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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隻人道致昏觀摩訓練

一、序言

我國自 87 年起，陸續公布畜牧法與動物保護法及其相

關規定，期以循序漸進，配合宣導與輔導並進，讓畜牧產業

逐步提升動物福祉規範，與世界潮流相接軌。

屠宰作業為經濟動物人道管理措施之重要環節，在屠宰

作業中若操作不當，往往造成豬隻恐懼、緊迫，甚或受傷，

非但未符合人道屠宰精神，且易引起豬隻屠體之屠肉不良影

響如產生蒼白、柔軟、水樣肉等，而嚴重影響豬隻屠體外觀

及屠肉之加工特性。故本次豬隻人道致昏觀摩訓練旨在進行

不同電昏器處理對豬隻屠肉品質特性之影響，評估是否能在

合乎人道致昏的條件下，亦不會影響豬隻屠肉之品質性狀。

國外採取豬隻電擊致昏之發展緣由有三：1.提高屠宰效

率、2.確保屠宰人員安全及 3.落實人道考量。目前國內對人

道屠宰不同面向之訴求重點，列述如下表：

各面向 訴求重點

動物保護人士 落實人道屠宰，確保動物福利

屠宰業者 確保屠宰流程順暢及屠宰效率，並符合法令規定

肉商/加工

業者

確保屠體品質，不應發生肉質淤血、肌纖維或骨

骼斷裂而影響賣相及加工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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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電擊致昏對肉質有不良影響，造成動物保護與肉

質維護間存有疑義，有待釐清。

二、屠宰流程

卸 載 → 標 記 → 繋 留 → 驅 趕 → 保 定 → 

致 昏 → 放 血 → 燙 毛 → 脫 毛 → 

剖 胸 剖 腹 → 取 出 內 臟 → 

屠 檢 獸 醫 師 進 行 屠 體 及 內 臟 檢 驗 → 

屠 體 秤 重 → 屠 體 鋸 半 → 沖 洗 → 

預 冷 → 分 切 販 賣

三、用科學方式進行問題剖析

自國外引進技術成熟之豬隻人道致昏設備，進行豬隻致

昏作業及肉質評估試驗，以科學方式釐清有關電擊致昏作業

與肉質維護間之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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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地點：南投縣肉品市場

試驗頭數：94 頭（平均體重 110~120 公斤）

四、國外豬隻人道致昏設備

廠牌 機型 規格 圖片

德國

JWE. GmbH
(BAUMANN)

K300 電源：220/230V

德國

KARL
SCHERMER

GmbH&Co.KG

LC-1 電源：220/230V

美國

Koch.
Equipment.

LLC

ESS 電源：11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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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豬隻卸載、繫留、驅趕、保定

在相同條件下，進行試驗豬隻之卸載、繫留、驅趕及保

定作業。

五之一、卸載

畜禽之卸載應依動物

特性，採用適當卸載措施

，避免畜禽遭受痛苦或受

傷。

五之二、繫留

繫留區之設施空間應

足供家畜站立及休息。

五之三、驅趕

採用合適之趕豬工具

—趕豬響板、趕豬板、旗

子、布簾。

不得使用暴力、尖銳器物或不當電擊等進行強制驅趕。

個別家畜之驅趕有必要使用電擊棒時，應將電壓減低至 50

伏特以下，並儘量避免連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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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之四、保定

夾豬履帶(俗稱夾豬機)

除夾豬機外，亦有屠

宰線採用在專用走道、小

欄或大欄中直接進行電擊

致昏作業。

六、致昏、放血

有效致昏之判定要項：無

眼瞼反應、無節律性呼吸、對

擰耳刺鼻無反應、無平衡反

應、無發出聲音、四肢僵直後

之無意識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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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血作業應於豬

隻昏厥後，立即以刀具器

具穿刺畜禽心臟或切斷

主要血管，致血液迅速流

出，在豬隻恢復知覺前已

完成有效放血以達死亡。

七、燙毛、脫毛、剖胸剖腹、取出內臟、屠檢獸醫師

檢驗、屠體剖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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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屠體外觀

不同電昏器致昏處理對豬隻屠體外觀之影響

屠體外觀
電昏器 1

脊椎斷裂 出血點 屠體肉色 2

No.1 － － 4

No.2 － － 4

No.3 － － 4

1. No.1: K300 型電昏器 (德國 JWE.GmbH, BAUMANN)

No.2: LC-1 型電昏器 (德國 KARL SCHERMER GmbH&CO.KG)

No.3: ESS 型電昏器 (美國 Koch. Equipment. LLC)

2. 屠體肉色：利用日本標準六分色差進行肉色評分

(1-2 分:淡色，3-4 分:紅色，5-6 分:深紅色)

◎ 經電昏處理之豬隻屠體，於屠後 45 分鐘以視覺觀測

並無脊椎斷裂及出血點情形。

◎ 屠後豬隻之肉色評分為 4 分，屬正常屠體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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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屠體品質

不同電昏器致昏處理對豬隻屠體中心溫度之影響

部位肉分切、取樣之後，進行屠肉酸鹼值、色澤及屠肉

水煮後肌纖維強力測試，結果分述如次：

不同電昏器致昏處理對豬隻屠肉酸鹼值之影響

背最長肌 半膜樣肌
電昏器 1

pH1
2 pH24

3 pH1 pH24

No.1 6.36±0.30 6.01±0.23 6.25±0.36 6.01±0.19

No.2 6.29±0.37 5.95±0.17 6.33±0.32 6.06±0.35

No.3 6.50±0.29 6.09±0.22 6.45±0.30 6.02±0.22

平均值±標準偏差

1. No.1: K300 型電昏器 (德國 JWE.GmbH, BAUMANN)

No.2: LC-1 型電昏器 (德國 KARL SCHERMER GmbH&CO.KG)

No.3: ESS 型電昏器 (美國 Koch. Equipment. LLC)

2. pH1:屠後 1 小時

3. pH24:屠後 24 小時

電昏器 屠體中心溫度

No.1 德國 BAUMANN K300 型電昏器 39℃

No.2 德國 KARLSCHERMER LC-1 型電昏器 37.8℃

No.3 美國 Koch ESS 型電昏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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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後 1小時及 24小時之豬隻背最長肌及半膜樣肌 pH

值無顯著差異，分別在 6.29-6.50 與 5.95-6.09 之間，

均維持在正常範圍內。

◎ 屠肉 pH 值在 6.0-6.5 間時，其肌肉肌原纖維可保有

最佳乳化能力，並維持屠肉品質之功能特性。

不同電昏器致昏處理對豬隻屠肉色澤( L, a, b 值)2之影響

屠後 45 分鐘

背最長肌 半膜樣肌電昏器 1

L a b L a b

No.1 36.86±1.39 8.23±1.59 a 6.84±0.82 35.21±1.84 9.94±2.29ab 6.67±0.59ab

No.2 36.10±1.19 9.07±1.21ab 6.63±0.70 36.95±4.22 10.30±0.58 b 7.51±1.19b

No.3 35.49±2.51 9.20±0.86b 6.65±0.81 36.01±1.45 8.47±0.74a 6.41±0.46a

屠後 24 小時

背最長肌 半膜樣肌電昏器 1

L a b L a b

No.1 39.42±2.24 b 8.34±1.17a 7.37±0.60 37.36±2.21a 9.45±2.40 7.13±0.92

No.2 38.30±2.21 ab 8.97±1.03ab 7.12±1.02 34.81±2.60b 9.86±0.39 6.66±0.77

No.3 37.91±1.79a 9.45±1.16b 7.54±0.70 36.16±1.87ab 9.29±0.98 6.74±0.57

平均值±標準偏差

相同行間之不同註記(a,b)之平均值表示為顯著差異(p<0.05)

1. No.1: K300 型電昏器 (德國 JWE.GmbH, BAUMANN)

No.2: LC-1 型電昏器 (德國 KARL SCHERMER GmbH&CO.KG)

No.3: ESS 型電昏器 (美國 Koch. Equipment. LLC)

2. Hunter L, a, b : L 值代表明亮度；a 值代表紅色度；b 值代表黃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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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隻屠後屠肉 L 值和 pH 值具高度負相關性，L 值

和 b 值具高度正相關性。故當屠肉 pH 值較低、L 值

較高時，表示屠肉保水能力降低，同時，屠肉 a 值亦

會呈現偏低、b 值偏高之肉色較差情形。

◎ 3 種電昏器處理組之屠肉色澤均屬正常範圍，可呈現

正常之屠肉色澤。

不同電昏器致昏處理對豬隻屠肉肌纖維拉力強度之影響

肌纖維拉力強度(kg)2

電昏器 1

屠後 45 分鐘 屠後 24 小時

No.1 2.32±0.62a 1.33±0.57a

No.2 2.57±0.78ab 1.74±0.66b

No.3 2.67±0.75b 2.20±0.79c

平均值±標準偏差

相同行間之不同註記(a,b,c)之平均值表示為顯著差異(p<0.05)

1. No.1: K300 型電昏器 (德國 JWE.GmbH, BAUMANN)

No.2: LC-1 型電昏器 (德國 KARL SCHERMER GmbH&CO.KG)

No.3: ESS 型電昏器 (美國 Koch. Equipment. LLC)

2. 纖維拉力機型:HT-8115B(弘達儀器股份有公司, 台灣)

◎ 肌纖維拉力強度方面，隨著豬隻屠宰後屠肉貯藏時間

之增加其肌纖維拉力強度會逐漸下降。

◎ 屠後 45 分鐘之 3 種電昏器處理組之屠肉肌纖維拉力

強度均維持在正常範圍內，可符合國內傳統肉製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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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需求。

十、結論

正確地操作人道驅趕、電擊致昏及放血，可有效提高屠

宰效率、確保屠宰人員安全，以及落實人道考量，降低豬隻

緊迫，保持良好之屠體外觀與品質。

註：試驗報告全文詳見附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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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法有關經濟動物屠宰之條文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動物︰指犬、貓及其他人為飼養或管

領之脊椎動物，包括經濟動物、實驗

動物、寵物及其他動物。

二、 經濟動物︰指為皮毛、肉用、乳用、

役用或其他經濟目的而飼養或管領

之動物。

三、 實驗動物︰指為科學應用目的而飼

養或管領之動物。

四、 科學應用︰指為教學訓練、科學試

驗、製造生物製劑、試驗商品、藥物、

毒物及移植器官等目的所進行之應

用行為。

五、 寵物︰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侶

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

六、 飼主︰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

動物之人。

七、 寵物繁殖場：指為供商業用途而培

育、改良或繁殖寵物之場所。

八、 虐待：指除飼養、管領或處置目的之

必須行為外，以暴力、不當使用藥品

或其他方法，致傷害動物或使其無法

維持正常生理狀態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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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運送人員：指以運送動物為職業者。

十、 屠宰從業人員：指於屠宰場宰殺經濟

動物為職業者。

第十條 對動物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一、 以直接、間接賭博、娛樂、營業、宣

傳或其他不當目的，進行動物之間或

人與動物間之搏鬥。

二、 以直接、間接賭博為目的，利用動物

進行競技行為。

三、 以直接、間接賭博或其他不當目的，

而有虐待動物之情事，進行動物交換

或贈與。

四、 於運輸、拍賣、繫留等過程中，使用

暴力、不當電擊等方式驅趕動物，或

以刀具等具傷害性方式標記。

五、 於屠宰場內，經濟動物未經人道昏

厥，予以灌水、灌食、綑綁、拋投、

丟擲、切割及放血。

六、 其他有害社會善良風俗之行為。

第十三條 依前條第一項所定之事由宰殺動物時，應

以使動物產生最少痛苦之人道方式為之，並遵

行下列規定︰

一、 除主管機關公告之情況外，不得於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宰殺動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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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解除寵物傷病之痛苦而宰殺寵

物，除緊急情況外，應由獸醫師執行

之。

三、 宰殺收容於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

市、縣 (市 ) 主管機關指定場所之動

物，應由獸醫師或在獸醫師監督下執

行之。

四、 宰殺數量過賸之動物，應依主管機關

許可之方式為之。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實際需要，訂定以人道

方式宰殺動物之準則。

經濟動物之屠宰從業人員，每年應接受主

管機關辦理或委託辦理之人道屠宰作業講習。

第三十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以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使其

所飼養動物遭受惡意或無故之騷擾、虐待

或傷害，而未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

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

二、 違反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棄養動物而

未致有破壞生態之虞。

三、 違反第六條規定，惡意無故騷擾、虐

待或傷害動物。

四、 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對於受傷

或罹病動物，飼主未給與必要之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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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經直轄市或縣 (市 ) 主管機關通

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五、 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於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宰殺

動物。

六、 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未

依主管機關許可方法宰殺數量過賸

之動物。

七、 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未依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宰殺動物相關準則宰

殺動物。

八、 違反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未經主管

機關許可，使用禁止之方法捕捉動物。

九、 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規定，寵物繁

殖或買賣業者於寵物買賣交易時，拒未提

供購買者有關寵物資訊之文件。

十、 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二第四項規定，寵物繁

殖、買賣或寄養業者於電子、平面、電信

網路及其他媒體進行廣告行銷宣傳時，未

標示其許可證字號。

違反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致動物重傷或死

亡，或五年內違反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情事二次

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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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人道屠宰準則

第一條 本準則依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準則適用於屠宰場進行之畜禽屠宰作業，包

括畜禽卸載、繫留、驅趕、保定、致昏及放血之作

業過程。

第三條 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畜禽：指畜牧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所定應

於屠宰場進行屠宰之家畜或家禽。

二、卸載：指畜禽自運輸工具或容器移出。

三、繫留：指畜禽於宰殺前留置於特定區域。

四、保定：指限制畜禽移動或將畜禽固定。

五、致昏：指以機械、電力、化學或其他方式，

使畜禽喪失知覺。

六、放血：指以刀械、器具穿刺畜禽心臟或切

斷其主要血管，使血液流出體外致死。

第四條 畜禽於卸載過程及屠宰場內移動時，不得使用

暴力、尖銳器物或不當電擊等進行強制驅趕。

個別家畜之驅趕，有使用電擊棒必要時，應將

電壓減低至五十伏特以下，並儘量避免連續使用。

對行動不便且具意識之畜禽禁止拖曳，有移動

必要時，應使用適當輔助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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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畜禽繫留區應提供清潔飲水，且不得以刀具或

尖銳器物對畜禽進行傷害性標記。

第六條 畜禽屠宰作業除應依屠宰場設置標準及屠宰作

業準則規定外，應經人道有效致昏及充分放血之方

式為之。

電擊器、撞擊器、氣體致昏設備或其他符合人

道致昏作業使用之設備應維護良好狀態。

第七條 畜禽屠宰應視人道致昏作業之需要，依畜禽種

類及致昏方式予以適當保定。

第八條 畜禽之人道致昏方式、適用對象及應注意事項

規定如下：

一、電擊致昏：適用於豬、羊及家禽，並依其

種類調整電擊器適當之電流及電壓。

二、撞擊致昏：適用於豬、牛、羊及家禽。畜

禽應予以適當保定，並依其種類選擇適當

工具及撞擊部位。但不得以人力使用棍、

棒等原始工具進行敲擊。

三、氣體致昏：適用於豬及家禽，並依其種類

調整使用氣體之適當成分及濃度。

四、其他致昏方式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公告

之。

第九條 畜禽有效致昏之判定基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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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畜：無眼瞼反應、無節律性呼吸、對擰

耳刺鼻無反應、無平衡反應、無發出聲音

或四肢僵直後之無意識踢動。

二、家禽：無眼瞼反應、無節律性呼吸、翅膀

緊貼、腿部僵直、身體無意識震顫、陸禽

頭頸下垂或水禽頭頸與身體成垂直。

第十條 畜禽未經人道致昏前，不得放血。但有下列因

素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宗教。

二、特殊民俗。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事由。

第十一條 放血作業應於畜禽昏厥後、恢復知覺前，予以

有效完成。

第十二條 符合屠宰衛生檢查規則第九條第一項所定情形

得施以緊急屠宰之家畜，應以最快速直接致死方式

為之。

第十三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