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飼料管理法規與食品安全 

林瑞蓬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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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政策 

食安三級管理 

第一級--業者自主管理 

 

第二級--獨立機構驗證 

 

第三級--政府稽查評鑑。 

 

食安五環 
一. 新創「毒物管理機構」，

從源頭全面監控、追蹤有
毒物質。 

二. 重建生產履歷，生產認證
的標章跟標準，都要接軌
國際。 

三. 十倍市場查驗，投入查驗
的預算跟規模都要達到現
在十倍。 

四. 修改食安法，對生產者課
以更重的法律及賠償責任。 

五. 提高檢舉獎金，讓全民共
同監督食安。 

 
2 



重大飼料事件回顧 
一、三聚氰胺 
 93年—寶路飼料造成犬隻腎衰竭。 
 96年3月16日—美國寵物食品小麥蛋白粉和米蛋白

粉中檢出三聚氰胺，導致貓、狗腎衰竭死亡 
 97年9月—中國爆發三聚氰胺事件 
二、黃麴毒素 
 97年12月—台北縣八里及三芝犬隻收容所-巴基斯

坦玉米 
三、硫酸銅—農委會、環保署、經濟部 
 101年3月-回收再利用硫酸銅 
四、過期奶粉—農委會、衛服部 
 101年8月-過期奶粉摻入羊乳 
五、棉酚—農委會、衛服部 
 102年10月-棉籽粕、藥物殘留 
六、黑心油品—衛服部、農委會、環保署、經濟部 
 1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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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9月12日媒體報導，中國大陸河北石家莊三鹿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毒奶粉(三聚氰胺)的污染。 

 韓國農林水產品部於9月中旬檢測出韓國全羅北道正邑
e-CHOUN公司使用中國產及韓國產烏賊內臟粉混合製造
之魚飼料含有三聚氰胺。  

 本會漁業署就市售之水產配合飼料進行抽驗，檢出OO
飼料公司所生產之石斑魚、虱目魚及鱸魚飼料含三聚氰
胺。 

   

  96年3月16日美國發生寵物食品污染事件「Menu 
Foods」，銷售至美國的寵物飼料，因其原料從中國大
陸進口的部分小麥蛋白粉和米蛋白粉中檢出三聚氰胺，
導致貓、狗腎衰竭死亡的原因。   

  93年寶路飼料造成犬隻腎衰竭原因，直到96年美國爆發
寵物食品三聚氰胺危害事件後，推論二起事件應為同一
原因即三聚氰胺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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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措施 

本會漁業署針對前使用OO公司受污染飼料之下
游養殖池所隨機抽樣7戶所生產之石斑魚、鱸
魚送驗檢測三聚氰胺，並將檢體分為魚頭(含
鰓)、魚頭去鰓、魚體、內臟等 4類分別檢驗，
其檢驗結果是「全數未檢出」任何三聚氰胺殘
留。 

此外為消除國人食魚健康疑慮，本會漁業署已
緊急針對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及屏東等主
要養殖 5縣進行台灣鯛、虱目魚、鱸魚、石斑
魚、午仔魚、文蛤、蝦等 7種類市售漁產品隨
機採樣送驗，於97年9月30日檢驗結果出爐，
所有受驗全魚樣品均未檢出三聚氰胺，合格率
100 %。顯示國產漁產品均不含三聚氰胺，請
消費者放心採買、安心食用。  
 



危機 ＆ 轉機 

自97年10月2日起，於本會網站首頁成立「國
產鮮乳及生乳產品檢測三聚氰胺結果專區」，
將市售鮮乳及生乳產品經由農委會公布檢測
合格之結果，分成「國產鮮乳產品檢測三聚
氰胺結果報表」、「國內生乳檢測三聚氰胺
結果報表」、「國產鮮羊乳產品檢測三聚氰
胺結果報告」三個正面表列專區，並且按日
更新，供民眾查閱選購衛生安全之鮮乳及生
乳產品。  



101年3月硫酸銅事件 
 陳姓檢舉人於100年12月1日檢舉昶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排

放廢污水、藏匿有害廢料及收受工業廢棄物產製再生硫酸
銅違法流入飼料用。 

 本會於12月2日即請3縣市政府查察轄內檢舉人所提供購入
之6家公司硫酸銅流向。 

 本會繼於12月9日循線查到4家飼料廠購進昶昕公司產製之
硫酸銅，立即封存共約600公斤，並採樣檢驗重金屬含量。 

 前消保會於12月21日召集環保署、工業局、法務部及本會
研商，議請工業局儘速會同本會及環保署至昶昕公司稽核
流向及銷貨管道等事項。 

 加強稽核飼料廠原料來源，宣導飼料廠自主管理，並於核
發相關礦物質補助飼料製造登記證時增列原料來源之查證。 

 加強本會與環保、工業主管機關之橫向聯繫，以強化工業
用之化工原料不當之流用管理作業。 



飼料 & 飼料添加物詳細品目 
植物性飼料 大豆粕、花生粕、菜子粕（餅）、棉子粕（餅）、

脫脂米糠  、飼料用米糠、麩皮、玉米粉、植物油脂。 

動物性飼料 魚粉、魚溶漿（粉）、混合魚溶粉、飼料用全脂乳
粉、飼料用脫脂乳粉、飼料用乳清粉、肉骨粉、羽
毛粉、動物油脂。 

補助飼料 供乳牛、肉牛、羊、豬、兔、雞、火雞、鴨、鵝、
魚（觀賞用魚除外）、蝦、蟹、蛙及貝類食用之飼
料用礦物質、飼料用維生素、飼料用氨基酸及綜合
性飼料用補助飼料。 

配合飼料 供乳牛、肉牛、羊、豬、兔、雞、火雞、鴨、鵝、
魚（觀賞用魚除外）、蝦、蟹、蛙及貝類食用之配
合食料及濃縮飼料。 

飼料添加物 1.乳酸菌類  2.酵素類  3.飼料保存劑  4.碘化蛋白 
5.基因改造微生物或含基因改造微生物產品 
6.使用基因工程或分子生物技術生產且從未於國內家
畜、家禽、水產動物食用之胜肽或蛋白質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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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文號 主  旨 依  據 公告事項 

87、11、30
（87）農牧字
第87050595號
公告 

公告補助
飼料重金
屬含量標
準。  

飼料管理法
第4條規定。  

鉛：50ppm以下。 

鎘：10 ppm以下。 

汞：0.5ppm以下。 

砷：12 pp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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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8月-過期奶粉 

•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1條規定，食品有變質、腐敗或逾有效
日期情形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
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如以過期、不
良或毀損乳粉從事前述行為者，… 過期或可造成違反衛生
標準之情形得限期改善不改者，則依同法第33條規定，處
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 。 

• 食品、餐飲業者所丟棄之廚餘，應屬其事業廢棄物，為環
保法令轄管範疇。惟業者若將其再利用為其他用途，則應
依該利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管法令辦理。 

 

• 101年9月19日會議決議 

過期乳粉依食品衛生管理法規定，應予沒入
銷毀，不宜流供飼料使用而進入食物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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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籽粕＆棉籽 

102年10月25日報載101年進口供飼料用之
棉籽粕由100年150公斤暴增到5,559.2公噸，
恐經加工煉製棉籽油流入食用油，或棉籽
粕直接流供食品添加使用。 

102年11月4日報載102年進口棉籽1千多公
噸情事，恐經加工煉製棉籽油流入食用油
流供人類使用。 

 











103年9月黑心油品事件 

事件時間最長、範圍最廣—食品、飼料、回
收再利用、工業用 

主管機關最多—衛服部、農委會、環保署、
經濟部、財政部、法務部、關務署、警政 

跨部會橫向聯繫 

進口分流 

農委會採取措施 

飼料動、植物油脂檢驗登記 

輸入查驗--61號列 

公告飼料油脂工廠設廠標準 

 

 



食安事件處理程序 

了解事件是否與飼料、畜禽水產品衛生安
全有關 

清查產品或原料來源、流向並移動管控(預
防性措施) 

檢驗原料、飼料、畜禽水產品衛生安全 

召開專家學者(產官學研)會議 

設立網站公開辦理情形及檢驗結果、定期
召開記者會說明 

下架、回收、銷毀… 

制定加強管理措施(跨部會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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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黃豆粉、動物性蛋白
礦物質、維生素、胺基酸 
油脂、著色劑、吸附劑、、 
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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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管理法  沿革 

62年1月12日公布全文39條  

75年12月5日修正公布全文40條  

89年5月17日修正公布第2、10、11、15條條文  

91年1月30日修正公布第10～12、15、16、25
條條文 

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第 3～5、10、11、14、
20、24～27、29～32 條條文及第四章章名；
增訂第 8-1、11-1、22-1、22-2、32-1、39-1
條條文；並刪除第36條條文 

 



修正前重點 

飼料/飼料添加物詳細品目(一物一證) 

配合飼料工廠應符合飼料工廠設廠標準 

飼料販賣登記證 

自製自用之飼料，須加入飼料添加物者，
應辦理登記，並記錄飼料添加物使用情
形 

QA:販售自用原料 棉籽粕 棉籽 



飼料 & 飼料添加物詳細品目 
植物性飼料 大豆粕、花生粕、菜子粕（餅）、棉子粕（餅）、

脫脂米糠  、飼料用米糠、麩皮、玉米粉、植物油脂。 

動物性飼料 魚粉、魚溶漿（粉）、混合魚溶粉、飼料用全脂乳
粉、飼料用脫脂乳粉、飼料用乳清粉、肉骨粉、羽
毛粉、動物油脂。 

補助飼料 供乳牛、肉牛、羊、豬、兔、雞、火雞、鴨、鵝、
魚（觀賞用魚除外）、蝦、蟹、蛙及貝類食用之飼
料用礦物質、飼料用維生素、飼料用氨基酸及綜合
性飼料用補助飼料。 

配合飼料 供乳牛、肉牛、羊、豬、兔、雞、火雞、鴨、鵝、
魚（觀賞用魚除外）、蝦、蟹、蛙及貝類食用之配
合食料及濃縮飼料。 

飼料添加物 1.乳酸菌類  2.酵素類  3.飼料保存劑  4.碘化蛋白 
5.基因改造微生物或含基因改造微生物產品 
6.使用基因工程或分子生物技術生產且從未於國內家
畜、家禽、水產動物食用之胜肽或蛋白質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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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品質及衛生安全管理措施 

一、邊境查驗—源頭管理 
   (輸入規定 404、825、826、827、828、829    

             A01、A02) 

玉米—黃麴毒素(印度、巴基斯坦逐批檢驗) 

高蛋白質原料(魚粉、黃豆粕等)—三聚氰胺 

磷酸氫鈣—鉛砷鎘汞 

油脂—過氧化價 

二、境內監控     



境內監控 

黃麴毒素—玉米、配合飼料 

三聚氰胺—魚粉、人工乳 

鉛砷鎘汞—礦物質補助飼料 

銅、鋅— 配合飼料  

過氧化價…—油脂 

農藥— 配合飼料 

反芻動物配合飼料—陸生動物性蛋白 

藥物—配合飼料、國產肉骨粉    

 

 

 



修正重點(1/3) 

一、正面表列可使用之飼料/飼料添加物(104.12.2公告)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可供給家畜、家禽、水產動物營養

或促進健康成長之食料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提高飼料效用，保持飼料品質，

促進家畜、家禽、水產動物發育，保持其健康或其他用
途，添加於飼料且不含藥品之非營養性物質。 

二、建置飼料/飼料添加物來源與流向之追溯及追蹤 
    系統資料庫，並予公開。(104.8.31公告辦法) 
限期分階段使用電子發票。 
飼料業者，應記錄其飼料與飼料添加物供應來源與流向，

並保存證明文件或證據五年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規模及品目者，應將供應來源

與流向上傳至前項資料庫，並予公開。 
 
 



修正重點(2/3) 

三、自製自用飼料戶 

申請許可，發給自製自用飼料戶登記證 

自製自用飼料戶製造之飼料，其成分及含量應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限量標準 

使用飼料添加物者，應記錄飼料添加物來源及
使用情形。 

四、基因改造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應由其研發業 

    者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五、標示--含基因改造原料、所使用主要原料及 

    其製造業者名稱 

 



修正重點(3/3) 

六、公告不得使用於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物質 

    (104.7.15公告) 

七、逾有效日期、非屬飼料且非屬飼料添加物 

八、檢舉獎勵辦法(104.9.10公告) 

九、應廢止有關登記證、公布公司或商號名 

    稱、負責人姓名、商品名稱及違法情節 

十、加重刑度及罰鍰、所得利益超過法定罰 

    鍰之最高額時，得處其違法期間銷售金 

    額最高十倍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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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使用於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物質 
104.7.14農牧字第1040042838號公告訂定  

一、含有事業廢棄物、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產品或清除 

       處理機構資源化產品，不得使用於飼料或飼料添加 

       物。但依其他法令規定得使用於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之事業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產品，不在此限。 

二、反芻動物之肉塊、肉骨粉、肉粉、骨粉、血粉、 

       油粕、油脂、內臟及其他屠體，不得使用於反芻動 

       物之飼料。 

   90.2.27（90）農牧字第900107959號公告(依據第20條第4款) 
   為防範牛海綿狀腦病（狂牛病）入侵，公告自即日起禁止肉骨粉、

肉粉、骨粉、禽肉粉及血粉等動物性飼料原料，使用於反芻動物配
合飼料。 

 



修正重點(3/3) 

六、公告不得使用於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物質 

    (104.7.15公告) 

七、逾有效日期、非屬飼料且非屬飼料添加物 

八、檢舉獎勵辦法(104.9.10公告) 

九、應廢止有關登記證、公布公司或商號名 

    稱、負責人姓名、商品名稱及違法情節 

十、加重刑度及罰鍰、所得利益超過法定罰 

    鍰之最高額時，得處其違法期間銷售金 

    額最高十倍以下罰鍰 

 



30 

藥物 

反芻飼
料摻動
物性蛋

白 

黃麴
毒素 
(配合

飼料) 

黃麴
毒素 
(玉米) 

 
重金
屬 

(補助

飼料鉛

砷鎘汞) 

 

農藥 
三聚 
氰胺 

登記 
成分 

標 
示 

動 

藥 

法 

 

V 
 
1.反芻動 
  物蛋白 
  -移送、 
    廢證 
2.非反芻 
  動物蛋 
  白-廢證 

V V V 

 

 

V 

 

 

V 

1.補助 

  飼料 

  鉛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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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 
文號 

主  旨 依  據 

90.2.27（90） 
農牧字第 
900107959號 
公告 
 

為防範牛海綿狀腦 
病（狂牛病）入侵， 
公告自即日起禁止 
肉骨粉、肉粉、骨 
粉、禽肉粉及血粉 
等動物性飼料原料， 
使用於反芻動物配 
合飼料。 

飼料管理法 
第20條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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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文號 主  旨 依  據 公告事項 

87、11、30
（87）農牧字
第87050595號
公告 

公告補助
飼料重金
屬含量標
準。  

飼料管理法
第4條規定。  

鉛：50ppm以下。 

鎘：10 ppm以下。 

汞：0.5ppm以下。 

砷：12 ppm以下。 

戴奧辛(持久性有機化合物)-環境背景值、吸附劑 
 

32 



配合飼料農藥殘留認定基準 
農委會97年1月17農牧字第0970040504號令 

依據：飼料管理法第20條第4款公告 

No 英名及中名 基準（ppm) 

1 ALDRIN and DIELDRIN  阿特靈,地特靈 0.02 

2 BENZENE HEXACHLORIDE (BHC)  蟲必死 0.05 

3 CARBARYL  加保利 5.0 

4 CHLORPYRIFOS  陶斯松 0.5 

5 DDT、DDE & TDE  滴滴涕 0.5 

6 ETHYLENE DIBROMIDE  二溴乙烷 0.1 

7 HEPTACHLOR  飛佈達 0.02 

8 MALATHION  馬拉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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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 
文號 

主旨 依  據 公 告 事 項 

93.10.29 
農牧字第 
0930040984 
號 令 

公告飼料 
用玉米黃 
麴毒素含 
量標準。 

飼料管理法 
第20條第1 
款。 

飼料用玉米黃 
麴毒素含量 
（包括Alfatoxin 
 B1，B2，G1 
，G2）應在 
50ppb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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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法  規 
一. 可供給家畜、家禽、水產動物之飼料(訂定) 
二. 可供給家畜、家禽、水產動物之飼料添加物(訂定) 
三. 飼料詳細品目(103.10.30修正) 
四. 飼料添加物詳細品目(103.9.19修正)   
五. 飼料添加物使用準則(修正) 
六. 應上傳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規模及品目(訂定) 
七. 飼料及飼料添加物追溯追蹤管理辦法(訂定) 
八. 飼料工廠設廠標準(79.6.25修正) 
九. 飼料油脂工廠設廠標準(訂定) 
十.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檢驗及核發證明文件收費標準(修正) 
十一.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製造及輸入許可辦法(訂定) 
十二.自製自用飼料限量標準(訂定) 
十三.自製自用飼料許可管理辦法(訂定) 
十四.基因改造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許可查驗辦法(訂定) 
十五.飼料販賣業登記辦法(91.9.30修正) 
十六.不得使用於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物質(訂定) 
十七.檢舉違反飼料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訂定) 
十八.飼料管理法施行細則(修正) 
 

 



飼料管理法 

62年1月12日公布  104年2月4日公布修正 

 

第一條 為保持飼料品質之水準，促進畜
牧及水產養殖事業之發展，以維護國民健
康，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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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2月4日公布條文 原條文 

第三條 本法所稱飼料，指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可供給家畜、家禽、水產動物營養或

促進健康成長之食料，其類別如下： 

一、植物性飼料：植物、植物產品或其加工

品。 

二、動物性飼料：動物、動物產品或其加工

品。 

三、補助飼料：礦物質、維生素、胺基酸或

其加工品。 

四、配合飼料：兩種以上之飼料調配製成品

。 

前項飼料因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造成

之安全或品質差異，有檢驗之必要者，其詳

細之品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三條 本法所稱飼料，指供

給家畜、家禽、水產類營養或

促進健康成長之食料，其類別

如左： 

一、植物性飼料：植物、植物

產品或其加工品。 

二、動物性飼料：動物、動物

產品或其加工品。 

三、補助飼料：礦物質、維生

素、氨基酸或其加工品。 

四、配合飼料：兩種以上之飼

料調配製成品。 

飼料之詳細品目，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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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之一  本法所稱飼料添
加物，指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為提高飼料效用，保持
飼料品質，促進家畜、家禽
、水產動物發育，保持其健
康或其他用途，添加於飼料
且不含藥品之非營養性物質
。 
前項飼料添加物因製造、

加工、分裝或輸入造成之安
全或品質差異，有檢驗之必
要者，其詳細之品目，由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飼料添加物之使用對象、

用量、用途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三條之一 本法所稱飼料添
加物，係指為提高飼料效用
，保持飼料品質，促進家畜
、家禽、水產類發育，保持
其健康或其他用途，而附加
使用之物。 
飼料添加物之詳細品目、

規格及其使用準則，由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 



依據第三條及第三條之一公告 

一.可供給家畜、家禽、水產動物之飼料 

     1.植物性飼料     2.動物性飼料 

       3.補助飼料         4.配合飼料 

二.可供給家畜、家禽、水產動物之飼料添加物
(104.12.2) 

     1.微生物  2.酵素  3.保存劑及抗氧化劑  4.碘化蛋白 

      5.酸度調節劑   6.品質提升劑   7.畜、水產技術添加物 

 

三.飼料詳細品目(103.10.30修正) 

四.飼料添加物詳細品目(103.9.19修正)  

五.飼料添加物使用準則(104.8.4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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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管理系統   

 

http://permit.c

oa.gov.tw/Fee

d/Unlogin/ind

ex.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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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詳細品目  103 年10 月30 日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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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植物性飼料： 

(一) 大豆粕、花生粕、菜子粕（餅）、棉子粕（餅）、脫脂米糠   

     、輸入飼料用米糠、麩皮、玉米粉、植物油脂。 

(二) 植物油脂自中華民國104年5月1日起應取得輸入登記 證，始得 

       輸入；自104年1月1日起應取得製造登記證，始得製造。 

 

二、動物性飼料： 

(一) 魚粉、魚溶漿（粉）、混合魚溶粉、飼料用全脂乳粉、飼料 

       用脫脂乳粉、飼料用乳清粉、肉骨粉、羽毛粉、動物油脂。 

(二) 動物油脂自中華民國104年5月1日起應取得輸入登記證，始得輸 

       入；自104年1月1日起應申請製造登記證，始得製造。 



飼料詳細品目  103 年10 月30 日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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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飼料： 
供乳牛、肉牛、羊、豬、兔、雞、火雞、鴨、鵝、
魚（觀賞用魚除外）、蝦、蟹、蛙及貝類食用之飼
料用礦物質、飼料用維生素、飼料用氨基酸及綜合
性飼料用補助飼料。 
 
四、配合飼料： 
供乳牛、肉牛、羊、豬、兔、雞、火雞、鴨、鵝、
魚（觀賞用魚除外）、蝦、蟹、蛙及貝類食用之配
合食料及濃縮飼料。 



飼料添加物詳細品目    103年09月19日公告修正   

1.乳酸菌類 
2.酵素類 
3.飼料保存劑類 
   3. 1 氯化苯銨松寧 Benzethonium chloride 
   3. 2 苯酸 Benzoic acid 
   3. 3 丁羥甲醚 Butylated hydroxyanisole 
   3. 5 丙酸鈣 Calcium propionate 
   3. 6 衣索金 Ethoxyquin 
   3. 7 對羥苯化物 p-Hydroxybenzoate 
   3. 8 丙酸 Propionic acid 
   3. 9 丙酸鈉 Sodium propionate  
   3.10 清涼茶酸 Sorbic acid 
   3.11 甲酸 Formic acid 
   3.12 醋酸 Acetic acid 
   3.13 丙酸銨 Ammonium propionate  
   3.14 枸櫞酸鈉 Sodium citrate 
   3.15 檸檬酸 Citric acid 
4.碘化蛋白 Thyro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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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因改造微生物或含基因改造微生物產品 

 

6.使用基因工程或分子生物技術生產且從 

   未於國內家畜、家禽、水產動物食用之 

   胜肽或蛋白質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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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添加物詳細品目    103年09月19日公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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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法所稱成分如下： 
一、飼料成分：指飼料中所
含粗蛋白質、粗脂肪、粗灰
分、粗纖維、磷、鈣或其他
有效成分、限量成分及有害
物質之含量。 

二、飼料添加物成分：指飼
料添加物中所含有效成分、
限量成分、有害物質之含量
。 
飼料及飼料添加物成分標準

，依國家標準之規定；無國
家標準者，於申請檢驗登記
時，送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有關機關核定之。 

第四條 本法所稱成分如左： 
一、飼料成分：指飼料中所
含粗蛋白質、粗脂肪、粗灰
分、粗纖維、磷、鈣或其他
有效成分、限量成分及有害
物質之含量。 

二、飼料添加物成分：指飼
料添加物中所含有效成分、
限量成分、有害物質之含量
。 
飼料及飼料添加物成分標準

，依國家標準之規定；無國
家標準者，於申請檢驗登記
時，送請主管機關會同有關
機關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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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法所稱飼料
製造業者，係指經營飼

料或飼料添加物之製造

、加工、分裝業者。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不

得用於製造、加工食品

，或與食品混合貯藏、
販賣。飼料製造業者不

得於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工廠內製造、加工、分
裝或貯藏食品。 

第五條 本法所稱飼料
製造業者，係指經營飼
料或飼料添加物之製造
、加工、分裝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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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法所稱飼料販賣業者，係指經營飼料
或飼料添加物之批發、零售、輸入及輸出業者

。但飼料製造業者將其產品批發出售者，得免

辦理販賣登記。 
 

第七條 本法所稱標示，係指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容器上或包裝上用以記載文字、圖畫或記號之

標識。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主管機關，
策劃飼料之生產、製造、運銷及輸出入，以防

止飼料供需失調及價格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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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飼料、飼料添加物製

造登記證、輸入登記證、基因改造飼料、飼料添加物查

驗合格、販賣登記證、輸入查驗之結果等資料，建置飼

料、飼料添加物來源與流向之追溯及追蹤系統資料庫，

並予公開。中央主管機關並應就飼料製造業者或販賣業

者公告限期分階段使用電子發票。 

    飼料製造業者及販賣業者，應記錄其飼料與飼料添加

物供應來源與流向，並保存證明文件或證據五年；其所

製造、輸入或販賣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符合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規模及品目者，應將供應來源與流向上傳至

前項資料庫，並予公開。 

    第一項追溯及追蹤系統資料庫之建置與資訊公開、限

期使用電子發票、第二項供應來源與流向之紀錄及其上

傳、公開方式、證明文件或證據之保存方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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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品  目 規  模 

1 
海關進口稅則第15章所列，且輸入規

定代號為「404」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不限 

2 
前項以外，飼料詳細品目所定動物油

脂及植物油脂。 
不限 

備註：製造、輸入或販賣各項所列規模及品目之飼料或飼料添加
物者，均應上傳供應來源與流向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追溯及追
蹤系統資料庫(網址：http://permit.coa.gov.tw/login.jsp)  

應上傳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規模及品目 
105.2.4農牧字第1040043856A號訂定 

 

http://permit.coa.gov.tw/login.jsp


飼料及飼料添加物追溯追蹤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飼料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 

            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供應來源：指飼料製造業者之進貨事項及製造事 

       項，或飼料販賣業者之進貨事項。 

二、進貨事項：指進貨之品目、商品名稱、日期、批 

       號、進貨單據號碼、重量、庫存、進貨來源之製 

       造或販賣業者名稱及國家。 

三、製造事項：指製造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品目、商 

      品名稱、日期、批號、重量、庫存、用以製造該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進貨品目、商品名稱、批號 

      及使用數量。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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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向：指出貨之品目、商品名稱、日期、批號、出貨 
       單據號碼、重量、庫存、對象及連絡電話；出貨對象 
       屬公司、行號、飼料販賣業者、畜牧場、畜禽飼養登 
       記場或養殖場者，並包括其名稱、代表人或負責人姓 
       名、事務所、營業所、場址、畜牧場、畜禽飼養或養 
       殖場登記證字號。 
五、特定品目及規模業者：指飼料製造業者及飼料販賣業 
       者，製造、輸入或販賣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之一第二項公告之規模及品 
       目者。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內容，其飼料或飼料添加物為應
辦理飼料製造或輸入登記證者，應包括製造或輸入登記證
字號。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款內容，其進貨來源或出貨對象
屬營利事業者，應包括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款之進貨或出貨單據為統一發票
者，該進貨或出貨單據號碼為統一發票字軌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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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飼料製造業者與飼料販賣業者，應於每批飼料 
              或飼料添加物進貨、製造或出貨之日起一星期內， 
              記錄供應來源及流向，並連同相關證明文件及下 
              列單據，保存五年： 
一、進貨之統一發票收執聯、電子發票收執檔或證明聯。 
        但依輸出國法規或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四條規定免用 
        或免開統一發票者，應保存其他進貨單據。 
二、出貨之統一發票存根聯、電子發票存根檔或證明聯。 
        但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四條規定免用或免開統一發 
        票者，應保存其他出貨單據存根。 
三、進口或出口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者，並保存其貨物進口 
        報單或貨物出口報單影本。 

飼料及飼料添加物追溯追蹤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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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特定品目及規模業者，應於每批飼料或飼料添加 

             物進貨、製造或出貨之日起三日內，將下列事 

             項上傳至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之一第一 

             項建置之資料庫。但進貨供自有飼料工廠用於 

             製造補助飼料或配合飼料者，有關其進貨使用 

             量、用途及製成之飼料重量，應於進貨之次月 

             十日前上傳： 

一、供應來源。 

二、流向。但出貨對象屬公司、行號、畜牧場、畜禽飼 

       養登記場或養殖場者，其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事 

       務所、營業所及場址，毋須上傳。 

飼料及飼料添加物追溯追蹤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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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飼料製造業者或販賣業者製造、輸入 

             或販賣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符合中央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之一第二項公 

             告之品目者，其第三條第二款所定出 

             貨之統一發票或其他出貨單據上，應 

             註明「飼料用」之字樣。 

飼料及飼料添加物追溯追蹤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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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工廠之設立，應

符合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工廠設廠標準，並依

法辦理工廠登記。  

前項設廠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工
業主管機關及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工廠之設廠許可，應由工

業主管機關會同農業主管機關辦理。 

飼料工廠設廠標準(79.6.25修正) 

飼料油脂工廠設廠標準(104.5.25發布) 

飼料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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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製造、加工、分裝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品目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該飼料或飼料添加物經檢驗合格，發

給製造許可登記證(以下簡稱製造登記證)後，始得製造、加工、分裝。 
前項申請要件、程序、應檢附文件、來源證明、檢驗方法、許可條件

、製造登記證之核（換、補）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許可及取得製造登記證 

一、自製自用飼料戶向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發給自製

自用飼料戶登記證後，自製且供給自有家畜、家禽或水產動物之飼料

。 
二、試驗研究機構製造或加工專供試驗用之飼料、飼料添加物。 

前項第一款自製自用飼料戶製造之飼料，其成分及含量應符合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限量標準；其使用飼料添加物者，應記錄飼料添加物來源及

使用情形。 
第三項第一款之申請要件、程序、應檢附文件、許可條件、登記證之

核（換、補）發、前項飼料添加物來源及使用情形之紀錄與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及前項限量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所定受理申請、檢驗及發給製造登記證等事項，中央主管機關

得委辦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自製自用飼料限量標準 

                     104.7.21農牧字第1040043021A號令訂定 

                                【家畜、家禽配合飼料（國家標準成分表-黃麴毒素）】 

飼     料     種     類 
最高成份含量 

黃麴毒素（ppb） 

雞 
小（幼）雞、肉雞前期(4wk前) 50 

肉雞後期(4wk後) 100 

豬 

哺乳豬人工乳、哺乳豬、仔豬
(30kg前) 

50 

中豬、大豬、肉豬肥育 100 

鴨 小（幼）鴨、肉鴨前期(4wk前) 25 
61 



自製自用飼料限量標準 
【經濟部99年5月18日經授標字第09920050420號公告 

修正CNS 3027國家標準配合飼料(家畜、家禽用)對照表】 
 

 
飼料種類 

最高含量ppm 

銅 鋅 

雞 

1 
2 
3 
4 
5 
6 
7 
8 

小(幼)雞用 
中雞用 
大雞用 
蛋雞用 

種雞用（肉用） 
種雞用（蛋用） 

肉雞前期用 
肉雞後期用 

3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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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種類 
最高含量ppm 

銅 鋅 

豬 

1 
2 
3 
4 
5 
6 
7 
8 
9 

乳豬用人工乳 
哺乳豬用 

60 130 

仔豬用 50 130 

中豬用 25 110 

大豬用 
肉豬肥育用 

母豬用（哺乳期） 
母豬用（配種及懷孕期） 

種公豬用 

25 100 

自製自用飼料限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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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輸入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品目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者，

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該飼料或飼料添加物經檢驗合格，

發給輸入許可登記證(以下簡稱輸入登記證) 後，始得輸入。但經

許可製造補助飼料或配合飼料並取得製造登記證者，為供自有工

廠製造該補助飼料或配合飼料而輸入之飼料，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經發給輸入登記證者，得授權其他飼料販賣業者辦

理輸入。 

前二項申請要件、程序、應檢附文件、檢驗方法、許可條件、

輸入登記證之核（換、補）發、授權輸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所定受理申請、檢驗及發給輸入登記證等事項，中央主

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委託其他機關（構）、團體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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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之一 國外基因改造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應由其研發業者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經完成安全性評估等查驗合格發給許可證明文件後，

始得輸入、於國內販賣或使用。 

       國內依法完成田間試驗並經審查或審議通過之基因改造動、植物、微

生物等生物，應由其研發業者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飼料用途核准，經完成

安全性評估等查驗合格發給飼料用途許可證明文件後，始得輸出、由飼料

製造業者用於製造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或作為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使用。 

       前二項許可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間為不得超過五年，於期滿三個月前起

算六十日內，其研發業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不得超過

五年。屆期未展延者，應重新提出申請。 

       前三項申請許可程序、應檢附文件、安全性評估、查驗、審核期間、

許可條件、核（換、補）發證明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查驗，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或委託

其他機關(構)、團體辦理。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未依第

一項查驗合格發給許可證明文件之基因改造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應於修正

施行之日起二年內完成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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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製造登記證或輸入登
記證有效期間為四年，期滿仍須繼續製造或輸入者，
應先期申請主管機關核准展延，展延期限每次不得超
過四年。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製造登記證或輸入登記證遺失或

損壞時，應敘明理由，並繳納證書費，向原核發登記
證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遺失者應申請將原證註銷，
損壞者應將原證繳銷。  

 

第十三條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製造登記證及輸入登記
證之類別、品目、成分、適用對象等登記事項，不得
變更；其餘登記事項，應事先申請主管機關核准，始
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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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應於銷售 

    前，在其包裝或容器上，以中文或通用 

    符號標示下列事項： 

一、製造或販賣業者之名稱及地 址。 

二、類別、品目及商品名稱。 

三、成分。 

四、含基因改造原料。 

五、所使用主要原料及其製造業者名稱 

六、用途、使用方法及使用時應注意事 

       項。 

七、淨重量。 

八、製造或輸入登記證字號。 

九、製造、加工或分裝之年、月、日。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標 

       示事項。 

第十四條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應於銷售前，在其包裝或容器

上，以中文或通用符號標示左

列事項： 

一、製造或販賣業者之名稱及

住址。 

二、類別、品目及商品名稱。 

三、成分。 

四、所使用主要原料名稱。 

五、用途、使用方法及使用時

應注意事項。 

六、淨重量。 

七、製造或輸入登記證字號。 

八、製造、加工或分裝之年、

月、日。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指定之標示事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公告 90年10月3日 

依  據：飼料管理法第14條第9款。 

公告事項：添加含藥物飼料添加物之飼料，其包 

                 裝或容器上應行標示事項，自即日起 

                 增加「含藥物飼料添加物之成分名稱 

                、含量、停藥期及使用時之注意事項」 

                等項。有關含藥物飼料添加物使用時 

                之注意事項、使用對象、用量、用途、 

                用法及停藥期應依「含藥物飼料添加 

                物使用規範」辦理，標示內容違反前 

                開規範者，依「動物用藥品管理法」 

                之相關規定處理。 68 



台灣省政府農林廳74年5月1日農畜字 
第38768號函 

標示公司名稱、地址、飼料品目、主要成分、飼

料用途及使用方法、飼料之淨重量、飼料製造登

記證字號、製造年、月、日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指定事項之標籤，分別張貼於該飼料製售

者及買受者(限使用戶)使用之容器明顯處並應注

意防止日曬退色、雨淋脫落，以供飼料檢查人員

隨時查核。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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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輸出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按照國外買方之要求，符合輸入  

     國之規定，經中央或所在地直轄市主管機關發給製造登記證者，得不 

     受第四條第二項成分標準之規定。  

第十六條 經營飼料販賣業者，應向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經核發販賣登記證後，始得營業。  

 前項登記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核發飼料販賣登記證，得向申請人收取 

 證書費；其費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飼料販賣業者，如歇業或變更名稱、地址或代表人之姓名或 

      住址，應於歇業或變更後十五日內，申報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 主 

      管機關。  

第十八條 兼營飼料販賣業者，應將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與有害健康商品 

      分別陳列、儲存。  

第十九條 經核准輸入飼料、飼料添加物樣品或贈品或自製自用，或受 

      委託製造、加工、分裝供試驗用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不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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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 
     第十條第三項第二款製造或加工專供試驗研究之用 
     外，不得製造、加工、分裝、販賣、輸出、輸入、 
     供自己或他人使用： 
一、所含之有害物質超過標準，間接危害人體健康， 
       或含有依其他法規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不得使 
       用於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物質。 
二、依第十條第一項、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一條之 
       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應經許可而未經許可 
三、將他人合法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之產品抽換 
       或摻雜。 
四、含有逾有效日期、霉爛、變質，非屬飼料且非屬 
       飼料添加物，或足以損害家畜、家禽、水產動物 
       健康之物質。 
五、使用飼料添加物違反依第三條之一第三項所定準 
       則。 
六、所含成分與登記證所記載之許可內容不符。但自 
       製自用飼料戶自製自用之飼料，不在此限。 
七、未依第十四條規定標示、標示不明或標示不全。 
       但自製自用飼料戶自製自用之飼料，不在此限。 

第二十條  飼料或飼料添

加物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製造、加工、分裝、

販賣、輸出入或使用： 

一、所含之有害物質超過

標準，間接危害人體

健康者。 

二、未取得製造或輸入登

記證者。 

三、將他人合法製造、加

工、分裝或輸入之產

品抽換或摻雜者。 

四、霉爛變質或含有足以

損害家畜、家禽、水

產類健康之物質者 

五、未依飼料添加物使用

準則使用添加物者。 

六、所含成分與登記不符

者。 

七、未依規定標示、標示

不明或標示不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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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使用於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物質 
104.7.14農牧字第1040042838號公告訂定 

  

一、含有事業廢棄物、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產品或清除 

       處理機構資源化產品，不得使用於飼料或飼料添加 

       物。但依其他法令規定得使用於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之事業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產品，不在此限。 

二、反芻動物之肉塊、肉骨粉、肉粉、骨粉、血粉、 

       油粕、油脂、內臟及其他屠體，不得使用於反芻動 

       物之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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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飼料製造業或販賣業者，對其生產或販
賣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不得超越登記內容範圍，從
事虛偽之宣傳廣告。 

 
第二十二條 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檢查飼料製造
業者、販賣業者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及其設備、貯藏
場所與有關資料，並得抽樣查驗。必要時，亦得在飼
料或飼料添加物使用戶檢查及抽驗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 

     為前項查驗所抽取之樣品，以足供檢驗為限。  
檢查人員執行任務時，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第一

項之檢查及抽樣，飼料製造業者、販賣業者、飼料或
飼料添加物使用戶不得拒絕。 

(依第31條  罰3萬元以上3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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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之一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查獲違反本法規定之飼料

、飼料添加物者，得酌予獎勵，並應對檢舉人身分資料嚴守

秘密。 

前項檢舉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之二 輸入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飼料或飼料添加

物，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合格，始得由海關通關放行。 

前項查驗不合格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中央主管機關得令

其退運、銷毀，或沒入該飼料、飼料添加物之全部或一部；

經退運者，不得再次申請輸入。 

前二項有關飼料或飼料添加物申報、查驗之程序、項目、

方法、數量、退運、銷毀、應備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查驗，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或委託

其他機關（構）、團體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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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查獲涉嫌第二十條各款情形之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須經抽樣鑑定者， 

      應先予封存，由廠商或使用戶出具切結  

      保管。 

  

       前項抽取之樣品，應儘速送請檢驗鑑定；
主管機關對該涉嫌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處理期
間，自經鑑定之日起，至多不得超過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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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飼料或
飼料添加物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

機關得依下列規定
處分： 
一、有違反第五條
第二項、第二十條
第一款至第六款情
形之一，令限期退
運、回收、改製、
銷毀、廢棄或沒入
。 

二、有第二十條第
七款情形，令限期 

    補正。 

第五條第二項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不得用於製造、加工食
品，或與食品混合貯藏、販賣。飼料製造業者不得於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工廠內製造、加工、分裝或貯藏食
品 

 
第二十條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
第十條第三項第二款製造或加工專供試驗研究之用外
，不得製造、加工、分裝、販賣、輸出、輸入、供自
己或他人使用： 
一、所含之有害物質超過標準，間接危害人體健康，

或含有依其他法規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不得使用
於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物質。 

二、依第十條第一項、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一條之
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應經許可而未經許可 

三、將他人合法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之產品抽換
或摻雜。 

四、含有逾有效日期、霉爛、變質，非屬飼料且非屬
飼料添加物，或足以損害家畜、家禽、水產動物健
康之物質。 

五、使用飼料添加物違反依第三條之一第三項所定準
則。 

六、所含成分與登記證所記載之許可內容不符。但自
製自用飼料戶自製自用之飼料，不在此限。 

七、未依第十四條規定標示、標示不明或標示不全。
但自製自用飼料戶自製自用之飼料，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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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查獲違反第五條第二項或第二十
條各款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除依本法規定處
理外，並為下列處分：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或製造、加工、分裝
、輸入第二十條第一款至第五款之飼料或飼
料添加物者，應廢止其有關登記證。 

二、製造、加工、分裝、輸入第二十條第六款
、第七款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經處罰二次
以上且情節重大者，應廢止其有關登記證。 

三、販賣、輸出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貯藏第二
十條各款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經處罰二次
或有罪判決確定者，應廢止其有關登記證。 

四、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公司或商號名稱
、營業場所、負責人姓名、商品名稱及違法
情節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有關登記證經依前項各

款規定廢止後，不得再就該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申請其製造登記證、輸入登記證或販賣登記
證。 

第五條第二項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不得用於製造、加工食品，或與
食品混合貯藏、販賣。飼料製造
業者不得於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工
廠內製造、加工、分裝或貯藏食
品。 

第二十條   
一、所含之有害物質超過標準，間
接危害人體健康，或含有依其他
法規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不得
使用於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物質 

二、依第十條第一項、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或第
二項規定應經許可而未經許可。 

三、將他人合法製造、加工、分裝
或輸入之產品抽換或摻雜。 

四、含有逾有效日期、霉爛、變質
，非屬飼料且非屬飼料添加物，
或足以損害家畜、家禽、水產動
物健康之物質。 

五、使用飼料添加物違反依第三條
之一第三項所定準則。 

六、所含成分與登記證所記載之許
可內容不符。但自製自用飼料戶
自製自用之飼料，不在此限。 

七、未依第十四條規定標示、標示
不明或標示不全。但自製自用飼
料戶自製自用之飼料，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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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第

二十條第一款至第三款之飼料或飼料添加

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併科

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拘役，併科新

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未遂犯罰之。 

第二十條   

一、所含之有害物質超過

標準，間接危害人體健

康，或含有依其他法規

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不得使用於飼料或飼料

添加物之物質。 

二、依第十條第一項、第

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一

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

規定應經許可而未經許

可。 

三、將他人合法製造、加

工、分裝或輸入之產品

抽換或摻雜。 

 

第二十七條 販賣、輸出或意圖販賣而陳

列或貯藏第二十條第一款至第三款之飼料

或飼料添加物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科新臺幣六萬元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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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
鍰：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將飼

料或飼料添加物用於製造、加工
食品，或與食品混合貯藏、販賣
，或於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工廠內

製造、加工、分裝或貯藏食品。 
二、使用第二十條第一款、第二款

、第四款、第五款之飼料或飼料
添加物。 

三、製造、加工、分裝、輸入第二
十條第四款至第七款之飼料或飼

料添加物。 
四、輸入未經查驗或經查驗不合格

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或申請輸
入經中央主管機關令退運之飼料
或飼料添加物。 

第二十條   

一、所含之有害物質超過標準，間接危

害人體健康，或含有依其他法規或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不得使用於飼料或

飼料添加物之物質。 

二、依第十條第一項、第十一條第一項

、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應經許可而未經許可。 

三、將他人合法製造、加工、分裝或輸

入之產品抽換或摻雜。 

四、含有逾有效日期、霉爛、變質，非

屬飼料且非屬飼料添加物，或足以損

害家畜、家禽、水產動物健康之物質 

五、使用飼料添加物違反依第三條之一

第三項所定準則。 

六、所含成分與登記證所記載之許可內

容不符。但自製自用飼料戶自製自用

之飼料，不在此限。 

七、未依第十四條規定標示、標示不明

或標示不全。但自製自用飼料戶自製

自用之飼料，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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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販賣、輸出或意

圖販賣而陳列或貯藏第二十

條第四款至第七款之飼料或

飼料添加物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 

第二十條  
  
四、含有逾有效日期、霉爛、
變質，非屬飼料且非屬飼料
添加物，或足以損害家畜、
家禽、水產動物健康之物質 

五、使用飼料添加物違反依第
三條之一第三項所定準則。 

六、所含成分與登記證所記載
之許可內容不符。但自製自
用飼料戶自製自用之飼料，
不在此限。 

七、未依第十四條規定標示、
標示不明或標示不全。但自
製自用飼料戶自製自用之飼
料，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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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未依第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與第三項所定辦法記錄

、上傳或公開其供應來源與流向、保存證明文件或
證據，或使用電子發票，或記錄、上傳或公開不實 

二、違反第九條規定，未符設廠標準。  
三、自製自用飼料戶自製自用之飼料未符合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之限量標準，或未依第十條第三項第一款規 
       定申請許可，或未依第十條第四項規定及第五項所 

定辦法記錄飼料添加物來源、使用情形，或記錄不
實。 

四、違反第十三條規定，擅自變更應經核准始得變更之 
       事項。 
五、未依第十六條規定取得販賣登記證，擅自營業。 
六、違反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

定。 
七、未依第二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於限期內回收

、改製、補正、銷毀或廢棄。 
有前項第三款情形者，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除

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得限期命自製自用飼料戶確實記
錄、自行改製、廢棄、銷毀該飼料、飼料添加物或停止
使用；屆期未確實記錄、改製、廢棄、銷毀該飼料、飼
料添加物或停止使用者，並得廢止該自製自用飼料戶之
許可。 

第十三條 飼料或飼料添加
物製造登記證及輸入登記
證之類別、品目、成分、
適用對象等登記事項，不
得變更；其餘登記事項，
應事先申請主管機關核准
，始得變更。 

第十六條 經營飼料販賣業
者，應向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經
核發販賣登記證後，始得
營業。 

第十九條 經核准輸入飼料
、飼料添加物樣品或贈品
或自製自用，或受      委
託製造、加工、分裝供試
驗用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不得出售。 

第二十一條 飼料製造業或
販賣業者，對其生產或販
賣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不得超越登記內容範圍，
從事虛偽之宣傳廣告。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之檢查
及抽樣，飼料製造業者、
販賣業者、飼料或飼料添
加物使用戶不得拒絕。 

第二十四條 
一、有違反第五條第二項、
第二十條第一款至第六款
情形之一，令限期退運、
回收、改製、銷毀、廢棄
或沒入。 

二、有第二十條第七款情形
，令限期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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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違反第十七條
或第十八條規定者，先予

書面警告；再違反者，處

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 

 
 

第十七條 飼料販賣業者，如歇業

或變更名稱、地址或代表人之姓

名或住址，應於歇業或變更後十

五日內，申報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

市) 主管機關。 

 

第十八條 兼營飼料販賣業者，應

將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與有害健康

商品分別陳列、儲存。 

第三十二條之一 依第二十
九條至三十二條規定受處
罰鍰者，其所得利益超過
法定罰鍰之最高額時，得
處其違法期間銷售金額最
高十倍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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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之一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 

    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製造、加工、分裝、輸入、 

    輸出、販賣、陳列、貯藏或使用，且無修正前第 

    二十條各款所列情形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於修 

    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視為經中央主管機關依 

    第三條第一項或第三條之一第一項公告之飼料或 

    飼料添加物。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製造及輸入許可辦法                        
                      105.1.21農牧字第1050042046A號令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飼料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條第二項及第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製造、加工飼料或飼料添加 

       物之許可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資料或物品，向中 

       央主管機關提出，並依中央主管機關之通知，於期限內提供 

       繳納費用證明、送驗清單二份及三百公克之飼料或飼料添加 

       物樣品四份：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四份。但申請人非屬自然人者，應 

      檢附其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四份。 

二、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四份。 

三、產品說明書、產品成分保證規格、製造流程、檢驗方法、檢 

      驗報告、配方依據及參考資料或文獻各二份。但該飼料或飼 

      料添加物有應適用之國家標準者，得免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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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有包裝或容器者，應檢附包裝或容器之 

       照片二份。 

五、申請人屬再利用機構者，應檢附個案、通案許可文件或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四份。 

六、申請人屬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者，應檢附廢棄物清 

       除、處理許可證、附表及相關附錄各四份。 

七、飼料之品目為動物油脂者，應檢附原料來源證明文件及原 

       料彩色照片一份。 

八、飼料屬礦物質補助飼料者，應檢附原料來源說明文件二份。 

九、飼料添加物含有胜肽、蛋白質、核酸等使用基因工程或分 

       子生物技術產製之物質者，應檢附基因改造飼料添加物特 

       性基本資料、安全性說明書、相關研究報告及其一覽表。 

十、宣稱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具特殊效果者，應檢附動物飼養效 

       果之試驗報告二份。 

十一、載明與其他廠商之行號名稱、商標無類似、重複、仿冒 

       或影射情形之切結書四份。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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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分裝飼料或飼料添加
物許可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資料或物品，
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並依中央主管機關之通知，
於期限內提供繳納費用證明、送驗清單二份及三百
公克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樣品四份： 

一、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製造許可登記證或輸入許 

        可登記證影本二份。 

二、由前款登記證持有者出具之同意書二份。 

三、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十一款及第十二款所 

       定資料或物品。但前項第三款之配方依據及參 

       考資料或文獻，得免檢附。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或物品。 

第二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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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輸入飼料或飼 

        料添加物之許可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 

        資料或物品，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並依中央主 

        管機關之通知，於期限內提供繳納費用證明、送 

        驗清單二份及三百公克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樣品 

        四份：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四份。但申請人非屬自 

       然人者，應檢附其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四份。 

二、飼料販賣登記證影本四份。 

三、產品說明書、產品成分保證規格、製造流程、檢 

       驗方法、檢驗報告、配方依據及參考資料或文獻 

       各二份。但該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有應適用之國家 

       標準者，得免檢附。 

四、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有包裝或容器者，應檢附該包 

       裝或容器之照片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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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外供應商之委託文件及經公證或認證之輸出國許可製售 

       文件正本各一份及影本各三份；國外供應商非原製造廠商 

       者，應另檢附供應商與原製造廠商間之委託文件正本一份 

       及影本二份。經中央主管機關確認為輸出國官方認可之製 

       造廠商，得免檢附供應廠商與製造廠商間之委託文件。 

六、飼料之品目為動物油脂者，應檢附原料來源證明文件及原 

       料彩色照片一份。 

七、飼料添加物含有胜肽、蛋白質、核酸等使用基因工程或分 

       子生物技術產製之物質者，應檢附基因改造飼料添加物特 

       性基本資料、安全性說明書、相關研究報告及其一覽表。 

八、宣稱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具特殊效果者，應檢附動物飼養效 

       果之試驗報告二份。 

九、載明與其他廠商之行號名稱、商標無類似、重複、仿冒或 

       影射情形之切結書四份。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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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前二條之申請案件有未繳納費用、提供資料、物 

       或樣品有不全或有其他不符規定得補正之情形者， 

       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 

       不完全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不予受理，或依現有資 

       料、物品或樣品逕為審查。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三條或第十條之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予許可： 

一、申請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含有未經中央主管機關依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或第三條之一第一項公告為飼料 

       或飼料添加物，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條 

       第一款公告不得使用於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物質。 

二、申請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其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工 

       廠，未符合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所定設廠標準，或 

       未依法辦理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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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其檢驗結果不符合應適用之國家 

       標準，或無應適用之國家標準，其檢驗結果不符合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之產品成分保證規格。 

四、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包裝或容器之標示不符合本法第十四條規 

       定。 

五、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不得申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製造許可登記證或輸入許可登記證。 

六、依第二條申請含二種以上之礦物質補助飼料，其原料來源供 

       應者未取得輸入登記證、製造登記證，或非供飼料、食品使 

       用。 

七、飼料添加物含有胜肽、蛋白質、核酸等使用基因工程或分子 

       生物技術產製之物質者，經安全性評估不合格。 

八、申請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宣稱具特殊效果，經審查不符合所 

       宣稱之效果。 

九、與其他廠商之行號名稱、商標有類似、重複、仿冒或影射之 

       情形。 

十、申請有其他無法補正之缺漏或錯誤，或未依前條規定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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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第二條、第三條或第十條之申請，中央主管機關必 

             要時，得派員至國內或國外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工廠 

             或供應商檢查之。 

第七條  第二條或第三條之申請經許可者，由中央主管機關 

             核發製造登記證或輸入登記證。 

第八條  製造登記證之登記事項如下： 

一、登記證字號。 

二、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類別、品目、商品名稱及許可項 

       目。 

三、飼料製造業者姓名、住居所；其非屬自然人者，應登 

       記其名稱、負責人或代表人之姓名、主事務所或營業 

       所。 

四、工廠名稱及地址。 

五、成分及含量。 

六、適用對象。 

七、形狀、包裝或容器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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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輸入登記證之登記事項如下： 

一、登記證字號。 

二、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類別、品目、商品名稱 

       及許可項目。 

三、飼料販賣業者姓名、住居所；其非屬自然人 

       者，應登記其名稱、負責人或代表人之姓名、 

       主事務所或營業所。 

四、國外供應商、製造工廠之名稱及地址。 

五、成分及含量。 

六、適用對象。 

七、形狀、包裝或容器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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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申請核准展延者，應於期滿前四個月至一 

       個月之期間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原製造或輸入登記證。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一份。但申請人非屬自然人者，應檢附其設 

       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三、申請展延製造登記證者，應檢附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一份。 

四、申請展延輸入登記證者，應檢附飼料販賣登記證影本一份；國外供應 

       商之委託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一份；國外供應商非原製造廠商者，應另 

       檢附供應商與原製造廠商間之委託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一份。但經中央 

       主管機關確認為輸出國官方認可之製造廠商，得免檢附供應廠商與製 

       造廠商間之委託文件。 

五、申請人屬再利用機構者，應檢附個案、通案許可文件或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二份。 

六、申請人屬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者，應檢附廢棄物清除、處理許 

       可證、附表及相關附錄各二份。 

       前項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每次展延期限不得超過四年，並由
中央主管機關記載於製造或輸入登記證。但已無適當位置可供記載者，應
繳納費用並繳回原製造或輸入登記證，換發製造或輸入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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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製造或輸入登記證之登記類別、品目、成分及適用對 

           象，不得變更；其餘登記事項之變更，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製造或輸入登記證之業者姓名、住居所或名稱、負責人或代 

       表人姓名、主事務所或營業所、工廠名稱或地址變更者，應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證明文件， 

       申請變更。 

二、輸入登記證之國外供應商或製造工廠名稱或地址變更者，應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第三條第 

       五款所定文件，申請變更。但國外製造工廠之國家變更者， 

       應重新依第三條規定申請。 

三、變更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之商品名稱、形狀、包裝或容器型式 

       者，應於變更一個月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包裝或容器之 

       照片二份，申請變更。 

四、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因適用之國家標準修正，致原製造或輸入 

       登記證所記載之成分與本法第四條第二項所定飼料及飼料添 

       加物成分標準不符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填具申請書 

       申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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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製造或輸入登記證污染、損壞或遺失者，應敘 

           明理由，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 

           換發；其屬換發者，應繳銷原製造或輸入登記證。 

第十三條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授權其他飼料販賣 

           業者辦理輸入者，應逐批於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 

           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上，鍵入被授權者及其營 

           利事業統一編號。 

第十四條  依本辦法規定應檢附之文件或資料非以中文或 

           英文製作者，應附繳中文或英文譯本。 

       依本辦法規定應檢附國外政府出具之文件或資料者，
應經我國駐外使領館、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
權機構驗證；其屬香港、澳門或大陸地區主管機關出具
者，應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
證。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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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違反飼料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 
104.9.10農牧字第1040043269A號令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飼料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二 

             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檢舉違反本法規定案件，由主管機關依本辦法給 

             予檢舉人獎勵。但檢舉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適用本辦法： 

一、在檢舉前已由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調查、處理之案件。 

二、已於網路、報章雜誌、廣播電視、其他媒體或公共場 

       所公開之案件。 

三、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所發現。 

        前項所定獎勵方式包括檢舉獎金、獎牌或獎勵狀。 

第三條  主管機關應設置違反本法規定案件檢舉信箱、專 

             線、傳真電話或機關網址，受理違反本法規定案 

             件之檢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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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檢舉人檢舉違反本法規定案件，得提供下 

             列資料，向主管機關檢舉： 

一、檢舉人姓名及聯絡方式。 

二、被檢舉人之姓名、名稱及地址。 

三、涉嫌違規之具體事項、違規地點及相關資料。 

        檢舉人當面或透過電話以言詞檢舉者，受理

檢舉之機關應作成紀錄，並得錄音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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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因檢舉而查獲違反本法規定案件者，主管機關得 

             按查獲案件之行政處分、緩起訴處分或第一次有 

             罪判決，依下列規定計算金額(以下簡稱案件金 

             額)之百分之二十額度，核發獎金予檢舉人；其 

             有二款以上情形者，應併計其金額： 

一、科罰金者，其罰金金額。 

二、處罰鍰者，其罰鍰金額。 

三、受有期徒刑、拘役之宣告者，以每日新臺幣二千元， 

       每月三十日，每年為三百六十五日計算。 

四、專科或宣告沒收者，以新臺幣九萬元計算。 

五、緩起訴者，以新臺幣三萬元計算；其經依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 

       命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 

       賠償，或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者，應併計該應支 

       付之金額。 

六、處沒入者，以新臺幣二萬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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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三款情形，並宣告緩刑、得易科
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或勞役，或有其他宣告事項者，仍
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計算。 

       除第一項獎勵外，主管機關得視違規情節及檢舉內
容對查獲案件之貢獻程度，依案件金額之百分之十額度，
另行給予檢舉人額外獎金。但檢舉人與被檢舉人同屬飼
料製造業或販賣業者，或檢舉人現為或曾為被檢舉人之
受僱人者，其額外獎金，依案件金額之百分之二十額度
計算。 

       同一檢舉人同年度自同一主管機關領取前三項獎金
之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六十萬元。 

       前項全年度核發總額之計算，以檢舉案件行政處分、
緩起訴處分或第一次有罪判決時間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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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二人以上聯名檢舉之案件，其獎金應平均發給。 

             二人以上分別檢舉而查獲同一違反本法案件者，      

             其獎金應由最先提供具體事證之檢舉者具領； 

             無法分別先後者，平均發給。 

 

第七條  主管機關應於檢舉案件經行政處分、緩起訴處 

             分或第一次有罪判決後，通知檢舉人領取獎勵。 

            但匿名、不以真實姓名檢舉或未提供足資證明 

            身分之證明文件，經主管機關限期通知提供， 

            屆期仍未提供者，得不予發給。 

        同一案件，經依前項發給獎勵後，不再重複發給、
追回或變更。但行政處分、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之
撤銷、廢止或變更，可歸責於檢舉人，或為檢舉人對
受理檢舉機關所隱匿者，其已領取之獎金，得以行政
處分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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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人之姓名及其他個人資料應 

             予保密；對於檢舉人之檢舉書、筆錄及其他 

             資料，除有必要外，不得附於調查案卷內。 

             但經檢舉人同意者，得予公開、表揚。 

                     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依職權或檢舉             

             人之申請，洽請警察機關保護檢舉人之安全。 

 

第九條  主管機關應編列預算，作為檢舉獎金。 



103 

自製自用飼料許可管理辦法 
105.2.23農牧字第1050042235A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飼料管理法第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飼養場所：指水產養殖設施、畜牧場、依畜牧法第四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畜禽飼養登記之畜禽飼養場及 

       其他飼養家畜、家禽之場所。 

二、飼料調配室：指合法設置於飼養場所內，放置混合機 

       以製造飼料之設施。 

三、自製自用飼料戶：指以混合機，於飼養場所內，自行 

       調製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條第二項公告為詳細品 

       目之飼料(以下稱自製飼料)，供給自有家畜、家禽或 

       水產動物食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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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水產養殖設施及符合下列各款飼養規模之飼養場所，其自 

             製自用飼料戶應於飼養場所內設置飼料調配室，並將混合 

             機放置於飼料調配室內： 

一、豬：一千頭以上。  二、雞：五萬隻以上。 

三、鴨：一萬隻以上。  四、鵝：一萬隻以上。 

第四條  依本法第十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申請許可自製飼料者，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混合機所在地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一、國民身分證影本一份。申請人非屬自然人者，應檢附依法設 

       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及負責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各一份。 

二、混合機購買證明，或足資證明於申請人之飼養場所內，以混 

       合機自行調製飼料，供給自有家畜、家禽或水產動物之證明 

       文件或照片。 

三、自製飼料用於申請人領有畜牧場登記證書、畜禽飼養登記證 

       或養殖漁業登記證之場所者，應另檢附該畜牧場登記證書、 

       畜禽飼養登記證或養殖漁業登記證影本一份。 

四、依前條規定設置飼料調配室之證明文件。但依前款檢附之證 

       書已載明飼料調配室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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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前條申請有得補正之情形者，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 

             不完全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不予受 

             理，或依現有資料逕為審查。 

 

第六條  第四條、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八條第二項之申請， 

             應符合下列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始 

             得予以許可： 

一、自製之飼料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條第二項公 

       告為詳細品目。 

二、混合機及飼料儲存設施設置於申請人經營之飼養場 

       所。 

三、依第三條規定設置飼料調配室，並將混合機放置於 

       飼料調配室內。 

四、自製飼料僅供給申請人經營之飼養場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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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第四條之申請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許可者，發給自製自用飼料戶登記證。 

                    自製自用飼料戶登記證之有效期間不 

             得超過五年；申請展延有效期間者，應於 

             期滿前四個月至一個月之期間內，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原自製自用飼料戶登記證及 

             第四條各款所定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 

                    前項展延之有效期間，每次不得超過 

             五年。 



107 

第八條  自製自用飼料戶登記證之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自製自用飼料戶姓名、住居所；非屬自然人者，其 

       名稱、代表人或負責人、主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混合機所在地之飼養場所名稱；有飼料調配室者，  

       其面積。 

三、自製飼料供給之飼養場所，其登記證字號、名稱、 

       地址、飼養種類及規模。 

        前項應記載事項有變更者，自製自用飼料戶應於變

更事實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向原發

證之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原發證機關)申請

許可變更。但混合機遷移至其他直轄市或縣 (市)者，應依

第十條規定申請原發證機關廢止原自製飼料許可，並依第

四條規定向其他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重新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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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自製自用飼料戶登記證遺失或損壞者，應向原 

             發證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其屬換發者，應繳 

             銷原證。 

第十條  自製自用飼料戶終止自製飼料後一個月內，應 

             報請原發證機關，廢止其自製飼料許可，並繳 

             銷原領得之自製自用飼料戶登記證；其經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查獲者，亦同。 

第十一條  自製自用飼料戶使用飼料添加物者，應備置 

                飼料添加物使用紀錄簿(格式如附件)，將其飼 

                料添加物之來源及使用情形，詳細記錄於該 

                紀錄簿上，並保存二年，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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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二月二十三 

                日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自製自用飼料戶 

                登記證者，應於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以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第四條 

                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文件，向原發證機    

                關申請許可換發自製自用飼料戶登記證； 

                屆期未提出申請者，其自製自用飼料戶 

                登記證自一百零七年三月一日起失效。 

                       前項申請應符合第六條第一款、第        

                二款及第四款規定，始得予以許可。 

一、自製之飼料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條第二項公告 

       為詳細品目。 

二、混合機及飼料儲存設施設置於申請人經營之飼養場所。 

三、依第三條規定設置飼料調配室，並將混合機放置於飼料調配 

       室內。 

四、自製飼料僅供給申請人經營之飼養場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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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103年12月10日函 

一、按立法院103年11月18日三讀通過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 

       稱食安法)第10條第3項規定「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工廠應單   

       獨設立，不得於同一廠址及廠房同時從事非食品之製造、加 

       工及調配。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符合藥物優良製造準則之 

       藥品製造業兼製食品者，不在此限。」。 

二、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工廠應單獨設立，不得從事化 

       工原料或飼料等非食品之製造、加工及調配，與非本廠廢棄 

       物之回收、清除及處理。 

三、倘食用油脂工廠未於同廠址及廠房製造飼料，僅販賣其生產 

        流程中副產物及中階段性產品供飼料廠轉製飼料使用，尚無 

        違反食安法分廠分照規定之虞。 

四、另依經濟部103年11月4日經工字第10304605300號令「從事 

       食品製造、加工之新設工廠，依工廠管理法第13條規定辦理 

       工廠登記，其載明主要產品應限於食品，且不得於同一廠址 

       從事非食品製造、加工」，故新設食品廠不得於同址申辦飼 

       料或飼料添加物工廠。 



飼料與畜產品安全 

 植物性飼料原料－黴菌毒素、農藥、棉
酚(棉籽粕400ppm，棉籽5000ppm)、戴奧
辛(環境污染) 

 動物性飼料原料－BSE、沙門氏菌 

 礦物質補助飼料－鉛砷鎘汞、戴奧辛 

 藥物殘留－添加、原料、交叉汙染 

 添加物－著色劑、吸附劑、保存劑 

 油脂 

 永續環境－銅、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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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討 

 健全法規—蒐集國際情資 

 建立追溯追蹤制度 

 落實管理—跨部會聯繫 

 教育宣導—提升業者觀念與能力 

 強化業者自主管理 

 源頭管理—邊境、境外管理(成本) 

 



 挑戰與省思 
 

 風險管理 
 飼料原料多元—新興國家 
 非傳統原料—化學物質、基改產品 
 成本—惡性競爭、管理檢驗成本 
 

 風險溝通—媒體、監督者、消費者 
 消費意識—零風險、比照食品標準 
 

    畜禽水產品衛生安全 
        ＆競爭力 



食安五環 
一.新創「毒物管理機構」，從源頭全面監控、追

蹤有毒物質。 

二.重建生產履歷，生產認證的標章跟標準，都要
接軌國際。 

三.十倍市場查驗，投入查驗的預算跟規模都要達
到現在十倍。 

四.修改食安法，對生產者課以更重的法律及賠償
責任。 

五.提高檢舉獎金，讓全民共同監督食安。 

 

產 官 學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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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完 畢 

敬 謝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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