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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疫病，提升畜產競爭力

提升動物疫病防控，
永續畜牧產業發展
湯夢汎 1 陳志維 1

壹、 前言

存在國內牧場，導致生產效率難以突
破，同時環保議題使畜牧場成為鄰避

臺灣畜牧產業受地處亞熱帶及

設施，也迫使地方政府加強對畜牧場

氣候濕熱之環境條件，多元疫病普遍

之限制條件，畜禽產業生存空間一再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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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限縮，復加上我國淺盤市場供需及

念不足，致保育階段死亡率

價格波動之影響，農民亦承受相當經

8.5%，為先進國家之2∼3

營風險；除面臨國際化與自由化嚴峻

倍。

競爭外，也面臨從業人員高齡化、勞

2. 國內肉豬舍約9成仍維持開

動力不足、土地使用限制及生產與管

放式形態，養豬生產模式約

理觀念亟待提升等挑戰，為爭取產業

8成採用一貫式經營，即於

發展空間及提高畜牧場經營效率，強

同一場域中飼育種公豬、種

化生物安全防範，降低疫病風險與提

母豬、哺乳仔豬、保育豬與

升產品品質，未來方能永續發展。

肥育豬，此種傳統式之畜舍
動線不利疫病管控，應調整

貳、 家畜產業之疫病防控—以豬為例

轉型為批次、分齡、異地生
產之高生物安全性生產系

我國養豬產業的年產值高達 756

統，可有效阻絕不同飼育階

億元，長期位居我國單項農產品的首

段的疫病發生，提高生長效

位，約占畜牧產值的 46%，且占整體

能。

農業產值的 14%，養豬產業重要性不
言可喻。我國氣候溼熱提供病媒及病

（二） 提高豬場生物安全防範疫病

原極佳之孳生環境，導致各類豬病交

由養豬產業受疫病困擾

錯複雜，除豬瘟、口蹄疫等甲類動物

之問題觀之，防範疫病重點在

傳染病外，另假性狂犬病、豬生殖與

於豬場生物安全管控，根據聯

呼吸綜合症、環狀病毒、仔豬傳染性

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簡稱聯

下痢等也普遍存在，嚴重影響產能表

合國糧農組織）對於生物安全

現。

的定義為：「生物安全是一種
措施，實施此措施來減少病原

（一） 養豬產業受疫病困擾之問題

體的傳入與蔓延之風險。它需

1. 我 國 母 豬 年 生 產 上 市 肉 豬

要經由人們採取一系列的態度

頭數為15.7頭，較丹麥、荷

與行為，來降低在所有涉及家

蘭、西班牙、美國、加拿

畜、外來動物與野生動物的活

大等國之22∼30頭水準為

動及其產品的風險」，聯合國

低，國內母豬因受高溫多濕

糧農組織更論述豬場生物安全

影響致繁殖效率偏低，復受

基本原則有區隔、清潔和消毒

疫病控制不佳、生物安全觀

等 3 項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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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區隔（segregation）：區

皂水與刷子適合小物件，

隔為最重要的生物安全基

100∼130巴（bar）高壓水

礎，也是最有效之方法。將

柱則用來清洗車輛，避免病

潛在性感染的動物和材料遠

原經由這些物件進入場中。

離健康動物。如果病原沒能

3. 消毒（disinfection）：消

進入場中，就不會有疾病發

毒是在清潔後進行的程序，

生。區隔需要建立屏障和管

主要是消滅殘餘的病源。屬

制，當任何人要通過屏障強

於最後加強的步驟。

制其更換鞋子與衣服，更要
管制進入的車輛。

豬場要達到生物安全的 3
原則，要先設立屏障，以施行

2. 清潔（cleaning）：大部分

區隔。由場外進入場內是第 1

的病原污染於糞、尿或分泌

道屏障，由場內進入棟舍則是

物，這些病原附著於其表

第 2 道屏障。通過屏障的程序

面，清潔能夠移除大部分的

必須要進行管理，並且進行清

污染病原。另外任何要通

潔及消毒的動作，故要實施生

過區隔屏障進入場內的物

物安全，必須進行人員進出管

品，都必須要經過清潔。肥

理、車輛管制、外來動物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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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豬場清潔消毒。

際動物新興疫情及全球氣候變
遷之飼育經營風險，以及區域

（三） 杜絕動物疫病永續產業發展

經濟整合帶動高規格貿易自由

國內如爆發嚴重豬隻疫

化開放衝擊，必須積極導入科

病，國內供屠宰頭數銳減，勢

技創新元素，結合產官學研多

必會增加國外豬肉進口量以供

領域量能，加速養豬產業結構

應民生需求，更恐增加國外進

調整，推動高生物安全生產模

口豬肉之市占率。是以行政院

式，建立產業優質形象，整合

農業委員會畜牧產業單位宜結

產銷鏈結創造加值，以強化競

合試驗改良單位、防疫檢疫單

爭力與永續發展。

位共同改善豬隻重要病害（如
PED、口蹄疫等）之防疫技術
與標準因應流程，冀將疫情發

參、 家禽產業之疫病防控—以禽流
感為例

生率及影響程度降到最低，另
應加強養豬業者自主防疫觀
念，共同杜絕重大疫病。
我國養豬產業在面對國

近幾年國內家禽產業中，每年均
遭受禽流感威脅，以土雞為例，106
年所發生的高病原禽流感案例場即以

32

農政視野

土雞場為最多，且受到極端氣候、夏

最需要配合相關防控策略徹底

季炎熱、冬季酷寒及其他家禽疫病等

執 行， 包 括 減 少 家 禽 飼 養 數

影響，造成種禽產蛋率降低、孵化率

量、禽舍與器具應徹底清潔消

不振，致每年的雛禽供應量不穩定，

毒、家禽場人員及車輛進出的

連帶影響大雞的育成率，因此生物安

控管、病原持續監測與飼主的

全措施對家禽業者以及家禽場周邊鄰

生物安全觀念強化等，才能有

居，甚至於整個社會及國家的家禽產

效阻止禽流感的傳播，甚至進

業是非常重要的，生物安全之實踐除

一步預防禽流感的入侵。

了可以幫助家禽場遠離疾病、保持家
禽的健康、提升家禽生產效率，進而
並增加家禽業者的利潤。

（三） 家禽場維持生物安全之基本原
則
如何將生物安全的觀念

（一） 家禽重大疾病衝擊產業

積極轉化成為每天的例行性作

重大家禽疾病的爆發將嚴

業，因此，將生物安全防護貫

重影響國家整體經濟層面，如

徹執行是防止家禽疾病入侵之

高致病禽流感與外源性新城雞

最佳策略，以下六大原則是家禽

病，皆屬於急性高死亡率的病

場維持生物安全之基本原則。

徵，一旦受到感染勢必造成嚴

1. 保持安全距離：將家禽場區

重經濟損失，不只是家禽業者

外圍設置圍欄障礙，劃分為

本身，亦擴及整個國家的家禽

「乾淨區」與「污染區」，

產業與經濟體系，因此生物安

以防止野鳥、侯鳥進入；若

全的觀念受到極度關注。

家禽場採開放式飼養，則需
要在上方增設屋頂或密實防

（二） 強化生物安全預防禽流感

護網，且飼料槽與飲水區則

雖然疫苗的接種在某些國

應設置於防護網區內。家禽

家係列入撲滅高病原禽流感的

場嚴格禁止外來訪客進入參

策略之一，惟當疫情爆發時，

訪，最好只有飼育工作人員

在健康的家禽接種禽流感疫苗

可以進入，上述之防護措施

可防止臨床症狀的發生，減緩

皆在於儘可能防止外來病原

病毒的散布，但是無法百分百

微生物進入場區內，另外室

完全防止家禽受到病毒的感

外開放型的家禽場還必須有

染；因此在禽流感爆發期間，

效防止囓齒類動物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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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持清潔：乾淨的工作鞋、

防止疾病傳播，若能早期發

工具和設備將可防止病原微

現重要疾病臨床症狀，可即

生物在家禽畜養場區內散

時進行病雞的隔離措施且進

布；進入場區之前應換穿乾

行整個家禽場區的消毒工

淨的工作服，工作鞋應以消

作，將可有效防止疾病的散

毒水洗淨，並徹底洗淨雙手

布傳染，進而降低家禽農民

之後才進入家禽場，場區之

或業者因重大家禽疾病所造

飼料槽與飲水區應每日清

成之經濟損失。

洗，所有可能會與家禽接觸

6. 通報相關單位：當家禽場內

到的飼養籠、禽舍內的設備

出現不正常的臨床症狀，或

以及禽糞都應徹底清掃並消

非預期的死亡家禽時，應立

毒，倘有禽隻死亡屍體都應

即與當地防治所獸醫師或相

一併妥善處理。

關單位進行通報並請求協

3. 不要將病原帶回家：若是家

助，再依專業獸醫師之建議

禽場的附近有其他家禽場或

進行妥善處理。

飼養家禽的鄰居，建議在回
家之前將車輛的輪胎，及

肆、 結語

車上的籠子或相關設備加
以清洗消毒之後再返回；

世界各國對於動物疫病防疫政策

若是引進新一批家禽進入場

均趨向撲滅足以影響國際貿易之重要

內，必須先行隔離飼養至少

動物傳染病，以保障其國內畜牧產業

14∼30天，觀察無任何臨

生產安全，提升產業競爭力。回顧國

床症狀後才能移入家禽場

內 於 86 年 發 生 口 蹄 疫 疫 情、103 年

內。

仔豬流行性下痢、106 年高病原禽流

4. 不要將病原從鄰居家帶回：

感等，造成龐大防疫費用支出及產業

應避免與鄰居或同業共用與

鉅額損失，並衝擊國內經濟發展，顯

家禽場相關之工具與設備，

見妥善防控動物疫病之重要性。另我

若是將這些可能的帶病原的

國國際貿易日益頻繁，如能清除口蹄

器具帶回自場時，則必須徹

疫、禽流感等，可增加與貿易國協商

底清潔消毒後再使用。

籌碼，提升畜禽產品國際競爭力，亦

5. 觀察家禽重要疾病之臨床症
狀：應注意疫病早期徵兆以

須持續防堵新興疫病入侵，以確保畜
牧產業永續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