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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70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12月28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627 號之 1

案由：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邱議瑩等 19 人擬具「動物傳染
病防治條例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7 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 107420244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 0 附件 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邱議瑩等 19 人擬具「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業經審查完竣，不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 107 年 12 月 25 日台立議字第 1070705231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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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本院委員邱議瑩等 19 人擬具「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四
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本院委員邱議瑩等 19 人擬具「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6 會期第 13 次會議（107 年 12 月 14 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舉行第 9 屆第 6 會期第 15 次全體委員會議，由召集委員蘇震清擔任
主席進行審查。會中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退之、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局長馮海
東、組長彭明興、法規委員會執行秘書張學文，財政部關務署通關業務組組長葉松茂，經濟
部商業司科長李勇毅，交通部路政司簡任技正胡迪琦、郵電司視察陳品竹、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主任視察楊榮欽，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棄物管理處科長蘇意筠，內政部移民署入出國
事務組副組長林貽俊及法務部參事林豐文等列席提出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邱委員議瑩說明提案要旨：
(一)現行按「郵包物品進出通關辦法」並無具體規範納稅義務人應申報正確貨品，亦無法以
裁罰遏止違規輸入之行為，恐因部分民眾心存僥倖，導致以郵包寄遞方式夾藏檢疫物闖
關，造成防疫重大缺口。
(二)電子商務興起，近年來跨境電商憑藉低廉、快捷的特點，迅速進入世界各地的主流消費
市場。有鑑於非洲豬瘟疫情持續擴大，鄰近的中國尤為失控，為避免造成防疫漏洞，應
嚴加防堵郵包寄遞檢疫物之情況。
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退之說明修法要旨：
大院經濟委員會審查邱委員議瑩等 19 人擬具之「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34 條條文修正
草案」，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先進長期對於農業發展的重視與支持。以下謹就委員提案予以
說明，敬請不吝指教。
(一)修法緣由：我國為非洲豬瘟之非疫區，且為世界動物衛生組織認定之施打疫苗之口蹄疫
非疫區，並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於金門以外地區實施停止施打口蹄疫疫苗，逐步朝向非
疫區目標。由於我國鄰近國家多為口蹄疫或非洲豬瘟疫區，且中國大陸非洲豬瘟疫情嚴
峻並持續擴散，政府全力防範非洲豬瘟自境外傳入該等疫病，以避免對我國畜牧產業造
成巨大衝擊及嚴重損失。
(二)修正重點：本次邱委員等 19 人所擬「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34 條條文修正草案」，重
點如下：
1.由於國際貿易發達及跨境電子商務興起，民眾透過網路平臺購買商品，並以國際郵包
方式輸入之案件日益增加，考量外國肉製品以該等方式違規輸入，具高度傳播疫病風
險，一旦前揭肉製品流入廚餘，亦有導致非洲豬瘟疫情發生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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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避免前揭肉製品輸入造成防疫漏洞，邱委員等所提修正草案版本與本會擬函報行政
院之「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訂第 34 條第 3 項條文文字「應施
檢疫物不得以郵遞寄送輸入；其以郵遞寄送輸入者，應予退運、沒入或銷燬」方向一
致，為求條文文字用語符合檢疫實務所需，建請以本會研提文字為妥，本會深表感謝
。
(三)結論：本案若能順利通過，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將積極派員至國際郵包處理中心執行
郵包查驗作業，如發現郵寄外國豬肉產品或其他動物產品，即退運或銷燬處理，實質達
到防範疫病入侵，共同維護我國農畜產業生產安全之目的。感謝各位委員長期以來對動
植物防檢疫工作的重視與支持。
五、與會委員聽取報告後，咸認本案確有儘速修正之必要，應予支持，經討論後爰決議修正通過。
六、全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討論，不須交由黨團協商，並推請蘇召集委員震清於院會討論時作補
充說明。
七、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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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委員邱議瑩等19人擬具「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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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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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會

通

過

條

文

（修正通過）
第三十四條

委

員

第三十四條

提

案

條

文

檢疫物之輸入人或

現

行

第三十四條

法

條

文

說

明

檢疫物之輸入人或

一、現行按「郵包物品進出通關辦

檢疫物之輸入人或

代理人應於檢疫物到達港、站前

代理人應於檢疫物到達港、站前

法」並無具體規範納稅義務人應

代理人應於檢疫物到達港、站前

向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檢

向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檢

申報正確貨品，亦無法以裁罰遏

向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檢

疫，繳驗輸出國檢疫機關發給之

疫，繳驗輸出國檢疫機關發給之

止違規輸入之行為，恐因部分民

疫，繳驗輸出國檢疫機關發給之

動物檢疫證明書。檢疫結果認為

動物檢疫證明書。檢疫結果認為

眾心存僥倖，導致以郵包寄遞方

動物檢疫證明書。檢疫結果認為

罹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者，應禁

罹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者，應禁

式夾藏檢疫物闖關，造成防疫重

罹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者，應禁

止進口或為必要之處置。

止進口或為必要之處置。

大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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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進口或為必要之處置。
旅客或服務於車、船、航空
器人員攜帶檢疫物者，應於入境
時依前項規定申請檢疫。

旅客或服務於車、船、航空

旅客或服務於車、船、航空

二、電子商務興起，近年來跨境電

器人員攜帶檢疫物者，應於入境

器人員攜帶檢疫物者，應於入境

商憑藉低廉、快捷的特點，迅速

時依前項規定申請檢疫。

時依前項規定申請檢疫。

進入世界各地的主流消費市場

檢疫物不得以郵寄或包裹寄

第一項所定動物檢疫證明書

。有鑑於非洲豬瘟疫情持續擴大

第一項所定動物檢疫證明書

遞方式輸入；其以郵寄或包裹寄

應載有符合前條所定檢疫條件

，鄰近的中國尤為失控，為避免

應載有符合前條所定檢疫條件

遞輸入者，應予以退運或銷燬。

之檢疫結果。

造成防疫漏洞，應嚴加防堵郵包

之檢疫結果。
未依第一項規定繳驗動物檢
疫證明書，或動物檢疫證明書記

第一項所定動物檢疫證明書

未依第一項規定繳驗動物檢

應載有符合前條所定檢疫條件

疫證明書，或動物檢疫證明書記

三、配合增訂第三項，現行條文項

之檢疫結果。

載事項與檢疫條件規定不符者

次依序調整，並酌作文字修正。

載事項與檢疫條件規定不符者

未依第一項規定繳驗動物檢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得按其情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得按其情

疫證明書，或動物檢疫證明書記

節輕重，為下列處置：

節輕重，為下列處置：

載事項與檢疫條件規定不符者

一、依國際動物檢疫規範，採取

寄遞檢疫物之情況。

審查會：
一、原草案條文第三項移至第十
項，並將文字修正為「檢疫

一、依國際動物檢疫規範，採取
安全性檢疫措施。
二、延長動物隔離留檢期間，並
為必要之診斷試驗或補行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得按其情
節輕重，為下列處置：
一、依國際動物檢疫規範，採取
安全性檢疫措施。

安全性檢疫措施。
二、延長動物隔離留檢期間，並

以郵遞寄送輸入者，應予退

為必要之診斷試驗或補行

運、沒入或銷燬。」，其餘

預防注射；認無動物傳染病

項次移前。

預防注射；認無動物傳染病

二、延長動物隔離留檢期間，並

嫌疑時，得簽發檢疫證明書

為必要之診斷試驗或補行

放行。

預防注射；認無動物傳染病

三、通知輸入人或代理人限期補

嫌疑時，得簽發檢疫證明書

齊必要之檢疫證明文件；證

放行。

明文件無法補齊者，得將檢

三、通知輸入人或代理人限期補
齊必要之檢疫證明文件；證

嫌疑時，得簽發檢疫證明書
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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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件無法補齊者，得將檢

三、通知輸入人或代理人限期補

疫物予以退運或撲殺銷燬。

疫物予以退運或撲殺銷燬。

齊必要之檢疫證明文件；證

四、將檢疫物逕予退運或撲殺銷

四、將檢疫物逕予退運或撲殺銷

明文件無法補齊者，得將檢

燬。
過境或轉口、轉運之檢疫物
，應由輸入人或代理人、管理人

燬。

疫物予以退運或撲殺銷燬。

過境或轉口、轉運之檢疫物

四、將檢疫物逕予退運或撲殺銷

，應由輸入人或代理人、管理人

燬。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檢疫，若發現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檢疫，若發現

過境或轉口、轉運之檢疫物

有罹患、疑患或可能感染動物傳

有罹患、疑患或可能感染動物傳

，應由輸入人或代理人、管理人

染病或污染動物傳染病病原體

染病或污染動物傳染病病原體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檢疫，若發現

之虞時，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應

之虞時，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應

有罹患、疑患或可能感染動物傳

即依職權採取安全措施或必要

即依職權採取安全措施或必要

染病或污染動物傳染病病原體

之處置。

之處置。

之虞時，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應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派員於

即依職權採取安全措施或必要

港、站稽查輸出入之檢疫物，發

之處置。

現有逃避檢疫情事，除依本條例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派員於
港、站稽查輸出入之檢疫物，發

物不得以郵遞寄送輸入；其

二、原草案條文第十項，項次移
為第九項，並維持現行法文
字。

現有逃避檢疫情事，除依本條例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派員於

規定處罰外，並令其補辦檢疫手

規定處罰外，並令其補辦檢疫手

港、站稽查輸出入之檢疫物，發

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補辦檢

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補辦檢

現有逃避檢疫情事，除依本條例

疫手續者，輸出入檢疫機關應即

疫手續者，輸出入檢疫機關應即

規定處罰外，並令其補辦檢疫手

依職權採取安全措施或必要之

依職權採取安全措施或必要之

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補辦檢

處置。

處置。

疫手續者，輸出入檢疫機關應即

檢疫物在未經檢疫前，不得
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
由國外裝運動物之進口船隻
駛抵港外時，應依照國際慣例豎
立動物檢疫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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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及第四項至第六項
所定安全措施或必要處置之費
用，由輸入人或代理人、管理人
負擔。
檢疫物不得以郵遞寄送輸入
；其以郵遞寄送輸入者，應予退
運、沒入或銷燬。

依職權採取安全措施或必要之
處置。
檢疫物在未經檢疫前，不得
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

檢疫物在未經檢疫前，不得
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
由國外裝運動物之進口船隻
駛抵港外時，應依照國際慣例豎
立動物檢疫信號。

由國外裝運動物之進口船隻

第一項及第四項至第六項所

駛抵港外時，應依照國際慣例豎

定安全措施或必要處置之費用

立動物檢疫信號。

，由輸入人或代理人、管理人負

第一項及第五項至第七項所
定安全措施或必要處置之費用
，由輸入人或代理人、管理人負
擔。

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