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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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或
地
區 禁止原因（病蟲害名稱）
植 物 名 稱 及 其 部 位 國
37. 下列植物之鮮果實：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番石榴果實蠅
(1) 黃秋葵 (Abelmoschus (1) 緬甸
(Bactrocera correcta
(2) 印度
(Bezzi))
esculentus = Hibiscus
(3) 中國大陸（山東省及山
esculenthus)
(2) 榅桲柑
西省除外）
(4) 尼泊爾
(Aegle marmelos)
(5) 巴基斯坦
(3) 腰果
(Anacardium
(6) 菲律賓
occidentale)
(7) 斯里蘭卡
(4) 番荔枝屬
(8) 泰國
(Annona spp.)
(9) 越南
(5) 檳榔
(Areca catechu)
(6) 小菠蘿蜜
(Artocarpus integer)
(7) 楊桃
(Averrhoa carambola)
(8) 木奶果
(Baccaurea racemosa)
(9) 波漆
(Bouea macrophylla)
(10) 波漆屬之一種
(Bouea oppositifolia)
(11) 香水樹
(Cananga odorata)
(12) 白花菜屬 (Capparis
spp.)
(13) 玉蕊科之一屬
(Careya spp.)
(14 ) 木瓜
(Carica papaya)
(15) 卡梨撒屬之ㄧ種
(Carissa carandas)
(16) 白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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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imiroa edulis)
(17) 金葉樹屬
(Chrysophyllum spp.)
(18) 柑桔屬
(Citrus spp.)
(19) 紅瓜
(Coccinia grandis)
(20) 咖啡屬
(Coffea spp.)
(21) 甜瓜
(Cucumis melo)
(22) 榅桲
(Cydonia oblonga)
(23) 龍眼
(Dimocarpus longan
=Euphoria logana)
(24) 柿屬
(Diospyros spp.)
(25) 羯布羅香屬之一種
(Dipterocarpus
obtusifolius)
(26) 杜英屬之一種
(Elaeocarpus
madopetalus)
(27) 無花果
(Ficus carica)
(28) 刺籬木 (Flacourtia
indica)
(29) 印度李 (Flacourtia
jangomas)
(30) 金柑屬 (Fortunella
spp.)
(31) 蛋樹
(Garcinia
xanthochymus)
(32) 三角柱屬
(Hylocereus spp.)
(33) 苦木科之一種
(Irvingia malayana)
(34) 酒椰子屬之一種
(Jubaea spectabilis)
(35) 紅光樹屬之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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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ema angustifolia)
(36) 鱗花木 (Lepisanthes
fruticosa)
(37) 番茄 (Lycopersicon
esculentum)
(38) 長葉馬府油樹
(Madhuca longifolia)
(39) 白花菜科之一種
(Maerua siamensis)
(40) 西印度櫻桃
(Malpighia emarginata
=M. glabra)
(41) 小蘋果
(Malus sylvestris)
(42) 檬果
(Mangifera indica)
(43) 人心果 (Manilkara
zapota
= Achras sapota)
(44) 牛油果 (Mimusops
elengi)
(45) 文定果 (Muntingia
calabura)
(46) 芭蕉屬之一種
(Musa paradisiaca)
(47) 鐵青樹屬之一種
(Olax scandens)
(48) 霸王樹仙人掌
(Opuntia vulgaris)
(49) 棗椰子
(Phoenix dactylifera)
(50) 西印度醋栗
(Phyllanthus acidus)
(51) 印度塔樹
(Polyalthia longifolia)
(52) 枸橘屬
(Poncirus spp.)
(53) 杏
(Prunus armeniaca)
(54) 櫻桃
(Prunus avium)
(55) 酸櫻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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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unus cerasus)
(56) 桃
(Prunus persica)
(57) 番石榴
(Psidium guajava)
(58) 石榴
(Punica granatum)
(59) 西洋梨
(Pyrus communis)
(60) 蓖麻
(Ricinus communis)
(61) 山陀兒
(Sandoricum koetjape)
(62) 檀香
(Santalum album)
(63) 青皮木屬之一種
(Schoepfia fragrans)
(64) 白飯樹 (Securinega
virosa)
(65) 酸棗屬
(Spondias spp.)
(66) 飲料馬錢子
(Strychnos potatorum)
(67) 蒲桃屬
(Syzygium spp.=
Eugenia spp.)
(68) 欖仁
(Terminalia catappa)
(69) 楝科之一種
(Walsura intermedia)
(70) 棗屬
(Zizip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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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家 或 地 區 病 蟲 害 名 稱 檢
疫
條
件
14. 下列植物之鮮果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中國大陸山東省及
番石榴果實蠅
實：
中國大陸之山東省 （Bactrocera
山西省產櫻桃依中
(1) 櫻桃(Prunus
及山西省
correcta（Bezzi）） 國 大 陸 產 櫻 桃 鮮 果
av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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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輸入檢疫條件辦
理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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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產櫻桃鮮果實輸入檢疫條件部分規定
修正規定
二、本檢疫條件適用於中國大陸山東省及山西省產之櫻桃鮮果
實。
三、番石榴果實蠅（Bactrocera correcta）偵測及偵測發現後之處
理措施
(一 ) 每年四月至十月間應使用甲基丁香油及蛋白質水解物
誘引劑之誘殺器進行番石榴果實蠅偵測。
(二 ) 誘殺器應懸掛在供果園、包裝場、鮮果輸入港站與其
附近批發市場及中國大陸植物檢疫機關（以下簡稱質
檢總局）認為有可能引進番石榴果實蠅之地區。至少
每二星期應更換誘引劑並調查一次，並應保有誘殺器
分布圖及調查紀錄備查。
(三 ) 質檢總局應於每年輸出作業開始前提供臺灣植物檢疫
機關（以下簡稱防檢局）前一年度山東省及山西省番
石榴果實蠅偵測紀錄。
(四 ) 偵測發現番石榴果實蠅時，質檢總局應以發現番石榴
果實蠅偵測點為中心設立緊急防治區，且應立即通知
防檢局，並提供緊急防治區地理分布圖及標示防治區
內之輸臺櫻桃供果園、包裝場、機場及海港等資料。
(五 ) 緊急防治區內供果園生產之櫻桃暫停輸往臺灣，緊急
防治區內之包裝場亦不得進行輸臺作業；緊急防治區
以外生產之輸臺櫻桃於輸出檢疫合格簽發植物檢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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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時，須加註「該批櫻桃非產自緊急防治區且非於
緊急防治區內包裝」。
(六 ) 質檢總局應對緊急防治區採取番石榴果實蠅撲滅措施，
並應通知防檢局其所採取措施及後續調查結果。緊急
防治區自最後一次發現番石榴果實蠅起，再持續偵測
已逾番石榴果實蠅三個世代之時間，而未再偵測到任
何番石榴果實蠅時，質檢總局得通報防檢局要求解除
緊急防治區，經防檢局認可後，始得解除並恢復緊急
防治區內生產之櫻桃輸臺作業。
五、包裝場條件
(一 ) 包裝場應位在山東省或山西省境內。
(二 ) 包裝場應建立完善的管理工作手册，並具備充足光線、
空間與設備及有害生物為害情形圖鑑，以進行櫻桃鮮
果實之有害生物檢查工作。
(三 ) 包裝場外應懸掛使用甲基丁香油及蛋白質水解物誘引
劑之誘殺器，包裝場內櫻桃進場區、選果區、包裝區
及包裝完成暫存區應設置黏蟲板或燈光誘殺器等非性
費洛蒙之誘捕器以偵測番石榴果實蠅之發生。
(四 ) 包裝場每年輸臺作業開始前及必要時應進行消毒。
(五 ) 包裝場至少須有一名經訓練合格，可辨別果實蠅感染
果之技術人員，該技術人員須參與輸臺櫻桃之選別作
業。包裝場應保有該場技術人員訓練紀錄或資料備
查。
(六 ) 進行輸臺櫻桃包裝作業時，所有輸臺櫻桃須來自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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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合格供果園；如場內同時貯放或處理非輸臺櫻桃，
其與輸臺櫻桃須有適當區隔且不得同時進行包裝。
(七 ) 輸臺櫻桃須經選別並剔除附帶土壤、受損、畸形及疑
似有害生物為害之果實，並去除枝條、葉片、雜草種
子或其他植物殘體。廢棄果須置於加蓋容器內並應每
日移出包裝場外丟棄、處理或銷燬。
(八 ) 符合條件之包裝場應向質檢總局登錄，質檢總局應於
每年輸出季開始前對所有登錄包裝場實施檢查以確定
符合本檢疫條件規定。
(九 ) 質檢總局應於每年輸臺作業開始前將合格包裝場造冊
並提供防檢局。包裝場造冊名單應包含包裝場註冊編
號、名稱及地址。
七、輸出檢疫程序
(一 ) 檢疫取樣數量為每批包裝數之百分之二以上。
(二 ) 檢疫結果發現有活番石榴果實蠅及其他防檢局關切之
有害生物，該批櫻桃不得輸臺。
(三 ) 經檢疫合格之櫻桃，應於植物檢疫證明書上註明「經
檢疫結果未染番石榴果實蠅、蘋果蠹蛾、桃蚜蛾、西
方花薊馬及火傷病」，並加註供果園與包裝場之名稱
或註冊編號及生產地（山東省或山西省）。採貨櫃運
輸者，另須加註櫃號。
十、產地查證
(一 ) 山東省及山西省在該省正式貿易開始首年，櫻桃生產
季開始前二個月，質檢總局應提供當年度輸臺櫻桃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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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園及包裝場名單，並邀請防檢局派員會同查證該省
番石榴果實蠅偵測作業、供果園與包裝場及櫻桃輸出
檢疫作業，查證所需費用由中國大陸負擔。
(二 ) 執行產地查證作業時，發現輸臺櫻桃供果園或包裝場
不符本檢疫條件之重大缺失或問題時，防檢局應立即
通知質檢總局，暫停前述供果園或包裝場之輸臺資格；
涉及整個系統之重大缺失時，則暫停中國大陸櫻桃輸
臺作業。質檢總局應進行原因調查及採取改善措施，
調查及改善措施報告送交防檢局，經認可後始得恢復
櫻桃供果園、包裝場之輸臺資格或櫻桃輸臺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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