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十八之四 動物源性產品輸入檢疫條件 

一、本檢疫條件所稱動物源性產品，指下列應施檢疫物：

(一)乳品：如附表一。

(二)蛋品：如附表二。

(三)肉粉、骨粉、肉骨粉、血粉及血漿蛋白粉：源自偶蹄目

動物或禽鳥類動物且供動物食用。

(四)生獸皮：源自偶蹄目動物之生鮮、鹽漬或乾燥皮且非供

人食用。

(五)腸衣：如附表三。

(六)肥料：如附表四所列含偶蹄目或禽鳥類動物性成分者。

(七)鹿茸：源自鹿科動物之嫩角，外附具茸毛之皮膚。

(八)燕窩：由鳥分泌物構成，直接摘採未經加工處理。

前項第一款乳品符合高溫滅菌罐製要件或經超高溫滅菌

法處理且包裝容器完全密閉者，免施檢疫。

二、輸出國與我國達成雙邊協定並定有檢疫條件者，得不適用本

檢疫條件。

三、本條件用詞定義如下：

(一)非疫區及發生國家：指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口蹄疫、牛接觸

傳染性胸膜肺炎、非洲豬瘟、豬瘟、小反芻獸疫、高病

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新城病之非疫區者或牛海綿狀腦

病發生國家。

(二)偶蹄目動物性成分：指動物源性產品所含原料源自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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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豬、鹿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且對前款所列之

動物傳染病具感受性之動物。但乳品成分除外。 

(三)禽鳥類動物性成分：指動物源性產品所含之原料源自

雞、鴨、鵝、火雞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

四、動物源性產品限自非疫區輸入。

前項非疫區範圍，以對動物源性產品具感受性者為限。

五、乳品輸出前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產品於輸出國主管機關認可之製造工廠生產。

(二)產品於原料、製造、加工、運送、及儲存過程未受其他

動物傳染病病原體污染。

(三)乳品為羊乳者，輸出國（地區）於輸出前至少二十一天

未發生小反芻獸疫病例。

(四)乳品為牛乳者，輸出國（地區）於輸出前至少九十天未

發生牛結節疹病例。

輸入羊乳或牛乳產品，依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陸生動物衛

生法典之規範處理者，得不受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之限

制。 

六、蛋品輸出前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輸出國應將家禽流行性感冒及新城病列為應通報疾病。

(二)輸出國（地區）於蛋品輸出前二十八天未發生 H5、H7

亞型低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病例。

(三)以全新或經適當清潔之容器裝運。

前項蛋品為帶殼者，應為無精蛋，且輸出前經清潔處

理。

七、肉粉、骨粉、肉骨粉、血粉及血漿蛋白粉輸出前應符合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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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一)源自偶蹄目動物之肉粉、骨粉、肉骨粉、血粉及血漿蛋

白粉：

1.輸出國應為非牛海綿狀腦病發生國家，且應為牛海綿

狀腦病風險可忽略國家。

2.來源動物須於輸出國（地區）出生、飼養及屠宰，或

來自非疫區及非屬牛海綿狀腦病發生國家之第三國

（地區）。

3.製造工廠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產品之製造、加工或

儲存未受來自其他牛海綿狀腦病發生國家或非屬牛海

綿狀腦病風險可忽略國家之反芻獸動物性成分污染。

(二)源自禽鳥類動物之肉粉、骨粉、肉骨粉、血粉及血漿蛋

白，其輸出國應符合前款第一目規定。

輸入前項產品，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審查，能有效防

止引入動物傳染病之風險並核准輸入者，得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前項第二款產品，亦不受第四點規定之限制。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依前項規定審查，於必要時得派員

赴輸出國實地查核。實地查核所需費用應依相關法令規定，

由輸出國負擔。但經輸出國與我國訂有雙邊或多邊協定查核

費用負擔方式者，依協定內容辦理。

八、生獸皮輸出前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來源動物於輸出國（地區）出生、飼養及屠宰，或來自

非疫區之第三國（地區）。

(二)來源動物應經輸出國政府主管機關派員執行屠前屠後檢

查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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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生獸皮之來源動物為牛者，於輸出前並應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

(一)輸出國（地區）於輸出前至少二十八天未發生牛結節疹

病例。

(二)生獸皮經以下列方式之一處理，且處理後之生獸皮應保

持不受牛結節疹病原體之污染：

1.乾或濕鹽漬處理至少十四天。

2.以添加百分之二碳酸鈉之鹽處理至少七天。

3.於二十攝氏度以上乾燥至少四十二天。

4.依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陸生動物衛生法典之規範辦理。

九、腸衣輸出前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輸出國（地區）應為可輸入偶蹄目動物肉品之國家(地

區)。

(二)輸出國(地區)尚未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核准可輸入偶

蹄目動物肉品者，須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首次輸入風

險評估通過。

十、含牛源動物性成分之肥料，輸出國應非屬牛海綿狀腦病發生

國家，且應為牛海綿狀腦病風險可忽略國家。但經輸出入動

物檢疫機關審查，能有效防止引入動物傳染病之風險並核准

輸入者，不在此限。

十一、輸入時應檢附輸出國動物檢疫機關簽發之動物檢疫證明書

正本，並以英文或中文記載下列事項：

(一)進出口商或公司名稱及地址。

(二)產品品名、數量、重量及製造日期。

(三)製造工廠之名稱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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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證日期、地點、機關名稱及其戳記、簽發之官方獸

醫師姓名及其簽章。

(五)輸入第一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動物源性產品之一

者，應另記載符合第五點至前點規定之內容。

(六)輸入第一點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動物源性產品，如

來源動物為源自第三國(地區)之偶蹄目動物，應加註

第三國（地區）名。

十二、動物源性產品於運往我國之過程，應符合密閉式貨櫃運送

動物產品輸入檢疫作業辦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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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乳品 

中華民國商

品標準分類

號列

C.C.C. Code

中文貨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04011010001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

未含其他甜味料之

鮮乳（生乳及羊乳

除外），含脂重量

不超過 1%者

Fresh milk (excluding raw 

milk and milk of goat and 

sheep), not concentrated and 

unsweetened, of a fat content, 

by weight, not exceeding 1%

04011090004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

未含其他甜味料之

乳油及其他乳，含

脂重量不超過 1%者

Cream and other milk, not 

concentrated and 

unsweetened, of a fat content, 

by weight, not exceeding 1%

04012010009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

未含其他甜味料之

鮮乳（生乳及羊乳

除外），含脂重量

超過 1% 但不超過

6%者

Fresh milk (excluding raw 

milk and milk of goat and 

sheep), not concentrated and 

unsweetened, of a fat content, 

by weight, exceeding 1% but 

not exceeding 6%

04012090002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

未含其他甜味料之

Cream and other milk, not 

concentrat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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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油及其他乳，含

脂重量超過 1%但不

超過 6%者

unsweetened, of a fat content, 

by weight, exceeding 1% but 

not exceeding 6%

04014010005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

未含其他甜味料之

鮮乳（生乳及羊乳

除外），含脂重量

超過 6%，但不超過

10%者

Fresh milk (excluding raw 

milk and milk of goat and 

sheep), not concentrated and 

unsweetened, of a fat content, 

by weight, exceeding 6% but 

not exceeding 10%

04014090008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

未含其他甜味料之

乳油及其他乳，含

脂重量超過 6%，但

不超過 10%者

Cream and other milk, not 

concentrated and 

unsweetened, of a fat content, 

by weight, exceeding 6% but 

not exceeding 10%

04015010002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

未含其他甜味料之

鮮乳（生乳及羊乳

除外），含脂重量

超過 10%者

Fresh milk (excluding raw 

milk and milk of goat and 

sheep), not concentrated and 

unsweetened, of a fat content, 

by weight, exceeding 10%

04015090005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

未含其他甜味料之

乳油及其他乳，含

脂重量超過 10%者

Cream and other milk, not 

concentrated and 

unsweetened, of a fat content, 

by weight, exceeding 10%

04029910004 鮮乳，加糖或其他 Fresh milk, containing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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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味料者 sugar or other sweetening 

matter

98061000113 第 0401.10.10.00 號

所屬之「未濃縮且

未加糖及未含其他

甜味料之鮮乳（生

乳及羊乳除外），

含脂重量不超過 1%

者」

Fresh milk (excluding raw 

milk and milk of goat and 

sheep), not concentrated and 

unsweetened, of a fat content, 

by weight, not exceeding 1%, 

of Item 0401.10.10.00

98061000211 第 0401.20.10.00 號

所屬之「未濃縮且

未加糖及未含其他

甜味料之鮮乳（生

乳及羊乳除外），

含脂重量超過 1%但

不超過 6%者」

Fresh milk (excluding raw 

milk and milk of goat and 

sheep), not concentrated and 

unsweetened, of a fat content, 

by weight, exceeding 1% but 

not exceeding 6%, of Item 

0401.20.10.00

98061000337 第 0401.40.10.00 號

所屬之「未濃縮且

未加糖及未含其他

甜味料之鮮乳（生

乳及羊乳除外），

含脂重量超過 6%

者，但不超過 10%

者」

Fresh milk (excluding raw 

milk and milk of goat and 

sheep), not concentrated and 

unsweetened, of a fat content, 

by weight, exceeding 6%,but 

not exceeding 10% of Item 

No. 0401.4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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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61000355 第 0401.50.10.00 號

所屬之「未濃縮且

未加糖及未含其他

甜味料之鮮乳（生

乳及羊乳除外），

含脂重量超過 10%

者」

Fresh milk (excluding raw 

milk and milk of goat and 

sheep), not concentrated and 

unsweetened, of a fat content, 

by weight, exceeding 10%, of 

Item No. 0401.50.10.00

98062000102 第 0402.99.10.00 號

所屬之「鮮乳，加

糖 或 其 他 甜 味 料

者」

Fresh milk, containing added 

sugar or other sweetening 

matter, of Item 0402.9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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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蛋品 

中華民國商

品標準分類

號列

C.C.C. Code

中文貨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04072100004 雞之帶殼蛋，鮮 Eggs of fowls of the species 

Gallus domesticus, in shell, 

fresh

04072900006 其他帶殼禽蛋，

鮮

Other birds' eggs, in shell, fresh

04079000000 帶殼禽蛋，保藏

或煮熟

Birds' eggs, in shell, preserved 

or cooked 

04081910005 冷凍蛋黃 Egg yolks, frozen

04089190009 其他乾燥去殼禽

蛋

Other birds' eggs, not in shell, 

dried

04089910008 冷凍蛋液 Whole eggs, frozen

04089990001 其他類似品 Other similar articles

35021910004 冷凍蛋白 Egg white, fro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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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腸衣 

中華民國商

品標準分類

號列

C.C.C. Code

中文貨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05040011008 豬腸衣 Casings of swine

05040012007 羊腸衣 Casings of sheep, lambs and 

goats

05040019000 其他動物腸衣 Other casings of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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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肥料 

中華民國商

品標準分類

號列

C.C.C. Code

中文貨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31010010000 糞肥 Dung

31010020008 鳥糞(石) Guano

31010090101 其他動物或植物及其

混合之肥料，未經化

學處理者

Other animal or vegetable 

fertilisers, and fertilisers 

produced by the mixing of 

animal or vegetable products, 

not chemically treated

31051000907 其他本章所載貨品屬

錠劑或類似形狀或其

包裝毛重不超過 10

公斤者

Other goods of this chapter in

tablets or similar forms or in 

packages of gross weight not 

exceeding 10KG

31059000900 其他肥料 Other fertili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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