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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貓食品之輸入檢疫條件」常見問答集 
（以下問答之內容，僅適用於本檢疫條件之範圍） 

壹、條文篇 
一、 所有進口給犬貓食用的產品都須符合本檢疫條件嗎? 

答：所有進口的犬貓食用產品輸入時都應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防檢局）申報，並依所含成分的不同有 3 種處理方

式： 

（一） 含偶蹄類或禽鳥類動物性成分(明膠、膠原蛋白、軟骨素、葡

萄糖胺、磷酸二鈣及乳品成分除外)者，亦即本檢疫條件所稱

之「犬貓食品」，應符合本檢疫條件始得輸入。 

（二） 含其他動物性成分（如含馬肉、袋鼠肉等之犬貓食品，目前尚

未核准輸入）：不適用本檢疫條件，但應事先依「動物及動物

產品輸入檢疫條件」第 9 點規定，提送相關資料向防檢局申請

首次輸入風險分析。 

（三） 如輸入人或其代理人檢附輸出國官方文件或原廠說明資料，或

產品包裝標示資訊完整，足以證明產品不含動物性成分，或只

含水產品（漁產品）成分、明膠、膠原蛋白、軟骨素、葡萄糖

胺、磷酸二鈣或乳品，不含其他動物性成分者，無特別檢疫要

求，可以輸入。 

 

二、 只含有水產品（漁產品）、明膠、膠原蛋白、軟骨素、葡萄糖胺、

磷酸二鈣或乳品的貓狗食用品（或營養品），也要符合本檢疫條

件規定嗎? 

答： 

（一）不用，但輸入時應向防檢局申報（參見問題一）。 

（二）依據本檢疫條件第 1點第 1項第 2款，動物性成分不包括明膠、

膠原蛋白、軟骨素、葡萄糖胺、磷酸二鈣及乳品。因此只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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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成分，不含其他動物性成分的供犬貓食用產品不受本檢疫條

件限制。 

（三）犬貓食品所含之水產品成分亦非屬動物檢疫管制範圍。 

 

三、 103 年 10 月 1 日起，自屬動物傳染病非疫區且不涉及牛海綿狀腦

病（俗稱狂牛病，BSE）管制之國家（如紐西蘭、澳洲等）輸入

犬貓食品，規定有何變更? 

答：實質的管制要求並無變更，但輸出國動物檢疫證明書上除了原本

應載明之事項外，須增列以下 2 點證明事項： 

（一） 犬貓食品如含有牛源成分，應加註其牛源成分來源國名。 

（二） 犬貓食品之原料、製造、包裝過程已採取有效預防措施，避免

遭受牛海綿狀腦病及其他動物傳染病病原體污染。 

 

四、如何判斷輸出國為「疫區」或「非疫區」？疫情狀態改變時之分

界點為何？ 

答： 

（一）動物傳染病「疫區」、「非疫區」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委會）

最 新 公 告 為 準 。 可 由 防 檢 局 總 局 網 站 首 頁

（http://www.baphiq.gov.tw/home.php）疫區公告項下，點選最新

公告查閱。輸出國於該種動物所有管制疫病均為非疫區時，才

可依非疫區規定（本檢疫條件第 3 點）輸入，否則須符合疫區

規定（本檢疫條件第 4 點）。依犬貓食品所含動物性成分之來源

動物感受性，管制之疫病種類分列如下： 

1. 豬：口蹄疫、牛瘟註及非洲豬瘟。 

2. 牛：口蹄疫、牛瘟及牛接觸傳染性胸膜肺炎。 

3. 羊：口蹄疫及牛瘟。 

4. 鹿：口蹄疫及牛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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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禽鳥：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及新城病。 

註：目前農委會公告全球為牛瘟非疫區。 

（二） 疫情狀態改變時，自農委會公告日起裝船（或裝機）運往我國

之產品，應適用新公告。 

 

五、 自非疫區輸入和自疫區輸入犬貓食品，規定有何不同？ 

答： 

（一） 經高溫滅菌罐製或自非疫區輸入之犬貓食品應符合第 3 點規

定，自疫區輸入則應符合第 4 點規定，二者不同之處主要為疫

區輸入者須經加熱處理，且製造工廠應經防檢局核准。 

（二） 但經高溫滅菌罐製或自非疫區輸入之犬貓食品，如果輸出國或

所含牛源成分來源國之牛海綿狀腦病（BSE）風險等級為風險

已控制國家、風險未定國家或為 BSE 發生國家（地區）者，

其製造工廠仍須經防檢局核准（參見問題十三）。 

 

六、 自疫區輸入之犬貓食品，如其殺菌方式與檢疫條件所列者不同，

應如何處理? 

答： 

（一） 自疫區輸入犬貓食品，除經高溫滅菌罐製者（罐頭、軟式罐頭

等）外，製造工廠須事先經防檢局核准，且製造過程須經加熱

處理，其加熱處理條件為中心溫度達 70℃維持 30 分鐘以上，

或 80℃維持 9 分鐘以上，或 100℃維持 1 分鐘以上。 

（二） 如擬自疫區輸入的犬貓食品，其採用的殺滅病原體方法與前述

者不同，應事先提送相關資料供防檢局評估是否與前述處理條

件具有同等殺滅病原體效力。 

 

七、 如何得知輸出國之 BSE 風險等級，及是否為 BSE 發生國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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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等級及疫情狀態如有變更時，分界點為何？ 

答：  

（一） 輸出國之 BSE 風險等級係依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網站

（http://www.oie.int）最新公告資訊為準。BSE 發生國家名單，

則依農委會最新公告為準，可由防檢局總局網站首頁

（http://www.baphiq.gov.tw/home.php）疫區公告項下，點選最

新公告查閱。 

（二） BSE 風險等級或 BSE 疫情狀態如有變更時，自變更當日起裝

機（或裝船）運往我國之產品，應適用新公告。 

 

八、 何謂「具 BSE 風險動物性成分」？有處理具 BSE 風險動物性成

分之工廠須採行污染防範措施，那有處理牛內臟的工廠呢？ 

答： 

（一）本檢疫條件所稱之「具 BSE 風險動物性成分」包括以下物質： 

1. 反芻動物（牛、羊等）來源肉骨粉及油渣。 

2. 所有牛隻之扁桃腺及遠端迴腸。 

3. 源自風險已控制之非 BSE 發生國家 30 月齡以上牛隻之腦、

眼、脊髓、頭骨及脊柱。 

4. 源自風險未定之非BSE發生國家12月齡以上牛隻之腦、眼、

脊髓、頭骨及脊柱。 

5. 源自 BSE 發生國家所有牛隻之腦、眼、脊髓、頭骨及脊柱。 

（二）牛內臟不屬於「具 BSE 風險動物性成分」，雖然輸臺犬貓食品

不得含有 BSE 發生國家之牛內臟，但對於有處理牛內臟之工廠

並無特別針對 BSE 之管制要求。 

 

九、 對於「管線清洗程序」有何規定？ 

答：犬貓食品之輸出國或所含牛源成分來源國為 BSE 風險已控制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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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未定國家或為 BSE 發生國家者，製造工廠應符合下列規定之

一：  

（一） 未從事具 BSE 風險動物性成分（參見問題八）之加工處理。 

（二） 採獨立生產線從事具 BSE 風險動物性成分之加工處理，可確保

輸入之犬貓食品不受具 BSE 風險動物性成分污染。 

（三） 從事具 BSE 風險動物性成分之加工處理後，確實執行管線清洗

程序，可確保輸入之犬貓食品不受具 BSE 風險動物性成分污

染。 

管線清洗程序的目的在於生產線加工處理「具 BSE 風險動物

性成分」後，對於該生產線之管路進行處理，以確保後續生產的

犬貓食品不受具 BSE 風險動物性成分污染。各製造工廠得自行訂

定適合的管線清洗程序，並於申請工廠認可時一倂透過輸出國檢

疫主管機關提送防檢局審查。 

 

十、 羊源成分有涉及 BSE 風險管制嗎？ 

答： 

（一） 羊肉骨粉及油渣屬「具 BSE 風險動物性成分」（參見問題八），

犬貓食品之製造工廠如有處理羊骨粉、油渣或其他具 BSE 風

險動物性成分者，應採行獨立生產線或有效之管線清洗程序，

以防範輸臺犬貓食品遭受污染。 

（二） 其餘羊源成分因經風險評估結果，引入 BSE 或羊搔癢症，影

響國內犬貓健康之風險極低，爰不涉及 BSE 管制。 

 

十一、 何謂「安全貿易貨品」？ 

答：指依 OIE 陸生動物衛生法典 BSE 章節所定義，不受輸出國 BSE

風險等級影響，得於國際間自由貿易之牛源產品。就本檢疫條件

而言，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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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牛皮。 

（二） 不溶性雜質≦0.15%（重量百分比 w/w）的牛油及其衍生物。 

（三） 牛隻之去骨骨骼肌（機械分離肉除外）。來源牛隻不得以空氣

槍注射或穿刺方式致昏屠宰，經屠前屠後檢查合格，且處理過

程未受 BSE 風險物質污染。 

（四） 血液及其副產品。來源牛隻不得以空氣槍注射或穿刺方式致昏

屠宰 

 

十二、何謂「飼料禁令」？ 

答：本檢疫條件所稱之「飼料禁令」係指禁止使用反芻類動物性成分

餵飼反芻類動物（ruminant to ruminant feed ban），以阻斷 BSE 傳

播途徑的措施。 

 

貳、申請與審查篇 

十三、 犬貓食品之製造工廠在何種情形下須經防檢局核准？泰國（或

其他風險已控制及風險未定之非 BSE 發生國家）只含水產品

（漁產品）成分的犬貓食品罐頭須經核准嗎？  

答： 

（一） 含偶蹄類或禽鳥類動物性成分犬貓食品之製造工廠是否須經

防檢局核准，須考慮以下 2 項因素： 

1. 是否有加熱處理之要求？ 

(1) 自疫區輸入之犬貓食品須經加熱處理，故其製造工廠須

經防檢局核准。 

(2) 自非疫區輸入之犬貓食品無加熱處理要求，而高溫滅菌

罐製產品於製造過程業經加熱處理，故亦無須額外要求

加熱條件。   

2. 是否涉及 BSE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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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風險可忽略之非 BSE 發生國家輸入，且不含 BSE 風

險已控制、風險未定或 BSE 發生國家牛源成分的犬貓食

品，其製造工廠無涉 BSE 管制。 

(2) 除前述情形以外，製造工廠均涉及 BSE 管制，須符合本

檢疫條件第 5 點之規定，且均須經防檢局核准。 

    綜上，除不涉及 BSE 管制之高溫滅菌罐製及非疫區犬貓食品

以外，其餘產品之製造工廠均須經防檢局核准，包括泰國（或其他

風險已控制及風險未定之非 BSE發生國家）之雞肉罐頭犬貓食品。

如下表所示： 

產品類別 
是否有加熱 

處理要求 

是否涉及BSE管

制 
工廠是否須經核准 

高溫滅菌罐

製產品 

否(因罐製過

程業經加熱) 

是 是 

否 否 

非疫區產品 否 
是 是 

否 否 

疫區產品 是 
是 是 

否 是 

（二） 輸入不含動物性成分，或僅含水產品（漁產品）成分之犬貓

食品，其製造工廠不須經防檢局核准，請參見問題一。 

 

十四、輸入犬貓食品在何種情形下會涉及 BSE 管制？紐、澳（或其他

風險可忽略之非 BSE 發生國家）工廠使用美國（或其他涉及

BSE 管制國家）牛肉生產輸臺犬貓食品，其製造工廠須經防檢

局核准嗎？ 

答： 

（一） 本檢疫條件第 3 點第 2 項及第 4 點第 2 項載明「犬貓食品之輸

出國或所含牛源成分來源國之牛海綿狀腦病風險等級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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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控制國家、風險未定國家或為牛海綿狀腦病發生國家（地區）

者，應另符合第 5 點規定。」 

（二） 輸出國（紐、澳洲等）本身雖不涉及 BSE 管制，但犬貓食品

「所含牛源成分來源國」（美國等）涉及 BSE 管制時，仍應符

合第 5 點規定，製造工廠須經防檢局核准。 

（三） 犬貓食品及其製造工廠是否涉及 BSE 管制，請參考下表： 

 

輸出國是否為 BSE

風險已控制或風險

未定國家，或為

BSE 發生國家 

所含牛源成分之來源

國是否為 BSE 風險已

控制或風險未定國

家，或為 BSE 發生國

家 

是否涉

及 BSE

管制 管制項目 

否 
否(或不含牛源成分) 否 — 

是 是 工廠＋產品 

是 否(或不含牛源成分) 是 工廠 

是 是 工廠＋產品 

 

十五、輸出國如為疫區或涉及 BSE 管制，犬貓食品製造工廠應經我國

核准。申請程序為何？所需時程約多久？ 

答： 

（一） 製造工廠應填答「Information for Manufacturing Plant to Apply 

for Exporting Pet Food Products to Taiwan」問卷（可由

http://www.baphiq.gov.tw/admin/upload/twgov_file_20110726235

0303.pdf 下載）並檢附相關資料，透過輸出國檢疫主管機關提

送防檢局審查。防檢局除書面審查，並得派員查核認證，實地

查核所需費用由輸出國負擔。 

（二） 書面審查期間，倘認為資料不足，防檢局將通知輸出國檢疫主

http://www.baphiq.gov.tw/admin/upload/twgov_file_201107262350303.pdf�
http://www.baphiq.gov.tw/admin/upload/twgov_file_2011072623503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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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轉請製造工廠補件。書面審查完成後，如認為有必要將

進行實地查核，並等輸出國主管機關監督該工廠完成所有缺失

改善後，始予核准。故申請所需時程視提送書面資料之完備程

度，及缺失改善情形而定。 

 

參：其他問題篇 

十六、為什麼要修正本檢疫條件？ 

答：原「犬貓食品之輸入檢疫條件」於民國 90 年間公告施行，曾於

民國 93 年修正，迄今歷經 10 年之久。考量期間 OIE 相關規範多

有修正、寵物嚼咬產品亦應納入犬貓食品管理等因素，再加上國

內豢養寵物風氣日盛，犬貓食品需求類別擴大，原檢疫條件之管

制方式有調整的必要，防檢局爰著手研議本檢疫條件及「動物皮

製成供寵物嚼咬產品之輸入檢疫條件」之修正案，並在維持適當

保護水準及兼顧國際貿易順暢之前提下，於 103 年 3 月 21 日完成

修正條文公告，自同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修正重點如下： 

（一） 界定管制範圍：重新定義犬貓食品為含有偶蹄類或禽鳥類動物

性成分，專供犬、貓食用或嚼咬之產品，以涵蓋原以「動物皮

製成供寵物嚼咬產品之輸入檢疫條件」規範之相關產品，並排

除對於部分低風險動物性成分（如明膠、膠原蛋白等，參見問

題二）之管制。 

（二） 管制之動物疫病種類明確化：基於科學證據，僅針對具感受性

之動物採行相對應疫病風險管制措施（參見問題四）。 

（三） 修正來自動物傳染病疫區之犬貓食品加熱處理條件：以與其他

法規調和（參見問題六）。 

（四） 實地查核作業調整為選擇性辦理：依風險評估結果調整檢疫強

度。 

（五） 調整 BSE 管制措施：與 OIE 國際規範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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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103 年 10 月 1 日以前製造之犬貓食品，10 月 1 日後是否可輸

入我國？應適用原檢疫條件或修正後之檢疫條件？ 

答：依據農委會 103 年 3 月 21 日公告，自 10 月 1 日起裝船（或裝機）

運往我國之犬貓食品應符合本檢疫條件規定。爰 10 月 1 日以前製

造之犬貓食品，得於符合本檢疫條件規定之前提下，於 10 月 1 日

以後輸入我國。 

 

十八、檢疫條件修正後對現有貿易之影響？ 

答：防檢局在研議修正本檢疫條件時，係以符合國際規範、與其他法

規調和，並儘可能降低對現有貿易之衝擊為原則，整體方向是朝

向更具彈性及調和性，以促進國際貿易。惟為補強原檢疫條件不

足之處，維護國內動物健康安全，故新增以下管制要求： 

（一） 針對風險未定及風險已控制之非 BSE 發生國家的反芻動物肉

骨粉、油渣及其他牛源成分之管制（第 5 點）。 

（二） 針對供嚼咬犬貓食品製造工廠之管制要求（第 6 點）。 

    對於部分國家（如泰國）短期內會有較大衝擊，尤其是該等國家

之高溫滅菌罐製犬貓食品，其製造工廠原本無須經防檢局核准，本檢

疫條件實施後則須經防檢局核准，始得輸入。防檢局會有相關配套措

施，以協助維持受影響產品之貿易順暢。 

 

十九、檢疫條件修正後對原核准工廠之影響？ 

答：目前業經防檢局核准之製造工廠於本檢疫條件實施後，仍維持原

核准範圍，但輸入之犬貓食品須符合本檢疫條件規定。 

 

二十、風味劑屬動物性成分嗎？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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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動物性來源者：依動物性成分管制(管制方式參見問題一)。 

（二） 化學合成之人工香料：無須動物檢疫管制，惟應具備下列佐證

資料說明確屬本類成分，以協助檢疫人員判定（資料不足時視

同動物性成分）： 

1. 輸出國官方文件。 

2. 原廠說明資料。 

3. 包裝標示資訊。 

 

二十一、A 國生產之犬貓食品，輸入 B 國後再轉售我國，其輸入規定

為何？ 

答：應依據「三方貿易輸銷動物產品檢疫作業要點」規定輸入，並符

合以下要求： 

（一）保持原廠密閉式包裝。 

（二）輸入時應檢附原產國檢疫證明書影本及轉售國檢疫證明書正

本。 

（三）應符合我國對原產國之檢疫條件要求。 

 

二十二、中國大陸犬貓食品輸入是否有特別規定？ 

答： 

（一） 歸屬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號列（CCC Code）「23091000002

供零售用之貓狗食品」之產品，其輸入規定除 B01 外，尚有

MP1（中國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應符合「大陸物品有條

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總表」之規定）。目前經濟

部國際貿易局在該稅號下，僅許可符合「乾狗糧（牛肉口味）

Dog food(beef flavor), dry」中英文貨名之貨品。前述貨品須另

符合本檢疫條件規定，始得輸入。（目前無輸入實績） 

（二） 歸屬 CCC Code「42050090104 由動物皮製成供寵物嚼咬之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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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則無 MP1 規定，故中國大陸生產之本類產品得依本檢疫

條件規定輸入。（目前有輸入實績） 

 

二十三、可以自行以快遞、郵寄或旅客自行攜帶等方式輸入犬貓食品

嗎？ 

答： 

（一） 輸入供犬貓食用之產品，均應向防檢局申報，避免受罰，影響

自身權益。 

（二） 如原廠包裝標示資訊完整，足以證明該等犬貓食用產品不含動

物性成分，或只含水產品（漁產品）成分、明膠、膠原蛋白、

軟骨素、葡萄糖胺、磷酸二鈣或乳品，不含其他動物性成分者，

得自行以快遞、郵寄或旅客自行攜帶方式輸入。惟輸入時務必

要向防檢局申報，並以防檢局檢疫人員判定為準。如未申報者，

一經查獲，得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處 3,000 元至 15

萬元不等之罰鍰。 

（三） 其餘供犬貓食用產品不建議自行以快遞、郵寄或旅客自行攜帶

等方式輸入（因須符合相關檢疫規定始得輸入，如：產品須來

自本局核准工廠、須經輸出國完成檢疫程序，並依我國要求核

發輸出動物檢疫證明書等。以個人少量輸入的情形而言，困難

度較高，且不符經濟效益，且不符規定者產品將被銷燬或退運，

輸入人則可能被處以罰鍰）。 

 

二十四、防檢局對於本檢疫條件之實施做了哪些宣導工作，以確保可

以順利施行？ 

答： 

（一） 本檢疫條件修正案分別於 101 年 2 月 24 日及 102 年 5 月 28

日 2 度預告，廣徵各界評論意見，並配合前述預告，2 度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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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組織（WTO）供各會員國評論。 

（二） 103 年 3 月 18 日防檢局將預定公告版本先函請行政院公報編

印中心刊登政府公報。 

（三） 3 月 21 日農委會正式公告，防檢局同時張貼於該局網頁。 

（四） 3 月 28 日防檢局函送前述公告予 4 分局，請分局加強對轄內

相關業者宣導，並函知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請轉知各駐外單

位以通知駐在國主管機關。另函送報關、報驗商業同業公會

及寵物食品相關團體。 

（五） 4月 9日防檢局函送前述公告及英文版檢疫條件予各國駐臺單

位。 

（六） 7 月 16 日防檢局高雄分局針對本檢疫條件進行內部同仁教育

訓練。 

（七） 8 月 19 日防檢局張貼「輸入犬貓食品檢疫證明書加註事項參

考表」中、英文版於該局網頁，供各界參考。 

（八） 8 月 21 日防檢局基隆分局邀集近 3 年有輸入犬貓食品實績之

業者舉行本檢疫條件之說明會。 

（九） 8 月 27 日防檢局臺中分局針對本檢疫條件進行內部同仁教育

訓練。 

（十） 9 月 10 日防檢局新竹分局邀集犬貓食品輸入業者及報關、報

驗業者舉行本檢疫條件之座談會。 

（十一） 9 月 12 日防檢局高雄分局舉行簡政便民座談會，會中宣導本

檢疫條件。 

（十二） 防檢局持續與主要貿易夥伴國駐臺單位保持聯繫，洽談檢疫

證明書樣張。另防檢局及所屬分局持續協助各輸入業者符合

本檢疫條件規定，以維持犬貓食品輸臺貿易順暢。 

 

二十五、如有其他問題可以諮詢什麼單位?相關之查詢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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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請洽詢防檢局及其所屬分局，聯絡資訊如下： 

單位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防檢局 
02-33432069 

02-33436417 
02-23047255 baphiq@mail.baphiq.gov.tw 

防檢局 

基隆分局 
02-24247342 02-24288389 klsws@mail.klbaphiq.gov.tw 

防檢局 

新竹分局 
03-3982431 03-3982310 hc04@mail.hcbaphiq.gov.tw 

防檢局 

臺中分局 
04-22853419 04-22850507 tcaq@mail.tcbaphiq.gov.tw 

防檢局 

高雄分局 
07-9720599 07-9726612 kh0110@mail.khbaphiq.gov.tw 

 

（二）相關資訊亦可於以下網址查詢：

http://www.baphiq.gov.tw/newsview.php?typeid=1356&typeid2=1358&ne

ws_id=4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