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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永續的家畜生產有賴於畜群的生產力與動物福祉的品質。為了解丹麥豬隻生
產及動物福利發展的情形、各項因應的措施及轉型之間發生的問題與解決的辦法，
本計畫於 9 月 24 日至 10 月 5 日赴丹麥哥本哈根地區訪問有關豬隻生產及動物
福利議題相關研究團隊，參訪與研習單位包括：丹麥食物與農業委員會(Danish
Food and Agriculture Council)、豬隻研究中心(Pig Research Center)、哥本哈
根大學、PROC-Ex 育種公司、Lindholm 種豬場, Nykobinengmors 商用豬場,
以及丹麥肉品貿易學院(Danish Meat Trade College)。由參訪的過程了解，丹
麥豬隻的動物福祉建構於歐盟的立法、丹麥的立法以及產業自主的發動。豬隻生
產，主要分成一般丹麥生產制度、英國合約生產制度(15%)以及有機生產制度
(1%)，不同的生產制度訂定不同層級的福祉標準。本計畫同時就豬隻福利評估
系統及相關技術發展及執行措施進行參訪，並蒐集友善畜牧產品標章認證之推動
經驗與發展趨勢，以利我國研擬因應相關措施。
Abstract: Substantial livestock production system relies on herd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animal welfa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pig production in Denmark, as well as various tasks on
pig production and animal welfare during transition period.

The study

tour was from Sep. 24 to Oct. 5. and aims to visit animal welfare related
research teams and pig farms in Denmark. The research group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s included:

Danish Food and Agriculture Council,

Pig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PROC-Ex Breeding
Company, Lindholm breeding farm, Nykobinengmors commercial farm,
and Danish Meat Trade College. Results from the visits found that the
animal welfare in Denmark was constructed under Danish legislation, EU
Directives and industry initiatives. Pig production was classified into three
systems including the general Danish system, UK welfare system (15%),
and Organic production system (1%), and thus different levels of welfare
standards are applied. Systems of pig welfare assessment and related
techniques are also investigated during the visit. The information of the
experi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n certification of friendly
livestock product in European countries are collected and surveyed for
reference on constructing the animal welfare policie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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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言
永續的家畜生產系統有賴於良好的動物福利(Keeling, 2005) 。關於動物福
利的議題，在養豬先進國家，已訂定規則進入執行的階段，例如，懷孕母豬狹欄
(sow stall)飼養，限制了母豬的行動，影響母豬表現其自然行為，動物福利組織
呼籲廢除狹欄的呼聲愈來愈大，歐盟經過十二年的努力，宣告自2013年1月1日
起，全面廢除狹欄(除了母豬懷孕最初的35天外)，美國在歐盟的壓力下，目前已
有包括密西根(Michigan)與俄亥俄(Ohio)在內的八個州立法或投票通過，分別宣
告在2008至2025年間廢除狹欄(Street, 2012)，澳洲與紐西蘭的養豬產業與動物
保護團體，也由重視這個議題到產業輔導的階段。但是，雖然歐盟國家的目標是
針對動物福利訂定國際公約，各國的豬隻生產者對動物福利的態度，都受到其文
化與歷史背景的影響(Sato et al., 2002)，而有不同的考量。
事實上，動物的五大自由並不限於資源設備，豬隻本身的舒適度、豬隻的生
產性能、標準化的作業程序，以及畜牧管理人的素質等都是維繫動物福利品質的
重要因素。台灣養豬產業由農業發展至農企業，各項飼養管理技術與設備傾向以
效率為目標。現代豬隻生產的目標應是在合乎大眾關切的標準下，有效率的生產
高品質的豬肉(羅，2012)。大眾關切的議題，主要分成環境保護、動物福利與節
能減碳三類，其中動物福利在豬隻生產已漸成為議題，受到大眾關切。羅與戴
(2012)調查377個豬場關於種豬的設施與福利，發現約7成的懷孕母豬全期飼養
在狹欄，畜舍建築與建場年份有關，建議新建豬舍宜納入福利規範(群養個飼)，
仔豬不剪齒與不剪尾是下一步可考量的福利指標。
丹麥是世界種豬主要生產國，年屠宰肉豬約1,320萬頭，種豬出口到30多個
國家，目前丹麥豬隻生產分成五個福利層級(Lauritsen, 2012)：
1. 一般丹麥生產制度 (The general Danish system)
2. 英國福利生產制度 (The UK welfare system)
3. 自由食物 (Freedom Foods)
4. 自由放養 (Free Range)
5. 有機生產制度 (Organic production system)
目前採行的一般丹麥生產制度，面臨 2013.1.1 懷孕母豬狹欄禁令之挑戰，
但限於 EU 規定，目前已有約 80%的懷孕母豬飼養在寬鬆豬舍，廢除狹欄的目標
應該很快就會達成，對該國的豬隻生產會造成重大影響，豬肉價格也將上漲。因
此，丹麥豬隻產業相關單位因應歐盟法令，進行多年的準備工作，與豬隻生產者
面對挑戰所做的轉型過程，可作為國內策略擬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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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規劃前往丹麥，就豬隻動物福利評估系統及相關技術發展、推廣及
執行措施進行實務參訪，同步蒐集該國友善畜牧產品標章認證之相關推動經驗與
發展趨勢，作為國內擬定相關策略之參考。行程中丹麥農業與食品委員會、豬隻
研究中心及丹麥肉品貿易學院由丹麥駐台商務辦事處協助聯繫。豬隻育種公司
(PROC-EX Breeding Co.)則安排至種豬場與商用豬場的觀摩研習。

三、 研習行程
本計畫研習行程主要分成產業協會(政府單位)、教育機構以及生產單位(豬場)
三個面向為主，行程由 Copenhagen 至 Nykobing (圖 1)。參訪單位與研習行
程如下：

日期

參訪單位

行

9 月 24 日(二) 台北丹麥哥本哈根

程

台北曼谷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

9 月 25 日(三)
9 月 26 日(四) 丹麥農業與食品委員會 拜會與訪問丹麥農業與食品理事會貿
(Danish Agriculture

易與市場關係顧問主席 Mr. Jens Ring

and Food Council,

與豬隻研究中心品質管理經理 Mr.

DAFC)； 豬隻研究中心 Asger Kjær Nielsen 介紹該單位組織
(Pig Research Center, 與工作概況、丹麥豬隻產業與動物福祉
PRC)

現況，討論豬隻福祉評估系統現況及未
來的發展。

9 月 27 日(五) 哥本哈根大學 (Univ-

拜會哥本哈根大學大動物科學系

ersity of Copenhagen) Bjorn Forkman 教授，介紹丹麥現行
動物福祉現況、動物福祉研究、以及相
關的丹麥動物福祉教育；並討論豬隻動
物福祉評估系統施行狀況，以及友善動
物福祉產品的市場發展。
9 月 28 日(六) 哥本哈根市區超級市場 參訪超級市場調查友善畜牧產品標章
現場施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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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9 日(日) 奧 登 賽 (Odense) 超 級 哥本哈根→奧登賽(Odense)→哥本哈
市場

根
參訪奧登賽超級市場，調查友善畜牧產
品標章現場施行情形。

9 月 30 日(一) 豬 隻 育 種 中 心 (DanAvl) 拜會丹麥豬隻育種中心總裁 Mr.
所屬育種公司(PROC-EX Holger Bøgebjerg Sørensen 介紹該
Breeding Co.)

公司與丹麥種豬場的業務概況；討論丹

哥本哈根科靈

麥種豬產業發展現況與種豬業者面對

(Kodling)

歐盟動物福祉要求所面臨的挑戰

10 月 1 日(二) Lindholm 種豬場

參訪一個距離 Kodling 約 1 小時車程，
1,200 頭母豬的 Lindholm 種豬場，了
解丹麥種豬場的日常運作、動物福祉監
督單位的現場評核工作、牧場管理狀
況、以及生產者面臨歐盟動物福祉的態
度與因應的措施。

10 月 2 日(三) Nykobinengmors 豬場 參訪位於 Nykobinengmors，距離
Kodling 約 3.5 小時車程的一個 920
頭母豬的生產離乳仔豬豬場。了解丹麥
商用豬場豬場的日常運作、動物福祉監
督單位的現場評核工作、牧場管理狀
況、以及生產者面臨歐盟動物福祉的態
度與因應的措施。
10 月 3 日(四) 丹 麥 肉 品 交 易 學 院 參訪丹麥肉品交易學院，拜會市場發展
(Danish

Meat

Trade 顧問 Ms. Karen Wahlgreen, 介紹

College, DFTC)

DFTC 的業務與發展現況；並參觀其訓

Kodling  Roskilde

練設施以及販售商店的各項訓練設備。

10 月 4 日(五) 哥本哈根大型超級市場 參訪大型超級市場調查友善畜牧產品
Roskilde哥本哈根

標章現場施行情形。

10 月 5 日(六) 哥本哈根台北

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曼谷台北

10 月 6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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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習行程

四、 丹麥豬隻生產現況
丹麥人口約 556 萬(2013 年)，本國土地 4 萬 3 千平方公里，430 萬公頃農
地，270 萬(62%)已被開墾，目前約有 40,000 家農場，大約 10,000 個全職農夫，
平均農場面積 65 公頃，生產的食物可供 1,500 萬人口食用。每年輸出農產品
1,200 萬歐元，佔丹麥年輸出 20%。百年以來，豬隻與豬肉生產都是丹麥主要收
入的來源。主要作物：大麥、小麥、油菜。
丹麥在 1975 年有 80,000 家豬場，由於小場可收集的資料較少，不利育種
工作；也較無法面對各方面的競爭，到 2013 年剩下 4,200 家，目前在養 200
頭的豬場已經退出，未來丹麥政府會規畫 500 頭的場退出產業。但是雖然場數
減少，但是生產頭數增加，由 1975 年的不到 10 萬頭到 2013 年的 2,900 萬頭(圖
2)。2011 年的豬隻總屠宰頭數是 20,925,925 頭、輸出母豬 500,395 頭、輸出
離乳仔豬 8,039,111 頭，2013 年離乳仔豬輸出達 1 千萬頭，主要是輸出到德國。
依據丹麥 2012 年報資料，2011 年的 4,500 家豬場中，1,800 家為一貫化
豬場(母豬與肉豬)，平均飼養 255 頭母豬；600 家專業母豬場平均飼養 950 頭母
豬，以及 2,100 家專業肉豬場，平均年生產 6,800 頭肉豬。2011 年平均每頭母
豬每年生產離乳仔豬頭數為 28.8 頭，過去 10 年間，每年平均增加 0.46 頭。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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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數字也讓丹麥成為世界上以繁殖性能著稱的國家。丹麥在 1983 年以藍瑞斯與
約克夏的單雜交豬種為母豬取代原來的藍瑞斯母豬；1995 年育種目標訂在窩仔
數、2005 年以出生後 5 日齡活仔豬數(Live pig 5 days after farrowing)為主要
育種目標，讓丹麥母豬的繁殖性能大幅改進，出口種豬到 30 多個國家。在肉豬
方面，丹麥皇冠屠宰場(Danish Crown Slaughter House)是歐洲最大肉品公司，
世界第二大，90%丹麥豬肉輸出至世界 140 個國家，主要是德國、英國、波蘭
及中國。

圖 2. 丹麥養豬戶數與豬隻生產頭數變化(1975-2012)
2012 年丹麥與台灣豬隻生產頭數之比較列在表 1，台灣在養公豬與母豬頭
數分別為 25,034 與 673, 617 頭，對應於丹麥的 11,000 與 1,036,000 頭；而生
產的仔豬與肉豬頭數分別是 2,996,130 與 5,481,084 頭。2002-2012 年間，平
均每頭母豬的毛利是 3,575 DKK (19,913 NTD)；毎頭上市肉豬的毛利是 112
DKK (624 NTD)。其中 2011 年，平均每頭母豬的毛利是 4,153 DKK (23,173
NTD)；毎頭上市肉豬的毛利是 132 DKK (737 NTD)。
表 1. 2012 年丹麥與台灣豬隻生產頭數之比較
項目

丹麥

台灣

豬場數目

4,500

9,521

公豬頭數

11,000

25,034

母豬頭數

1,036,000

673,617

哺乳仔豬頭數

2,456,000

904,758

離乳仔豬頭數

5,337,000

1,580,196

生長肥育豬頭數

3,299,000

2,996,130

12,348,000

6,179,135

總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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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習成果報告
(一) 丹麥農業與食品理事會(Danish Agriculture and Food Council, DAFC)與
豬隻研究中心(Pig Research Center, PRC)
9 月 24 日第一站先到位於哥本哈根市區的丹麥農業與食品理事會與貿易與
市場關係顧問主席 Mr. Jens Ring 及豬隻研究中心品質管理經理 Mr. Asger Kjær
Nielsen 會談。介紹該單位組織與工作概況、丹麥豬隻產業與動物福祉現況，以
及討論豬隻福祉評估系統現況及未來的發展。
1. 丹麥農業與食品理事會(Mr. Jens Ring)
DAFC 目前豬隻生產董事會有 13 位董事， 其中有 10 位是養豬農民，分別
代表了農民、食品工業、農業資材以及農企業。在丹麥目前約有 1,200 名員工，
在歐盟、東京、北京、倫敦及莫斯科都設有代表處。主要任務是政治宣傳，也就
是遊說政治人物、全球市場訪問與推廣、指導農民與產業以及知識與創新。DAFC
是養豬產業的代言人，代表養豬產業與相關機構對話，保障養豬業者的利益；與
所屬養豬協會共同制定產業發展策略；研究發展新產品，提供豬場各項生產服務；
推動並促進產業各環節的協調與合作。
Mr. Jens Ring 談到丹麥的農民，都有自己的農場也經營自己的農場，受到
很好的教育，屬於一個組織或協會的會員，也有機會得到個別的指導。丹麥有
30 個地區的農業指導服務中心，成為農民的農業知識中心，此點也許與台灣的
農會類似。在豬場方面，Mr. Jens Ring 指出丹麥的豬場大多自有，但與全國系
統整合；豬場與屠宰及加工作業者合作，這些單位是一體的，共同確認問題與解
決辦法；共同撥出經費，聯合研究發展解決問題；同時也應用共同的經費，聯合
一起進行市場研究與行銷活動。這一點應該是丹麥國家養豬產業成功的最大因素。
豬隻生產者交錢給協會，協會協助生產者轉型，指導面對歐盟在動物福祉的種種
規範。
丹麥的品質系統是建構在歐盟立法之上(圖 3)，例如丹麥：國家立法規定(丹
麥在 1999 年禁止使用生長促進素)、產業志願者的協議(沙門氏桿菌罰款制度、
若干抗生素禁止使用、公布檢驗結果以及更多的殘留物檢測)以及特殊合約的生
產者制度，例如：英國合約的生產者遵從目前最嚴格的動物福祉標準。這些不同
的層級分別執行不同的規範。
Mr. Jens Ring也談到部分丹麥的國家環境保護法令標準甚至超過歐盟的要
求，在丹麥生產者每一年只能消耗140 公斤氮在每一公頃的土地上，遠低於歐
盟標準的270 kg；抗生素的使用也較其他國家為低，生產每公斤豬肉使用的抗
生素為0.06 g，遠低於美國的0.3 g，甚至英國的0.11 g。2012年80%以上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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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懷孕母豬養在群養欄舍，但由於歐盟宣告自2013年1月1日起，全面廢除狹欄
(除了母豬懷孕最初的35天外)，目前丹麥懷孕母豬遵守歐盟規定，除了懷孕初期
外，100%飼養在群養欄舍。2013年丹麥全國有機農業比例佔7%，但養豬產業
只有1%從事有機豬肉生產。

圖 3. 丹麥的品質系統
Mr. Jens Ring認為丹麥豬隻的動物福祉一般是朝著正向發展，雖然他認為動
物 福 祉 難 以 增 加 產 品 價 值 ， 第 一 份 動 物 福 祉 文 件 在 2011 年 出 版 ” Animal
welfare in the pig industry 2011”，目前的問題是豬場疾病欄舍的設置、拱土、
以及環境豐富化材料，尚未使用在每個豬場。丹麥政府規劃在2014年禁止公豬
去勢，但目前看來仍不可行，豬肉要銷往亞洲國家，而亞洲國家要求公豬要去勢。
目前這方面需要更多的研究。
2. 豬隻研究中心(Mr. Asger Kjær Nielsen)
PRC 隸屬於 DAFC，員工約 150 人。PRC 的任務與活動都是由”農業與食
物董事會 L&F”董事會的 12 位董事決定，這些董事全都是養豬農民，分別代表
主要董事會、屠宰場、地區養豬協會以及全國養豬協會。PRC 的經費來自農民，
每年的經費約 1,000 萬 DKK，主要的任務是研究與發展、知識傳遞給農民以及
支持發展一個負責任且經濟永續的豬隻生產事業(高水準動物福祉、最低的環境
損害)。Mr. Nielsen 指出生產者對商業化的興趣是很大的，同時生產者與屠宰商
間的關係有穩定的互信關係，因此可進行許多的聯合計畫。他提到 PRC 很多的
計畫都是在豬場進行，這樣的結果也較能適用於豬場。豬場、屠宰商及協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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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彼此信任，溝通順暢，資訊流通，品質的提升較容易得到大家的認同，形成
一個整合型的系統。
PRC 的經費來自好幾個部分，PRC 在 DanAvl 負責丹麥豬隻的育種計畫，
收取遺傳育種的費用，當出口種源增加時，費用也增加。2011 年出口費用(8 千
萬 DKK)的 40%是來自種源輸出。Mr. Nielsen 提到丹麥豬隻生產者挹注的經費，
足夠支持動物福祉相關研究。
豬隻生產徵收相關費用，包括：
< 110 kg 屠宰徵收 5.6 DKK
<110 kg 屠宰徵收 11.0 DKK
< 15 kg 出口仔豬徵收 0.7 DKK
>15 kg 出口仔豬徵收 1.5 DKK
2012 年 PRC 的預算如表 2. 隨著遺傳種源的輸出日增，考慮降低對農民徵收的
費用。
表 2. 2012 年 PRC 預算
2012 PRC 預算

DKK, 百萬

遺傳費用

79.0

豬隻徵收費用

42.0

鄉村發展計畫基金

16.2

其他收入

113.8

總收入

250.9

充足的經費，讓丹麥在 2012 年投入 3 千萬 DKK 從事動物福祉相關研究。每年
總預算的 1/3 都投入了動物福祉相關的研究。這些相關研究計畫與經費如表 3。
Mr. Nielsen提到目前丹麥豬隻生產分成不同的福利層級，包括：一般丹麥
生產制度、英國福利生產制度、自由食物、自由放養及有機生產制度，其中自由
食物與自由放養比例還相當的低，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層級：一般丹麥生產制度(The general Danish system)
目前母豬飼養在狹欄，2013年1月以後即禁止，目前已經100%%養在群養個飼
之寬鬆欄舍。需提供所有母豬供挖掘的材料。肉豬需提供降溫設備，2015年1月
以後畜舍取消完全條狀地面；也需要提供肉豬供挖掘的材料。這個制度是符合歐
盟規範，4-5週在有固定架的分娩舍，4週在懷孕母豬狹欄，其他懷孕期間都在
寬鬆的群養豬舍(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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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2 年動物福祉主要研究計畫與經費
2012 年計畫

百萬 DKK

較佳的母豬動物福祉

10.0

自由分娩欄

3.8

去勢代替方案

3.2

減尾與咬尾

2.0

拱土與玩弄材料

1.1

福祉目標

1.4

有機生產

2.0

丹麥福祉計畫

5.3

合作計畫

2.0

總計

30.8

第二層級：英國合約生產制度 (UK grise, The UK Contract system)
目前丹麥約有15%的生產者，是依照英國合約生產，屠宰商會額外支付每
公斤0.5 DKK費用。英國合約母豬4-5週在有固定架的分娩舍，懷孕期間全部群
養，亦即離乳至分娩前4天全部群養(圖5)，同時需提供所有母豬供挖掘的材料。
肉豬需提供降溫設備，2015年1月以後畜舍取消完全條狀地面；也需要提供肉豬
供挖掘的材料。

圖4. 一般丹麥生產制度
第三層級：自由食物 (Freedom Foods)
母豬在離乳至分娩前7天群養，母豬在分娩、哺乳時必須能夠自由走動，不
可使用分娩固定架。肉豬飼養密度降低；使用墊料、降溫設備、公豬不能去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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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英國福利生產制度
第四層級：自由放養 (Friland grise, Free Range)
分娩母豬需在戶外飼養並有搭棚(huts)，每頭母豬有1,000平方公尺的草地；
離乳日齡在5週以上；待配母豬與懷孕豬必須群養且可接觸戶外環境；須提供電
料。肉豬較一般丹麥生產制度須多30%的空間。提供墊料，接觸戶外場地，不剪
尾。
第五層級：有機生產制度 (Okologisk, Organic production system)
分娩母豬需在戶外飼養並有搭棚(huts)，每頭母豬有1200平方公尺的草地；
離乳日齡在7週以上；待配母豬與懷孕豬必須群養且可接觸戶外環境；須提供電
料。肉豬需有一般丹麥生產制度3.5倍的空間。地面至少50%土壤，提供墊料與
芻料；不剪尾；2014年後不去勢。
在其他豬場例行作業，Mr. Nielsen 比較了英國與丹麥的作法如表 4.
表 4. 英國與丹麥在例行作業的比較
剪尾

DK

UK

非例行作業

在<7 天內進行

在出生後 2-4 天，最多剪 1/2
剪齒

不允許(磨齒)

允許

操弄材料

自然產物+拱土材料

塑膠與金屬鍊

條狀地面

部份條狀地面

允許

灑水系統

要求

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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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Jens Ring and Mr. Asger Kjæ r Nielsen
在丹麥另外還有一個醫院欄(Hospital pen)的設計規定，豬隻生病了一定要移到
醫院，這個訂為醫院的欄舍需有覆蓋與加溫系統、冷卻系統以及稻草或橡膠墊。
Mr. Nielsen 說明丹麥的品質系統分成三大部分：丹麥生產系統標準與英國
生產系統、丹麥運輸標準、以及在屠宰場執行的全球紅肉標準(Global Red Meat
Standard)。
丹麥生產系統標準稽核始於 2007 年，每年約稽核 3,000 次。焦點放在動物
福祉、食品安全及產品追溯，確保丹麥生產者符合歐盟規範。由第三單位至少每
三年稽核一次。此外，5%的生產者會接受丹麥獸醫與食品管理局(The Danish
Veterinary and Food Administration, DVFA)未通知的稽核。自 2011 年開始，
以下資料規定需要紀錄：
1. 未移到醫院的生病動物頭數
2. 必須要淘汰的生病動物頭數
3. 設計不良的醫院欄舍數目
4. 空的可使用醫院欄舍數目
5. 未補充提供適量玩弄的材料
6. 豬隻剪尾太短的頭數
7. 不符合空間大小的欄數
8. 骯髒且潮濕的欄舍數目
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共稽核了 7,330,363 頭豬。Mr. Nielsen
總結說明，丹麥的豬隻生產制度相當穩定，許多整合型計畫支持發展一個經濟永
續的豬隻生產事業，每年約 1/3 的預算都投入動物福祉相關的研究計畫，焦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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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效率的生產，同時考慮動物福祉，此外並有全面的品質保證系統保障豬肉的
品質。丹麥豬隻生產者目前也把動物福祉放在最優先的考量。
(二) 哥本哈根大學(Prof. Bjorn Forkman)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創立於 1479 年，是北歐最古老的公立大學之一。哥本哈
根大學與歐胡斯大學(Aarhus University)，是丹麥負責豬隻動物福祉兩個最重要
的大學。Prof. Bjorn Forkman 則是”Animal Welfare in Denmark 丹麥動物福
祉”的主要撰寫人之一。此次訪問即在一個古老的中古世紀研究室進行。
Prof. Bjorn Forkman認為，在動物福祉的討論中，經常會提到兩個概念：福
祉控管與福祉評估。這兩個概念彼此常被弄混，但它們意指的是不同東西。福祉
控管是在驗證動物的福祉是否達到規定或法規的（最低）要求，而福祉評估則是
在評估福祉的程度，從非常好到非常糟。然而，有可能透過某種思路或措施，讓
法規變得更靈活或更明確。
在丹麥的動物福祉控管，是透過所謂的5%檢查來進行，每次檢查至少十隻
動物。也就是說，每二十個牧群每年都會檢查一次是否符合法規。這種檢查是否
符合法規的控管通常被稱為「福祉控管」，但其實應該稱為「福祉法規控管」。
因為它檢證的是法規，而人們相信這些法規能帶給動物夠好的生活。
有時候會有些動物的狀況，雖然做法違反法規，但卻有良好的福祉程度；也
有可能會雖然符合法規要求卻福祉很差。這並不是在說法規和動物福祉沒有關係，
而是該法規只是為各別養殖戶訂立了大體上的框架。法規是考量了許多利益條件
而訂的，動物福祉只是其中之一。舉例而言，沒有麻醉就給豬做去勢手術對豬而
言是非常痛苦的，也代表著福祉較差，但是以目前的法規來說，仍然允許在未麻
醉的情況下做去勢手術。
福祉法規的目的，是要改善動物福祉，特別是要規定在指定狀況下的最低
標準。透過引入一些由福祉評估發展出來的測量方法和想法，或許可以用更靈活
的方式來實現這個目標。
Prof. Bjorn Forkman 指出歐盟提出的福祉品質標準(Welfare Quality®)還是不
盡理想，需要的工作量太大，能夠評估的場數太少，他們希望以所建立的福祉資
料庫來訂定更容易做到的福祉評估方法，2014 年夏天他們會嘗試進行新的福祉
評估方式。Prof. Bjorn Forkman 其實是瑞典人，住在瑞典與丹麥邊界的 Malmo
市，每天搭火車通勤。目前在哥本哈根大學開設兩門動物福祉相關課程，其中一
門是線上教授。他建議我參加明年九月在法國舉辦的國際動物福祉評估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Assessment of Animal Welfare at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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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roup Level)，認為在那裏跟許多有場內福祉評估經驗的專家討論，會有很
大的收穫。
問及他的畢業生都去向何處，他有點不好意思，說不太清楚。有的去了其他
歐洲國家，有的去做動物福祉稽核員。今年招收的動物科學與獸醫系的男生都很
少，不知道男生去哪裡了，女多男少在畜牧獸醫領域，似乎已成了國際趨勢。從
與 Prof. Bjorn Forkman 交談的過程中，了解丹麥豬隻生產效率是主軸，為了不
同的銷售市場，在歐盟福祉架構之上，會訂定不同的福祉標準，但相關研究都在
進行。

Prof. Bjorn Forkma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三) PROC-EX Breeding 豬隻育種公司
在未來丹麥之前，一直以為 Danbred International 是丹麥的豬隻育種中心。
但事實上，Danbred International 只是丹麥豬隻育種豬場的 12 家代理商之一。
目前丹麥豬隻育種中心已由 Danbred 改名為 DanAvl，亦即丹麥文的 Danbred。
丹麥全國的種豬屬於同一個單位，而這 12 個代理商負責銷售全國的種豬。本次
研習與其中一家，目前在蘇俄種豬市占率達 90%，中國銷售數量也日益增加的
PROC-EX Breeding 豬隻育種公司的負責人，Holger Bø gebjerg Sø rensen 介紹
該公司與丹麥種豬場的業務概況；討論丹麥種豬產業發展現況與種豬業者面對歐
盟動物福祉要求所面臨的挑戰。
比較起來，丹麥肉豬的價格並不高，每公斤約 9 元人民幣，對應於中國大陸
的 14.5 元人民幣，但因為繁殖效率高，受到國際市場歡迎。Holger Bø gebjerg
Sø rensen 原來是一家大養豬場的老闆，後來把豬場賣掉，開育種公司銷售種豬。
丹麥的豬場老闆一旦把豬場賣給別人，以後都不會再回到豬場。因為開設育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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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給他們帶來很大的獲利，包括該公司的第二號人物 Elsemaria Andersen，原
來也是開設豬場的老闆，如今與她先生一起在同一家公司上班。PROC-EX
Breeding 豬隻育種公司總部在 Kodling，距離哥本哈根兩個半小時。我們談完
後即搭車至 Kodling，準備參訪養豬場。

PROC-EX Breeding 總裁:

PROC-EX Breeding 巡迴豬場車

Holger Bøgebjerg Sørensen
(四) Lindholm 種豬場
一大早 Elsemaria Andersen 到旅館，接我去參訪一個距離 Kodling 約 1
小時車程， 1,200 頭母豬的 Lindholm 種豬場，了解丹麥種豬場的日常運作、
動物福祉監督單位的現場評核工作、牧場管理狀況、以及生產者面臨歐盟動物福
祉的態度與因應的措施。
Lindholm 種豬場是一個 SPF 豬場，由一個專業經理人管理，飼養藍瑞斯、
約克夏及杜洛克純種豬，及 LY 兩品種雜交母豬。每周固定送豬隻到地區性能檢
定站參加性能檢定；場內每個月也固定會有技師來做測背脂厚度與腰眼深度，收
到性能檢定報表在做選種工作。種豬銷售給其他肉豬生產場或出口。
在動物福祉方面，依據歐盟標準，懷孕母豬除了懷孕的四周外，飼養在群
養寬鬆欄舍，哺乳母豬養在一個八字型可調整固定架的分娩欄母豬欄，給予小麥
桿作為纖維日糧、給予木柱(丹麥動物福祉規定，提供豬隻咀嚼操弄的器具，必
須是天然材質)供玩耍咀嚼，豐富化環境。場內定期會有人來做稽核。豬場電腦
化管理。同時該場也有一個相當不錯的醫院欄舍，飼養生病的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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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holm SPF 種豬場
Lindholm 場的工人是來自烏克蘭與突尼西亞的外籍勞工，經詢問方知目前
丹麥豬場的工人幾乎都是外籍勞工，他們的薪水有的低於丹麥勞工，有的則一樣，
看他們可以提供的工作能力與效率而定。丹麥人一周工作 37 小時，各行各業都
一樣，勞工週六、週日都不工作；因此老闆周末要來照顧豬隻，這點與勤奮的台
灣人不同，但他們要做的工作比台灣豬場要多，所以工作的安排與管理人的素質
很重要。

Elsmaria Andersen

Lindholm 種豬場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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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配母豬欄

待配母豬欄

分娩舍

分娩欄

保育舍

檢定生長舍與木製操弄器材

Hospital pen

供咀嚼的小麥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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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Nykobinengmors 商用離乳仔豬生產場
隔 日 清 晨 ， Elsemaria Andersen 到 旅 館 ， 接 我 去 參 訪 一 個 位 於
Nykobinengmors，距離 Kodling 約 3.5 小時車程的一個 920 頭母豬的生產離
乳仔豬豬場。了解丹麥商用豬場豬場的日常運作、動物福祉監督單位的現場評核
工作、牧場管理狀況、以及生產者面臨歐盟動物福祉的態度與因應的措施。
去 Nykobinengmors 的路上，兩旁種的都是大麥，與美國中西部兩旁種的
玉米有很大的不同。丹麥豬隻飼養主要以大麥做為熱量的來源，再由其他國家進
口大豆粕做為動物性蛋白質的來源。
Nykobinengmors 豬場是由一對兄弟共同擁有，他們都去上了專業學校取
得經營農場的資格。該場建於 1996 年，飼養 920 母豬(LY 與 YL)，他們同時還
有五家肉豬場，該場 920 頭母豬，每年生產 3 萬頭 25-30 kg LYD 離乳小豬，除
了出售外，就送到那五家肉豬場飼養到上市。他們不自行培育母豬，由 Elsemaria
的說法，似乎丹麥也有場自行培育種母豬，但這個場 40-50 頭母豬一批次，每
月定期與簽約種豬場購買 120 頭 60 kg 女豬，6 頭 1 欄群養 10 週，看發情，240
日齡配種，以超音波驗孕成功後，移至懷孕舍。以杜洛克公豬精液(來自地方公
豬精液供應中心)做人工授精，該場只有幾頭試情公豬。
該場人力資源平日為 4 位羅馬尼亞人，其中一對夫婦，月薪與丹麥勞工同
(27,000 DKK)，周末是老闆再加一名幫手。這個場的生產效率相當高，也是該公
司經理特別推薦我要參觀的一個豬場，每年每頭母豬離乳頭數是 32 頭(表 4)。
該場懷孕母豬飼養方式亦為丹麥一般方式，亦即符合歐盟標準的豬場。懷孕母豬
採用寬鬆群養欄舍。生產的 25 kg 離乳仔豬除供外銷外，運送至自其兄經營的 5
家肉豬場肥育上市(屠宰場)。
表 5. Nykobinengmors 豬場生產資料
期間

280316

291212

290612

210612

210612

280613

270313

281212

280912

280613

母豬頭數

927

897

888

918

908

更新女豬

128

139

154

171

128

出生頭數 年/頭母豬

34.1

29.7

31.3

32.8

32.0

離乳頭數 年/頭母豬

32.9

30.8

31.3

31.9

31.8

肉豬生產頭數

8063

6484

6935

8253

29735

胎數/年

2.41

2.32

2.32

2.36

2.35

離乳仔豬重, kg

6.0

6.0

6.0

6.1

6.0

分娩率

86.3

83.1

86.9

86.4

85.7

非生產日數, d

9

12

12

13

12

18

保育舍以木柱供咀嚼玩耍

循環保溫的遮蓋

群養懷孕舍(自動個別餵飼欄)

可調整的哺育母豬欄

可供母豬採食咀嚼的高纖維乾草料

群養懷孕舍(自動個別餵飼欄)

分娩記錄卡

電腦生產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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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育母豬欄木製玩具

懷孕欄內設置的木頭玩具

懷孕舍高纖維草料飼餵設備

懷孕欄

與場主人及 Elsemaria 合影

高纖維草料

走廊

配置飼料倉庫

20

丹麥鄉間小路

兩旁的大麥田

接近豬場

接近豬場

Nykobinengmors

商用離乳仔豬生產場

丹麥鄉間小路

離乳仔豬生產場

21

(六) 丹麥肉品貿易學院(Ms. Karen Wahlgreen)
10月3日清晨離開了 Kodling，搭丹麥國鐵到達 Roskilde參訪丹麥肉品交
易學院。丹麥肉品貿易學院創建於1964 年，目的在訓練屠宰分切場工作人員的
技術，提供肉品產業需求的技術人才；此後學院逐漸產生其他有關於一般食品及
服務業的教育課程。至今，仍為丹麥唯一一所訓練肉品加工與生產的學校，訓練
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教育成為屠宰技術人員、分切人員、廚師、肉品銷售員、烘
培師以及品酒師。每位學員訓練時間為3.5 年，這期間也會有機會在企業以學徒
的身分工作。
拜會市場發展顧問Ms. Karen Wahlgreen, 介紹DFTC的業務與發展現況；
並參觀DFTC訓練設施以及販售商店的各項訓練設備，現有設備每天能屠宰400
頭豬的屠宰場，設有預冷室、分切、去骨和加工廠設備，同時還附設有一個200
平方公尺的大型肉店，供作學生練習用。參訪丹麥肉品交易學院時，正遇到一班
30位匈牙利年輕人在上課，Peter老師很親切的示範分切課程。這裡參訪的人絡
繹不絕，今年台灣來的就有好幾批，此地的屠宰過程，很特別，發現在屠宰的過
程，他們已經為一種脆皮烤豬肉的食物(Flæ skesteg)預做準備，包括大火烤、切
割紋路，之後到超級市場看到陳列的豬肉，就知道如何做成的。Ms. Karen
Wahlgreen還特別影印了Flæ skesteg的食譜給我，讓我以後可以自己做。但在
丹麥的超級市場裡，處處可見這種已經在屠宰場切割好紋路的豬肉，這應該已是
丹麥家庭的家常菜餚。
(http://www.mnordic.com/wp-content/uploads/2012/06/32.jpg)

超級市場內有燒烤痕跡與切割紋路的

超級市場內的熟食Flæ skesteg

豬肉
這裡採行人道屠宰，以 CO2 昏迷再行穿刺放血。豬肉計價是以瘦肉率，每
頭豬出場時，都會刺青代表該豬場，之後結果送到該豬場，所以屠體性能的改進
很快。記得民國 68-70 年，台糖公司進口了 3,000 頭丹麥種豬，那時，他們的
屠體性能紀錄就比我們今天完整了。參訪時看到一位資深分切師父，對一個半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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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看了足足有 10 分鐘之久，才下刀分切，也許在丹麥豬隻分切就是一種工藝，
值得用一生去投入、學習。
丹麥肉品貿易學院附設一個肉品專賣店，讓在這裡受訓的學員，可以得到
完整的肉品訓練，從屠宰、分切、加工、包裝及銷售。肉品店出售各類新鮮、熟
食及加工製品，他們特別讓我品嘗了 Flæ skesteg，確實美味。此外，陪伴豬肉
的麵包及酒，這裡都有銷售，學員也有品評酒類的訓練。消費者來此購買商品的
人不少，整個店都很熱鬧。

Ms. Karen Wahlgreen

分切師傅 Peter

瘦肉率測定計價

切割 Flæ skesteg 紋路

Flæ skesteg

Flæ skest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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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體上均有各場刺青代號

肉品分切班上課

各式肉類加工品

肉品專賣店

也販售牛肉

Flæ skesteg

肉品專賣店的酒

肉品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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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參訪超級市場調查友善畜牧產品標章現場施行情形
在丹麥研習期間，經過大、小超級市場，都會進去看一看，肉品的標章與
價格。丹麥的小型超級市場常見的是NETTO, Bilka；7-11到處都是，但賣得多是
熟食；比較大的則是Fakta，會開在大型百貨公司內。另外，也去過哥本哈根火
車站附近的Rema1000，挪威的聯鎖品牌。
丹麥目前約有7%的土地做為有機農產品生產，政府希望在2020年時，達到
15%。目前丹麥豬肉生產1%是有機生產的(Organic produced)，一般畜產品並
沒有特別的標章，有機生產則有共同標示。丹麥兩大豬隻屠宰公司分別為Danish
Crown與Tican。Crown的子公司Friland屠宰公司，主要屠宰有機豬肉，市場也
會看到這些標示。依據2010年11月丹麥的農業報紙Effektivt Landbrug指稱，有
機生產的豬肉比傳統方法生產的每公斤可增加3.76 DKK的收益，同時Friland屠
宰公司對有機豬肉前景看好，認為未來收益可以翻倍。有機生產的共同標示為：

市面上可看到的雞蛋產品標示如下：

Ｏmega-3蛋

每顆2.98 DKK

有機雞蛋 每顆4.16 DKK

自由放養雞蛋

一般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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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顆2.98 DKK

每顆1.53 DKK

自由放養雞蛋 每顆3.92 DKK

有機雞蛋

每顆6.62 DKK

市面上可看到的豬肉產品標示如下：

有機豬肉（五花肉切片）

有機豬肉（豬排肉）

107.5 DKK/kg

151.25 DKK/kg

有機豬肉（里肌大排肉）

丹麥豬肉

161.25 DKK/kg

中段里肌

100.00 DKK/kg

丹麥豬肉 中段帶皮里肌

100%丹麥豬肉

85.90 DKK/kg

59.90, 72.60, 62.25 DKK/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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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豬肉

肋排肉 49.90 DKK/kg

中段帶皮里肌 61.01 DKK/kg

有機豬肉（五花肉）

丹麥豬肉 五花肉 73.36 DKK/kg

有機豬肉

丹麥豬肉 小里肌 79.90 DKK/kg

豬絞肉 68.50 DKK/kg
豬排肉 59.50 DKK/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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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可看到的畜產品標示如下：

有機Cheese

有機牛奶

有機泡沫奶

一般牛肉

路邊雜貨店的雞蛋

Ham

有機牛肉

有機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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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丹麥動物福祉法規
丹麥豬隻的動物福祉建構於歐盟的立法、丹麥的立法以及產業自主的發動。
1991 年丹麥動物福利法(The Animal Welfare Act)規定了包括豬在內的所有動
物必須妥善的安置與照料，但並未列出所有的細節。兩個專門委員會：動物倫理
委員會與動物福祉委員會對司法部提出關於動物福利問題的建議。歐盟的法規
(91/630/EEC)則提出較詳細的規定。丹麥動物福利法支持遵守歐盟政策，並且
提 供 進 一 步 的 福 祉 實 務 架 構 。 1995 年 丹 麥 品 質 保 證 (DANISH Quality
Guarantee)計畫啟動，提供丹麥豬隻產業相關工作之標準作業文件。
Act No. 404/1998 規定 1999 年 1 月以後新建母豬畜舍規定生效；2001 年
7 月 1 日以後，新建仔豬與生長肥育豬畜舍規定生效(Act No. 104/2000)，這包
括了仔豬、配種與肥育舍。依據 2001 年兩個歐盟指令，2003 年 5 月 15 日以
後，新的法規生效，包括：懷孕母豬寬鬆豬舍新的空間需求、母豬與女豬寬鬆豬
舍的地面需求、所有母豬與女豬高纖維草料的提供、所有仔豬與肥育豬操弄材料
的持續供應。2005 年 1 月 1 日疾病欄的設定成為必需條件。Act No. 173/2001
則規定了戶外養豬的條件。
關於一些例行工作包括：剪尾、磨齒及去勢分別在 2003 年公布施行(No.
323/2003)，這些規定也都基於歐盟法規。例如早年豬場爆發咬尾(tail biting)
是傳統豬場將出生仔豬例行剪尾工作的原因。目前丹麥的研究已經找到防止豬隻
咬尾的策略。包括：畜舍溫度的調整、畜舍的設計、拱土的材料、提供高纖維飼
料供咀嚼以及提供操弄的材料，都是避免咬尾的方法。其他還包括飼料的成分以
及識別出較有侵略行為的豬。2005 年丹麥豬隻研究中心發行一本如何預防及管
理豬隻咬尾的手冊。
2011 年 1 月 1 日規定了仔豬去勢止痛的需求(No. 1471/2010)；以及疾病
欄的設定生效。丹麥的獸醫服務(Danish Veterinary Service)負責確認生產者符
合福祉與其他相關法規。
丹麥在各項福祉法規訂定前，相關的研究都持續在進行，提供足夠的證據說
服生產者，也協助生產者解決面臨的問題。相關的研究單位包括丹麥動物福祉中
心(The Danish Centre for Animal Welfare, DCAW)，該中心隸屬於丹麥獸醫與
食品管理局(Danish Veterinary and Food Administration, DVFA)，創立於
2010 年，任務是整合專家學者進行動物福祉相關研究計畫，並傳播相關的資料
與訊息給各相關產業以及消費者。研究機構包括：丹麥哥本哈根大學與歐胡斯大
學。DCAW 目標在改善丹麥的動物福祉，其工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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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集當局研究的知識與活動資訊，以及產業的資料，記錄丹麥動物福祉
的狀態；
2. 比較丹麥與其他歐盟國家動物福祉的狀況；
3. 與相關利益團體溝通動物福利知識，經由
-- 開設年度研討會
-- 年度動物福祉報告
-- DVFA 網站(www.fvst.dk)
4. 啟動研究計畫，解決動物福祉相關問題。
2010 年度研討會主題為：福祉評估與福祉管控，2011 年度主題為：市場驅動
的動物福祉。2010 至 2012 年 DCAW 共有 19 個研究計畫進行，這些計畫的主
題架構包括：
1.動物福祉架構：動物福祉狀態及指數的發展
2.動物福祉控管的改進
3.丹麥動物福祉的改進
4. 動物福祉經濟學
5. 動物福祉測量方法
6.疾病、死亡率及動物福祉
7. 動物福祉的溝通
8.疾病與受傷動物的處理
9. 動物福祉與運輸
10.家畜生產的動物福祉
DCAW2010-2012 進行的研究計畫列在附件 1，做為台灣啟動動物福祉研究
計畫的參考。附件二則摘錄丹麥的動物福祉手冊，列出 2010 年動物福祉視察的
結果。
七、 結果與討論
有鑒於動物福祉已經成為普世的價值，台灣的豬隻生產需要面對此一趨勢
而發展出屬於本地的動物福祉政策與場內動物福祉評估方法。丹麥是一個豬隻生
產發達的國家，幾十年來豬隻性能與產業發展都能與時俱進。身為歐盟國家的重
要分子，丹麥豬隻產業在維持競爭力與面對動物福祉規範的各項因應措施及轉型
之間發生的問題與解決的辦法，可做為台灣研擬因應相關措施的參考。
本計畫於 9 月 24 日至 10 月 5 日赴丹麥哥本哈根地區訪問有關豬隻生產及
動物福利議題相關研究團隊，參訪與研習單位包括：丹麥食物與農業委員會、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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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 研 究 中 心 、 哥 本 哈 根 大 學 、 PROC-Ex 育 種 公 司 、 Lindholm 種 豬 場 ,
Nykobinengmors 商用豬場, 以及丹麥肉品貿易學院。足跡從哥本哈根至
Kolding 至北部的 Nykobing。
在與丹麥食物與農業委員會、豬隻研究中心的專家討論中，談到丹麥的豬場
大多自有，但與全國系統整合在一起，所有豬群都採用 DanVal 的育種制度，也
都經由 DanAvl 下的 12 個豬隻育種公司行銷其種豬；豬場與屠宰及加工作業者
合作，這些單位是一體的，共同確認問題與解決辦法；共同撥出經費，聯合研究
發展解決問題；同時也應用共同的經費，聯合一起進行市場研究與行銷活動。這
一點應該是丹麥國家養豬產業成功的最大因素。豬隻生產者付費給協會，協會協
助生產者轉型，指導面對歐盟在動物福祉的種種規範，整個國家的豬群一起成
長。
參訪中也發現，丹麥豬隻的動物福祉政策架構在歐盟法規之上但有相當的彈
性。一般生產、英國福利生產及有機生產不同層級的生產制度，設計不同的福祉
規範；同時，因應不同的肉豬市場，在符合歐盟規定下設定福祉規範，當發現窒
礙難行時，大家共同討論，或者延後或者進行更多的研究。丹麥豬隻生產者挹注
的經費，足夠支持動物福祉相關研究。豬隻生產徵收相關費用，充足的經費，讓
丹麥在 2012 年投入 3 千萬 DKK 從事動物福祉相關研究。
丹麥豬隻動物福祉政策的另一個發現是，丹麥不走偏鋒，而是尋找可執行且
符合動物福祉要項的工作去執行，並列為其福祉政策之一。例如：歐盟在豬隻操
弄材料的要求是塑膠與金屬鍊，而丹麥則規定自然產物加拱土材料，在參訪的豬
場，每個欄舍都有以鐵鍊綁著木頭的物品，供豬隻玩耍。台灣包括台大牧場的李
宋豬、台東種畜場的蘭嶼豬，都是採用鐵鍊做為操弄的材料；有些民間豬場放置
空的沙拉油塑膠桶，建議這些都改成自然的材料，台灣也應更花些心思，思索怎
樣的材料對台灣豬群是最適合的。
在參訪豬場的過程中，對其友善的畜舍設計有很深的印象，例如：分娩欄
的高度只有約 40 cm 高，使人與豬之間更加親近；分娩固定架是活動的八字形，
因此可視母豬的體型大小而加以調整。訪談中，了解丹麥的畜舍從狹欄之後，已
更改了 2-3 次，目前的懷孕群養母豬舍，他們仍不十分滿意，也認為台灣可以直
接學習他門新的畜舍建築，而他們在這方面已付出相當大的費用。反觀台灣目前
畜舍大多老舊，地面斑駁、欄杆鏽蝕，缺乏經費修理，更無法更新，如此對豬隻
動物福祉是有傷害的，當務之急是鼓勵新式、符合動物福祉畜舍的修建與興建。
動物福祉是多面向的，在參訪過程中，他們也建議我找一個可以去執行的
點，開始進行福祉的研究。可行的例如：剪尾，歐盟規定剪尾是受到限制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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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執行，需在出生後 7 天之內。丹麥的法規則為出生後 2-4 天內進行，也只能
剪一半；隔壁的瑞典，豬隻不剪尾已經很久了，甚至在瑞典的肉品標誌上都有一
個尾巴的標示，象徵不剪尾的福祉行為。事實上，即使剪尾都可能還是有咬尾的
現象，他們建議先到屠宰場做大型的調查，設定評分的方式，在進行相關實驗，
找出一個可行的方法，訂出台灣的規定。如果經費許可，希望相關的研究可以進
行，也算踏出豬隻福祉研究的第一步。
丹麥的動物福祉中心創立於 2010 年，主要任務是整合專家學者進行動物福
祉相關研究計畫，並傳播相關的資料與訊息給各相關產業以及消費者。在市場上
與一般消費者討論，並未對動物福祉產品有較高的自覺；有機畜產品明顯價格較
高，但目前感覺不到有較高的利潤。基本上，丹麥豬隻的動物福祉是在符合歐盟
要求的規範下，增加屬於丹麥特色的福祉規定，同時教育豬隻生產者，一步一步
達到歐盟的要求。例如：2012 年夏天的調查，尚有 20%的豬場，懷孕母豬飼養
在狹欄，到 2013 年１月，所有的懷孕母豬都飼養在不同型式的群養豬舍，除了
懷孕初期的 35 天外，達到歐盟的要求。在這樣的過程中，無法達到要求的豬場，
都逐漸離開這個產業，但留在產業的生產者都有強大的競爭力。丹麥預估未來豬
場場數持續減少，生產頭數持續上升。丹麥豬隻生產者的雄心壯志，與各相關單
位的協助，支持他們到世界各國攻城掠地。
參訪過程中覺得農民很平靜，他們了解如果想要繼續在這個產業，他們必
須跟上腳步，與其他的夥伴一起前進；否則他們就離開這個產業，把豬場販售給
想要繼續經營的人，而不再回頭。丹麥經營豬場也面臨人力不足的問題，參訪的
兩個豬場，除了專業經理人與場長之外，所用的員工都是東歐的烏克蘭人或突尼
西亞人，他們的薪資略低於丹麥人的基本工資，但如果做得不錯的，比如其中一
對烏克蘭來的夫婦，每人就提供了基本的薪資每月約 27,000 DKK，老闆尚要提
供膳宿、水電費與稅金，每週同樣工作 37 hr。
丹麥是一個非常國際化也非常務實的國家，因為被評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國
家，國民對此也相當的驕傲。丹麥的育種公司極力推崇他們的種豬，對於曾是養
豬王國台灣的一分子，不無感傷。台灣豬隻生產在 1990 年以後，已漸漸失去優
勢，內銷為主的市場，缺乏向上的動力，豬隻育種工作不進則退，沒有效率的生
產，在面對世界穀物價格的上漲，國內豬肉價格的遲滯不前，只有自怨自艾。事
實上，台灣豬場規模在 200 頭以下的約占 50%，這些豬場停留在後院的經營方
式，缺乏競爭力。台灣豬隻生產的主力仍應放在具有競爭力的豬場，訂定並執行
符合台灣的動物福祉規範，提升經營效率，遺傳改進豬群性能，如此，台灣的豬
隻生產才能得以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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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丹麥的學習行程除了看到實際豬場的運作，與專家學者會談交換意
見，工作聯繫，更是一個相當寶貴的經驗。台灣學者應更踴躍與國際接軌，交換
不同的經驗，讓國內動物福祉系統的導入更加順利，邁向文明國家。明年 2014
年九月在法國舉辦的國際動物福祉評估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Assessment of Animal Welfare at Farm and Group Level)，希望台灣動物福祉
的學者們不要缺席。

八、檢討與建議
(一)丹麥豬隻的動物福祉現況
丹麥豬隻的動物福祉架構在歐盟的法規之上，歐盟的相關法規如下：
1. 2013 年 1 月起所有懷孕母豬必須群養，除了配種後的 35 天；
2. 不同類別的豬隻有不同的空間需求；
3. 仔豬離乳日齡不得低於 21 天；
4. 動物運輸的一般規則；
5. 屠宰福祉的一般規則；
6. 剪尾是被限制的，需在出生後 7 天之內執行。
丹麥訂定的法規如下：
1. 1999 年 1 月之後興建或改建的豬場，懷孕母豬必須群養；
2. 做為豬隻拱土的物質必須是自然的材料，例如：木頭、乾草或是碎屑；
3. 2000 年 1 月起，所有新豬場 20 kg 以上豬隻必需有淋浴設備；
4. 地面必須是實心或是排水地面；
5. 不得剪齒；
6. 剪尾是被限制的，需在出生後 2-4 天之內執行，且只能剪掉 1/2；
7. 必須有特製的醫院欄；
8. 必須有仔豬覆蓋教槽區的設計；
9. 5%的豬舍要接受當局未經通報的檢查，確認是否符合福祉的規範。
在歐盟與丹麥法規之下，丹麥一般豬隻產業的標準與規定是：
1. 所有豬場需接受至少每 3 年一次的獨立單位的稽核；
2. 公仔豬去勢需在出生後 7 日內，7 日以上的去勢需要麻醉；
3. 運輸及運輸車輛裝備的特別需求；
4. 離乳日齡平均 3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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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丹麥豬隻的動物福祉現況可以下表表示：
項目

丹麥豬隻福祉現況

懷孕母豬舍

所有懷孕母豬必須群養，除了配種後的 35 天

哺乳母豬舍

設有八字形活動式固定架

去勢

出生後 7 日內，7 日以上的去勢需要麻醉
2018 年歐盟國家規定禁止去勢，丹麥設定相同時程。

剪齒

不剪齒

剪尾

出生後 2-4 天之內執行，且只能剪掉 1/2

離乳日齡

平均 32 天

拱土物質

自然的材料，例如：木頭、乾草或是碎屑

醫院欄

必備

環境豐富化

高纖草料(小麥稈等)

屠宰

屠宰福祉的一般規則

運輸

運輸及運輸車輛裝備的特別需求

稽核

至少每 3 年一次的獨立單位的稽核

(二) 丹麥豬隻生產策略
丹麥目前有 4000 個豬隻生產者提供種源、離乳仔豬、肉品，由 12 家育種公
司負責國內外的行銷。現今他們的外銷市場主力在歐盟，尤其是德國的離乳仔豬
市場、中國大陸、蘇聯。目前蘇聯擴大養豬，種豬 90%來自丹麥。豬隻生產者
的企圖心非常大，他們付錢給丹麥農業與食品委員會(Danish Agriculture and
Food Council, DAFC)，支撐豬隻研究中心(Pig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協助
生產者提高生產效率以及面對歐盟國家設立的動物福祉規範。世界各國包括美國、
歐盟其他國家，到丹麥取經的人為數眾多，但能真正模仿成功的國家估計不多。
主要的原因也在於數年來他們已經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制度，大家各司其職，彼此
也非常信任，政府訂定制度，過嚴或不合市場要求時，協會會出來做緩衝，拿出
更多的經費給研究人員做相關研究，例如：仔公豬去勢的問題。待問題得到答案
或建立制度後，再輔導產業進行，因此參訪過程中，並未感到生產者有何不滿意
的地方。

(三)豬隻動物福祉
丹麥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國家，也造就他們的豬隻銷售到全世界，因應它們
的銷售對象，在歐盟福祉規範下，非常有彈性的訂定不同的規範。台灣應學習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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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養豬產業的彈性與力爭上游的決心，在提升生產效率同時，也要訂定不同場內
福祉評估標準並在這方面予以輔導。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包括：
1. 找出可以做為動物福祉指標的利基點開始進行研究，逐步趕上國際的腳步。
例如：研究剪尾做為台灣動物福指指標的可行性，先到屠宰場做大型剪尾與尾部
受傷情形的調查，設定評分的方式，在進行相關實驗，找出一個可行的方法，訂
出台灣的福祉指標。
2. 國內畜舍大多老舊，政府要鼓勵新式、符合動物福祉畜舍的修建與新建。
丹麥政府因應歐盟指令，在 1999 年 1 月之後興建或改建的豬場，懷孕母豬舍必
須是寬鬆的群養豬舍，經過 13 年的努力，終於達到歐盟的要求，全面進入懷孕
母豬群養，除了懷孕初期的 35 天之外。未來國際對經濟動物福祉的要求，只會
日益增加。我們要早做準備，養豬產業才有永續可能。我們可以找到幾家願意做
的中小型豬場，由研究人員補助與輔導其建立現代化符合動物福祉的豬舍，發展
適合台灣的育種與生產管理模式，可提升生產效率，也提升動物福祉水準。本模
式未來也可提供給其他有意願的豬場修建，逐步淘汰老舊豬場，政府可以宣誓，
2030 年台灣母豬懷孕期都在群養欄，或其他相等福祉指標，重建台灣豬隻育種
與生產競爭力的信心。
(四) 場內福祉評估標準的建立
丹麥豬隻生產福祉標準，主要分成一般丹麥生產制度、英國福利生產制度
以及有機生產制度，目前英國福利制度佔15%、有機生產佔1%。不同的生產制
度各自訂定不同層級的福祉標準。台灣現階段大部分肉品無法外銷，但是未來如
果有機會突破，部分豬場的肉品或種源可以外銷，那就有必要因應市場訂定不同
層級的福祉標準，並對生產者予以輔導。台灣在農委會指導下，民國96年即成
立經濟動物福祉研究團隊，與其他國家一樣，進行相關文獻、法規及實務報告的
研讀；豬場現況調查以及辦理研討會等。現階段應該立即去做的是訂定一般豬場
的福祉評估標準，大方向的訂定，並開始進行生產者教育。
(五)動物福祉產品標示與消費者教育
當消費者不關切動物的福祉時，對生產者的道德訴求力量相對薄弱，也就
不容易執行。丹麥的市場看到比較多的是有機標章，他們也估計未來有機的比例
會提高。消費者需要了解，並且識別動物福祉的產品，因此，友善畜牧產品的標
示相形重要，目前國內消費者對畜產品安全衛生的要求與日俱增，未來可教育消
費者正確的畜產品消費概念並引導消費者重視動物福祉，進一步對動物福祉產品
產生需求，同步鼓勵生產者生產動物福祉的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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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DCAW2010-2012 年進行的研究計畫
2010 年
計畫題目

計畫目的

執行單位

資料庫建立-評估動物福

以動物福祉評估相關的資料，

Copenhagen

祉的依據

建立丹麥動物福祉資料庫，並

University and

以定性方法評估動物福祉評估

DCAW

的適合情形。
應用現有資料庫及效率

應用現有資料庫的資料，及來

管控資料，識別母豬群的 自畜主的補充資料，以基於風
福祉問題。

Aarhus
University

險的方法識別母豬的福祉問
題。

應用例行的磨角資料預

例行磨角時做的檢驗做為乳牛

Aarhus

測乳牛整體的福祉水準

整體的福祉水準的指標。

University

表面溫度做為豬隻福祉

檢測體表溫度計數的評估，做

Aarhus

的指標

為豬隻福祉的指標。

University

肉雞的足墊炎：改善動物 建 立 對 控 管 肉 雞 足 墊 炎 的 規 Copenhagen
福祉策略的例子

章；識別目前現場控管規章可能 University
的修正因子，以降低未來肉雞足
墊炎的發生。

識別肉雞致昏、屠宰相關 檢查丹麥肉雞屠宰場的動物福 DCAW
的動物福利問題

祉 現 況 與 問 題 ， 提 供 與 No.
1099/2009 指令規定肉雞刺殺
的福祉達成程度，此為 2013 年
將執行的規定。

動物福祉的自我偵查計

找出場內成功施行自我偵查計 Copenhagen

畫

畫可能發生的障礙，例如：何種 University
程度的認知、知識、結構及文化
的狀況，造成建置場內成功施行
自我偵查動物福祉的問題。本計
畫目的也在確認動物福祉場內
自我偵查計畫可能對消費者於
畜產品信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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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計畫題目

計畫目的

執行單位

經濟與場內動物福祉的

記錄優良動物福祉在在個別牧

Copenhagen

關聯

場的財務利益-也可能是一種障 University
礙。本計畫也會提供更多的知
識，在改善不同狀況的動物福
祉，而不損害盈利與競爭力所
需要的成本。

驗證、品質保證及豬群福 發展一個可以用來計算敏感度

Copenhagen

祉記錄的未來保證

University

與特定畜群福祉檢查者無需完
美參考資料的系統

丹麥肉雞跛腳與足墊炎

找出丹麥肉雞發生足墊炎的主

Copenhagen

福祉的經濟狀況

要因子，建立肉雞福祉與生產

University

經濟的關聯狀況
母牛由運輸到屠宰的福

1. 評估運輸是否造成母牛的跛

Aarhus

祉與法規

腳情形；2. 評估運輸是否造成

University

母牛輕微跛腳至跛腳情形；3.
識別運輸中造成母牛跛腳的因
子。
戶外飼養母豬的跛腳問

丹麥戶外飼養母豬跛行與腿部

Aarhus

題

疾病發生率的量化，並識別重

University

要的風險因子，提出預防與處
理戶外飼養母豬跛行與腿部疾
病的措施。
依據當局福祉檢查者基

檢查不論是使用現存資料庫，

Aarhus

於風險的識別豬群的福

或由畜主補充資料(效率控管資

University

祉問題

料)，它可能形成一個基於風險
的識別豬群福祉問題，其畜主
與當局定期的檢查員有關聯時
將受到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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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計畫題目

計畫目的

執行單位

乳牛疼痛評分量表

定義乳牛疼痛的指標參數及是當

Copenhagen

定義一個新的疼痛量表供獸醫、福 University
祉檢查員及畜主使用。理想情況
下，疼痛的的量表可區分成 3 個等
級：(1)母牛疼痛，(2)母牛罹患高
熱、酮病或其他疾病；(3)母牛同時
忍受疼痛與疾病。
在牛群動物福利和疾病

本計畫為評估有形的和實用的解

Copenhagen

控制之間的兩難

決方案，針對產犢，犢牛管理和畜 University
舍有關動物福祉和疾病控制受感
染牛群的效果。這些包括評估不論
是否因必要允許分別與相鄰的小
牛、及母牛與仔牛間的接觸。且必
須允許控制沙門氏菌和副結核病。

黃卡系統統是否降低了

檢查抗生素的使用是否降低豬群

Copenhagen

動物福祉?

動物福祉的狀態。

University

母牛復原了嗎?乳牛從乳

提供以下新的知識：(1)復原期緊迫 Aarhus

房炎復原後的行為與福

的經驗，及(2)母牛/乳質的臨床狀

祉。

態反映出動物行為與福祉的變

University

化。這個知識有益於未來評估疾病
乳牛的特殊需求，及是否適合繼續
集約化的生產。
咬痕做為水貂福利指標

提供資訊對使用與應用咬痕做為

Aarhus

的穩定性與有效性

水貂福利指標的限制，以及咬痕與 University
其他用於水貂福指指標的相關。

運輸的適應性—赫而尼

調查當豬隻罹患陰囊赫而尼亞、臍 Aarhus

亞與咬尾的豬適合運輸

部赫而尼亞及咬尾時運輸的福祉

嗎?

狀態。研究結果將做為屠宰豬隻運
輸適應性評估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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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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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0 年丹麥動物福址手冊(摘錄)

動物福祉的
官方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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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控管 – 丹麥的動物福祉2010

福祉控管每年至少會檢查5%的牧群，每群抽出至少10隻動物（包含馬）來視察。這些視察以往是由
當地獸醫和食品管理局的獸醫人員來負責，不過在2008年的會議中獸醫協議的結果，將視察的任務
交給了丹麥農漁業局，從2010年開始實行。丹麥獸醫和食品管理局將持續計劃和報告視察結果，並
承擔了獸醫視察的最終責任。
──丹麥獸醫和食品管理局

從地區獸醫和食品管理局到丹麥農漁業局的
責任轉移

誰要在2010年進行動物福祉視察？

2009年，丹麥食品、農業和漁業部安排了動物福
祉視察計劃的責任轉移，從地區獸醫和食品管理
局的獸醫人員轉移到丹麥農漁業局的視察人員
身上。在準備期間，丹麥農漁業局的視察人員學
習了如何進行福祉檢查，並將重點轉到如何辨識
並處理各別物種相關的公共福祉問題。

養殖場
在2010年的前六個月：由DVFA的獸醫人員負責，
只有丹麥所有的貂養殖場和Herning與Odense的
試驗區是由丹麥農漁業局的技術人員負責，有需
要再請醫官支援。

2010年下半年：由丹麥農漁業局的技術人員負
責，有需要再請醫官支援。

這些視察還包括了貂養殖場的柵欄、雞蛋的市場
標準、牛奶衛生和狩獵動物育種的標準，並將跨
合規控管轉移給農漁業局，因為這些視察將和動
物福祉視察或其他農漁業局要做的牧群視察一
起進行。

動物運輸檢查
由丹麥國家警察負責，並請DVFA獸醫工作小組
的獸醫專家支援。
配送中心與直接從養殖場出口的動物
DVFA的獸醫人員。

皮草動物的視察量在2010年大增，因為食品、農
業和漁業部決定在2010年對所有（100%）的皮草
動物牧場進行檢查。農漁業局在2010年一月負責
此任務。

屠宰場
由DVFA的獸醫人員負責，並請其他DVFA的技術
人員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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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會發出警告？
警告是一種要求對象要符合法規的指示。當養殖
戶需要澄清他是否違規時，當局會對他發出警
告。

何時會發出強制執行通知？
當狀況嚴重違反規定，當局判斷不是澄清規則就
可以處理時，會發出強制執行通知。當局會寄出
強制執行通知書，並在執行完成後進行後續視察
或是要求相關文件。從2009年7月起，當局就有權
根據動物福祉法對養殖戶提出強制執行通知。

至於其他動物的福祉檢查，則決定漸進地做轉移，並
於2010年的前六個月在Herning與Odense的獸醫控管
辦公室所負責的地區進行一項實驗計劃。在此期間，
農漁業局會負責這些區域的所有福祉視察，而當地獸
醫和食品管理局則會負責各自區域的視察（除了貂養
殖場）。從2010年七月一日開始，農漁業局就會開始
負責所有的動物福祉視察（見邊欄「誰要在2010年進
行動物福特視察？」）。

根據新的視察模式，農漁業局要負責挑選受檢的牧群。
如果農漁業局的視察員發現有狀況需要獸醫人員來
協助評估，視察員就要通知當地獸醫和食品管理局詳
細情況。依據情況的嚴重程度，在四到二十四小時內，
獸醫和食品管理局要安排獸醫人員去視察情況。

何時會向警方報案？
當對待動物的狀況出現重大疏失，如動物受到永
久性傷害或慢性疾病卻沒有移送到醫療欄也沒有
做處理、也沒有找獸醫檢查或及時撲殺時，當局
就會對警方報案。
有時候，雖然不是嚴重的對待動物疏失，當局也
會對警方提報。如果養殖戶沒有執行強制執行通
知所要求的事項，當局也會對警方提報。

農漁業局和獸醫和食品管理局會選出某些牧群，讓計
劃團隊去視察它們。這可能是為了，舉例而言，在視
察那些牧群動物福祉的同時，也進行一些獸醫藥品的
使用。

丹麥獸醫和食品管理局負責為這些選出牧群進行視
察和報告結果。丹麥獸醫和食品管理局還負責核對檢
查清單上獸醫相關的部分，以及是否有符合視察員的
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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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場的動物福祉控管：在2010年，至少有5%的牧群會被選出來檢查動物福祉控管，每次檢查至少十隻動物，包括
馬。在視察中，視察員會檢視整個牧群的狀況，以評估牠們是否有符合相關的動物福祉法。（圖片來源：Lars B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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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被選來做福祉控管的牧群

表三：2010年被選來視察的牧群
動物種類

2010

豬
牛
羊
山羊
馬
皮草動物*/***
肉雞**
巴達利籠中的蛋雞*
替代系統中的蛋雞**
鵝、鴨、火雞
總計

441
670
153
25
190
1626
50
64
50
8
3277

在2010年，DVFA引入了一項原則：被選來視察的牧群，
如果在視察過後不再存在，就必須找一個盡可能類似的
牧群來取代原先消失的牧群。
* 2010年對100%的養殖場都進行了視察。
** 每年都會選出50個養殖場。
*** 不需要準備替代牧群，因為所有的牧群都要進行視
察。

在2010年挑選牧群進行福祉視察的因素是根據可得的
相關牲畜數據。受視察的動物包括有牛、豬、馬、皮
草動物、鹿、羊、山羊、蛋雞、肉雞、鵝、鴨、火雞、
野禽和鴕鳥。對某些特定物種或牲畜群（像皮草動物
和巴伐利籠蛋雞）則是對整群動隻都進行了視察。

挑選牧群時會盡可能考慮其危險參數。在2010年一般
的選擇標準為：

曾違反動物保護法
– 牛

牲畜屠宰數據（將瘦弱的動物送去屠宰）
– 牛

養殖方法（有機牧群）
–
–
–
–
–
–

豬（有機和放養）
乳牛
羊
山羊
肉雞
貿易（codes 61, 69）

牧群大小
– 大型乳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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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大型豬群
小型羊群（十到二十隻）
小型山羊群（十到二十隻）
待宰豬隻（總計三百到五百隻）

對動物福祉控管的規劃

更詳細的選擇標準清單，可以查閱DVFA網站。

有時候會有些通過5%隨機視察的牧群同時也是
跨合規控管的對象。這意味著，該牧群已被證明
它在通過動物福祉視察的同時，也符合其他許多
法規，且獲得了農業援助的資格。這些法規包含
了關於標籤、傳染性疾病和醫療記錄的規定。

視察程序
視察通常不會事先通知，以取得最接近真實的牲
畜情況。有些養殖場的負責人不一定都會在，這
時就會通知負責人在48小時內會進行視察。不過，
只有當視察員來訪兩次以上都撲空的時候才會
這麼做。
如果養殖場負責人或是其代表不在場，就不會進
行視察。
在實際進行視察時，視察員會做自我介紹，並說
明視察的目的和範圍。牧場主或是其代表也會被
告知視察相關的法律基礎。
接著，視察員會對整個牧群進行視察，以評估是
否符合動物福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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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FA會盡可能選擇危險參數較高的養殖場來
進行視察，像是屠宰場的調查結果（牛）、養殖
戶自己控制的動物福祉（自我管理）的數據、抗
生素的使用率和死亡率。
– 丹麥農漁業局的視察員要對至少5%的養殖場
進行視察。
– 如果需要進行獸醫評估，視察員必須請DVFA
的獸醫人員前來協助。獸醫人員必須在二十四小
時內到達，狀況嚴重時必須在四小時內到達。
– 所謂的「50%控管」是指某些牧群會有高達50%
的機率被選為官方動物福祉控管的對象。會被選
為50％控管的對象包括違反動物福祉法、違反藥
物條例、不遵守抗生素使用限制或死亡率過高而
被罰款或判刑的養殖場。
– 所謂的「團隊模式」是指對目標養殖場同時進
行獸醫藥品與動物福祉的視察，或是目標養殖場
已被選為50%控管的對象。在使用團隊模式時，
來自當地獸醫和食品管理局的獸醫人員和來自
農漁業局的視察員會一起到訪。

丹麥的動物福祉2010 –官方控管

動物運輸檢查：警方在道路上進行隨機的動物運輸檢查。DVFA獸醫工作小組會協助警方並對動物的狀況進行評估。
（圖片來源：丹麥獸醫和食品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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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次視察的檢查清單和支援指示會事先準備好，
以確保所有問題都能檢查到且方式正確。在視察
結束時，牧場主會收到一份驗證文件，以證明已
經受過視察。

官方介入
視察結果可能會是一切良好。然而，如果有違反
任何規定，視察機構就會根據情況的嚴重程度進
行不同的處置。如果情況輕微，視察機構可能會
發出警告；而如果情況被認為有虐待動物，視察
機構就會發出強制執行通知書。嚴重的虐待動物
則會報警，而不會發出強制執行通知（見邊欄：
警告、強制執行通知與報警）。

對視察的監督
歐盟有個特殊的監察機構：食品和獸醫辦公室
（FVO）。FVO會定期檢查各會員國的控管系統
是否有能力去確保各地能夠符合歐盟法規，包括
動物福祉法。2010年11月，FVO在丹麥進行了動
物福祉的視察。在視察期間，三名FVO的代表從
丹麥司法部、丹麥獸醫和食品管理局和丹麥農漁
業局的代表那裡聽取了目前對歐盟法規的實際
和控管計劃。FVO也選了一些蛋雞場、養豬場和
兩個配送中心來審查實際的視察運作情形，也有
對以前的視察紀錄文件做了隨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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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需強制簽定獸醫諮詢合約？

牛 – 從2010年7月1日開始
當牛群在1月1日至少有：
– 100頭牛時
– 200頭青年牛時。
豬 – 從2010年7月1日開始
當豬群在1月1日至少有：
– 300隻母豬、女豬及公豬時
– 3,000隻待宰豬（屠宰重量至多30公斤）時
– 6,000隻離乳豬（7到30公斤）時
貂 – 從2011年4月1日
當貂群在7月1日至少有：
– 20隻成年母貂時
– 100隻幼獸時
當上述數量有任何一者超過時，養殖者就必須加
入獸醫諮詢服務合約。

丹麥的動物福祉2010 –官方控管

獸醫諮詢服務合約的要求內容*

– 養殖戶和獸醫要詳細觀察整個生產細節。
– 要有醫療和死亡率的紀錄。
– 獸醫要協助處理健康和生產問題，例如要檢查
高死亡率的原因和可能風險。
– 獸醫要協助處理抗生素耐藥性問題和人畜共
患病，例如說明藥品的管理方式和說明針對人畜
共患病的國家行動計劃。
– 獸醫要協助處理牧群的診斷和建議治療方
式。
– 獸醫要協助處理動物福祉問題，包括養殖戶的
自我控管程序，例如是否適合進行運輸或是說明
高淘汰率的原因。
* 包括選用模式。基本的獸醫諮詢服務合約模式
內含要素較少。詳情請參閱DVFA的網站。

養殖戶自行控管的動物福祉
– 養殖戶必須自行準備他們自己編制的自我管
理計畫。該計畫必須至少滿足已批准且和動物福
祉相關的行業準則。行業守則會設定對動物福祉
的最低要求。
– 動物福祉自我管理程序需要詳述整個流程，以
確保該養殖場的運作能符合動物福祉法。
– 執業獸醫師必須審核養殖戶的自我管理計畫，
這意味著獸醫必須在定期連絡或是參訪的時候
審查計畫中的各個元素。如果會出現福祉問題，
獸醫必須向養殖戶提供意見和可能的解決方
案。
– 從2011年開始，獸醫工作小組會負責監督由
400名執業獸醫師對各養殖場進行的自我管理計
畫的審核。

FVO在2011年5月6日的報告中，普遍認為丹麥對於養
殖動物和運輸動物的福祉控管系統運作得相當良好。
然而，FVO仍然對丹麥的控管程序提出了改善建議。
對於視察監督報告的細節已由FVO上傳到以下網址：
http://ec.europa.eu/food/fvo/ir_search_en.cfm

2010年開始的新視察要素
2010年7月1日，對牧群的獸醫諮詢服務合約的行政命
令開始生效，同時養殖戶自行檢查（自行控管）動物
福祉的行政命令也開始生效（見邊欄：「獸醫諮詢服
務合約的規定內容」、「自行控管動物福祉」、「何
時需強制簽定獸醫諮詢合約？」）。

獸醫諮詢服務合約的行政命令要求有大型牧群的養殖
者強制加入獸醫諮詢服務合約，該合約要求養殖者每
年讓執業獸醫師來參訪一定次數。諮詢參訪的次數取
決於簽定的協調類型。

根據養殖戶自行檢查（自行控管）動物福祉的行政命
令，養殖戶有責任要安排自己的控管程序，來確保能
符合動物福祉法。該命令要求養殖戶必須要對所有牧
群做好自我管理，並讓獸醫諮詢服務合約包含到牧群
的所有動物。執業獸醫師會幫已加入合約的養殖戶來
審核養殖戶的控管方式做的好不好，並會定時參訪養
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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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獸醫諮詢服務合約也會強制對貂生效。貂養
殖場的獸醫諮詢服務合約會在2011年4月1日生
效。

對於曾經有違規、獸醫藥使用偏差、高死亡率或
（在牛的情況下）屠宰場紀錄的養殖場，被選為
福祉視察對象的機率會提升到50%。這種做法是
2008年的議會獸醫協議討論的結果，並在2011年
秋季實施（見邊欄「對動物福祉控管的規劃」，
在第45頁）。

運輸過程中的動物福祉視察
因為許多不同的原因，動物會被運輸到各種地方。
例如將日齡雛雞從孵化場送到肉雞場、出口離乳
豬，或是將待宰牛隻送到屠宰場。這種運輸可能
在丹麥內也可能送到國外。

傳統養殖動物的運輸，佔了運輸的最大宗，不過
也有部分的馬也被運輸。對運輸中動物的保護是
基於歐盟運輸動物福祉條例，這條法律對每個歐
盟國家都適用。而丹麥司法部也對運輸中動物的
保護和牲畜運輸訓練頒布了次級法規。檢查道路
上的車輛是否符合這些法規，則是由丹麥國家警
察進行，且通常會有DVFA從旁協助。
運輸過程中的動物福祉視察：當地獸醫和食品管理局的
獸醫人員會負責確認是否符合動物運輸法規。這同時適
用於送動物去屠宰場和送動物出口。獸醫人員會就各項
因素去評估動物是否適合進行這趟旅程。
（圖片來源：Lars Bahl）

有關動物運輸規則的更多資訊，請參閱附錄2中
的相關法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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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中動物的視察程序

該條例有區分長程和短程。旅途在8小時以內的是短
程，長程則是旅途超過8小時者。該條例對於長程旅
途的要求比短程要嚴格很多。對於長程和短程的駕駛
與運輸者的要求也不盡相同。

警方會在道路上對動物運輸做隨機檢查。DVFA
的獸醫工作小組會協助警方並提供對動物狀況
的評估。在屠宰場和配送中心，或是當動物從養
殖場被直接送到他國而未經配送中心時，DVFA
的獸醫人員就會來負責進行視察。

當局會介入的情況
視察人員會檢查所有動物來評估牠們是否適合
進行這趟旅程。舉例來說，如果有動物斷了腿，
牠就不能接受運送。當地獸醫和食品管理局的獸
醫人員會隨機檢查載運狀況，即動物的對待方式，
無論是可動空間（室內高度和面積）、用於裝載
牲畜的車輛狀況或是某有符合各種法規的文
件。

根據歐盟運輸動物福祉條例，長途旅程的旅途日
誌必須要包含牛、羊、山羊、豬和馬（純種馬除
外）的旅途狀況。還有關於旅程計劃的資訊，以
及在完成運輸後要有對旅程本身的記述。

如果DVFA的獸醫人員發現運輸的情況有違法，他可
能會提出警告或是對警方舉報。通常第一次違規，情
況也不太嚴重時，只會提出警告。強制執行則是在道
路檢查或是配送中心檢查時發出。

如果有嚴重違反動物運輸條例或是重複違規的情況，
獸醫人員將會舉報給警方。

對屠宰場的視察
在屠宰場，會由DVFA的獸醫人員進行視察是否有動
物福祉的問題。他們會檢視屠宰場場是否有符合動物
運輸和動物福祉相關的法規。

在屠宰場場，要殺動物前必須要能有效地讓牠們失去
意識，在不會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情況下宰殺。為此，
屠宰場的設施、人員、配備和運作方法必須要滿足幾
項條件。DVFA的獸醫人員會檢查屠宰場是否有符合
居住要求，以及是否能讓動物失去意識再宰殺。

動物運輸許可
運輸動物福祉條例適用在經濟用途的脊椎動物
的運輸上。該條件規定當運輸距離大於65公里時
就要有運輸許可。丹麥負責核發該許可的主管當
局是DV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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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過程中的動物福祉視察：當地獸醫和食品管理局的獸醫人員會負責確認是否符合動物運輸法規。這同時適用於
送動物去屠宰場和送動物出口。獸醫人員會就各項因素去評估動物是否適合進行這趟旅。
（照片來源：Carsten Fihl）

屠宰場的視察程序
視察會在屠宰動物前進行，這被稱為「生前檢查」。
DVFA的獸醫人員會在動物被宰殺前觀察牠們，
以評估牠們是否被送來屠宰場是否合適，或是否
患有口蹄疫一類的疾病因此不能宰殺。不應運輸
的動物可能是懷孕的牛隻或是患有嚴重疝氣的
豬。

對於屠宰場是否能確保宰殺動物時能將牠們致昏，
且不會造成任何不必要的痛苦來說，這點是非常重
要的。

屠宰場的員工有責任要懂得如何處置動物。屠宰場
人員必須對致昏和宰殺有足夠的了解和必要的專
業知識。

當局會介入的情況

在屠宰場裡，DVFA的獸醫人員也會檢查待宰動
物的居住、移動、致昏和宰殺情況。這種獸醫視
察還包括了拘束動物及致昏和宰殺的設備。屠宰
場會持續進行自我管理，以檢驗他們的設備都整
修良好且運作順暢。

如果DVFA的獸醫人員發現屠宰場的佈局、設計或
運作沒有遵守動物福祉規定，他可以提出警告或向
警方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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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動物福祉
視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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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獸醫和食品管理局會控管養殖動物在一生各階層的福祉：從出生到死亡。本章所提的動物福祉
視察的結果，將集中在特別容易導致違規的部分。這些問題主要發生在動物的居住條件、對受傷或
生病的治療和護理、動物運輸，以及致昏和屠宰等方面。
──丹麥獸醫和食品管理局

本章將對2010年，於養殖場、屠宰場和動物運輸
等方面所做的視察結果做出一個概略的介紹。本
章也對某些大量違規的例子做出了整體的圖表
來整理。

如何閱讀視察結果
下面對於概括的視察結果，會根據不同類別的動
物以及違反的法規，分別列出提出警告、強制執
行通知和提報給警方的數量。動物類別的部分區
分為以下幾種：
–
–
–
–
–
–
–
–
–
–

養殖場動物的福祉視察
在視察的過程中，如果結果評估為養殖場有違反
了動物福祉法，當局可能會發出警告、提出強制
執行通知，或是提報給警方。

在給牧群視察時，視察員會參照適用於視察動物
的相關法規要求清單；他會檢查其中每個項目是
否有遵守。例如，如果視察的動物是豬，視察員
會檢查牠們是否有足夠的稻草，或是其他讓豬隻
可以觀察和遊戲的材料，以及是否有足夠的醫療
欄等等。

牛
豬
羊
山羊
馬
皮草動物
肉雞
其他食用禽類（鵝、鴨、火雞）
巴伐利籠中的蛋雞
替代系統中的蛋雞

違規的項目也依其相關的動物分為六種：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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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管理和監督
對動物居所和空間配置的設計或佈局
建築，材料，清潔和周圍的環境
飼料和水
手術
紀錄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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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只選出了特別容易違規的部分的統計結果。
對所有結果的全面論述會在第九章（牲畜福祉視
察）中提出。

違規類型
在整理2010年的視察結果時，DVFA將各種違規
情況分到六種不同的類別下面（見邊欄）。在每
一行裡，DVFA將相關的違規整理到同個類別，
並再做細分。舉例而言，「沒有給生病或受傷的
動物適當的照料」會被歸類在以下違規「沒有適
當的治療或護理」、「沒做好隔離」、「未顧請
獸醫處理或未撲殺」。

在同一個牧群裡，有可能會發現在同一個分類裡出
現一個以上的違規情況，但是這種時候在紀錄裡只
會紀錄該養殖者違反該類法規一次。例如，如果養
殖者沒有遵守要隔壁受傷或生病動物的法規；也沒
有遵守要找獸醫來看受傷或生病的動物不然就要
撲殺牠們的法規，他的牧群只會被登記一次「受傷
或生病的動物沒有受到適當的治療或護理」。

更多關於2010年違反動物福祉法的視察結果分類，
可以查閱丹麥獸醫和食品管理局的網站：
www.fvst.dk。

表8：2010年對於5%牧群進行福祉視察的總體結果
動物類別
牛
豬
羊
山羊
皮草動物*
馬
巴伐利籠中的蛋雞
替代系統中的蛋雞
肉雞
鵝、鴨和火雞
總計

無違規牧群數 受到警告的牧群數
529
111
224
173
127
21
20
5
821
708
130
53
52
8
27
21
39
9
6
1
1975
1110

* 2010年對所有的皮草養殖場都進行了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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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強制執行通知
的牧群數
32
77
9
0
225
13
6
6
2
1
371

將養殖者通報
給警方的牧群數
10
28
0
0
27
1
1
0
2
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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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介入的頻率

圖3：牛舍的情況

表8中表現了2010年所做的福祉視察結果，對提
出警告、強制執行通知和提報給警方的的總數，
並依照動物類別細分。在一次視察中，有可能發
生為一個原因提出警告，然後又為了另一個原因
通報警方的情況。同樣的，警告有可能會變成強
制執行通知，或是在強制執行通知後，如果仍不
改善，有可能會接著提報給警方。因此，同一個
牧群有可能會出現在表8的受到警告的牧群、受
到強制執行通知的牧群和將養殖者通報給警方
的牧群下。同一個養殖場也可能會因為多種違規
而收到多次警告、收到多次強制執行通知或被提
報給警方多次。

2010年對於牛群視察的結果，會提出警告、強制執行通
知或提報給警方的違規情況有三：（1）牛舍的最小面積
違規，（1）在個別欄的仔牛要能看見並碰到彼此，以及
（3）不得將超過八週大的仔牛養在個別欄。

警告
強制執行通知
提報警方

視察牛群的百分比
5
4
3
2

其他資訊可參閱資料簡報「不符合動物福祉法的
養殖場」。

1
0
將超過八週大
的牛留在個別
欄

不符合牛舍最
小空間規定

將仔牛養在
看不見彼此
的欄內

視察結果：動物居住狀況
大部分的養殖動物一生中幾乎所有時間都居住
在農舍的一角，因此養殖戶必須遵守關於動物居
住的相關福祉規定。動物居住的相關法規列於附
件二。
在2010年的動物福祉視察中，發現了許多關於仔
牛的住房違規狀況。
根據法規，仔牛欄不能太小。它也規定了當仔牛
超過八週大（而不是未滿八週）之後，就不能分
開圈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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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牛舍：給仔牛的個別欄須要有堅固的隔板，但也必
須要有開口，讓仔牛能看到並碰到其他仔牛。
（圖片來源：Margit Bak Je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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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豬群是否有可供探查和操弄的材料
2010年對於豬群視察的結果，因為豬群是否有可供探查
和操弄的材料而提出警告、強制執行通知或提報給警方
的違規情況。
警告
視察的豬群百分比
強制執行通知
20
通報警方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動物沒有充足或隨時可取用的環境富足材料
圖6：豬群的醫療欄
2010年對於豬群視察的結果，因為豬群缺乏醫療欄或醫
療欄設計不良而提出警告、強制執行通知或提報給警方
的違規情況。
視察的豬群百分比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醫療欄數量不足

警告
強制執行通知
通報警方

如果將不到八週大的仔牛分開圈養，個別欄間就必
須留下開口讓仔牛可以看或碰到其他仔牛。
圖三列出了2010年對於牛群視察的結果相關情況：
（1）牛舍的最小面積違規，（1）在個別欄的仔牛
要能看見並碰到彼此，以及（3）不得將超過八週
大的仔牛養在個別欄。

我們只知道六個月以下仔牛的違規數量和上述仔
牛的總違規數量成正相關。因為，我們無法從2010
年的視察結果中，將有仔牛的牛群和沒有仔牛的牛
群區分開來。不過，據推測，至今為止大多數的牛
群裡都有六個月以下的仔牛。

2010年的動物福祉視察，也發現了有許多豬群和皮
草養殖場沒有符合動物所須要求。

法規規定，豬和貂必須要有隨時可使用的稻草，還
要有其他東西讓牠們能進行消遣。貂、雞貂和雪貂
則必須有隨時可使用的管架。

圖四列出了關於豬群是否有可供探查和操弄的材
料等相當法規的動物福祉視察結果。關於皮草動物
消遣材料的視察結果，要查看更多資訊可參閱第六
章：提高皮草動物的福祉控管。

醫療欄設計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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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結果：生病或受傷的動物

圖5：生病或受傷的動物

法律規定，生病或受傷的動物都應立即給予適當
的治療。如果動物在治療後沒有迅速恢復，養殖
者應該要及時撲殺牠或是儘速請獸醫來。此外，
如有必要，生病或受傷的動物應該要送到一個乾
燥且有舒適鋪墊的臨時畜欄內隔離。需要隔離的
情況，舉例來說可能像是跛腳的牛或肩部潰瘍的
母豬。

2010年對於牛和豬群視察的結果，因為對於生病或受傷
動物的照顧或處置，而被提出警告、強制執行通知或提
報給警方的違規情況。
視察的牧群百分比
10
9
8
7
6
5
4
3
2
1
0
牛群

2010年的動物福祉視察結果，發現了許多在牛、
豬和皮草動物中，對於照顧生病或受傷動物的處
置方式方面的問題。有些受檢養殖場也違反了要
給豬提供足夠數量的醫療欄的規定，或是醫療欄
設計不良。

警告
強制執行通知
提報警方

豬群

圖5列出了2010年動物福祉視察結果中，對生病
或受傷的牛和豬的處理方式視察狀況。圖6則是
關於醫療欄數量和醫療欄設計狀況的結果。

由獸醫工作小組負責的，對生病或受傷動物處置
的專項行動，其細節在第七章（2010年獸醫工作
小組對動物福祉的活動），而對皮草動物的視察
結果則在第六章（提高皮草動物的福祉控管）。
對生病或受傷動物的處置：生病或受傷的動物，應立即
給予適當的治療。照片中的跛腳牛，已經依照法律，被
送到乾燥且有舒適鋪墊的醫療欄內隔離。
（圖片來源：丹麥獸醫和食品管理局）

視察結果：致昏和撲殺
即使是現代，在很多情況下，有時候會迫不得已
要撲殺養殖場內生病或受傷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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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和牛在撲殺前必須用擊暈栓槍致昏，然後切斷主
要頸動脈來放血，讓動物能快速而無痛地死亡。家
禽則應折斷頸部讓脊椎斷裂，而貂應致昏後關在密
閉氣室內用二氧化碳或一氧化碳讓其缺氧死亡。

當養殖者必須在養殖場內殺死動物時，他必須滿足
以下幾個要求：養殖者必須要有如何正確殺死動物
的知識，以及必要的設備。此外，養殖者還要知道
什麼時候才有必要殺死動物。

在2010年的視察中，有些皮草養殖場也被查出在撲
殺方式方面有問題。關於皮草動物的撲殺問題的視
察結果，請參閱第六章（提高皮草動物的福祉控管），
而對所有結果的全面說明，則請參閱第九章（牲畜
福祉視察）。

在第七章（010年獸醫工作小組對動物福祉的活動）
中，則詳述了獸醫工作小組在2010年做的，關於正
確撲殺方式的活動細節。

運輸過程和屠宰場內的福祉視察
有很多原因會需要運輸動物，例如要送到其他養殖
場去育肥，或是要送去屠宰場。大多數動物都不適
應運輸，所以如果運輸條件沒有符合要求，會讓動
物感到恐懼、痛苦或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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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運輸動物有許多的法規，有些包括動物本身
必須要能夠承受運輸。這是指牠們必須沒有生病
或受傷，因為這會讓牠們在運輸過程中更加痛苦。
已經懷孕且接近臨盆的動物也不能運送，這裡說
的是最後10%的懷孕期。最常發生的違規情況就
是違反了運輸臨盆牛隻的法規。

對於牛、豬、家禽等動物運輸所做的視察資料顯
示，最常發生而被提出警告、強制執行通知或提
報給警方的違規情況有：運輸不適合運輸的動物、
動物在車上沒有足夠的空間、車上的鋪墊材料不
足等。

圖7：運輸臨盆母牛

在2008、2009和2010年間，因為將臨盆母牛運去屠
宰場，而被提出警告或提報給警方的數量。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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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提報警方

2008

違規的視察結果和生病或受傷成正相關，但是和
空間規定、所需文件等部分無關。這些項目已經
根據受影響動物數而被細分。有些違規情況實際
上受害動物的數量比所示數字還高（即表中≥ x
隻動物）。這是因為有時候違規情況的描述並沒
有具體說清楚受害的動物數量。有時描述中會寫
些大略的數字，像是「2530隻動物」或是「約25
隻動物」等等。出現這種情況時，下列兩張圖就
只能使用統計出的數字，或是如果有近似值的話
就使用該近似值。

至於屠宰場的視察結果，則已根據提出警告跟提
報警方的違規數量被細分，違規的項目則分為屠
宰場的設計或佈局、動物居所、員工和致昏及放
血設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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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受瘀傷豬隻
在2008、2009和2010年間，因送到屠宰場的豬被鈍器撞
擊或過度使用刺青鎚而受到瘀傷，而被提出警告或提報
給警方的數量。
數量
120

警告
提報警方

和運輸的視察結果相同，屠宰場對於生病和受傷動
物的視察結果也依照受害動物數量再做細分。有些
違規情況也會用≥ x隻動物來表示。

視察結果：運輸和屠宰
對於屠宰場的動物福祉控管包含丹麥所有將動物
運到屠宰場的過程。因此根據這種控管所建立的圖
表，可以和去年的情況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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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臨盆的動物是不可以運送的。圖7列出了2010
年關於臨盆牛隻運輸的動物福祉視察結果；該結果
附上了2008和2009年的數字以方便比較。這些數量
表明，因為運輸臨盆牛隻而被警告或是提報給警方
的數字正逐年下降。

圖9：有肩部潰瘍的母豬
在2008、2009和2010年間，因送到屠宰場的母豬有肩部
潰瘍，而被提出警告或提報給警方的數量。
警告
提報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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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當豬被送到屠宰場時身上會有瘀傷。這些
瘀傷表示豬隻有受到鈍物或是刺青鎚撞擊。這類瘀
傷有可能是在運輸前造成的，可能發生在當豬隻被
趕出豬舍時，或是在將牠們裝到貨車上或從貨車上
卸下時。

50
40

圖8列出了2010年動物福祉視察結果，豬隻在馴養
中受到瘀傷的相關數據。該結果附上了2008和2009
年的數字以方便比較。如圖所示，在2010年因為豬
隻瘀傷而被警告的情況比2008年和2009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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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嚴重肩潰瘍的豬是不允許運輸的。母豬肩部潰
瘍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而這段時間母豬會持續
感到肩上的壓力。較瘦的母豬或經常躺下的母豬
（例如生病母豬），會有較大的機率感染肩潰
瘍。
圖9列出了2010年動物福祉視察結果，送到屠宰
場的母豬有肩部潰瘍的相關數據。

2008和2009年的數據也附在圖中以方便比較。由
圖中可以看出，在這三年間，因為運輸肩部潰瘍
母豬而被警告或提報警方的數量已逐年下降。

8 有些警告和提保警方的違規案件沒有說明受害動物的
具體數量。有時描述中會寫些大略的數字，像是「2530
隻動物」或是「約25隻動物」等等。出現這種情況時，
下列兩張圖就只能使用統計出的數字，或是如果有近
似值的話就使用該近似值。
馴養動物上的暴力：禁止踹打動物。馴養動物的人員應
當受訓，或是用其他方式確認有馴養資格，並在工作實
不會用暴力或其他會造成不必要的恐懼、傷害或痛苦的
方式來對待動物。照片中的豬體上有使用高壓清潔的證
據。該違規情形已向警方提報。
（圖片來源：丹麥獸醫和食品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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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 不符合動物福祉法的養殖場
當局對某個養殖場進行視察之後，結果要不是養殖者符合所有規定而沒有問題，要不就是有違規情況，
並因此對養殖者發出警告、強制執行通知或提報給警方。

下面的百分比圓餅圖，是2010年的視察結果，依
照牛、豬、皮草動物10和肉雞9分成四個，並將之
劃分為沒有問題，以及至少有一個以上的問題
（警告、強制執行通知或提報給警方）兩塊。

下圖給2010年的視察結果提供了一個概況，以方便
了解沒有出問題的牧群數量與u偶遇到問題的牧群
數量的比例。
9 2010年總共視察了50個肉雞群。
10 2010年對所有的皮草養殖場都做了視察。

2010年的牛群

2010年的豬群

21%

49%

被提出警告、強制執行通知
或提報給警方的受檢牧群。

被提出警告、強制執行通知
或提報給警方的受檢牧群。

51%

79%
沒有被提出警告、強制執行
通知或提報給警方的受檢牧
群。

2010的皮草養殖場*

沒有被提出警告、強制執行
通知或提報給警方的受檢牧
群。

2010年的肉雞群

50%

22%

被提出警告、強制執行通知
或提報給警方的受檢牧群。

被提出警告、強制執行通知
或提報給警方的受檢牧群。

50%

78%

沒有被提出警告、強制執行
通知或提報給警方的受檢牧
群。

沒有被提出警告、強制執行
通知或提報給警方的受檢牧
群。

* 包括在修改對於管架和巢箱的處理方式之前發出的制裁措施。
詳情見第55頁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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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 2010年的丹麥牲口數：動物、牧群和屠宰動物

表9：2010年丹麥的動物和牧群，依種類區分
（來源：中央畜產局，DVFA，2010年6月）
數量
1,614,895
13,492,440
27,540,807
10,930,338
172,580
25,368
約 200,000
17,248

動物種類
牛
豬
家禽
皮草動物
羊
山羊
馬11
鹿

牧群數
19,681
9,100
1,219
1,686
8,629
3,624
616

11 此數字是由丹麥農業知識中心（馬）和丹麥統計局所估計。
表10：2010年的屠宰動物，依種類區分（資料來源：丹麥農業和食品委員會）
動物種類
牛12
豬
肉雞
其他食用家禽（鵝，鴨，火雞）
12 不包含家庭宰殺

數量
494,800
20,243,421
108,664,000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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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010年豬隻總覽。關於2010年福祉視察的5%豬群中，受到警告、強制執行和報警的概況。
豬隻總覽（2010）
員工，管理或監督
動物未受到妥善對待

警告
10

動物未受到妥善照顧
──沒有住所或是未依其需要來照顧。
生病或受傷的動物沒有受到充足的治療或照顧
母豬肩部感染潰瘍
不正確的撲殺程序
沒有每日檢視動物
商業牲畜沒有每年請執業獸醫師檢查
照顧動物的員工不足或未受訓
懷孕母豬或女豬沒有在正確的時間轉移到乾燥豬舍
沒有採取預防打架的措施
母豬或女豬沒有在移到分娩欄之前先清洗乾淨
戶外豬棚沒有做好隔熱，或是以其他方式設計
以讓豬在各種天氣下都能維持適當溫度。

強制執行通知
14

提報警方
27

5
26
11
2
1
5
2
3
1
1

19
39
10
2
0
0
0
0
2
0

27
26
5
2
0
1
1
1
3
0

0

1

0

0
5
1

1
5
1

1
3
1

6
3

2
2

2
1

醫療欄的最小面積不符合要求

1
4

1
2

0
0

懷孕母豬和女豬沒有在配種後四週至分娩前
一週被養到社交群養欄
戶外豬棚的最小面積不符合要求
豬隻未養在同一穩定群內

0
1
1

1
0
0

0
0
0

動物住所的設計、佈局以及空間條件
沒有足夠的活動自由
部分的豬在躺下、休息和起身時會遇到困難
沒辦法讓所有幼豬同時在堅固地板上休息
給離乳豬、種豬和屠宰豬的最小面積不符合
要求。
公豬欄的最小面積不符合要求
給群養母豬和女豬的各別欄或休息欄的最小
面積不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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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續）：2010年豬隻總覽。關於2010年福祉視察的5%豬群中，受到警告、強制執行和報警的概況。

建築、材料、清潔和周圍環境
豬欄和區域未依照動物需求來設計
豬欄、材料和設備可能有害，
例如有鋒利的邊緣或突起

警告
0

豬舍、設備和工具沒有保持清潔和衛生
飼料和飲水設備的設計
有可能受到污染的風險
豬舍的氣氛被認為對豬有害
躺臥區不夠舒適、清潔和乾燥
地板不是穩固的平面
機械設備（通風、警報等等）
不符合要求
豬舍的照明無法滿足
豬隻的行為和生理需求
沒有醫療欄
醫療欄的設計不符合要求
沒有噴灑系統或類似系統
母豬在分娩前一週內無法取得築巢材料
豬隻沒有足夠的豐富化環境，
或是沒辦法隨時都能使用它們

強制執行通知
2

提報警方
0

5
0

4
1

5
0

0
2
12
3

1
0
4
0

0
0
8
2

1

2

1

6
20
51
4
0

0
14
7
1
0

2
9
9
0
2

84

27

12

懷孕母豬或女豬的個別狹欄內，從地板到食槽的高度
未到達要求的90cm

1

0

0

給離乳豬、種豬和屠宰豬的堅固或乾燥地板沒有未滿
整個地板區域的三分之一

1

0

0

給懷孕母豬或女豬的個別欄／休息欄內，其堅固／乾
燥地板沒有鋪上鋪墊

1

0

0

2
2

1
0

0
1

休息欄或群養欄內給懷孕母豬或女豬的堅固或乾燥地
板並未連續或未鋪上鋪墊
鋪墊材料不夠乾淨、乾燥且對豬無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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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續）：2010年豬隻總覽。關於2010年福祉視察的5%豬群中，受到警告、強制執行和報警的概況。

飼料和飲水
飼料和飲水不符合生理和健康需求
兩週大以上的豬隻沒有@隨時可取用的飲水
沒有給懷孕母豬或女豬稻草或填充飼料
戶外動物沒有可自由取用的飲水
不是所有動物都有依照其年齡、體重、
行為和生理需求來餵食

警告
0
2
0
2

強制執行通知
1
0
0
1

提報警方
1
1
1
0

0

1

0

外科手術
斷尾手術沒有照標準程序進行
閹割手術沒有照標準程序進行

11
2

0
0

1
0

紀錄和其他
沒有保存醫療和死亡率的紀錄

46

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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