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答客問
）
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 答客問（
答客問（Q&A）
(102.05.03 版)

Q1：
：為什麼傳統市場要禁宰活禽？
為什麼傳統市場要禁宰活禽？
答：受到中國大陸H7N9禽流感疫情之影響，與本(102)年4月24日我國發生首例
境外移入人類H7N9禽流感確診案例，考量該病傳播途徑係經由接觸活禽而
感染，及市場內一般購物民眾眾多，如市場內販售及屠宰活禽，對民眾之
可能感染風險非常高，為避免疫情發生及蔓延，爰提前於本年5月17日實施
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
Q2：
：為何訂 102 年 5 月 17 日實施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
實施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
宰活禽政策？
答：
一、基於國人健康考量及實際防疫需要，行政院「H7N9 流感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第 4 次會議決議，由農委會公告自本（102）年 6 月 17 日起
傳統市場禁宰活禽。
二、因應本年 4 月 24 日我國首例境外移入人類 H7N9 禽流感確診案例，為避
免疫情蔓延，依據 4 月 25 日行政院院長指示應視疫情發展及相關配套
措施提前實施，農委會就配套措施之準備情形及各部會之分工予以評估
後，提前於本年 5 月 17 日實施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
三、為順利推動本項政策，農委會業成立推動傳統市場禁止宰殺活禽工作小
組，由各相關機關依據配套措施分工辦理，並定期召開檢討會議檢討執
行成果。
四、請地方政府及產業團體加速配合政策之推動，以確保家禽產業之永續發
展及恢復消費者食用禽肉之信心。
Q3：
：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
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有那些免於屠宰場屠宰之情形？
有那些免於屠宰場屠宰之情形？
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於屠宰場內屠宰：
（一）於自宅內屠宰雞、鴨及鵝供其家庭成員或賓客食用者。
（二）於山地原住民鄉(區)之傳統市場(包括零售市場、攤販臨時集中區＜段
/場＞)內零售屠宰雞、鴨及鵝，經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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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
（三）於離島建設條例所稱之離島內屠宰雞、鴨及鵝，其屠宰場所為經當地
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入管理之集中屠宰處所並符合清潔衛生者。
Q4：
：發生 H7N9 禽流感疫情，
流感疫情，消費者如何取得安全衛生禽肉？
消費者如何取得安全衛生禽肉？
答：
一、目前台灣地區有 81 家（至 102 年 5 月 2 日止）的家禽屠宰場，可以充
分供應全國每天所需要的家禽屠體。
二、基本上台灣的家禽飼養場有各種監測機制，目前為止沒有發現 H7N9 的
病毒存在。
三、屠宰場有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嚴格把關，檢查不合格之屠體，依法判
廢棄，檢查合格之屠體黏貼「防檢局屠宰衛生合格」標誌，因此禽肉是
安全的，請大家可以安心的消費。
Q5：
：媒體報導台北市、
媒體報導台北市、台中市 102 年 4 月 26 日起禁宰活禽，
日起禁宰活禽，實情為何？
實情為何？
答：依畜牧法第 29 條規定，傳統市場不得屠宰家禽係由農委會公告，目前農委
會在進行法治作業中，將於本(102)年 5 月 17 日起實施；在那之前各種配套
措施將陸續推動；台北市、台中市是本年 4 月 26 日即開始推動各種配套措
施與工作，所以不要誤解。
Q6：
：從現在到 5 月 17 日前，
日前，會採取什麼措施？
會採取什麼措施？
答：
一、目前還有在販賣及屠宰活禽的攤商，鼓勵及早與合法屠宰場洽談未來供
應屠體或委託代宰之相關事宜。
二、呼籲消費者，要購買在合法屠宰場屠宰的禽肉。
三、請經濟部與地方政府合作，負責攤商輔導獎勵措施，針對在執行困難的
地方專案設法解決。
四、農委會會進行穩定產銷，並配合地方政府加強宣導與促銷活動。
Q7：
：提前實施傳統市場禁宰活禽之配套措施為何？
提前實施傳統市場禁宰活禽之配套措施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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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農委會將公告提前於本（102）年 5 月 17 日開始實施傳統市場禁宰活禽
政策，由農委會及相關部會全力協助傳統市場活禽攤商轉型工作，改販
賣合格家禽屠體，並透過中央畜產會辦理土雞肉品促銷，爭取消費者對
國產雞肉的信心，俾穩定產銷秩序與價格。
二、請地方政府及相關產業團體加速配合傳統市場禁宰活禽相關配套措施，
包括：輔導活禽屠宰攤商轉型、加強禽肉消費衛生安全、調整家禽產銷
及屠宰結構、加強查緝違法家禽屠宰處所、流感疫情之因應與蒐集及加
強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等六大方向以為因應。
三、傳統市場禁宰活禽配套措施分工情形
(一)活禽屠宰攤商轉型輔導
辦理全國活禽屠宰攤商宣導，輔導傳統市場活禽屠宰攤商轉型直接
販售合格禽肉，輔導活禽屠宰攤商轉(就)業，及督導各縣市市場管理
單位聯合查核小組執行傳統市場活禽攤商查核。
(二)禽肉消費衛生安全
強化宣導屠宰衛生檢查合格標誌，加強宣導民眾及攤商肉品衛生相
關教育活動，稽查市售禽肉來源及標示與其衛生安全。
(三)家禽產銷及屠宰結構調整
加強推動有色雞產業化及整合產銷體系，持續輔導家禽屠宰場產能
協調及營運輔導，及辦理生產、運銷、屠宰、分切加工、禽肉行銷、
攤商之媒合。
(四)加強查緝違法家禽屠宰處所
加強查緝違法屠宰家禽行為，及加強稽查違法家禽屠宰處所環境、
空氣及噪音之污染。
(五)流感疫情之因應與蒐集
加強人類流感疫情之蒐集與因應，及國內家禽、候鳥等禽流感疫情
監測、蒐集與因應。
(六)利害關係人溝通
研擬說帖，向家禽生產者、屠宰業者、消費者、立法院、攤商團體
及相關團體組織等溝通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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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農委會執行傳統市場禁宰活禽之配套措施內容為何？
農委會執行傳統市場禁宰活禽之配套措施內容為何？
答：
一、協助傳統活禽攤商轉型工作如下：
(一)積極協助活禽運銷、理貨場(含行口)業者與屠宰場之媒合，輔導原活
禽供應攤商改為販賣合格家禽屠體。
(二)促進禽肉行銷業者與攤商之媒合，分別協調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及禽肉
行銷協會，透過地方政府及產業團體平台進行媒合。
二、配合公共媒體資源，加強國產合格禽肉之宣導工作。
三、透過各大通路展開土雞及禽肉販售行銷活動。
四、研擬傳統市場活禽攤商提早轉型獎勵措施。
五、加強違法家禽屠宰查緝取締頻率，維護禽肉衛生安全。
Q9：
：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推動獎勵計畫為何
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推動獎勵計畫為何？
為何？
答：
一、 對家禽屠宰場及委託屠宰業者部分：以各屠宰場本（102）年 4 月份屠
宰衛生檢查日平均隻數為基準，超出基準部份以 10 元/隻進行獎勵（家
禽屠宰場及委託屠宰業者以 2：8 比例分配）
，且監督屠宰場藉機哄抬
代宰費用之情形。
二、 對活禽屠宰攤商部分：凡經濟部登記列管之 1051 攤，願意放棄現場宰
殺活禽，並提早轉型向家禽屠宰場購買屠體者，提供 15 元/隻之獎勵
金，俾利順利推動本政策。
Q10：
：目前市場攤商活禽宰殺數量?
目前市場攤商活禽宰殺數量
答：
一、現在傳統市場活禽宰殺約 2~3 萬隻，本來有 1600 多攤，後降為 1051 攤，
目前有在屠宰的僅 920 攤。
二、活禽交易跟在市場裡屠宰不同，活禽交易後會到合法屠宰場所或小型場
所去屠宰，2 萬多隻是指交易後，進到傳統市場去做現宰現賣，也就是
我們現在要處理的。至於整個活禽交易或契約交易直接進屠宰場去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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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只要在合法的屠宰場所，不在傳統市場直接接觸到消費者的過程裡
面，我們都可一步一步加緊輔導他們向屠宰場取得屠體之獎勵措施。
Q11：
：102 年 5 月 17 日怎麼訂出來的?
日怎麼訂出來的 當天配套措施及執法方式?
當天配套措施及執法方式
答：
一、從地方政府開始推動，並不是所有攤商要等到本（102）年 5 月 17 日的
當天才開始不宰活禽，現在就已開始推動。經過防檢局及畜牧處討論、
公告程序、預告，以及與地方政府初步溝論後，認為應該要提前實施。
二、針對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政府從 93 年起就幾度推動，這是如果沒有
這次 H7N9，政府也打算中元節後推動，這是長期的工作，我們可以因
此而減少消費者與活禽不必要的接觸，也是我們長久工作的方向與目
標。
三、這次是因為境外移入的病例，而且 H7N9 在人身上的症狀與之前流感不
同，我們決定加緊、加速推動。
Q12：
：全國家禽屠宰場是否足夠？
全國家禽屠宰場是否足夠？
答：
一、100 年度農業年報統計（101 年尚未統計）：全年可供屠宰量白肉雞約 2
億隻，土雞約 1.4 億隻，鴨約 3,000 萬隻，鵝約 513 萬隻。
二、目前全國已設家禽屠宰場共 79 場，其中可分別屠宰種類如下：
(一)雞 73 場，產能約 3.781 億隻（已超過需求 11%）。
(二)鴨 46 場，產能約 7,226 萬隻 (已超過需求 140%)。
(三)鵝 39 場，產能約 3,464 萬隻 (已超過需求 575%)。
三、目前尚有 53 家申設中，多為小型家禽屠宰場，分佈全國，可符合各縣市
少量多樣性之家禽屠宰需求，惟為避免過度投資，農委會特別提醒申設
業者應審慎評估經濟效益。
Q13:新北市沒有屠宰場怎麼辦呢
新北市沒有屠宰場怎麼辦呢?
新北市沒有屠宰場怎麼辦呢
答：新北市臨近之台北市有家禽第一批發市場附設屠宰場，桃園縣、宜蘭縣也
有多家家禽屠宰場，在新北市傳統市場之攤商，其所需禽肉屠體可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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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桃園縣、宜蘭縣等地屠宰場充分供應，另外目前已有許多中南部的屠
宰場，將屠體(包括冷凍及非冷凍產品)北運供應大台北地區。後續將加強輔
導新北市在泰山區之家禽屠宰場興建事宜，泰山區屠宰場業者預定於 6 月
間興建完成開始營運。
Q14: 開罰日期是依據是什麼罰則開罰？
開罰日期是依據是什麼罰則開罰？
答：農委會依據畜牧法第 29 條授權及依法制作業程序公告，本（102）年 5 月
17 日起實施，這段期間我們將加強與縣市政府及產業界的溝通。例如有 100
個市場屠宰活雞，在縣市政府可先循序漸進方式推動，一步一步的執行，
好比今天做 5 個，明天做 10 個，後天做 30 個，下個禮拜做 50 個，這樣達
成目標的速度就會很快，不是要等到 5 月 17 日後再來推動；本年 5 月 17
日起公告生效，在傳統市場宰殺活禽就屬違法，依據畜牧法第 38 條規定處
新台幣 2 萬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再犯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新
台幣 10 萬以下罰金。
Q15：
：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為何一再改變?
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為何一再改變
答：
一、99 年鑒於禽流感疫情趨緩，活禽零售屠宰仍有需要，經汲取國外活禽市
場之存在及管理經驗，及參考各界意見，農委會於 99 年 3 月 26 日公告，
維持傳統市場經地方政府列入管理者仍可零售屠宰家禽之規定。
二、102 年中國大陸發生人類感染 H7N9 禽流感案例，基於國人健康考量及
實際防疫需要，行政院「H7N9 流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本（102）
年 4 月 16 日第 4 次會議決議，由農委會公告自本年 6 月 17 日起傳統市
場禁宰活禽。
三、又因應本年 4 月 24 日我國首例境外移入人類 H7N9 禽流感確診案例，為
避免疫情蔓延，農委會將提前於 102.5.17 實施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
Q16：
：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正式實施後，
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正式實施後，違法屠宰之處置方式?
違法屠宰之處置方式
答：
一、為因應中國大陸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疫情蔓延，農委會將公告零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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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販臨時集中區（段/場）禁止宰殺活禽。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將督
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執行查緝，一經查獲違法屠宰家禽行為，則
依畜牧法規定裁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再犯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二、家禽違法屠宰處所造成之環境污染，由環境保護署督導各縣市環保局前
往稽查並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裁處新臺幣 1 千 2 百元以上 6 千元以下罰
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Q17：
：北北基僅台
北北基僅台北市有合格屠宰場
北市有合格屠宰場 1 場，屠宰能量是否足夠提供
宰能量是否足夠提供北北基
是否足夠提供北北基之消費
北北基之消費
者?
答：
一、目前北北基區域的禽肉來源分布，在臺北市有臺北市家禽批發市場附屬
屠宰場 1 場，桃園縣及宜蘭縣等週邊縣市另分別有 10 場及 5 場，共計
16 家屠宰場。
二、臺北市家禽批發市場附屬屠宰場擁有 14 條屠宰線，相當於 14 家單線屠
宰場，配合鄰近桃園縣及宜蘭縣屠宰場與目前許多中南部北運的禽品，
經適當的媒合與調配，應可解決傳統市場禁宰後之能量問題。後續另將
加強輔導新北市在泰山區之家禽屠宰場興建事宜。
三、臺北市家禽批發市場附屬屠宰場雖位於都會中心點，但是家禽集中屠宰，
可以減少人與活禽之接觸，降低 H7N9 流感傳播之風險。
Q18：
：郊區土雞城到底算不算自家宰殺?
郊區土雞城到底算不算自家宰殺
答：
一、自 92 年公告家禽屠宰衛生檢查至今，「自家宰殺」項目以供應其家庭成
員或賓客食用者為原則，不得有販售的商業行為。
二、
「土雞城」的屬性為經營餐飲業務，若於該地點宰殺後販售供人食用，應
為商業行為。
三、依據畜牧法公告之家禽屠宰排外情形中，
「於自宅內屠宰雞、鴨及鵝供其
家庭成員或賓客食用者。」係指「自宅內」宰殺供供其家庭成員或賓客
食用。所述「土雞城」宰殺情形，其地點及原則均與公告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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