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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之友善蛋雞飼養模式建議指導手冊 

 

一、 國際間蛋雞動物福祉之歷史發展與現況 

歐洲是全世界最早開始重視動物福利之地區。各種歐盟立法正

在實施以保證從農場到餐桌過程中的動物福利以及消費者信心。一

般法律的功能在禁止不人道的養殖方式及不人道的飼養系統，並建

立動物福祉標準。1997 年歐盟動物福利法案即指出：為確保提高保

護措施並尊重動物視爲有感知能力的生命，歐盟各國應充分考慮動

物的福利要求。歐盟於 1999 年訂定產蛋雞之動物福利指令(2)規定

從 2012 年起禁止使用傳統巴達利籠(battery cage，俗稱格子籠)養

殖蛋雞。此外，歐盟雞蛋銷售規定 2004 年以後，在歐盟零售所有的

雞蛋 必須標示生産方法為籠飼、平飼、放牧或有機生産。 

英國農場動物福利委員會(The Farm Animal Welfare Council, 

FAWC)成立於 1979 年，委員會成員為科學家、教授、獸醫、農場主

人、畜產相關公司代表、農經專家、動保團體代表及消費者代表

等。FAWC 評估基於動物福祉考量之蛋雞飼養系統，並將其評估結果

推薦給英國之農業部門。FAWC 之工作群自專家學者處獲得口頭與書

面之科學數據，並訪問許多雞蛋生產業者，與業者代表、研究單位

與動保團體共同會議討論。其報告中涵蓋三種蛋雞生產系統：籠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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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豐富化籠飼系統)、放牧與其它系統。 

動物福祉包含了動物之生理與心理狀態之健康與舒適，人類所

圈養之動物至少應被保護使免受苦痛。蛋雞與所有其它農場動物一

樣應享有「五種自由」。這些自由主要定義動物福祉之理想狀態而非

意圖定義動物福祉之標準。 

五種自由(Five Freedoms)分述於下： 

1. 免於缺乏營養、飢餓與乾渴之自由。  

2. 免於疼痛、傷害與疾病之自由。 

3. 免於生理上及心理上不適之自由。 

4. 免於恐懼與緊迫之自由。 

5. 表現自然行為之自由。 

  

 歐盟於 1999 年宣布將於 2012 年禁止蛋雞使用格子籠，期間經

過 13 年的過渡期，在 2012 年正式實施後，歐盟尚有 15 國未能完全

達到要求，但終於到 2013 年中僅剩希臘與義大利兩國未能達成，因

而被歐盟法院提出訴訟。除了歐盟國家外，澳洲與紐西蘭也宣示目

標放在 2023 年，期能達到停用格子籠。美國則是各州有不同的立

法，而加州已於 2015 年起停用格子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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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的蛋雞動物福祉發展與現況 

我國目前蛋雞產業仍然以傳統籠飼為主流。我國的動物護法與

畜牧法皆有規範飼主不得虐待動物，除此在運送(動物運送管理辦

法)、醫療、人道屠宰等亦有規範。基於傳統的籠養蛋雞飼養模式是

經濟動物中，明顯無法表達自然行為的飼養方式，因此首當其衝，

往往都是動物福祉議題當中最容易被重視的。我國自民國 95 年起效

法 FAWC 之模式由產、官、學等各種成員，組成畜禽福利專家團隊，

蒐集國際資訊，進行國內畜禽福利調查評估。且每年都由各大專院

校輪流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及辦理動物福利論文徵稿活動，鼓勵大

專院校學子涉獵相關領域。農委會與曾經委託學術單位透過補助民

間畜牧場自國外引進或自行建構各種蛋雞友善飼養模式，並進行學

術研究與各種相關評估作業。 

農委會自 101 年起即邀集專家學者、業者及動保團體代表共同

研議，依據我國相關環境狀況，擬定豐富化籠飼、平飼及放牧等 3 

種友善生產系統之定義及內涵。並於 103 年 1 月函送「雞蛋友善生

產系統定義及指南」給相關政府單位、學術機構、產業團體及業者

參用，期使各界對於友善生產雞蛋之認知趨於一致，避免標示混

淆。後續也舉辦多次產業團體宣導，鼓勵養雞業者參用友善生產系

統，並請民間驗證機構投入參與驗證。因應 104 年 7 月食品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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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制對於產品標示之規定，農委會於 104 年 8 月 6 日預公告「雞

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 (附表一)，並於年底前正式公告。此

外為了鼓勵蛋農轉型為友善飼養模式，修正「辦理政策性農業專案

貸款辦法」第 6條規定，於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對象新增「雞蛋

友善生產系統類」，貸款利率為年息 1.5％，並將原第 19 條不予核

貸項目之第 13 項「新（擴）建蛋雞場」，修正為「未符合中央主管

機關所定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之蛋雞飼養方式之新（擴）

建蛋雞場。」；另修正附表之貸款額度為：「雞蛋友善生產系統類：

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度為新臺幣三千萬元，其中週轉金最高貸款

額度為新臺幣一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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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 

一、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分為豐富化籠飼、平飼及放牧，且均應符合

下列條件： 

(一)蛋雞於產蛋期間應全程飼養於所標示之生產系統內。 

(二)蛋雞場、生產模式、防疫、飼料、治療及其他雞蛋生產相

關事項，均應符合相關法規。 

(三)雞舍應有防曬、遮風、避雨、通風良好、保持乾燥及防止

野獸侵害之功能。 

(四)雞舍與相關設施之設計應避免雞隻受傷。 

(五)使用墊料之材質必須維持清潔與乾燥。 

(六)所有雞隻應可自由獲得充足飲水與飼料。 

(七)飼養環境應儘可能減低雞隻啄羽、相殘及其他不正常行

為。 

(八)雞場應備有足以呈現飼養管理狀況及追溯功能之紀錄，以

證明雞蛋來源雞場符合所標示之生產系統。 

二、豐富化籠飼雞蛋友善生產系統之設施，除符合前點所定條件

外，並應符合下列條件： 

(一)籠內每隻雞活動面積應達七百五十平方公分以上，且每籠

總面積應達二千平方公分以上。 

(二)雞籠內最低高度應達三十五公分以上，且高度四十公分以

上之區域應達籠底部面積百分之六十以上。 

(三)雞籠內應設置巢箱供雞隻使用。 

(四)每隻雞應有長度十五公分以上之棲架。 

(五)籠內應提供磨爪設施，與塑膠草墊等可誘發雞隻扒地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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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行為之設施。 

三、平飼雞蛋友善生產系統之設施，除符合第一點所定條件外，並

應符合下列條件： 

(一)雞舍內每隻雞活動面積應達八百平方公分以上。但已於雞舍

外提供雞隻在床面或地面上自由活動者，不在此限。 

(二)  每七隻母雞應提供一個以上之巢箱，或每一百二十隻母雞

應有一平方公尺以上之巢箱面積，並能供所有雞隻自由進

出產蛋。 

(三)每隻雞應有長度達十五公分以上之棲架，且棲架水平間隔

應達三十公分以上。 

四、放牧雞蛋友善生產系統之設施，除符合第一點所定條件外，並

應符合下列條件： 

(一)雞舍室內及戶外提供雞隻地面自由活動，並提供適當之棲

息設施。 

(二)雞隻放牧仍應提供雞舍，雞舍內每隻雞活動面積，及戶外

活動區設置之無牆開放式遮蔽設施面積，合計應達八百平

方公分以上。 

(三)每隻雞應有長度十五公分以上之棲架，且棲架水平間隔應

達三十公分以上。 

(四)每七隻母雞應提供一個以上之巢箱，或每一百二十隻母雞

應有一平方公尺以上之巢箱面積，並能供所有雞隻自由進

出產蛋。 

(五)每隻雞戶外活動區面積應達一千六百平方公分以上。 

(六)雞舍通往戶外活動區應具有高四十五公分以上，寬一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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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通道。 

(七)飼養場地應排水良好，並避免周圍有害物質之污染。 

(八)戶外活動區應提供遮棚、樹、灌木、茅草與其他可以保

護、供逃避掠食者及惡劣氣候之遮蔽或遮陰設施。 

(九)前款遮蔽或遮蔭設施，應方便雞隻使用；且遮蔽設施之結

構應堅固，並可保護雞隻不會受到惡劣氣候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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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3 年函告之版本 

一、前言 

說明 蛋雞飼養模式符合前言所列基準，始足以稱為本指南之雞蛋生產系

統。 

基 

準 

1 蛋雞於整個產蛋期間都必須飼養於所標示之生產系統內。 

2 蛋雞場、生產模式、防疫、飼料、治療等，均須符合相關法規。 

3 雞舍為維持雞隻良好生活環境，應有防曬、遮風、避雨等功能，且

應通風良好保持乾燥，並防止野獸侵害。 

4 雞舍與相關設施之設計應避免雞隻受傷。 

5 使用墊料等材質必須維持清潔與乾燥。 

6 每隻雞隻都能夠自由獲得充足飲水與飼料。 

7 飼養環境須能儘量減低雞隻啄羽及相殘等不正常行為。 

8 雞場需備有得以呈現飼養管理狀況及追溯功能之紀錄，以證明雞蛋

來源雞場符合所標示之生產系統。 

9 逾齡寡產母雞淘汰後，不得進入非本指南定義之生產系統雞場續行

飼養。 

二、豐富化籠飼 

定義 雞隻可在籠內自由活動，且提供雞隻滿足行為所需設施之生產系統。

基 

準 

1 飼養密度每隻雞之所需面積應超過 750 cm²，且單一籠之總面積不

得小於 2,000 cm²。 

2 雞籠高度最低為 35cm，且 60%區域之高度為 40cm 以上。 

3 雞籠內應設置巢箱供雞隻使用。 

4 每隻雞應有長度 15cm 以上之棲架。 

5 籠內需提供磨爪設施，以及可誘發雞隻扒地覓食自然行為之設施（例

如塑膠草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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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飼 

定義 在雞舍內部或戶外能提供雞隻在床面或地面上自由活動之生產系

統。 

基 

準 

1 室內飼養密度每隻雞之所需面積應超過 800 cm²（約 12 隻/m²）。 

2 巢箱或產蛋區必須充足，並能供所有雞隻自由進出產蛋。每 7 隻母

雞提供 1 個以上之巢箱，或每 120 隻母雞應有 1 m²以上之巢箱面

積。 

3 每隻雞應有長度 15cm 以上之棲架，棲架水平間隔 30cm 以上。 

四、放牧 

定義 在雞舍室內及戶外提供雞隻地面自由活動之生產系統。 

基 

準 

1 應提供適當之棲息設施。 

2 雞隻放牧仍應提供雞舍，雞舍內面積避免過度擁擠，飼養密度每隻

雞之所需面積應超過 800 cm²（約 12 隻/m²）。每隻雞應有長度 15cm

以上之棲架，棲架水平間隔 30cm 以上。放牧區若設置無牆開放式遮

蔽設施，可視為室內面積計算。 

3 巢箱或產蛋區必須充足，並能供所有雞隻自由進出產蛋。每 7 隻母

雞提供 1個以上巢箱，或每 120 隻母雞應有 1 m²以上之巢箱面積。

4 雞隻戶外活動區域面積應每平方公尺不得超過 6 隻。 

5 雞舍通往戶外活動區域應該具有足夠寬敞的通道，至少得以讓一隻

以上的雞隻自由進出（高 45cm 以上，寬 1m 以上）。 

6 飼養場地應排水良好，並避免周圍有害物質之污染。 

7 戶外活動區應提供可以保護及逃避掠食者及惡劣氣候的遮蔽或遮

陰，例如：遮棚、樹、灌木、茅草等。 

8 遮蔽或遮蔭設置應方便雞隻使用。(1.遮蔽設施是指結構堅固可供雞

隻使用，並可保護雞隻不會受到惡劣氣候傷害之安全設施。2.遮蔽

設施可視為飼養面積，但不可重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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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要點(103 年 10 月 28 日修正版) 

一、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為協助家畜(禽)相關業者

改善生產有關設備及經營體質，以降低生產成本，並提升經營

效率及競爭力，另為輔導實際從事畜牧生產之畜牧場與從事禽

畜糞再利用之禽畜糞堆肥場設置或改善污染防治設備或強化經

營管理能力，有效防治畜牧污染，避免造成公害，以維護生態

環境，特訂定本要點。 

二、提升畜禽產業經營相關貸款除依辦理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

辦理外，依本要點規定辦理。本要點未規定者，依農業發展基

金貸款作業規範及其他有關規定辦理。 

三、本貸款之類別如下： 

(一)改善草食家畜經營類。 

(二)提升養猪經營類。 

(三)提升家禽產業經營類。 

(四)畜牧污染防治類。 

(五)提升畜禽肉品生產經營類。 

(六)雞蛋友善生產系統類。 

四、本貸款之對象如下： 

(一)改善草食家畜經營類、提升養猪經營類及提升家禽產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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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類：已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申辦畜牧場登記中，飼養經農

委會公告之家畜(不包括馬)或家禽之農民，養乳牛之農民另須

檢附收乳證明。 

(二)畜牧污染防治類： 

1.畜牧場(戶)：已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申辦畜牧場登記中之

農民。 

2.禽畜糞堆肥場：已取得主管機關核發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

證或申辦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中之農民、農會或合作社場。 

(三)提升畜禽肉品生產經營類： 

1.登記有案之畜牧類(肉品)合作社場。 

2.取得屠宰場登記證書者。 

3.屠宰場登記程序申辦中，且已取得屠宰場同意設立文件者。 

(四)雞蛋友善生產系統類：符合農委會所定雞蛋友善生產系統

定義及指南之蛋雞飼養方式，並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 

1.已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申辦畜牧場登記中之農民。 

2.未達農委會公告應申請畜牧場登記之飼養規模，已取得農業

用地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之農民。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一目或第四款第一目申辦畜牧場登記中

之農民，僅得申貸資本支出貸款，並應檢附下列各款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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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農業用地容許作農業設

施使用同意書影本，其中設施種類欄中所載應為畜牧設施，且

設施細目名稱欄中應載有擬申貸之主要畜牧設施或污染防治設

備。 

(二)擬申貸主要畜牧設施或污染防治設備之建造執照或使用執

照之證明文件影本。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申辦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中之農民、農

會或合作社場，僅得申貸資本支出貸款，並應檢附下列各款資

料： 

(一)擬申貸堆肥場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土地核准

作堆肥場使用文件。 

(二)擬申貸堆肥場房建築物使用執照之證明文件影本。 

第一項各款借款人為申辦畜牧場登記證書、屠宰場登記證書或

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中者，應於撥貸後二年內補正各該證

明文件，屆期未能補正者，視為違約，該筆貸款轉為貸款經辦

機構之一般放款，不予利息差額補貼。 

五、本貸款之用途如下： 

(一)提供有關業者興建畜牧設施、購買家畜禽或購置畜牧相關

生產及經營設備之資本支出及週轉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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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畜牧場(戶)：設置或改善廢水處理之設備與其所需土木工

程，或無排放水畜舍之改建，以及污泥處理、堆肥製造、除臭

設備、沼氣利用與焚化爐等污染防治設備之資本支出。 

(三)禽畜糞堆肥場：設置或改善堆肥醱酵設備、除臭設備及清

運車輛等禽畜糞堆肥處理製造設備之資本支出，或已取得農委

會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者改善經營管理之週轉金。 

(四)購置肉品加工、屠宰設備及經營之資本支出及週轉金。 

六、本貸款經辦機構如下： 

(一)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二)依法承受農(漁)會信用部之銀行當地分行。 

(三)全國農業金庫。 

七、本貸款之輔導機關為農委會及其所屬畜產試驗所、直轄市及各

縣(市)政府。 

八、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提供貸款資金，並由農業發展基金就其

出資金給予利息差額補貼。 

九、本貸款風險由貸款經辦機構負擔。 

十、本貸款之利率如下： 

(一)改善草食家畜經營類、提升養猪經營類、提升家禽產業經

營類、提升畜禽肉品生產經營類及雞蛋友善生產系統類：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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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一點五。 

(二)畜牧污染防治類：年息百分之一點二五。 

十一、本貸款期限依貸款額度及購置設備耐用年限覈實貸放，其中

資本支出最長十五年，週轉金最長三年。 

十二、本貸款額度如下： 

(一)改善草食家畜經營類：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度為新臺幣

二千萬元，其中週轉金最高貸款額度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二)提升養猪經營類：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度為新臺幣二千

萬元，其中週轉金最高貸款額度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三)提升家禽產業經營類：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度為新臺幣

二千萬元，其中週轉金最高貸款額度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四)畜牧污染防治類： 

1.畜牧場(戶)：每套污染防治設備之貸款，按借款人之信用狀

況及實際設置或改善設備所需金額最高九成核貸，其最高貸款

額度為新臺幣一千萬元。 

2.禽畜糞堆肥場：每一借款人之貸款，按借款人之信用狀況及

實際設置或改善設備所需金額最高九成核貸，其最高貸款額度

為新臺幣一千萬元；週轉金最高貸款額度為新臺幣六百萬元。 

(五)提升畜禽肉品生產經營類：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度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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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三千萬元，其中週轉金最高貸款額度為新臺幣一千萬元。 

(六)雞蛋友善生產系統類：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度為新臺幣

三千萬元，其中週轉金最高貸款額度為新臺幣一千萬元。 

十三、本貸款辦理程序如下： 

(一)改善草食家畜經營類、提升養猪經營類、提升家禽產業經

營類及提升畜禽肉品生產經營類：借款人應填妥貸款申請書並

檢附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或第二項規定之相關文件向

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請。 

(二)畜牧污染防治類：  

1.畜牧場(戶)： 

(1)借款人應檢具下列文件各一式二份 (貸款經辦機構及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各一份)，於購置或改善污染防治設備前向貸款經

辦機構提出申請： 

①貸款申請書。 

②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畜牧場污染防治設備計畫書。 

③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或第二項規定之相關文件。 

(2)貸款經辦機構書面初審同意後，函送畜牧場所在地之直轄市

政府或各縣(市)政府辦理協助審查。 

(3)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應執行協助審查前項貸款案，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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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鄉鎮市(區)公所到現場勘查設備設置地點及飼養頭數，經

協助審查建議通過或修正通過後，由該府函復貸款經辦機構，

並副知農委會。 

(4)貸款經辦機構接獲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建議通過或修正

通過函，應依其徵、授信有關規定辦妥審查及核貸相關事宜

後，並於五日內通知借款人辦理撥貸手續。 

2.禽畜糞堆肥場： 

(1)借款人應檢具下列文件各一式二份(貸款經辦機構及農委會

各一份)，於購置或改善污染防治設備前向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

請： 

①貸款申請書。 

②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堆肥場設備計畫書影本。 

③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或第三項規定之相關文件。 

借款人申請週轉金貸款者，則應檢具貸款申請書及農委會禽畜

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影本各一式二份向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

請。 

(2)貸款經辦機構書面初審同意後，函送農委會辦理協助審查。

經協助審查建議通過或修正通過後，由農委會函復貸款經辦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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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貸款經辦機構接獲農委會通過或修正通過函，應依其徵、授

信有關規定辦妥審查及核貸相關事宜後，並於五日內通知借款

人辦理撥貸手續。 

(三)雞蛋友善生產系統類： 

1.借款人應檢具下列文件各一式二份(貸款經辦機構及農委會各

一份)向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請： 

(1)貸款申請書。 

(2)生產計畫書及相關資料。 

(3)第四點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相關文件。 

2.貸款經辦機構書面初審同意後，函送農委會辦理協助審查。

經協助審查建議通過或修正通過後，由農委會函復貸款經辦機

構。 

3.貸款經辦機構接獲農委會通過或修正通過函，應依其徵、授

信有關規定辦妥審查及核貸相關事宜後，並於五日內通知借款

人辦理撥貸手續。 

十四、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按核定所需金額一次或分次撥付；其

屬資本支出者，借款人應檢具相關憑證。 

十五、本貸款償還方式如下： 

(一)資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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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金以每半年一期平均攤還為原則，利息隨同繳付。 

2.本金得酌訂寬緩期限。但最長不得超過三年。 

(二)週轉金： 

1.本金以每半年一期平均攤還為原則，利息隨同繳付。 

2.本金得酌訂寬緩期限。但最長不得超過一年。 

前項本息攤還方式得由借貸雙方以契約另定之。但不得超過農

委會所訂定之最長期限。 

十六、本貸款擔保方式由貸款經辦機構依其授信有關規定，審酌個

別授信案件核定；若借款人擔保能力不足，貸款經辦機構應協

助送請農業信用保證機構保證。 

十七、除畜牧污染防治類外，借款人不得重複申貸同一項貸款，並

應提出切結書載明若有重複申貸情形，則視為違約，由貸款經

辦機構收回本貸款。 

十八、本貸款資金除畜牧污染防治類外，借款人應於貸款經辦機構

核准貸款日起三個月內動用完畢。 

十九、中國農民銀行、合作金庫銀行、臺灣土地銀行於本要點

實施前所承作之貸款案件，依既有條件辦理至原契約到期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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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國現有友善蛋雞飼養模式場:  

農委會曾於民國 101 年進行普查，當時據查共有 18 家友善

蛋雞飼養場。雖然日後公布「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

之後發現有些場並未完全符合規範，但大多數都符合或正在努

力改善中。至今雖未再進行普查，但據了解，平飼場與放牧場

都有大幅度的增加。 

1. 平飼: 依據「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之定義，我國現

行平飼場大致分為兩類。第一類為平面墊料式(圖 1)；此類雞舍

為類似肉雞的飼養方式，地面鋪有墊料，設有巢箱與棲架。巢

箱與棲架的設計差異很大，多由飼養者自由發揮。但須符合

「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之棲架(15 公分/隻)與巢箱(7

隻/個或 120 隻/m
2
)規範。此類牧場規模不大，從每舍 2-3 千隻

到最大有每舍 1萬多隻。另一類平飼場大多採用進口設備，雞

舍多為密閉環控水簾式，有高架的地面與部分有墊料的平地(圖

2)，設有棲架及巢箱，巢箱多在中央，連結自動化集蛋設備。

國內目前此類蛋雞場為數不少，規模約莫在每舍 1 萬隻以上。 

2. 放牧: 我國地狹人稠，放牧條件較不理想，但仍有許多放牧蛋

雞場，惟其多半位於山區或較為偏鄉之地區，如花東、南投

等。放牧場規模都較小，從數百隻到數千隻不等。依據「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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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之規範，放牧場仍須設有雞舍並須

符合平飼場之所有條件。而放牧區域須至少 2倍大於等於室內

區域。(圖 3) 

3. 豐富化籠: 自 101 年普查至今，國內仍僅維持一場使用豐富化

籠。目前此場已全場採用進口之豐富化籠，完全符合歐盟與我

國之規範(圖 4)，飼養規模可達近 50 萬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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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雞蛋友善生產系統之建構 

(一)、 平飼:  

平飼的定義是在雞舍內部或戶外能提供雞隻在床面或地面上自

由活動之生產系統。其基準為: (1) . 室內飼養密度每隻雞之所需

面積應超過 800 cm²（約 12 隻/m²）。(2). 巢箱或產蛋區必須充

足，並能供所有雞隻自由進出產蛋。每 7 隻母雞提供 1個以上之巢

箱，或每 120 隻母雞應有 1 m²以上之巢箱面積。(3). 每隻雞應有

長度 15cm 以上之棲架，棲架水平間隔 30cm 以上。建構平飼系統之

基本需求如下: 

1. 建築: 一般雞舍建築皆可，無論是非開放式或密閉式皆可，但

須考量固定空間可飼養的雞數較傳統蛋雞舍或肉雞舍少。以飼

養 10000 隻為例，需要的空間僅計算雞隻可使用的面積，至少

就要 800m
2
或 242 坪。若是從肉雞場轉型為蛋雞場，原本即為平

飼，僅需加裝棲架與巢箱即可。若是從傳統籠飼轉型，因為傳

統籠飼多為開放型，且其建築較為簡陋，每棟之寬度有限，棟

與棟之間地面沒有連結，因此除了將原有籠子拆除，建築與地

面也需要重新整理。平飼雞舍高度若距離地基到屋簷高度最低應為

1.8-2.1 公尺，中央則為 3-3.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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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巢箱: 產蛋用的巢箱可以選擇單獨巢箱或團體巢箱。單獨巢箱

可為單層或多層，若能在巢箱前置放平台或棲架，有益雞隻往

上跳升到棲架或平台，更為豐富化及符合其自然行為習性。單

層巢箱的數量必須達到每 7隻母雞共用一個巢箱，以 1萬隻為

例，便需要至少 1428 個巢箱。巢箱材質為鐵製、木材製或塑膠

製皆可，但須要保持乾淨、隱密性，不可太明亮。研究報告指

出母雞對於巢箱的位置會有選擇性，賴與李（1995）發現土雞

喜好在特定位置產蛋，而角落的巢箱就比中間的受青睞

（Riber, 2010；周，2012）。中興大學的試驗（李等，2014）

也顯示雞隻喜好在下層及角落巢箱產蛋。 

 

圖 1: 此案例是單獨木製巢箱，加裝塑膠布廉以增加其隱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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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同上案例，單獨巢箱隻內部有舒適之塑膠軟墊，需定期取出清潔。 

 

 
圖 3: 此案例隻產蛋箱置於雞舍中央，為鐵製產蛋箱，倆倆靠背放置。每座產蛋

箱有上下兩層，每層 6個獨立的巢箱，因此總共有 6個巢箱× 2 層× 6 座= 72 個

巢箱。可提供約 500 隻雞使用。每個巢箱（30 cm× 30 cm）內鋪粗糠作為墊料。

上層巢箱前有一隻平行棲架（巢箱延伸至棲架的寬度 15 cm），下層巢箱前有兩

隻平行棲架（巢箱延伸至棲架的寬度 30 cm），棲架與一座產蛋箱等長（1.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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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巢箱沒有數量限制，但以每 100 隻母雞需有 1 平方公尺面積的巢

箱。 

 

圖 4: 此案例為木材製的自製團體巢箱，每一巢箱面積約為 0.9 m *1.5 m，約

等於 1.35 平方公尺，可提供 135 隻母雞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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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此為荷蘭製自動集蛋巢箱，拖蛋待在中央，兩側有巢箱。歐洲各國大廠

都有類似的產品。國內目前已知至少從國外進口 2 家不同廠商產品。其產蛋箱

內地板可定時昇起，關閉產蛋箱，在夜間關閉可避免母雞籟菢，並可清潔巢箱

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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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棲架: 

平飼之場地必須有足夠的棲架設置，以提供雞隻行使自然行為

之所需。依據「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之規範，每隻

雞需有 15 公分長的棲架配置。以 1萬隻母雞隻飼養規模，須提

供總長度為 1500 公尺的棲架。棲架材質可為鐵製、木製，棲架

可以是多層，且高度並無太大關係，只要有層層可往上跳躍之

棲架即可。但棲架與棲架之間必須有 30 公分寬的間隔。棲架的

寬度並無一定，視雞隻的腳爪大小而定。因為雞種不同，腳的

大小也不同，不過英國的家禽福利會建議棲架最好至少有 4 公

分寬，表面不要太過光滑，這會使雞隻站不穩。方形可能比圓

形更好，比較容易抓牢。雞隻喜好上棲架是其自然行為，無論

白天或黑夜都喜歡上棲架，其對棲架的需求基本上可以在高處

對環境進行監控，可以躲避其他的同類動物，避免被騷擾。高

度最好在 60 公分以上，但太高也會有潛在的危險。研究顯示只

要需要跳躍高過或寬過 80 公分距離，或跳過斜度超過 45 度

角，便很容易造成受傷(EFSA Journal 13(6):4131, 2015)。 



27 
 

 

圖 6: 此案例為鐵製多層圓形棲架，每層長度 3 公尺，每層間距 30 公分。 

 

 

 

 

圖 7:   此案例乃單層木製方形棲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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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此案例乃雙面多層鐵製圓形棲架。

 

 

圖 9: 此案例乃 A字型，3 層 9條鍍鋅鋼條棲架，每條長度 2.8 公尺，直徑 3.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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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 飼料器與飲水器目前沒有一定的規範，建議是每隻雞有

10 公分長的飼料線(直)或 4公分長(圓形)；水線則每隻雞有

2.5 公分長的水線(直)或 1公分長(圓形)。若使用乳頭式，建議

每 10 隻雞共用一個乳頭式飲水器。平飼系統有時也可提供戶外

運動場，但若戶外運動場面積不足，或無法完全符合放牧之規

範，則仍然被視為平飼。  



30 
 

(二)、 放牧 

放牧的定義是: 在雞舍室內及戶外提供雞隻地面自由活動之生

產系統。建構放牧系統仍然需要建構與平飼相同規格的室內雞舍。

無論戶外面積有多大，棲木或草叢有多密佈，仍然無法規避室內之

設施。這是因為我們必須考量，當戶外環境極為惡劣時，如氣候不

佳或是有掠食者入侵等，假如全數雞隻都往室內躲避，此時室內便

必須完全能符合動物福祉之規範。因此有關雞舍建築、巢箱、棲

架、飼料器、飲水器等皆於前述平飼系統相同。下列為放牧系統之

建構基準。 

(1) 應提供適當之棲息設施: 當雞隻在戶外活動時，必須提供能讓

其進行自然行為之設施，如棲架、草叢、樹木等。 

(2) 雞隻放牧仍應提供雞舍，雞舍內面積避免過度擁擠，飼養密度

每隻雞之所需面積應超過 800 cm²（約 12 隻/m²）。每隻雞應有

長度 15cm 以上之棲架，棲架水平間隔 30cm 以上。放牧區若設

置無牆開放式遮蔽設施，可視為室內面積計算。棲架之材質、

形狀等皆可參考前述平飼系統之棲架。雖然放牧系統在戶外往

往有充足且多元的棲息處，但當所有戶外雞隻都躲入室內時，

仍然須提供所有必須之設施。 

(3) 巢箱或產蛋區必須充足，並能供所有雞隻自由進出產蛋。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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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母雞提供 1 個以上巢箱，或每 120 隻母雞應有 1 m²以上之巢

箱面積。巢箱材質與設計皆可參照平飼系統。室內巢箱若不充

足，雞隻便容易在戶外產蛋，徒增集蛋之困難度，且戶外蛋汁

衛生堪慮。 

(4) 雞隻戶外活動區域面積應每平方公尺不得超過 6 隻，即每隻雞

之所需面積應超過 1600 cm²。國內已採放牧之牧場，其實提供

雞隻之面積大多高於規範之基準，而歐盟的規定則更加嚴格(每

平方公尺不得超過 4 隻)；然而因考量我國地狹人稠，土地寸土

是金，因此在「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規範之基準已

放寬此規範，而允許稍高隻飼養密度。 

(5) 雞舍通往戶外活動區域應該具有足夠寬敞的通道，至少得以讓

一隻以上的雞隻自由進出（高 45cm 以上，寬 1m 以上）。此乃考

量當雞群同時要往戶外移動時，不得過度壅擠與爭先搶過，以

雞隻移動時部會受傷為原則。歐盟規定每 1000 隻雞要有 2m 寬

的通道。紐西蘭的動保法規定是要有足夠的通道，而每個通道

至少要有 35cm 高與 40cm 寬；但紐西蘭的 SPCA 規範更嚴，每

600 隻雞就須要高 45cm 以上，寬 1m 以上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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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此案例乃英國的放牧場室內通往戶外可升降之通道設施。 

 

(6) 飼養場地應排水良好，並避免周圍有害物質之污染。排水不良

造成積水，對環境安全衛生有不良影響，且雞隻身體容易髒

污。 

(7) 戶外活動區應提供可以保護及逃避掠食者及惡劣氣候的遮蔽或

遮陰，例如：遮棚、樹、灌木、茅草等。戶外完全空曠並不理

想，除了無法躲避陽光照射或狂風暴雨之外，也無法躲避可能

遭遇野生動物如流浪貓犬、獼猴等的威脅。 

(8) 遮蔽或遮蔭設置應方便雞隻使用。遮蔽設施是指結構堅固可供

雞隻使用，並可保護雞隻不會受到惡劣氣候傷害之安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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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設施可視為飼養面積，但不可重覆計算，亦即遮蔽設施若

算為室內面積，便不可再算為戶外面積。 

 

 

圖 11: 戶外區種植牧草，可見多數雞隻在草叢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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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戶外有樹木，多數雞隻在樹下活動，仍可設置棲架。 

 

 
圖 13: 戶外放牧區亦可分區採行輪牧。輪牧可降低雞隻感染寄生蟲之機率。亦

可允許植被重新再生長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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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豐富化 

豐富化籠飼系統定義是: 雞隻可在籠內自由活動，且提供雞隻

滿足行為所需設施之生產系統。豐富化籠(enriched cage)又稱群落

籠(colony cage)。動物福祉重視動物之能夠表現自然行為的自由，

傳統的籠飼系統，受限於籠子的面積，雞隻行動受到限制，況且雞

隻一輩子住在狹窄的籠子裡，無法表現其就巢、覓食、砂浴及上棲

架等重要之行為。然而籠飼也有其多種好處，如環境(溫度、飼料、

飲水、光照強度與長度)較易控制、減低攻擊性、與糞尿隔離，較易

控制疾病疾病較易控制、較易控制內、外寄生蟲、不須修喙且無掠

食者之虞。豐富化籠飼系統乃綜合傳統籠飼的優點並改善其缺點。

主要改善的是把籠子加大加高，內部裝設豐富化設施，如加裝巢

箱、棲架、遊戲墊等使雞隻能夠到隱蔽的巢箱產蛋、可以上棲架、

可以磨爪、抓扒等表現自然行為。其次，雞隻以小群飼養也可以有

社會行為的互動表現。雖然仍然生活在籠子裡，但至少能表現一些

自然行為，而小群飼養，雞隻可分享彼此空間，因此可以在特定範

圍內活動，其活動空間倍增不少。如一個 1.5m * 2m (3m
2
)的豐富化

籠，可飼養 40 隻蛋雞(750 cm
2
/隻)，每隻雞雖平均只有 750 cm

2
，

但其可活動範圍達到 3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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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築: 與平飼的雞舍同。但因為豐富化籠高度比一般傳統籠子

高，且也可以多層層疊，因此必須先考量自己要裝多少層，再

決定雞舍之高度。應視雞籠之層數多寡適度調整屋簷及屋頂高度。屋頂

則建議用山形屋頂。 

 

2. 設施: 我國目前僅有一場以豐富化籠方式飼養的蛋雞場，全場

自歐洲進口設備。歐洲各國都有多家廠商提供豐富化籠產品，

其設計都大同小異，均為群落式大籠，有分小群、中群、大

群，群落從最小每籠 15-20 隻至每籠 100 隻都有。 

 

圖 14: 豐富化籠基本設計概念；必要設施有巢箱(有隔離的簾子)、棲架、磨

爪、抓扒的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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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巢箱 

 

圖 16: 單層 

 

圖 17: 多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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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國外網頁都可以查詢到的資訊。列舉幾例: 

荷蘭  Big Dutchman: https://www.bigdutchman.com/en/poultry‐

production/products/egg‐production/enriched‐colony‐systems.html 

 

 

圖 18: 豐富化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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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內部設有棲架，每隻雞 15cm 

 

 
圖 20:  籠內設有墊子可供磨爪、抓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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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蘭 Jansen: http://www.jpe.org/en/products/enriched-colony/volmaxx-

colony-housing-system/ 

 

 
圖 21: 豐富化籠外觀 

 
圖 22: 內部構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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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內部構造 2，可見棲架使用情形 

 

 

 

圖 24: 從走道觀看兩邊多層豐富化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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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內部巢箱，可見底部有軟墊 

 

其他知名廠商: 

(1) 德國 Salmet:  http://www.salmet.de 

(2) 美國 Chore-Time: http://www.choretimeegg.com 

(3) 美國 Farmer Automatic of America:  http://www.farmerautomatic.com 

(4) 土耳其 Kutlusan Cage Equipment Co.: http://www.kutlusan.com.tr 

 

國內目前亦有廠商自行研發豐富化籠，但目前仍在研發階段

中，相信不久的將來有可以有本土化豐富化籠上市。 

 

四、 生產效益預估 

國內目前並無太多友善飼養場，且每場的經營方式都不盡相

同，實在不易評估其生產效益。以下所列之評估，僅能提供參考，

無法提供全面之參照，主要也是因為規模大小會使土地成本、設備

成本、人工成本差異非常大，因此參考這些數據前，都需要詳細了

解數據來源的背景，以免被誤導。國內曾經就少數幾家友善飼養場

進行調查，得到初步資訊顯示平飼系統(規模約兩棟、每棟飼養 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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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若從國外進口設備，包含巢箱、集蛋自動道、塑膠地板、電子控

制箱等；平均每隻蛋雞初始資本投入為 266 元。相對於進口設備，

國內一家原為肉雞場，轉型為開放式平飼蛋雞場，共有兩棟，總飼

養量 3萬隻，自製簡易巢箱及棲架，平均每隻雞初始資本投入為

120 元。來自英國受邀來台演講的 Dr. Donald Broom 於 101 年 3 月

28 日於台大獸醫學院之「動物福利與現代獸醫發展國際研討會」中

揭示，以國外的評估為例，友善飼養方式與傳統籠飼比較，若是以

現用籠飼面積為 450 cm
2
/隻來比，則生產成本增加自 5%到 45%不

等。因此，雞蛋售價必須能達到高於原來售價的一半左右，即有利

可圖。而目前國內之友善飼養生產的雞蛋售價也都能高於市價，據

非正式調查，每盒(10 顆)售價從 80 元至 120 元不等，然通路並不

廣泛。

 
圖 26: 友善飼養方式與傳統籠飼之生產成本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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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計畫曾經就幾個雞蛋友善生產場之生產效益做一初步

分析，再次提醒，此分析僅供參考，因為有非常多的變數會影響整

個生產效益之評估，因此對於各場的背景仍須有所了解。 

(一)、 平飼 

1. 本案例場之生產模式為開放式平飼蛋雞場，規模為 3000

隻，分兩棟飼養，每棟 1500 隻，平均日飼料消耗量 120g/

隻，飼料單價 16.5 元/kg；平均產蛋率 75%，平均蛋重

60g。調查當時雞蛋售價 60 元/公斤，淘汰雞每隻 50 元。其

收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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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之收益不高，每批(1500 隻)僅 25.3 萬元，主要原因是其飼

養規模太小，人工費用相對高，且這批雞 54 週齡便淘汰，因此

雞隻之成本相對較高。而其雞蛋售價與傳統籠飼相同，並未高

於市價。計算後每隻雞之收益為 168 元。 

2. 本案例場之飼養模式為新式密閉式環控雞舍，全場進口設備

含巢箱、棲架、高架床架、水線、飼料線等。飼養規模兩棟

近 2 萬隻。平均日飼料消耗量 120g/隻，飼料單價 13.5 元

/kg，有負擔貸款，年利率 1.5%；平均產蛋率 60%，平均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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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65g。調查當時雞蛋售價 71 元/公斤，淘汰雞每隻 18

元。其收益表如下: 

 

本案例每批次收益 231 萬元，但其雞蛋售價並未高於市價，

只因其規模較大，無論設備、人工成本都可分攤掉，雖然進

口設備昂貴，但以其建築可使用 25 年及設備可使用 15 年來

分攤，並未太高，目前計算其兩棟之建築及設備折舊維護費

用每年分別僅需 45 萬及 140 萬元左右。計算後每隻雞之收

益為 12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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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放牧 

1. 國內的放牧場規模都不大。以下案例為飼養 1200 隻之放

牧場，共有 4 個小型室內雞舍，設備含自製單獨巢箱、

棲架。平均日飼料消耗量 100g/隻，飼料單價 14 元

/kg；平均產蛋率 75%，平均蛋重 43g。調查當時雞蛋售

價 145 元/公斤，淘汰雞每隻 30 元。其收益表如下: 

 

 

本場每批收益 80 萬元，以其僅飼養 1200 隻，等於每隻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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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益 666 元，相當不錯，因本場擁有自有品牌，因此售價較

高，收益自然較好。 

2. 此案例場更為小型，僅飼養 500 隻，設備含自製共用巢

箱、棲架。平均日飼料消耗量 92g/隻，飼料單價 14 元

/kg；平均產蛋率 60%，平均蛋重 60g。調查當時雞蛋售

價高達 180 元/公斤，淘汰雞每隻 80 元。其收益表如下: 

 

本場每批收益 32 萬元，以其僅飼養 500 隻，等於每隻雞的

收益 640 元，與前面一場相當。本場因為飼養量極少，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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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忠實顧客為消費群，口碑好因而售價較高，收益自然較

好。 

 

(二)、 豐富化籠 

因為國內目前僅有一家豐富化籠場，不便取得其生產成本資

訊，因此乃以假設性估計來分析豐富化籠之生產效益。以一

棟可飼養 60000 隻蛋雞之進口豐富化籠，假設其新母雞成本

為 125 元/隻、飼料單價 15 元/公斤、雞舍及設備折舊費用

每年共 320 萬、雇工 1 人每月薪資 24000 元、每月管理雞舍

費用 5000 元，以飼料採食美日 105 克/隻、產蛋率 76%、平

均蛋重 60 克，死亡率 0.01%、破蛋率 3.2%、淘汰週齡 75

週；而雞蛋售價 84/公斤。以這些假設參數設定計算及收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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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假設場案例每批收益 5567 萬元，以其飼養 60000 隻，等

於每隻雞的收益 928 元，算是非常好的。主要因為雞蛋售價

不差且飼養量高，可分攤建築、設備、人工等費用。而其雞

蛋成本相對也是三種案例場當中最低的。可見雖然初始成本

因為建築與設備負擔較重，但因其生產效率高，人工需求

少，最終之成本效益反而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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