蒸熱處理：

果心溫度達 47.2℃後，即使之降至 30℃以下。

日本
（臺農 2號） 93年

韓國 102年

白肉種
紅龍果

蒸熱處理：

果肉中心溫度達 46.5℃後，連續達 30分鐘。 日本 99年

高接梨
毋須檢疫處理，依「臺灣梨輸往大陸植物檢驗檢疫要求」及
「臺灣梨輸往大陸檢驗檢疫管理規範」辦理，梨鮮果實須來
自登錄供果園及包裝場。

中國大陸 100年

米
（糙米及白米）

依「臺灣大米輸往大陸植物檢驗檢疫要求」及「臺灣稻米輸
往大陸檢疫管理規範」辦理，稻米加工廠須先向農糧署申請
登錄，輸出時須經檢疫處理並取得該會防檢局之檢疫證明書
始可輸往大陸。

中國大陸 101年

龍眼
（可帶柄）

低溫處理：

(1) l℃以下持續 17天。
(2) 1.38℃以下持續 20天。

美國 98年

棗
低溫處理：

果肉中心溫度在 1.2℃以下連續達 14天。 日本 105年

突破檢疫障礙之進程及展望

一、開拓我國蘭花國際市場

因應我國蘭花業者輸銷蝴蝶蘭至馬來西

亞、拖鞋蘭至越南及蝴蝶蘭屬、蕙蘭屬、文

心蘭屬、石斛蘭屬及巴菲爾鞋蘭屬組織培養

苗至秘魯之需求，防檢局分別於 106 年 2 月

及 9 月提供相關生產管理及有害生物防治資

料供輸入國進行風險評估。另文心蘭切花申

請輸銷紐西蘭案，經紐方於 105 年 11 月來

臺查證後，於107年4月公告輸入健康標準，

防檢局正依其要求擬定出口計畫，提送紐方

同意後，我國文心蘭切花將可輸銷紐西蘭。

二、向日、韓爭取減派檢疫官來臺會同執行鮮果實檢疫作業

持續向日方爭取輸日芒果作業改採查核制，及向韓方爭取輸韓荔枝改採查核制，

以降低業者負擔。

■  紐西蘭初級產業部專家來臺進行文心蘭切花
生產作業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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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拓展優質鮮果實外銷市場

防檢局陸續開發外銷鮮果實檢疫殺蟲處理方法，並向主要申請國提出輸銷申請，

包括向韓國申請棗、向美國申請番石榴、向日本申請Hylocereus 屬紅龍果等。其中

韓國已於 107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2 日派員來臺實地進行檢疫處理技術之認證試驗，

將依程序完成報告及法規預告後，正式開放臺灣棗鮮果實輸韓。另亦向澳大利亞及紐

西蘭申請輸銷鳳梨鮮果實，其中澳國檢疫單位業於 106 年 8 月派員進行風險評估之

產地查證作業，並將於 107 年上半年完成風險評估草案供各界評論。

未來展望

臺灣得天獨厚地理環境及氣候條件，又加以優越農業技術，在農民及農產業者

勤奮努力下，可生產優質熱帶、亞熱帶與溫帶農產品及各式園藝花卉種苗，種類繽紛

多樣，其品質及安全衛生更均達高標之國際水準。質優量豐的農產品不僅足供國內市

場，盛產時節甚而遠超過國內市場需求，肇致價格下跌，因此拓展農產品外銷是調整

供需並確保果農利益之重要關鍵；此外，高品質的花卉種苗亦亟待突破檢疫障礙以開

拓外銷市場，替我國農業生產注入更多活力。

自 87 年迄今，經檢疫處理輸出之鮮果實數量不斷成長；以輸往日韓鮮果實為例，

97 年輸出量僅 688 公噸，106 年已成長至 1,188 公噸；採系統性認證輸出之高品質

花卉亦大幅成長，輸美附帶栽培介質蝴蝶蘭即從 94 年輸出僅 29 萬株，至 106 年已

輸出達 2,126 萬株，農民收益逐年增加。防檢局除持續針對具外銷潛力之鮮果實進行

各項檢疫處理技術研發及提升我國優質花卉之國際競爭力外，另一方面亦與各貿易國

展開雙邊諮商，積極爭取對方解除檢疫限制以拓展國際市場。

■  日本檢疫官（左）應邀來臺與防檢局同仁會同執行
首批棗鮮果實輸出檢疫

■  澳大利亞專家（中）來臺執行去冠芽鳳梨產地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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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WTO/SPS 委員會例會，瑞士日內瓦

國際與兩岸諮商及合作
防檢局 企劃組

國際諮商與合作

我國成為 WTO 會員後，輸出入農產品種類、數量大幅成長，動植物疫病害蟲入

侵風險隨之大增。為確保境內農產品生產與生態安全，以及動植物與人民之健康，須

採行符合 WTO/SPS 協定與國際標準之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簡稱 SPS）
措施，並拓展國產優質農產品外銷市場，除積極參與 WTO、APEC 等國際多邊組織，

亦參與雙邊經貿或農業合作諮商談判，諮商國家包括澳、奧地利、加、歐盟、法、匈、

印度、印尼、義、日、韓、紐、荷、菲、波蘭、南非、西、瑞典、泰、越、美、英等，

多年來獲致諸多成果。以下謹就防檢局主辦多邊與雙邊諮商會議，摘述重要成果。

一、 參與世界貿易組織

防檢局除派員在我國常駐 WTO 代表團處理 SPS 相關事務，亦參與 WTO/SPS
委員會每年 3 次正式例會及非正式會議與相關活動，並與會員進行雙邊諮商，討論

彼此關切之 SPS 議題。（圖 1）

在 WTO/SPS 委員會例會特定貿易關切議程項下，防檢局曾提出「加拿大對我

國金針菇限制措施」、「歐盟進口我國蘭花瓶苗檢疫措施」及「泰國對我國木瓜種子

市場進入限制」等關切案，充分善用WTO場域以提升貿易對手國對我國關切之重視，

有效加速議題之解決。

防檢局亦積極參與 WTO/SPS 委員會

重要多邊規則議題之討論，於「非疫區認

定準則」議題，基於我國為農產品淨輸入

國，必須爭取認定動植物疫病害蟲非疫區

之時程彈性與主導權，爰加入美、加、紐、

澳、日、韓等「彈性時程集團」，以集團

力量成功排除特定時程之限制，確保我國

利益，並獲寶貴諮商策略與談判經驗。於

「主席特別諮商程序」議題，與日、韓等

國結盟，倡議該程序採自願性、無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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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具保密性等條件，確保輸入動植物產品採取符合我國保護水準之 SPS 措施時，免

遭貿易對手國提出具強制性之特別諮商手段。

為履行 WTO/SPS 協定透明化義務，防檢局擔任我國 WTO/SPS 協定國家通知機

構以及查詢點。迄 106 年 9 月 15 日止我國已發出一般、緊急、補遺與勘誤等通知共

745 件，居 WTO 會員第 10 名，展現積極履行 WTO 義務之作為。

為提升國內產官學界對 SPS 協定之理解，於 94 年、100 年、101 年及 104 年，

4 度與 WTO 秘書處共同舉辦國家級或亞太區域級 SPS 研討會，國內產官學界及亞太

地區 16 國官員近 300 人參加，有助我國施政參考並建立與會員國、WTO 及國際標

準制訂組織之人脈關係。此外多次推薦同仁擔任 WTO 活動講師，包括 102 年「SPS
有關市場進入挑戰與契機研討會」、106 年「SPS 進階課程」及 107 年「植物有害

生物非疫區主題會議」等，分享我蘭花輸出成果、我國 SPS 議題協調機制及植物防

檢疫成果，頗獲會員好評，提升我國際能見度。

二、 重要雙邊國際諮商及合作平臺運作

（一） 臺美農產品檢驗檢疫技術工作小組諮商會議

 為順暢臺美農產品貿易，解決 SPS 相關技術問題，80 年 3 月臺美經貿諮商

會議協議成立「農產品檢驗檢疫技術工作小組諮商會議」，作為雙方溝通平

臺，迄 106 年已輪流舉開 24 屆。具體成果包括我國蝴蝶蘭、文心蘭及石斛

蘭附帶水草、芒果、荔枝、楊桃、皮蛋輸美、協助我國建立與訓練檢疫犬隊；

美國馬鈴薯、蘋果、羊肉、漁產品、動物雜碎及獵捕動物肉類輸臺、調整對

美禽流感管制措施、解除美國地中海果實蠅疫區等。雙方動植物防檢疫主政

機關超過 20 餘年的溝通與合作交流，建立了可貴的互信與堅實友誼，並擴

及其他國際場域之合作，包括 WTO、APEC、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等

重要多邊論壇，共創最大利益。（圖 2）

■ 圖 2 103 年第 21 屆臺美農產品檢驗檢疫技術工作小組
諮商會議（臺灣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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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聯合管理委員會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於 102 年 12 月 1 日生效，依據第 6 章 SPS
措施規定，設立 SPS 聯合管理委員會（JMC），103 年我國召開第 1 屆會議，

制定「聯絡點執行協議」、「議事規則」及相關合作事項，迄 106 年已舉行

4 屆會議，獲致多項成果，包括舉辦「加工助劑國際研討會：管理措施與優

良作業規範」、「農藥登記管理制度及殘留安全容許量之制訂合作研討會」、

「紐西蘭輸入植物風險評估及檢疫規定研討會」、建立雙方「主政機關及聯

絡點執行協議」SPS 議題通知機制、推動市場進入案（如臺灣文心蘭切花輸

紐）、採認工作計畫等。透過 SPS 議題通知機制，雙方咸認食品及動植物產

品貿易相關風險得以有效管控。經由 SPS JMC 平臺，加速解決了雙邊 SPS
議題，進而嘉惠兩國消費者與相關產業，並展現雙方對協定的承諾與便捷貿

易之價值。（圖 3）

■ 圖 3 106 年第 4 屆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SPS 聯合管理委員會議（紐西蘭威靈頓）

與全球整合防治一體之趨勢下，應持續投入適當能量，培育談判人才，積極參與國際

組織活動，密切注意國際情勢發展，充實研究談判策略，捍衛我國權益。

兩岸諮商與合作

防檢局與中國大陸相關業務交流可溯至 88 年開始，後至 95 年起正式透過臺灣

動植物防疫檢疫暨檢驗發展協會與中國出入境檢驗檢疫協會積極展開防疫檢疫與檢

驗技術交流，並逐步與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簡稱質檢總局）及其所屬省局進

行交流，漸進發展為兩岸官方檢疫檢驗權責機關直接聯繫及溝通，為後續簽署兩岸農

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奠定穩固之基礎。

一、簽署「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

為解決 97 年兩岸直航三通後，農產品貿易成長帶來的檢疫檢驗問題，防範動植

物疫病蟲害藉由貿易傳播擴散，以保障農業生產安全與消費者健康，防檢局本於先前

展望未來，在全球區域經貿與自由貿

易協定盛行，以及我國積極推動新南向政

策之際，削減關稅以外的 SPS 措施更是談

判的重要議題。面對新挑戰，秉持防檢局

成立 20 年來參與國際談判的經驗與傳承，

未來在 SPS 議題國際諮商舞臺上，須配合

國家整體政策，達成兼顧國際貿易順暢、

國內生產生態安全以及動植物健康之目

標。另在相關科技發展突飛猛進以及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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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諮商平臺，我國
優質稻米成功開拓中國大陸外銷市場

與質檢總局交流所建立的基礎上，規劃雙方在農產品貿易上的檢疫檢驗合作與交流，

並於 98 年 12 月第四次江陳會談完成簽署「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

提供兩岸農產品貿易檢疫檢驗的聯繫溝通平臺。簽署後我方由農委會所屬相關單位及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成立工作小組，陸方亦針對涉及農藥殘留容許量與動物疫

病監測相關議題，邀集農業部相關業管單位與會諮商。迄今已辦理 12 次工作會商及

6 屆研討會，摘述成效如下：

（一） 協助解決農產品輸陸之檢疫檢驗問題，並針對陸方輸入不合格檢疫產品進行

通報，維護我國農業生態安全及消費者權益。

（二） 努力開拓我國農產品新興市場，成功推動鮮梨、稻米與葡萄輸銷中國大陸。

（三） 因應陸方日趨嚴格之輸入監管體系，我方邀請陸方專家來臺查核產地檢疫，

並積極與陸方諮商檢疫規範，協助臺灣附帶土壤羅漢松、文心蘭、甲魚卵及

水產品持續順利輸陸。

（四） 輸陸農產品之農藥殘留安全標準，雙方同意對陸方已經制定相應農藥殘留安

全標準者，按陸方標準執行；對尚未制定者，可採用我國或國際標準作為輸

入檢驗依據。

（五） 專案輸入中國大陸產梨接穗，解決農民梨接穗來源問題。開放國內無生產之

中國大陸山東及山西櫻桃輸臺，提供消費者更多選擇。

二、與中國大陸農業部交流

97 年時鑒於兩岸動物用藥與農藥管理及動植物疫情監測防控等議題日益受到重

視，防檢局遂展開與中國大陸農業部所屬獸醫局、種植業管理司及農藥檢定所等進行

交流，期建立雙方重大動植物疫病蟲害訊息交換與經驗分享平臺、農藥管理技術合

作、調和農藥最大殘留容許量及建構相關領域之國際人脈等，至 104 年底前雙方已

建立聯繫窗口及定期辦理研討會機制。

目前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之互動，雙方主要以聯繫案件進行溝通，暫

無辦理業務諮商；而 107 年 4 月中國大陸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已將質檢總局之出

入境檢驗檢疫業務劃入海關總署，現協議平臺業以海關總署名

義與我方連繫，然防檢局仍將持續主動與陸方聯繫，期維持雙

方互動基礎及溝通渠道，俾以協助解決雙方農產品進出口貿

易之檢疫檢驗問題，減少進出口業者及農民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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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腳印─
動植物檢疫中心營運歷程

因應全球貿易自由流通，活動植物交易頻繁，境外疫病蟲害入侵我國的風險與機率大增，防

檢局編列 7 億多元，歷數載竣工，建構我國唯一官方動植物隔離檢疫機構―動植物檢疫中心

（以下簡稱檢疫中心），並於 98 年正式營運，以因應我國動植物隔離檢疫業務量之增加。

為使國人充分了解檢疫中心相關作業，謹將檢疫中心 9 年來之營運情況與成果臚陳如下：

輸入動物隔離檢疫業務逐年增長，設施及規模日漸完善

在地理位置方面，檢疫中心位於桃園市觀音區，鄰近我國重要機場及港埠（距

桃園國際機場 15 公里，距臺北港 25 公里），讓輸入之活動物一入關，可由 61 號快

速道路抵達檢疫中心實施隔離檢疫業務。

在設施及規模方面佔地 12.5 公頃，包含 10 棟中大型動物留檢厩舍、犬貓舍、

禽鳥舍、陸生烏龜舍、溫網室、消毒管制站、管理大樓、汙水處理廠、焚化爐及堆肥

舍等 21 棟建築物。（圖 1）

人員組成方面，現行業

務重點在動物隔離檢疫，檢

疫人員專長以具獸醫專業之

背景為主，並以具有動物飼

養管理專業領域及善於修繕

硬體設備之助理人員為輔，

近年來搭配農業科系畢業之

替代役役男，形成一支優秀

服務團隊。（圖 2）

■ 圖 1 檢疫中心設施圖

■ 圖 2 檢疫中心工作伙伴及替代役弟兄

防檢局 企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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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8 年 5 月檢疫中心正式營運，動物隔離檢疫批數、頭（隻）數及年度規費收

入逐年增長，106 年已達 388 批、40,736 隻、8,974,000 元（圖 3）。隔離檢疫動物

種類由初期開辦兔子、蜜袋鼯、袋鼠，年年拓展，至 102 年開辦犬貓隔離留檢業務，

再於 106 年接辦鳥類隔離檢疫業務，至今已執行過之隔離檢疫動物種類囊括豬、牛、

羊、羊駝、駱馬、馬、驢、犬、貓、兔、陸龜、家禽、鸚鵡、鴿子、鳥、袋鼠、食蟻獸、

雪貂、狐獴及蜜袋鼯等經濟動物、寵物及玩賞鳥類。

首重生物安全，執行科學隔離檢疫

檢疫中心訂有完善各種動物檢疫業務標準作業程序，動物輸入所有人須於輸入

動物前 2 天至 7 天派員至隔離場所澈底清潔消毒隔離檢疫廏舍及有關設備、用具等，

避免交叉汙染，所有隔離檢疫之物品不得來自畜牧場。所有應執行隔離檢疫之檢疫

物，均由防檢局港站所屬分局同仁封籤或派員押運，自我國港埠運送至檢疫中心，其

運輸車輛、裝運箱、飼料、牧草、墊料、排泄物及其他被汙染物料等，均於動物運抵

後，在檢疫人員指示監督下執行清洗消毒等處理。執行動物隔離檢疫期間，車輛、人

員及檢疫所需相關物品均嚴密管控及進行消毒，和動物進行接觸之人員應穿著防護裝

備，以避兔交叉汙染之情形發生。

■ 圖 4 檢疫中心同仁採集牛隻檢體並進行
尾根部皮內結核菌素注射試驗

動物於隔離檢疫期間，動物檢疫同仁均對

動物進行檢查及檢體採樣，並由檢疫中心檢驗

或將檢體後送至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財團法

人農業科技研究院或臺灣大學獸醫學系等具檢測

（診）能力之實驗室檢測特定傳染病（圖 4），
確定動物無傳染病後始可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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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檢疫中心 99 年至 106 年歷年動物隔離檢疫批數、隻數及規費歲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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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檢疫環境、貼心服務及專業職能檢疫，
有效防杜海外重大惡性疫病入侵

檢疫中心開辦犬貓隔離檢疫業務，因地廣清幽環境，打造一處優質 49 間犬隔

離檢疫廄舍，共 47 間舒適寬敞且含獨力冷暖空調之中小型犬隔離房，另 2 間 6.9
平方公尺之特大間犬隔離房供活動力強或大型犬使用，讓隔離檢疫期間之犬隻仍可

在隔離房內自由活動，並在仲夏嚴冬下安然悠閒渡過檢疫時間。同時更貼心提供便

民之服務設施，設置犬貓專用淋浴室及犬貓美容相關用具，讓隔離檢疫期間犬貓享

有居家生活般待遇，更為了讓飼主了解犬隻在檢疫中心生活態樣，特別裝置狗狗網

路影像系統，每日上傳留檢犬隻影片，供飼主可透過網路線上觀看愛犬生活情形，

深獲民眾好評與讚許，並於參加 103 年度參加政府服務品質獎，獲評核為「特優」

獎（圖 5）。

為接辦鳥類隔離檢疫業務，從籌備到開辦歷經多年，多次與鳥類業者座談，向

民意代表說明開辦原委，投入大量人力物資，軟硬體設施，設有 12 間鳥類隔離檢疫

 舍及1間負壓隔離室、獨立空調、監視器及防竊、防飛逃、防蚊之3層防護窗等設備，

於 106 年 4 月 1 日順利開辦，短短 1 年期間，同仁專業工作態度、隔離檢疫服務品質、

便民措施等，普遍獲得輸入鳥類業者極大肯定，各項服務滿意度超過 9 成。

此外，我國畜牧產業經濟動物，有賴自國外輸入優質種畜，選育繁殖後代，

檢疫中心以嚴謹負責態度做好檢疫把關工作，營運至今 9 年，成功檢測出牛藍舌病

（Bluetongue Disease）、陸龜壁蝨及各種動物之體外及體內寄生蟲等疫病，並立

即依規定對陽性檢出罹患疫病之動物依法進行檢疫處理或人道銷毀，有效防止境外

重大動物傳染病入侵我國，確保我國農畜生產事業安全及人民健康。

■ 圖 5 政府服務品質獎及民眾的感謝卡

結語

自 98 年營運至今，檢疫中心歷

經 9 個寒暑歲月的淬鍊，成功扮演

動物隔離檢疫業務角色，未來仍有無

數次艱鉅任務，將持續秉持「便民、

效率、和諧」的服務精神，以及兢兢

業業且大無畏的態度，擔負起攸關國

內動物生物安全、國人健康的繁重工

作，確保我國畜產事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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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辦畜禽屠宰衛生管理
20周年之回顧與展望

防檢局 肉品檢查組

屠宰場輔導設立登記與屠宰衛生檢查之成果

屠宰衛生檢查制度是保障消費者食用畜禽肉品衛生安全之重要防線，藉由屠宰

作業前環境設備清潔衛生檢查，以及屠前與屠後檢查剔除罹病動物及不適於人類食

用之部分，進而確保上市肉品之衛生安全。由於國人消費水準的提高，屠宰作業流

程衛生及畜禽肉品之安全，已是各界關切的議題。因此，建立完善之屠宰衛生檢查

制度，以維護國人食肉安全衛生，是當前防檢局持續努力之方向。

一、屠宰場輔導設立登記成果

87 年 6 月 24 日年畜牧法公布實施以前，屠宰場係由經濟部主管，依據「電動

屠宰場設置標準」之規定設置，並須依「工廠登記規則」申請工廠登記證。畜牧法

公布施行後，有關屠宰場設立登記業務移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授權所屬防檢

局主辦，防檢局遂參照美、日、澳及歐盟等國之肉品衛生相關法令，並邀集各學術

研究機關及相關產業團體研擬訂定「屠宰場設置標準」，於 88 年 11 月 19 日由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會銜公告施行，對消費者食肉衛生安

全提供保護。

屠宰場設置標準係就屠宰場設施設備以原則性及概括性之規範，不僅是業者設

場之基準，也是主管機關審查設場之標準。有意願申設屠宰場之業者可評估其資金、

產能之需求設置屠宰場。現行屠宰場分為單獨設置屠宰場、屠宰場附設肉類分切包

裝場及肉類加工廠併設屠宰場三種，均受畜牧法及相關法規之規範及管理。

畜牧法實施前已領有工廠登記證之屠宰場則經由換證程序取得屠宰場登記證書

（43 場），並於 2 年內完成改善。由於屠宰場之設立除了須符合畜牧法之規定外，

尚須符合土地利用、建設、環保、水利、農政等相關法規，為使業者能順利設場完

成，防檢局由專人專場提供技術性輔導，協助解決業者設場所遇問題，亦邀集屠宰

衛生檢查領域之專家，於業者規劃設場時參與圖說審查及現場會勘，提供專業建議，

提升業者自主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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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年 7 月 1 日起家禽納入屠宰衛生檢查，後為推動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

配合家禽產銷結構調整，積極輔導手宰業者合法化，亟需輔導設立符合業者需求及

各種大小規模之家禽屠宰場，防檢局與畜牧處遂於 98 年 6 月 11 日假防檢局臺中分

局設置「農委會輔導興辦畜牧事業計畫暨申設家禽屠宰場服務平台」（以下簡稱平

台），提供業者申設家禽屠宰場之行政諮詢與技術輔導，並請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共同協助解決業者申設時所遭遇之困難，以節省業者申辦所需時間及相關費用，

該平台之服務普遍獲得業者好評。另為協助解決小規模家禽屠宰場廢水處理問題，

防檢局商請農委會畜產試驗所研發適合該等屠宰場使用之廢水處理模式，並於 99 年

4 月 14 日舉辦觀摩會，99 年 11 月 2 日召開宜蘭縣小規模屠宰場廢水處理設施說明

會，藉由實地觀摩讓業者明瞭小規模屠宰場如何設置符合環保規定之廢水處理設施。

101 年 12 月底，平台完成階段性任務結束服務，透過平台輔導計有 21 業者取得屠

宰場登記證書並開始營運；26 業者取得屠宰場同意設立文件；12 業者取得屠宰場

設施設備核准文件，家禽屠宰場數由 98 年 5 月底 46 場，迄 101 年 12 月止增加至

75 場，家禽屠宰場之屠宰能量已足敷國內家禽生產所需，且此期間所設立之小規模

屠宰場滿足土雞少量多樣性之地方特色需求，不但維護國人健康與家禽產業的永續

發展，更是 102 年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得以順利推動之重要因素。

107 年 6 月止取得屠宰場登記證書者，家畜屠宰場有 58 場，家禽屠宰場有 113
場，畜禽屠宰場 2 場，合計 173 場，歷年屠宰場場數統計詳如附圖。經過防檢局 20
年的努力，家畜屠宰場之設立已趨穩定，家禽屠宰場設立亦有不同規模、類型及大

小，且地點分佈全國，屠宰能量已足敷畜禽屠宰需求，衛生安全畜禽肉品均能充足

供應全國。

家畜屠宰場 家禽屠宰場

場數

屠宰場場數增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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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屠宰場場數增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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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屠宰衛生檢查成果

防檢局自 87 年招募 47 名獸醫師進駐各家畜禽屠宰場負責各項屠宰衛生檢查業

務，隨著屠宰場陸續增設，至 106 年底屠宰衛生檢查人員已達 644 名。據統計全國

年屠檢數量亦由實施初期 186 萬餘隻家畜及 3,160 萬餘隻家禽，至 106 年已逾 801
萬餘隻家畜及 33,948 萬餘隻家禽。為提升肉品衛生安全，防檢局配合推動完成以下

項目：

（一）屠宰作業設施設備清潔衛生管理

為維持良好之屠宰作業環境衛生與管理制度，防檢局嚴格執行屠宰場設施設

備與屠宰作業查核。自 97 年至 106 年裁處違反屠宰場設置標準及屠宰作業準

則案件共計 85 件，處以罰鍰新臺幣共計 3,125,000 元，並皆要求業者於期限

內改善。

■ 屠宰衛生檢查人員進行屠後檢查

（二）屠宰場屠體表面微生物監控管理

為降低肉品受病原微生物污染風險，自 89 年起進行屠體表面微生物調查監

測。根據持續監測之成果，亦於污染風險較高之屠宰場進行污染點調查，協

助改善並提升屠宰衛生品質。該項計畫建立了國內屠宰場特定病原微生物之

陽性率資料，除可供屠體衛生監控外，亦做為改善屠宰場作業流程與軟硬體

設施之參考依據。截至 106 年底屠宰場沙門氏菌檢體採集與分離鑑定超過

26,000 件，彎曲菌超過 16,000 件，李斯特菌超過 11,800 件，並完成 48 場

次之現場污染點調查及輔導改善工作。106 年沙門氏菌與李斯特菌之分離率

為近年最低，即肉品衛生隨計畫的執行而逐步提升。

（三）屠體運輸車輛管理

畜禽屠體及內臟運輸車輛清潔與否

攸關肉品衛生，為強化管理，衛生

福利部及農委會協商決議，分別於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畜牧法訂定

食品業者及屠宰業者所屬車輛衛生

管理規範，並依行政分工辦理查核

取締。106 年度防檢局累計裁罰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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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供食用血液收集與蒸煮管理

為提升供食用畜禽血液收集衛生及有效

防範污染物，防檢局除訂定「屠宰場收

集供食品用血液衛生管理作業程序」外，

並加強現場收集過程之清潔衛生操作審

視。自 102 年 1 月至 106 年 5 月止，並

派員輔導屠宰場逾 2,500 場次，總計完

成 91 場供食用血液收集設備改善，以有

效防止畜禽體表水分、毛髮甚至糞尿等

污染物掉入供人食用的血液中。對於不

適合供食用血液，除強制於血液中添加

入改質劑使血液無法供食用外，並要求

屠宰場依環保法規申報廢棄及處理，避

免其流供人食用，有效提升屠宰場內供

食用畜禽血液收集之衛生安全，並對於

米血糕與其他血液食品之製造及蒸煮部

分導入食藥署之管理查核，讓消費者食

用血液製品更加有保障。

■  宣導消費者選購有防檢局屠宰衛生合
格標誌之肉品

宰場業者違規之運輸車輛達 9 件，查核計 1,581 車次，其中查獲食品業者之

運輸車輛衛生不符規定計 7 車次，均將全案函送衛福部食藥署查處，以共同

督促運輸業者強化運輸品質。

（五）協助動物防疫工作防堵法定動物傳染病           

基於家畜禽上市前均會送至屠宰場屠宰，屠檢人員於屠前及屠後檢查時，如

發現疑似法定動物傳染病，即通報動物防疫機關啟動溯源及相關防疫處置，

是以屠宰衛生檢查為動物防疫最後一道防線。104 年初因國內發生高病原性

禽流感疫情，農委會公告送往屠宰場之全部家禽應檢附獸醫師簽署之健康證

明書，供各屠宰場屠檢人員於屠前檢查時，協助收取核對相關資訊。104 年

至 106 年計收取 453,566 批家禽健康證明書，其中通報未依規定檢附證明文

件案共 4,489 件，使該項防疫措施能順利推行。據統計 104 年至 105 年間累

計通報疑似禽流感案例計 81 件，確診案例計 73 件，有效避免染病禽肉流入

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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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與展望

防檢局之肉品檢查業務執行至今，全國已有 644 名屠宰衛生檢查人員，設

有 173 場屠宰場，106 年度家畜及家禽屠宰衛生檢查量分別已逾 801 萬餘隻及

33,948 萬餘隻。為充實屠宰衛生檢查人力，並加強相關人員訓練，將持續辦理屠

檢人員之職前與在職訓練，已期提供全國消費者質量更優良的畜禽肉品。

另一方面，亦持續輔導並協助有意願申設屠宰場業者，提供其申辦屠宰場所

需之各項技術及諮詢服務。

未來，要如何發展出以業者自主管理為基礎之屠宰衛生檢查方式，使消費者

能得到更周全的保障，將是防檢局持續推動之重要工作。

推動傳統市場禁宰活禽之歷程

為維護國民消費肉品之安全衛生，農委會於民國 93 年將家禽納入屠宰衛生

管理，並規劃以漸進方式將散布於全國各地傳統市場之活禽屠宰逐步導入屠宰場

以接受屠宰衛生檢查。至 95 年世界各國陸續發生 H5N1 亞型禽流感病毒感染人

類之致死案例，為防範我國萬一受到波及時，因傳統市場人禽密切接觸而助長疫

情的散播，農委會乃配合衛生署 ( 現為衛福部 ) 防疫需要，於 97 年公告禁止於傳

統市場屠宰活禽並自 99 年起實施，然因我國尚無相關感染病例且家禽產銷等配

套措施不及調整，該公告一出，全國屠宰活禽攤商及養禽業者激烈反彈、陳情四

起，只得調整策略以列管傳統市場屠宰活禽攤商並輔導其轉型為屠體販售與改善

其衛生，逐步朝傳統市場禁宰活禽之目標邁進。直到 102 年中國大陸爆發人類感

染 H7N9 禽流感且我國已發生境外移入人類感染 H7N9 禽流感案例，行政院隨即

指示農委會應視疫情發展需要立即實施傳統市場禁宰活禽。基於國人健康考量及

實際防疫需要，且國內屠宰產能已足敷需求，農委會於 102 年 5 月 17 日全面實

施傳統市場禁宰活禽，以因應並阻絕禽流感疫情之蔓延。

在將近 10 年的輔導調整期間裡，農委會除提供多樣化的家禽生產、屠宰、

產銷等相關產業協助措施及宣導活動外，更定期邀集經濟部、衛福部、環保署等

部會推動各項輔導措施，如協助業者設立屠宰場以擴大屠宰能量、輔導活禽屠宰

攤商轉型或轉業、調整家禽產銷結構、加強查緝違法家禽屠宰、擴大禽肉消費衛

生安全宣導、密切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等措施。此外，積極與勞動部、原民會、各

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中央畜產會等機關團體協調，藉由整合傳統零售市場管理、

禽肉產銷、屠宰衛生、食品衛生安全、疾病防治、環境保護、勞動就業等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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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源，以有效降低對攤商衝擊，協助家禽產業發展，提升消費信心，並營造政

策推動環境。

在各機關努力下，該政策實施後，原由經濟部列管之 1,051 攤屠宰活禽攤商，

都已配合轉型或轉業，消費者對於傳統市場環境衛生改善亦有良好感受。相關業

者透過防檢局專業技術輔導，興建符合所需規模大小的家禽屠宰場，家禽屠宰場

數由 92 年的 14 場增加至 106 年底的 115 場，解決屠宰場分布無法配合零售市

場需求與屠宰能量不足問題，有效紓解禽肉供應，並逐步邁向在地生產屠宰之

趨勢。另為保障國人健康及合法屠宰業者權益，亦加強對家禽違法屠宰之查緝力

度，至 106 年底，計已查獲家禽違法案達 916 件，並將屠體全數沒入銷毀，有

效防杜未經屠宰衛生檢查之禽肉流入市面供人食用，而有色雞 ( 土雞 ) 每日屠宰

檢查數量則由 102 年之每日平均 24.5 萬隻，提升至 106 年之每日平均 34.3 萬隻，

顯示有色雞進入屠宰場接受屠宰衛生檢查數量大幅增加，順利完成傳統市場禁宰

活禽政策之目標，並降低禽流感病毒對國人健康之潛在風險，同時有效確保國人

禽肉消費衛生安全。

表、傳統市場禁宰活禽前後，屠宰產銷供應鏈之改變

政策推動初期 (92年 ) 政策實施時 (102年 4月 ) 政策實施後 (106年 )

活禽攤商未列管 列管活禽攤商 1,051攤 827攤成功轉型
(退場 224攤 )

家禽屠宰場 14場 家禽屠宰場 83場 家禽屠宰場 115場

每日平均家禽屠檢量約64.4
萬隻每日平均有色雞屠檢量

未統計

每日平均家禽屠檢量約 103萬隻
每日平均有色雞屠檢量約 24.5萬隻

每日平均家禽屠檢量約131.3
萬隻每日平均有色雞屠檢量

約 34.3萬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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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築新里程─
和平辦公大樓

防檢局 秘書室

回顧防檢局和漁業署自 87 年 8 月 1 日成立後，每年皆須面對辦公廳舍租金龐大

的預算壓力，農委會遂指派防檢局辦理合署辦公大樓興建計畫提報、土地撥用及工程

事項，嗣經各級長官協助及林試所同意，移撥臺北市南海路永昌段 122 地號土地作

為大樓建築基地，興建計畫終於 96 年 1 月 5 日奉行政院核定，執行期程為 96 年至

101 年，復因基地涉及植物園文化遺址與樹木保護等問題須延至 103 年，修正計畫

亦於 100 年 12 月 21 日奉行政院核定在案，合署辦公大樓則於 102 年 12 月竣工，

並命名為「和平辦公大樓」。此後，經過半年室內裝修（二期工程），103 年 6 月開

始，便陸續由防檢局、漁業署、林試所創新育成中心、林務局農航所及中央畜產會進

駐，形成一個現代化的行政機關新聚落。

和平辦公大樓是一棟經審查通過的黃金級綠建築，符合指標的具體項目略如：

太陽能發電設備，提供梯間及庭園照明用電；雨水回收設施，支援植栽澆灌系統；「

Low-E」玻璃帷幕併設可開窗扇，防止室內溫度因日照而上升，採光、通風俱佳，有

助節能減碳；照明、網路、水電和空調則皆採低耗能設計等等。

防檢局總局在經歷了將近 16 年的無殼蝸牛歲月後，終於能夠在 103 年 6 月晉身有殼蝸牛，

從原先租賃的永豐餘大樓進駐一棟先進、舒適，未來將由機關自行經管的嶄新建築―和平辦

公大樓，一如新居落成是值得歡慶和驕傲的人生大事，這也絕對是一個機關值得傳述記載的

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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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原址舊建築

拆除、樹木移植保護、遺址考古搶救及

監看與工程施工期間，除了各級長官和

籌建小組督導和協助，防檢局主辦單位

秘書室和代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相關人

員為能如期如質完成任務，莫不戰戰兢

兢、如履薄冰，因其如此，本工程得以

先後獲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部前

身）優良工程工安獎、臺北市政府自主

管理工地優等獎、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第 13 屆公共工程優等金質獎，以及

農委會優良農業建設工程獎等殊榮，堪

為政府機關辦公廳舍建築中的佼佼者。

又由於大樓位於南海學園文教區

域，同時也在植物園文化遺址範圍內，

原址植物相且因原駐機關的專業而受到完整的保護，加上極低的建蔽率（45%）規劃，

以及遺址文物、農業與地景特色的公共藝術展示，整體建物更充份結合文化藝術、人

文氣質與自然環境，在南海學園一系列仿中國宮殿的歷史博物館、教育資料館、北京

天壇，以及日據時代古蹟與建築的時空帶中，視覺上儼然又是一劃時代的新地標。不

僅如此，辦公大樓啟用 4 年多來，除了因機關群聚效應帶動的周邊繁榮外，經由精

心營造的健康環境，一年四季無論室內外皆能提供附近居民、洽公民眾與辦公同仁舒

適的休憩與工作空間，對於提升機關形象及行政效率著實產生莫大效益。

和平辦公大樓，猶如在防檢局成長進程中為之矗立的一個新里程碑，也更進一

步落實了「便民、效率、和諧」的立局精神。今逢防檢局成立 20 周年，有必要將大

樓興建背景、過程與現況再做一次剪影式的文字呈現，希望能藉由興建過程中的「一

步一腳印」，與局內所有工作同仁互勉，共同追求更具績效的行政品質，進而成就「

為民服務」的政府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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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效率、和諧的
服務績效─防檢局4分局

基隆分局、新竹分局
臺中分局、高雄分局

基隆分局

一、分局組織及特色

基隆分局轄區為臺北、新北、基隆、宜蘭、花蓮、連江（馬祖）等 6 縣市，包

含國際商港、機場、大都會區、離島。近年來，角色由著重輸入檢疫，轉為輸出入檢

疫、旅客檢疫、防疫督導、屠宰衛生檢查等業務並重，在人力、物力資源未有增長狀

況下，人員兼辦多種業務已是常態。

二、服務績效

基隆港輸出入檢疫維持每年約 3 萬件，以水果、肉類、飼料為大宗。為有效運

用人力資源，積極研擬動植物檢疫簡化辦法，並辦理人員交互訓練以提升人力運用彈

性。因轄區貨櫃場分散、狹小特性，特別要求落實人員安全防護與推動集中查驗。

臺北檢疫站於 103 年遷移至臺北港，承接臺北港日益增加之檢疫工作，106 年

檢疫批數較 104 年成長近 10 倍。臺北港燻蒸場自 104 年開始營運，與原有基隆港燻

蒸場搭配，供轄區檢疫處理所需。

基隆港積極爭取成為國際郵輪母港，入境檢疫業務遽增。於基隆營運之旅客輪，

由僅麗星郵輪及中遠之星 2 艘定期航班，至 107 年已陸續有歌詩達、皇家加勒比及

公主郵輪等郵輪業者加入。年航班達 360 航次，旅客突破 40 萬人次。

■  靠泊基隆港之郵輪

松山機場檢疫站於 98 年成立，隨著大

陸、日、韓航點增加開通、商務專機中心

設立，年入境旅客已逾 150 萬人次。馬祖

小三通自 104 年起增加白沙至黃岐航線，

每日增加 2 航次；臺北港往返平潭客輪也

增至每週 7 班。因應日益增加的入境旅客，

基隆分局除加強旅客宣導，並強化邊境之檢

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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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年來，基隆分局轄區屠宰場自 10 家

成長至 19 家，新設立之屠宰場遍及大臺北、宜

蘭及花蓮等地；年屠宰數量亦由 311 萬餘隻增

至 3,615 萬餘隻，成長逾 10 倍。轄區之雙北市

家禽批發市場供應大臺北地區需求，屠宰數量

在全國名列前茅。

屠宰衛生檢查可保障民眾食用肉品衛生安

全，並且得以對禽畜健康狀況即時了解，以達

早期預警，守護畜牧產業安全功能。

■  106 年禽流感疫情發生期間，陪同農委
會林主任委員聰賢至宜蘭地區視導防疫
業務

106 年花蓮檢出全國首例 H5N6 高病原性禽流感，基隆分局配合中央應變中心，

開設前進指揮所動員前往花蓮控制疫情，除利用空拍機調查家戶養禽等具疫情傳播風

險之未列管處所、協助設立攔查站、支援採樣工作外，並加強屠宰場對於罹患禽流感

禽隻攔截與來源追溯。經 3 個月努力，有效凝聚中央與地方防疫力量，達成防堵及

撲滅疫情任務。

為健全生物安全體系，亦持續辦理禽畜運輸車輛清潔消毒、養禽場生物安全查

核、禽蛋一次性包材等重點工作，以期避免動物傳染病疫情發生。

為使防檢疫觀念深入民間，基隆分局經常於校園、地方節慶等辦理宣導活動。

103 年起配合 IHR（國際衛生條例）指定港埠核心能力建置，基隆港及松山機場均獲

評高分。104 年參加「政府服務品質獎」獲農委會評鑑為特優。另為加強為民服務，

於 103 年建置分局臉書粉絲專頁，提供多元詢答及互動管道。

新竹分局

一、分局組織及特色

新竹分局地處我國最大航運門戶―桃園國際機場，轄區涵蓋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及苗栗縣等 4 縣市，24 小時全年無休執行桃園國際機場出入境旅客攜帶、國際航空

貨運、快遞貨物及 6 個海運貨物集散地之內陸貨櫃場的動植物及其產品輸出入檢疫

業務，另亦負責轄內 36 家屠宰場的屠宰衛生檢查工作。於 93 年與 98 年兩度擴充分

局廳舍空間，形成現今 4 層辦公空間規模，98 年 9 月 16 日正式更名為動植物防檢

疫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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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績效

（一） 輸（攜）出入動植物及其產品檢疫：每年

平均辦理動物及其產品輸出檢疫 7,627 批

（主要為犬、貓、水產與毛、皮、羽毛等

製品）、輸入檢疫 21,090 批；植物及其產

品輸出檢疫 26,809 批（苗木、切花與蔬果

類）、輸入檢疫 40,880 批，並檢出許多我

國無發生之西方花薊馬、刺粉蝨、莖線屬、

Thrips angusticeps、馬鈴薯網管蚜、太平洋

葉蟎、箭頭介殼蟲、椰子紅輪線蟲、及阿根

廷蟻等害蟲，成功地防堵國外重大疫病害蟲

入侵。執行入境旅客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檢

疫 35,151 批，截獲臺灣未發生之檬果種子象

鼻蟲、番石榴果實蠅、楊桃果實蠅、桃蛀果

蛾、麵包樹果實蠅及甘蔗簇粉介殼蟲等有害

生物，及時防杜其入侵；另亦配合輸入國規

定，辦理出境旅客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檢疫

8,864 批。

■  輸入蘭展檢疫情形

■  督導屠宰衛生檢查業務
情形

■  入境轉盤區棄置箱

■  澳洲乳牛輸入檢疫情形

（二） 檢疫偵測犬查獲旅客攜帶動植物產品：新竹分局檢疫偵測犬組有 22 組，負責旅

客行李之偵測作業，共計查獲 22 萬 9,224 件，發揮檢疫成效。自 101 年起配

合桃園國際機場商務旅客中心運作，與各邊境管理機關（CIQS），共同辦理入

境旅客通關聯合查驗作業，機動派員查核計 243 次。

（三） 督導屠宰衛生檢查：督導屠宰衛生檢查業務及輔導消毒作業 7,717 場次；協助

督辦縣市政府查緝違法屠宰作業，計出勤 543 場次、查獲 74 場次。

（四）	科技成果應用：建立利用聚合連鎖反應酶連鎖反應快速鑑定技術，檢測西方花

薊馬、刺足根蟎、蘋果蠹蛾及細菌性果斑病菌等，攔截偵測該等有害生物；另

建立種子活性檢測方法檢測種子活性，以判定是否須檢附輸出國檢疫證明書。

（五） 獲獎榮耀：研發「建立檢疫案件電子

化建檔及查詢系統」，榮獲農委會

98 年度「尋找阿甘」績優工作團隊

同心獎；101 年參加政府服務品質獎

第1線服務類，獲農委會評審為特優；

101 年至 106 年間，動物檢疫課許媺

宜、方文勤、游曜亘，植物檢疫課陳



56

俊憲、陳均岳、廖敏伶榮獲桃園機場服務楷模最佳檢疫人員獎；103 年動物檢

疫課李岱諺榮獲農委會廉能楷模。

臺中分局

一、分局組織及特色

臺中分局轄區涵蓋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及澎湖縣

等 7 縣市。成立之初設有臺中港和嘉義檢疫站，後因檢疫業務需要，陸續於 95 年 5 月

成立澎湖檢疫站，102 年 4 月成立臺中機場檢疫站，負責業務包括輸出入動植物檢疫、

出入境旅客攜帶或郵遞輸出入動植物及其產品檢疫、肉品屠宰衛生檢查督導及進出澎湖

地區偶蹄類動物檢查等。業務特色包括臺中港區輸出入動植物及其產品檢疫採集中查

驗；臺中港燻蒸處理場設有 5 間可容納 40 呎貨櫃燻蒸庫；開發外銷鮮果檢疫處理技術，

突破輸入國檢疫限制，以及督導轄區 62 場屠宰場，106 年畜禽屠宰量 1 億 4 千 2 百餘

萬隻均居全國之冠。

■  轄區附帶栽培介質蝴蝶蘭蘭園查證

二、服務績效

（一）執行輸出動植物檢疫：輸出動物檢疫以家禽羽毛

產品與揉製皮革產品為最大宗，輸出植物檢疫則

以苗木及切花等活植物類為最大宗，又輸出結球

萵苣、洋桔梗及馬拉巴栗等植物之產地檢疫業務

占全國最大宗。近年來，為更有效率地協助業者

輸出動植物產品，陸續將低風險產品納入簡化作

業項目，輸出動物與植物檢疫簡化案件分別占輸

出檢疫案件之 69.9% 及 34.4%。

（二）執行輸入動植物及其產品檢疫：輸入動物檢疫以羽毛與冷凍（藏）畜禽肉為主，

輸入植物檢疫以木材與大宗穀類為主。歷年來農產品檢疫成功截獲西方花薊馬、

萵苣蚜、刺足根蟎、番石榴果實蠅與細菌性果斑病菌等有害生物。此外，亦截

獲臺灣尚無發生記錄種，如橙腹細翅天牛、溝切葉蟻、毛山蟻及巨山蟻等，成

功防堵其入侵臺灣，並建立害蟲標本庫供比對。

（三）輔導業者通過輸出蘭花檢疫設施認證：轄區為蘭花重要產區，經輔導通過附帶

栽培介質蝴蝶蘭溫室認證業者，計輸美國蘭園 43 家、溫室 86 棟；輸韓國 51 家、

97 棟；輸加拿大 9 家、24 棟；輸澳大利亞 7 家、14 棟；輸紐西蘭 6 家、7 棟。

另 105 年 3 月文心蘭獲同意輸美國後，計輔導 4 家蘭園、8 棟溫室通過認證；

107 年 3 月石斛蘭獲同意輸美國後，計輔導 1 家蘭園、4 棟溫室。蘭花輸出以

輸往美國蝴蝶蘭為最大宗，每年可輸出 500 萬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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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分局檢疫行政大樓揭牌暨謝土典禮

（四）開發外銷鮮果檢疫殺蟲處理技術：為突

破輸入國檢疫條件限制，臺中分局致力

於鮮果檢疫殺蟲技術開發。已開發完成

文旦、白柚、椪柑、荔枝、楊桃、芒果、

巨峰葡萄、義大利葡萄、臺農 2 號木瓜、

白肉品系紅龍果及蜜棗等 11 項鮮果檢

疫處理技術，且獲得輸入國認證後解

禁，成功外銷日本、韓國、美國、智利、

澳洲及紐西蘭等國。

（五）燻蒸場委外服務措施：臺中港燻蒸處理

場自 106 年 4 月 10 日委外營運，處理

量能顯著成長 24.7%，也提升了服務效

率與品質，又協助其他分局跨區燻蒸案

件，減少作業人力與經費負擔，創造三

贏的結果。
■  臺中分局向下扎根宣導小組成員

■  臺中港燻蒸處理場委外作業情形

（六）動植物防疫檢疫及肉品衛生宣導：99 年成立「動植物防疫檢疫及肉品衛生向下

扎根」宣導小組，每年至轄區國中與國小校園宣導，參與「新社花海」及其他

機關舉辦之大型活動宣導，擴大社會大眾檢疫宣導效果。106 年度參加第一屆

「政府服務獎」，獲農委會評鑑為特優。

高雄分局

一、分局組織及特色

高雄分局於民國 87 年成立，位居嘉南平原

及南部農業重鎮之位置，轄區涵蓋臺南市、高

雄市、屏東縣、臺東縣及金門縣。高雄分局主

要負責前述 5 縣市之動植物及其產品輸出入檢

疫業務、屠宰衛生檢查業務、入出境旅客攜帶

及郵遞之動植物產品檢疫、小三通動植物及其產品檢疫（查）以及協同地方防疫或有

關單位辦理動植物防疫業務。

二、服務績效

每年執行輸出入動植物及其產品檢疫數量為全國之冠，年均總量約 9 萬多批數，

近年來因應新增郵輪航班、臺南與臺東之國際包機，以及兩岸直航和小三通等，其業

務量隨之成長，另高雄港除原由貨運為主外，亦在政府推動輪船觀光產業下轉型為郵

輪母港，預計 2019 年高雄港埠旅運中心完工後，客運量將超越以往。

■  轄區附帶栽培介質蝴蝶蘭蘭園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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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分局在輸出動物品項以水生動物及水產品為主，植物則為鮮果實和蘭花，

轄區 3 家外銷鮮果實檢疫處理設施其處理量約占全國 67.9％，輸出帶介質核可蘭園

數量約占全國 2/3，每年可輸出約 2000 多萬株；輸入動物品項以肉類產品為主，植

物則為蔬菜、水果及穀物為大宗，歷年來成功攔截多起蘋果蠹蛾、桃蛀果蛾等重要

有害生物，分局亦不斷精進有害生物之檢測和鑑定能力，自行鑑定率可達 90%，另

積極研提科技研究計畫，以提高檢疫準確度及效率。在肉品屠宰衛生檢查方面，畜

禽屠宰量較分局成立之初，至今已增長近 4 倍，在持續輔導及媒合下，目前轄區屠

宰場數已達 56 間。

為加速農產品輸出時效及節省檢疫人力，高雄分局於 98 年在鄰近高速公路及

高雄港處設立農產品輸出集中檢疫中心，輸出貨品隨到隨驗，檢疫合格後即取得檢

疫證明書，節省路程時間及人力。另 92 年於高雄港 30 碼頭 30-2 倉庫興建檢疫處

理中心，並採委外經營模式營運管理，提高檢疫處理效率及服務品質。

高雄分局成立之初採租用大樓為辦公室，於 98 年提出興建自有辦公廳舍計畫，

於原來的農產品集中檢疫中心旁增建地上 3 層、地下 1 層之鋼筋混泥土建築物 1 棟。

從提報計畫至完工，歷經蔣先沖、謝耀清、鄭純彬、傅學理分局長及同仁的努力，

大樓於 104 年完工及進駐，提供更優質的為民服務場所。

分局成立之初有 3 個檢疫站，其後配合金門小三通業務，於 89 年 1 月成立金

門檢疫站，後於 103 年 5 月配合農業生物技術園區業務，增設屏東檢疫站。屏東地

區為我國重要水族生物及農業產區，可就近協助業者輸出入動植物檢疫業務，大幅

縮短貨品通關時程，提升我國優良產品外銷競爭力。

高雄分局秉持提供優質的為民服務品質及精進專業能力之信念，於 20 年間共

參選農委會第 1、5 及 9 屆政府服務品質獎第一線服務機關競賽，均獲特優肯定，未

來將持續致力於提供創新加值服務並與相關機關積極聯繫，統合運用資源，全面躍

升政府公共服務效能。

■  高雄分局檢疫量為全國之冠 ■  持續強化政府公共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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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園地

國際重要動物檢疫規定簡介
防檢局 動物檢疫組│蔡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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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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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美尼亞參採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陸生動物衛生法典第 8.13 章及第

10.4 章，通報有關輸入貨品應符合官方獸醫監管之衛生與獸醫（Sanitary 
and Veterinary）規定修正草案，摘敘如下：

1. 修正健康證明書內容以確保發生野生動物禽流感案例地區之疫情狀況。

2. 修正草案第 15 章健康證明書內容，摘敘如下：

（1） 兔子輸入或過境時，取消該兔子來自區域有關確認痘病毒 ( 如牛痘

病毒 ) 之要求。

（2）取消貂、雪貂及兔子施打巴斯德桿菌疫苗之規定。

（3）取消貂施打狂犬病疫苗之規定。

（4）增加貂和雪貂施打假單胞菌疫苗之規定。

（5）動物輸出至第三國再復運輸入時，隔離期間實施為期 14 天之臨床

檢查。

（6）增加年滿三月齡尚未施打狂犬病疫苗幼犬之輸入及運送之可行性。

二、緊急通報

（一） 沙烏地阿拉伯依據 OIE 陸生動物衛生法典第 10.4 章及第 12.5 章、OIE 水

生動物衛生法典第 10.2 章及第 10.7 章，分別進行通報，摘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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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應發生馬傳染性貧血案例，通報暫停自斯洛伐克輸入馬匹。

2. 因應錦鯉疱疹病毒及流行性潰瘍症候群疫情，通報暫停自南非輸入活魚

（包括觀賞魚）。

3. 因應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HPAI）疫情，通報暫停自印度、阿富

汗、保加利亞及墨西哥輸入活禽鳥、蛋及雛禽。另通報解除暫停自法國

（Dordogne、Landes）、瑞典、德國、美國（田納西州）、斯洛伐克、

比利時（West-Vlaanderen）輸入活禽鳥、雛禽、禽肉及蛋等之禁令，及

通報解除自匈牙利（Békés、Csongrád、Jász-Nagykun-Szolnok）輸入禽

肉、蛋及其產品之禁令。

（二）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依據 OIE 水生動物衛生法典第 10.2 章及 OIE 陸生動物衛

生法典第 10.4 章，分別進行通報，摘敘如下：

1. 因應流行性潰瘍症候群疫情，2 月 16 日通報自英國輸入活魚及其產品，

英國主管機關開立之健康證明書須加註前揭產品來自無疫情之清淨水域及

養殖場等事項。

2.  因應 HPAI 疫情，通報暫停自荷蘭（Flevoland、Groningen、Overijssel）
及保加利亞（Dobrich）輸入活禽鳥、雛禽、禽肉、蛋、精液及其產品（加

熱肉品除外），惟其禽肉分別於 2 月 3 日、2 月 4 日及 2 月 10 日前已裝櫃，

不在此限。

（三）菲律賓依據 OIE 陸生動物衛生法典第 10.4 章，因應 HPAI 疫情，通報暫停

自俄羅斯（Kostromskaya, Oblast）、荷蘭（Biddinghuizen、Flevoland、
Grootegast、Groningen）、沙烏地阿拉伯及印度（Karnataka）輸入活禽鳥、

雛禽、禽肉、蛋、精液及其產品；另因丹麥（West Flander）之HPAI疫情停止，

菲國解除自該地區輸入活禽鳥、雛禽、禽肉、蛋及其產品等之禁令。

（四）家禽飼養業為哥斯大黎加重要經濟產業，哥國依據 OIE 陸生動物衛生法典第

10.4 章，因應 HPAI 疫情，通報暫停自美國密蘇里州（Jasper County）輸入

活禽鳥（含鬥雞）、禽肉、蛋及其產品，防範疫病入侵，惟該禁令實施前 21
日已輸出之產品不受此限，或前揭產品經具有同等殺滅病原效力等有效預防

措施（例如加熱處理，能避免產品遭受動物傳染病病原體污染）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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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園地

國際重要植物檢疫規定簡介
防檢局 植物檢疫組│黃國修、王惠雯

澳大利亞實施切花切葉新輸入檢疫規定簡介

依據澳大利亞原輸入檢疫規定，切花及切葉除符合下列情形者外，均須於運抵

澳方時進行強制燻蒸處理後方可輸入：

一、 同一輸出、輸入業者自同一國家輸入之同種切花或切葉，經系統性監測連續 5
批皆未檢出有害生物，並經評估適當者；

二、 由輸出國植物檢疫機關檢附相關資料向澳方提出免強制燻蒸處理申請，經澳方

完成文件審閱及產地查證，確認切花及切葉之生產、包裝與輸出檢疫發證流程

之品質監督系統，並確保所有切花及切葉均產自品質監督系統者。

澳大利亞農業暨水資源部於 106 年 9 月通知各貿易國，由於分析發現歷年自各

國輸入切花及切葉所截獲之有害生物數目持續居高不下，已超越澳方設定之適當保護

水準，因此自 106 年 11 月 2 日（後延至 107 年 3 月 1 日）起，針對所有國家輸澳

切花及切葉實施新檢疫規定，內容摘述如下：

一、 無脊椎動物有害生物管理措施（以下 3 選 1，採 1. 系統性管理措施並加註生產

者及（或）包裝場名稱、2. 輸出前利用溴化甲烷燻蒸或 3. 其他經認可之輸出前

檢疫處理措施）。

二、 輸出前檢疫確認未罹染活的有害生物。

■ 我國輸澳蝴蝶蘭切花輸出裝箱方式

三、 應以防蟲方式包裝，如有通氣孔應以膠

帶封住或包覆防蟲網，防蟲網孔目不得

大於 1.6mm。

四、 去活性處理（如為澳方規定之具繁殖力

物種，應採去活性處理）。

五、 以上事項應加註於輸出國簽發之植物檢

疫證明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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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澳大利亞新規定，攜手建立我國切花切葉系統性管理措施

為因應澳方要求切花切葉均須於輸出國採系統性管理措施或輸出前經檢疫處理

後方可輸澳之新規定，防檢局邀集臺灣區花卉輸出業同業公會、農業試驗所及農糧署

討論，為提升我國切花切葉產業競爭力及外銷品質，將由生產鏈著手，建立切花切葉

系統性管理措施，整合適當的有害生物防治管理措施，並透過生產者、包裝場及出口

商落實執行。

後經前揭單位共同組成專家小組，

依據澳國新規定及國際植物防疫檢疫

措施標準第 14 號（ISPM No.14 號）

規範，多次討論後於 107 年 1 月 5 日

確立自生產栽培、分級包裝到裝運輸

出各階段之系統性管理作業規範。目

前國內蝴蝶蘭、文心蘭及其他切花切

葉生產者及包裝場截至 107 年 4 月 13
日已有 10 家陸續通過審查，除可符合

澳方 107 年 3 月 1 日正式實施之新輸

入規定，持續輸往澳國外，在各單位

通力合作下更為提升我國切花切葉國

際競爭力奠定良好基礎。
■ 輸出前檢疫確認未罹染活有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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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重要動物疫情
（107年3月1日至5月31日）

防檢局 動物檢疫組│陳惠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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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3 月至 5 月間，計有孟加拉、不丹、柬埔寨、印度、尼泊爾及多哥向世

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通報 H5N1 亞型 HPAI 疫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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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底止，孟加拉、不丹、柬埔

寨、印度、尼泊爾、多哥、象牙海岸、北韓、奈及利亞、埃及與印尼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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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二、其他亞型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HPAI）

107年3月至5月間，計有保加利亞（H5）、臺灣（H5N2）、中國大陸（H5N6、
H7N9）、剛果（H5N8）、丹麥（H5N6）、芬蘭（H5N6）、德國（H5N6）、
香港（H5N6）、伊拉克（H5N8）、愛爾蘭（H5N6）、義大利（H5N8）、日

本（H5N6）、韓國（H5N6）、墨西哥（H7N3）、荷蘭（H5N6）、巴基斯坦

（H5N8）、斯洛伐克（H5N6）、沙烏地阿拉伯（H5N8）、南非（H5N8）、瑞典

（H5N6）及英國（H5N6）等21國（地區）向OIE通報HPAI疫情；香港（H5N6）、
以色列（H5N8）、俄羅斯（H5N2）、日本（H5N6）、韓國（H5N6、H5N8）、英

國（H5N6）、斯洛伐克（H5N6）、伊朗（H5N6）分別於107年3月3日、3月16日

及5月14日、3月18日、3月19日、4月15日及5月31日、3月8月（H5N8）及5月1日

（H5N6）、5月10日、5月14日、5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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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止，阿富汗（H5）、
保加利亞（H5）、臺灣（H5N2、H5N8）、中國大陸（H5N6、H5N8、H7N9）、剛

果（H5N8）、丹麥（H5N6）、芬蘭（H5N6）、德國（H5N6）、印度（H5N8）、
伊拉克（H5N8）、愛爾蘭（H5N6）、義大利（H5N8）、墨西哥（H7N3）、荷

蘭（H5N6）、盧森堡（H5N8）、奈及利亞（H5N8）、菲律賓（H5N6）、巴基斯

坦（H5N8）、沙烏地阿拉伯（H5N8）、南非（H5N8）、瑞典（H5N6）、瑞士

（H5N6、H5N8）、越南（H5N6）及埃及（H5N8）等24國境內之HPAI疫情尚未遏

止。前述各國疫情概況詳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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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LPAI）

107 年 3 月至 5 月間，計有臺灣（H5N2）、丹麥（H5）、多明尼加（H5N2）、
法國（H5N1、H5N2、H5N3、H5N5）、瑞典（H5）及美國（H7N1）等 6 國向

OIE 通報 LPAI 疫情；德國（H5N2）、荷蘭（H5N2）及美國（H7N1）分別於 107
年 3 月 1 日、3 月 28 日、4 月 13 日及 5 月 23 日向 OIE 通報境內疫情已遏止。截至

107 年 5 月底止，臺灣（H5N2、H5N6）、丹麥（H5）、多明尼加（H5N2）、法

國（H5N1、H5N2、H5N3、H5N5）、瑞典（H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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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口蹄疫（Foot and mouth disease）
107 年 3 月至 5 月間，計有阿爾及利亞、中國大陸、剛果、以色列、肯亞、韓國、

蒙古、緬甸、俄羅斯、南非（SAT 2）、尚比亞及辛巴威等 12 國向 OIE 通報疫情；

莫三比克（SAT 2）、波札那、南非（SAT 1）、韓國、俄羅斯及阿爾及利亞分別於

107 年 3 月 16 日、3 月 19 日、4 月 4 日、5 月 1 日、5 月 14 日及 5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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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底止，中國大陸、剛果、以色列、肯亞、北韓、馬拉威、蒙古、莫

三比克（未分型）、緬甸、南非（SAT 2）、尚比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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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城病（Newcastle disease）
107 年 3 月至 5 月間，計有賽普勒斯、捷克及以色列等 3 國向 OIE 通報疫情；

瑞典、賽普勒斯及捷克分別於 107 年 3 月 2 日、3 月 16 日及 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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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底止，波札那、以色列、納米比亞、法國及貝里斯等 5 國境內之新城病疫情尚未

遏止。

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
107年3月至5月間，計有象牙海岸、捷克、匈牙利、拉脫維亞、摩爾多瓦、波蘭、

羅馬尼亞、俄羅斯、南非及烏克蘭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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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底止，

象牙海岸、捷克、匈牙利、拉脫維亞、摩爾多瓦、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南非、

烏克蘭、尚比亞、愛沙尼亞、肯亞、立陶宛及奈及利亞等 15 國境內之非洲豬瘟疫情

尚未遏止。

豬瘟（Classical swine fever）
107 年 3 月至 5 月間，依 OIE 紀錄，各國無發生豬瘟疫情之通報；俄羅斯於

107 年 3 月 19 日向 OIE 通報境內疫情已遏止。豬瘟於哥倫比亞已為地方流行病，不

再逐例通報。截至 107 年 5 月底止，僅哥倫比亞境內之豬瘟疫情尚未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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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舌病（Bluetongue）
107 年 3 月至 5 月間，僅希臘向 OIE 通報疫情。藍舌病於阿爾巴尼亞、賽普勒

斯、法國、義大利、葡萄牙及西班牙已為地方流行病，不再逐例通報。截至 107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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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3 月至 5 月間，依 OIE 紀錄，各國無發生 BSE 疫情之通報。截至 107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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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依據 OIE 於 107 年 5 月第 86 屆大會公布，調整部分國家（地區）之 BSE 風險

等級，截至 107 年 5 月底止之各國 BSE 風險等級詳如表 3。

牛接觸傳染性胸膜肺炎（Contagious bovine pleuropneumonia）
107 年 3 月至 5 月間，依 OIE 紀錄，各國無發生 CBPP 疫情之通報。CBPP 於

中非及甘比亞已為地方流行病，不再逐例通報；CBPP 原於加彭為地方流行病，且不

再逐例通報，該國已向 OIE 通報其疫情於 106 年 1 月 1 日遏止。截至 107 年 5 月底止，

中非及甘比亞等 2 國境內之 CBPP 疫情尚未遏止。

狂犬病（Rabies）
107 年 3 月至 5 月間，計有哈薩克、黎巴嫩、馬來西亞及挪威等 4 國向 OIE 通

報疫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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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底止，埃及、哈薩克、黎巴嫩、馬來西亞、挪威、印尼及烏拉圭等 7 國境內之狂犬

病疫情尚未遏止。

表 1　國際家禽流行性感冒疫情（107年 3月 1日至 5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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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3月 2日 0 / 0

埃及    本季 a H5N1 家禽   地方性流行病 b

印尼 本季 H5N1 家禽  地方性流行病

孟加拉 本季 H5N1 家禽 1起 持續

不丹 本季 H5N1 家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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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 本季 H5N1 家禽 2起 持續

印度 本季 H5N1
家禽 1起
野鳥 2起

持續

尼泊爾 本季 H5N1 家禽 2起 持續

多哥 本季 H5N1 家禽 1起 持續

象牙海岸 本季 H5N1 家禽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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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 本季 H5N8 家禽 地方性流行病 b

保加利亞 本季 H5 家禽 2起 持續

臺灣

本季 H5N2 家禽 33起 持續

本季 H5N8 家禽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中國大陸

本季 H5N6 家禽 1起 持續

本季 H5N8 野鳥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本季 H7N9 家禽 4起 持續

剛果 本季 H5N8 家禽 5起 持續

丹麥 本季 H5N6 野鳥 24起 持續

芬蘭 本季 H5N6 野鳥 3起 持續

德國 本季 H5N6 野鳥 3起 持續

伊拉克 本季 H5N8 家禽 6起 持續

愛爾蘭 本季 H5N6 野鳥 2起 持續

義大利 本季 H5N8 家禽 3起 持續

墨西哥 本季 H7N3 家禽 4起 持續

荷蘭 本季 H5N6
家禽 1起
野鳥 2起

持續

巴基斯坦 本季 H5N8 野鳥 1起 持續

沙烏地

阿拉伯
本季 H5N8 家禽 14起 持續

南非 本季 H5N8
鴕鳥 3起
家禽 3起
野鳥 34起

持續

瑞典 本季 H5N6 野鳥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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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 本季 H5 家禽

野鳥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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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及利亞 本季 H5N8 家禽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菲律賓 本季 H5N6 家禽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瑞士

本季 H5N6 野鳥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本季 H5N8 野鳥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越南 本季 H5N6 家禽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香港 107年 1月 18日至 5月 3日 H5N6 家禽 1起
野鳥 3起 已遏止

伊朗
107年 1月 31日至 2月 4日

（5月 26日通報） H5N6 野鳥 1起 已遏止

以色列
107年 1月 30日至 1月 31日

（3月 18日通報） H5N8 野鳥 1起 已遏止

日本
106年 11月 5日至
107年 3月 25日 H5N6 家禽 1起

野鳥 20起 已遏止

韓國

106年 11月 17日至
107年 4月 26日 H5N6 家禽 22起 已遏止

106年 1月 24日至 10月 13日
（3月 8日通報） H5N8 家禽 76起

野鳥 9起 已遏止

俄羅斯
106年 12月 17日至

107年 3月 13日 H5N2 家禽 1起 已遏止

斯洛伐克 107年 3月 28日至 5月 4日 H5N6 野鳥 1起 已遏止

英國 107年 1月 9日至 4月 23日 H5N6 野鳥 20起 已遏止

低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

臺灣

本季 H5N2 家禽 9起 持續

本季 H5N6 家禽
尚未遏止，但

無新疫情通報

丹麥 本季 H5 家禽 1起 持續

多明尼加 本季 H5N2 家禽 1起 持續

法國
本季 H5N1 家禽 1起 持續

本季 H5N2 家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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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
本季 H5N3 家禽 6起 持續

本季 H5N5 家禽 1起 持續

瑞典 本季 H5 家禽 1起 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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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
106年 11月 20日至 12月 6日

（3月 1日通報） H5N2 家禽 1起 已遏止

荷蘭
106年 10月 11日至

107年 3月 8日 H5N2 家禽 1起 已遏止

美國 107年 2月 26日至 4月 30日 H7N1 家禽 2起 已遏止

a 107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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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際口蹄疫之各國疫情血清型

血清型 國家

O 中國大陸、以色列、肯亞、北韓、蒙古、緬甸、巴勒斯坦、尚比亞

A 中國大陸、土耳其

SAT 1 辛巴威

SAT 2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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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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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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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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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罹染葡萄捲葉相關病毒 -1 之典型病徵

國際重要植物疫情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陳煜焜
防檢局 植物檢疫組│周俊男

葡萄捲葉相關病毒 -1
（Grapevine leafroll-associated virus -1, GLRaV-1）

葡萄捲葉病為葡萄栽培上的古老病害，由多種線形病毒（closteroviruses）感

染所引起，為葡萄栽培與生產的重要限制因子之一。感染葡萄的線形病毒，不論單

獨或共同感染，都引起捲葉病徵，故泛稱為葡萄捲葉相關病毒（grapevine leafroll-
associated viruses, GLRaVs）。其中葡萄捲葉相關病毒 -1（GLRaV-1）陸續於亞洲

地區的泰國、土耳其；非洲的南非、埃及、突尼西亞；北美洲的加拿大、美國；南美

洲的巴西；歐洲的奧地利、克羅埃西亞、捷克、匈牙利、法國、希臘；以及大洋洲的

澳洲發生，且已對該國家及地區的葡萄產業造成衝擊。

GLRaV-1 主要之寄主為葡萄屬（Vitis spp.）植物，在紅葡萄品種引起的病徵呈

現葉脈維持綠色，但葉脈間的葉肉組織呈紅色。在白葡萄品種引起輕微的黃化或褪綠

病徵，田間不易發覺。不論紅葡萄種或白葡萄種，葉肉組織變色的病徵約在果實開始

進入成熟轉色期時，於老熟的葉片出現，並漸次蔓延至幼葉，病葉出現葉緣下捲病

徵。罹病葡萄植株結果率變差，果實變小變少，整體果串外觀稀疏不飽實，果實成熟

不同步，含糖量降低。紅葡萄尚有著色不均的問題。不過，病徵的嚴重程度常與受感

染的葡萄品種、砧木與接穗組合及栽培季節時的環境因子有關。

GLRaV-1 主要由葡萄接穗、砧木或苗木經

嫁接、繁殖或栽植傳播至葡萄生產區，並經由粉

介殼蟲或介殼蟲傳播並擴散。爰此，輸入健康無

病毒之葡萄種苗為防治本病毒之重要措施之一，

為防止國外重要葡萄疫病蟲害隨葡萄種苗傳入我

國，影響我國葡萄產業，自國外核准輸入地區輸

入葡萄種苗前，須提供隔離圃場並經防檢局審查

通過，輸入後應於隔離圃場內實施隔離檢疫至

少 1 年。隔離期間具危險性有害生物者，始得解

除隔離檢疫管制並同意輸入。葡萄為我國重要產

業，產值高達 59.7 億，因此防檢局呼籲民眾勿

擅自輸入未經核准輸入與未經檢疫合格之葡萄種

苗植株，共同維護我國葡萄生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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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重要會議及活動
防檢局 企劃組│張郁靈、李婉如

國際組織小百科

西非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COWAS）（WTO通知文件：G/SPS/GEN/1599）

西非經濟共同體（ECOWAS）於 1975 年締約下成立，現為 WTO 逐會特設觀

察員（ad hoc observer status on a meeting-by-meeting basis），總部位於奈及

利亞首都阿布加（Abuja），會員包括貝南、布吉納法索、維德爾、象牙海岸、甘

比亞、迦納、幾內亞、幾內亞比索、賴比瑞亞、馬利、尼日、奈及利亞、獅子山、

塞內加爾及多哥等 15 國，並以英語、法語及葡萄牙語為官方語言。ECOWAS 成立

宗旨係為促進會員國於工業、貿易、電信、農業、自然資源、貨幣及金融等領域活

動之經濟合作及區域整合，於 2007 年採認相關決議，闡述其「願景 2020（Vision 
2020）」之轉型。「願景 2020」確立更清楚的方向及目標，透過合理而廣泛之計畫

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以保障西非地區未來發展。ECOWAS 之技術部門（薩赫勒地區

國家間抗旱常設委員會，CILSS）另與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西非區域常設部門（USAID/
West Africa Regional Mission）簽 署 成 本 償 還 實 施 協 議（Cost Reimbursement 
Implementation Letter no 2），此協議將聚焦於 SPS 標準。此外，ECOWAS 於

美國動植物防檢疫署（APHIS）及其他技術與財務夥伴（USDA、FAO、IITA 及

CIMMYT）協助下，於 2018 年舉開該區域國際植物保護組織（NPPO）首次參與之

植物病蟲害監控、預防及控制會議，會中檢視及提出 2018 年至 2019 年區域優先順

序行動方案（priority action）。其他資訊可參閱 ECOWAS 官方網站：http://www.
ecowas.int/。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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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7月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1 2 3 4 5 6 7

Codex 食品法典委員會議（義大利）（7/2－ 7/6）
Codex 食品法
典行政委員會議

（義大利）（7/7）

8 9 10 11 12 13 14

WTO 貿易政策
檢討－中國大陸

（瑞士）

（7/11、7/13）

WTO 貿易政策
檢討－中國大陸

（瑞士）

（7/11、7/13）

WTO/SPS管制、檢驗與
核可研討會

（瑞士）（7/9-7/10）

WTO/SPS委
員會報正式會議

（瑞士）（7/11）

WTO 第 72次 SPS委員會議
（瑞士）

（7/12－ 7/13）

15 16 17 18 19 20 21

IPPC 電子植物
檢疫證計畫諮詢

小組會議

（義大利）（7/16）

WTO 貿易政策
檢討－以色列

（瑞士）

（7/17、7/19）

WTO 貿易政策
檢討－以色列

（瑞士）

（7/17、7/19）

WTO 爭端解決
機構（瑞士）

（7/20）

IPPC 電子植物
檢疫證產業諮詢

小組會議

（義大利）（7/19）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2 3 4

APEC 第 5屆藍色經濟論壇
（中國大陸）（7/30－ 7/31）

107年8月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29 30 31 1 2 3 4

APEC食品安全
週（新幾內亞）

（8/4－ 8/10）

APEC資深官
員會議及相關會

議（新幾內亞）

（8/4－ 8/20）

5 6 7 8 9 10 11

APEC食品安全週（新幾內亞）（8/4－ 8/10）

APEC資深官員會議及相關會議（新幾內亞）（8/4－ 8/20）

APEC健康及經
濟高階會議

（新幾內亞）

（8/11－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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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12 13 14 15 16 17 18

APEC資深官員會議及相關會議（新幾內亞）（8/4－ 8/20）

APEC健康及經濟高階會議（新幾內亞）（8/11－ 8/15）

19 20 21 22 23 24 25

APEC資深官員會議及相關會議
（新幾內亞）（8/4－ 8/20）

IPPC 西南太平洋區域研討會（斐濟）（8/20－ 8/24）

26 27 28 29 30 31 1

WTO 爭端解決
機構（瑞士）

（8/29）

IPPC 拉丁美洲區域研討會（巴西）（8/28－ 8/31）

107年8月

107年9月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26 27 28 29 30 31 1

2 3 4 5 6 7 8

IPPC 中歐、東歐及中亞區域研討會（俄羅斯）（9/3－ 9/7）

9 10 11 12 13 14 15

WTO 貿易政策
檢討－臺灣

（瑞士）

（9/12、9/14）

WTO 貿易政策
檢討－臺灣

（瑞士）

（9/12、9/14）
IPPC 非洲區域研討會（馬達加斯加）

（9/11－ 9/13）

IPPC 近東及北非區域研討會（待確）（9/10－ 9/13）

IPPC 亞洲區域研討會（南韓）（9/10－ 9/14）

16 17 18 19 20 21 22

IPPC 加勒比區域研討會（千里達及托巴哥）
（9/17－ 9/19）

23 24 25 26 27 28 29

WTO 爭端解決
機構（瑞士）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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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458993
https://www.ippc.int/en/year/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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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458993
https://www.ippc.int/en/year/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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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採環保大豆油墨印製

電子追蹤農藥流向，

維護農產品安全更有感

防檢局自 107年 1月 1日起全面要求全國農藥販賣業者應以
電子化方式陳報農藥產銷紀錄，包括農藥種類，銷售數量及

販售對象，以建構整體農藥流向管理機制，亦同步配合多元

施政措施，加強農藥販賣業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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