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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地區近年來因天然災害造成畜禽產業損失慘重，其中又以颱風所造成的洪災帶給畜禽的
死傷最鉅，因此，針對洪災的發生情況，於洪災發生前的預防措施，必須先界定天然災害警戒界
線；災前防護措施包括檔水設備、疏洪方式的規劃與畜舍架高的飼養方式；而洪災發生中的規劃
著重在集運與處理；畜牧場於災後應立即檢查畜牧場內外，若有損失，應盡速進行善後清理、消
毒及復原工作。對於災害損失，應拍照存證，並於受災當天以電話向鄉鎮公所獸醫通報災情，說
明受災畜牧場名稱、負責人姓名、受災原因、受災時間、受損項目、受損數量及估計損失單價及
總金額等，其中估計災損金額應以受災時生產成本估價。於災害發生後的處理重點為消毒與災後
重建，並對疫病做一監控措施，以避免疫病之發生。

關鍵詞：動物屍體處理、洪災、防疫
域、後龍溪流域、大安溪流域）都有 4 條流域

1.緒論

經過。

台灣地處西太平洋邊緣，每年夏季由北太

2.實驗設備與方法

平洋西部產生之颱風，易襲擊台灣本島，造成
強風及豪大雨；又每年 5、6 月為大陸南下之

針對因天然災害所造成之大量動物屍

高氣壓與赤道北上之低氣壓同時出現，形成梅

體，必須儘快將其處理完，否則恐引發疫病之

雨或豪雨為患。

問題，所以根據各縣(市)轄管區域易受水患危

以全台易淹水區而言，主要是沿海一帶，

險潛勢地區，就其動物擬訂各項應變暨屍體處

若以台灣各地區之流域來判斷，流域所經過之

理措施，俾於颱風豪雨應變期間即時啟動相關

處亦較容易發生水患，其中以屏東縣 5 條流域

應變及屍體處理作業，以有效減少災損及快速

（高屏溪流域、東港溪流域、南台東河系流

清運動物屍體，降低疾病發生之機率。

域、林邊溪流域、南屏東河系流域）為最多，

首先，於災害發生前應依據天然災害警戒

因此在雨季或颱風入境時要特別注意流域水

辦法作災前防護措施，包含：檔水設備、疏洪

位之高度，以減低水患之發生率，另外台南縣

方式的規劃與畜舍架高的飼養方式；當災害發

（曾文溪流域、急水溪流域、八掌溪流域、朴

生時，以實際發生量來決定集運、處理量之估

子溪流域）、台東縣（秀姑巒溪流域、河岸山

算與處理先後順序；災害發生後應著重於現場

脈東側河系流域、卑南溪流域、南台東河系流

消毒處理、疫病防治與重建之規劃。

域）和苗栗縣（竹南沿海河系流域、頭前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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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若需延長，則需設置冷藏設施。清理工作

3.結果與討論

要點包含以下幾點：

3.1 災害前整備

(1)簽訂契約：處理動物屍體時，處理場都會針
對處理之過程和農戶訂定契約，契約的目的
是保障雙方在處理動物屍體時，避免程序處

各級地方政府應於平時即根據中央氣象

理之紛爭。

局所發佈之預報資料，提供農民預警與必要之
移動，或強化防災的觀念宣導及協助。飼養種

(2)動物屍體應以防漏袋包裝、袋口確實收束、

豬及肉豬之畜牧場，建議設置可移動或升降式

袋子尺寸應符合投料口大小；採吊車維修艙

活動欄架，或配置電動升降車，並於畜舍或場

口投料方式作業者，除以防漏袋包裝外，應

區中規劃高約 1.5-2.0 公尺平台區，於發生洪

再以密閉式太空包盛裝，以利吊掛。各包裝

水時，可即時、優先移動高價種豬及疏散肉豬

袋均以不超八分滿為原則，避免破袋。

群，減少損失；籠飼蛋雞部分，建議設置可升

(3)執行動物屍體清運車輛應具備防洩漏、溢散

降式雞籠，於發生水患時，可即時將底層籠子

之功能，並隨車攜帶備用包裝容器、清掃工

升起，避免損失；平飼畜舍外圍可安置活動式

具、消毒藥劑及裝備，俾因應意外事件緊急

隔板阻水設施，於洪水發生前，裝設完畢，可

處理。
(4)每批進場清運車輛應有消毒車尾隨執行車

減少淹進場區的水量，降低損失。

輛運輸路徑、人員搬運路徑、廢棄物卸載及

3.2 災害中處理

投料作業區消毒。
(5)清運車輛進場應由農政機關防疫人員、環保
人員全程監控。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災害緊急通報作
業規定」之說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主管災

(6)安全防護措施規劃：依據進場處理數量、車

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所屬各機關（單位）

次，規劃適當時間與運輸路線，並應避免於

得依循一定程序，通報災害狀況，以採取必要

交通尖峰時間清運及行經人口稠密地區。
(7)事前聯繫當地衛生局，安排衛生所醫師檢查

應變措施。

作業人員健康狀況，必要時，由醫師指示投

(1)通報作業：為爭取救災時效，各級災害權責

予流感抗病毒藥劑。

機關（單位）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

(8)辦理作業人員勤前教育，包括防護裝備使

應即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並於第一時間同

用、作業安全及任務後自主健康管理。

時作複式多元通報。
(2)通報方式：可用電話通報、傳真通報及後續

對於洪災所造成之畜禽，在清理的資源部

通報的方式進行災害通報。電話通報即於接

份，因天災而發生大量動物屍體情況時，第一

獲災害訊息時，應迅速查證，立刻通知該主

時間的清理工作非常重要，根據去(98)年八八

管機關（單位）及地方政府權責單位；而後

水災之處理經驗，以屏東縣高樹鄉某蛋雞場之

續通報即在應變處理期間，各該災害主管機

處理實例，共損失 126 公噸雞隻，為了在最快

關（單位）或其所屬單位應將處理情形適時

時間處理動物屍體，共徵用 280 位工人，並以

傳送通報，重大災情並應隨時通報最新狀

35 噸砂石車運送 9 次，更利用了五爪環保清

況，俾掌握災情及時回應。

運車和化製場運雞車來協助處理，在三天中就

天然災害所造成之大量動物屍體問題，處

將屍體全數處理，其相關的成本估算如表 2 所

理上須在三天內進行，否則將會衍生疫病問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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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俾供人員、機具順利通行。
表 2 蛋雞場八八水災清運人力物力調查
死亡噸數 126.630 公噸
雇工人數 約 280 人工（每人工 1,000 元）
清運時間 3 天
器械
五爪環保清運車 3 天。
（每天 10,000 元）
化製場運雞車 5 車趟。
35 噸砂石車 9 車次。
（每車次 3,000 元）
花費
人工：1,000 * 280 =280,000 元
五爪環保清運車 10,000 * 3
= 30,000 元
35 噸砂石車 3,000 * 9= 27,000 元
餐費＋飲料 280 * 100= 28,000 元
估計花費 365,000 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6)規模較大場或可自行處理者，以民間人力為
主，並適度調整國軍支援人力，至於規模較
小場或無法自行處理者，可調派支援人力，
及時清理。
(7)人力應適度調派，俾使轄區內各責任區、各
場能同時執行清理為原則，避免因人力不均
而造成受災場動物屍體腐臭，影響該場或該
區域健康動物，而影響防疫。
(8)完成場或區域清理工作後，應執行受災場徹
底消毒事宜，避免疫病傳播。
(9)清理完畢後，督導人員應回報動物防機關，
俾供動物防疫機關做後續調派，以協助支援
其他任務。

對於商請國軍協助清理之部分，依據「處
理莫拉克颱風畜牧場救災國軍支援人力調派

3.3 估算處理方式

原則」做了如下說明：
(1)各動物防疫機關應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執行

依據 97 年農委會統計年報中得知，台灣

各項任務規劃及聯繫業務，並確認災情程

地區畜禽在養量顯示，豬的飼養量以屏東的

度，商請國軍支援人力，以儘早完成救災清

156 萬頭為最多，其次為雲林縣的 145 萬頭，

理任務。小組應妥適規劃每日所需人力，並

再者為彰化縣的 87 萬頭；而家禽的在養量，

事前向軍方提出申請，於確認其當天可到達

最多者為彰化的 24,347 千隻，其次為屏東的

人力後，適當將其分配至各所需區域或畜牧

20,556 千隻，再者為台南縣的 14,839 千隻，

場，協助執行周圍環境及斃死畜禽清理、消

透過在養量的了解，可以知道台灣地區畜禽的

毒防疫等相關工作。

分布狀況，依其多寡來規劃當遇到天然災害

(2)督導人員需執行支援人力勤前說明，務使所

時，處理設施準備量之衡量參考基準。

有人員明瞭任務性質及處理方式等，以提升

於發生天然災害有大量動物屍體需要緊

處理效率。

急處理時，其處理之方式以化製法為優先考

(3)督導人員可安排動物防疫機關、鄉鎮公所或

量，若以台南縣為例，當發生天災而造成大量

產業團體相關人員擔任，負責協調相關清理

畜體死亡，以家禽而言，共飼養 14,839 千隻，

事宜，並評估、掌握及回報現場清理進度，

其屠體總重為 84,268 噸，當天然災害造成 3%

適時調整人力，提昇工作進度，或隨時爭

損失時，會有 445 千隻雞之死亡，其屠體重約

取、徵調可用人力。

為 2,528 噸，屍體處理順序為：

(4)應變小組應先行確認區域及畜牧場內所需

(1) 送往全利農工化製處理 270 噸(90 噸*3

清運動物頭（隻）數，及相關機具到位，以

天)，再送往金海龍化製場處理 720 噸(240

調度適當人力支應。至於人員出勤前，應安

噸*3 天)、暢展化製處理 420 噸(140 噸*3

排督導人力，指引人員到位，並督導相關人

天)、大勝化製 810 噸(270 噸*3 天)。

員執行清理工作。

(2) 就近化製處理不完者，送往台南的新農堆

(5)協助區域或畜牧場救災，應先暢通聯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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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場與崇榮堆肥場，其每日最大處理量為

消毒作業首先將消毒水或漂白水稀釋成適合

162 噸與 122 噸，便可將天然災害所造成

的濃度，再施以全面的噴灑消毒，待消毒後須

的 2,528 噸於三天內處理完成。

停養 1-3 個月，其流程如圖 3 所示。

若以焚化法為處理方式，亦以台南縣為
例，當天然災害造成 3%損失時，會有 445 千
隻雞之死亡，其屠體重約為 2,528 噸，屍體處
理順序為：
(1) 送往台南縣永康焚化場處理，其一天處理
量為 682 噸，以三天時間處理，便可將
2,046 噸之動物屍體處理完，剩餘的送往
鄰近焚化爐。
(2) 台南市城西垃圾焚化廠，其一天處理量為
549 噸，可將剩餘 482 噸之動物屍體處理
完畢。
(3) 假如災情更嚴重，可送往高雄縣岡山焚化
廠或嘉義縣鹿草垃圾焚化廠等離發生地

圖 3 消毒作業流程

區較近者，可就近處理之。
因此，畜牧場清潔工作，是使用適當之方

3.4 災害後整理

式將飼料、草（墊）料、排泄物、廢棄物、污
泥、動物來源物質及其他污染物移除，再以清

對於優先處理的順序，事先應有妥善規

水或適當化學藥劑洗淨，如牧場因颱風積水，

劃；為避免屍體經浸泡、腫脹、腐爛，將更難

則待積水消退後立即進行清潔及消毒。畜牧場

處理，應於最短時間內能處理最大量為原則；

之消毒重點包括下列幾項：

例如：母豬狹欄或肉豬欄設置有活動式自動欄

(1)嚴禁任何車輛進入畜牧場。

架，可於災後迅速將豬屍體倒出，現場支解或

(2)空欄舍得以 3%鹼水清洗消毒後，再用適當

利用移動式絞碎機絞碎，或以小型鏟裝機搬運

消毒劑消毒。水溝中可放入適當鹼片消毒。

至舍外，再進行支解或絞碎，可減少後續處理

(3)豬隻部分，可先以清水沖洗清潔，再以消毒

之體積，快速處理；籠飼蛋雞部份，如設置整

劑噴霧至完全濕潤。

片活動式籠門，可迅速將家禽屍體倒出，利用

(4)消毒劑之稀釋方法：

移動式絞碎機絞碎，若有混雜泥沙情形，可先

例如某一消毒劑有效稀釋倍數為 500 倍，

用篩選機篩選，減少泥砂及重量，再行絞碎，

如欲配製可有效使用之消毒水 50 公升，其配

以利進行後續處理程序。

製方法為 50 公升=50,000 ml，所需之消毒劑原

因天然災害所造成畜禽死亡，其三天後就

液＝50,000(ml)/500(倍)=100(ml)，取消毒劑原

會開始腐爛。死廢畜禽帶有大量致病微生物，

液 100 ml，加水至 50 公升即得稀釋 500 倍之

如不及時進行處理和消毒，任其腐爛發臭，病

消毒水。
消毒要點包括畜禽舍、屠宰場（點）、畜

菌會隨水流、空氣到處擴散，不僅污染環境，

禽及其產品加工、銷售場地、倉庫、中轉場地、

還容易引起人畜疫病大流行。

牲畜市場、農貿市場、飲水源、畜禽運輸車輛、

消毒工作是為了避免疫病的發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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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機關判定無異常後，得解除追 踪。

用具等。消毒範圍包含場內和場外消毒，其目

2009 年莫拉克颱風災後畜牧場動物防疫

的是為了確實杜絕因死廢畜禽而造成的疫病

重建專案計畫， 其內容包括以下幾點。

問題。
而場舍消毒之消毒劑用法，醛類消毒劑有

(1) 提供各縣市畜牧場受災戶 3 個月內所需防

甲醛、聚甲醛等，其中以甲醛的燻蒸消毒最為

疫消毒藥劑，合計 7 千萬元：防疫消毒劑

常用。密閉的圈舍可按每立方米 7-21 克高錳

2,500 元 / 桶 × 28,000 消 毒 次 數

酸鉀加入 14-42 毫升福爾馬林進行燻蒸消

=70,000,000 元。

毒。燻蒸消毒時，室溫一般不應低於 15℃，

(2) 受災縣市購置動物防疫消毒車、防疫車，

相對濕度應為 60%-80%，可先在容器中加入高

合計 2 千 5 百萬元：防疫消毒車輛：15 台

錳酸鉀後再加入福爾馬林溶液，密閉門窗 7 小

×1,000,000 元/台=15,000,000 元。防疫

時以上便可達到消毒目的，然後敞開門窗通風

車：10 台×1,000,000 元/台=10,000,000

換氣、消除殘餘的氣味。

元。

含氯消毒劑的消毒效果取決於有效氯的

(3) 配合生產系統補助受災戶改善畜牧設施

含量，含量越高，消毒能力越強，包括無機含

設置紗窗，合計 2 億元：採申請制，400

氯和有機含氯消毒劑。可用 5%漂白粉溶液噴

戶 × 每 戶 最 高 補 助

灑於動物圈舍、籠架、飼槽及車輛等進行消

=200,000,000 元。

500,000

元

毒。次氯酸殺毒迅速且無殘留物和氣味，因此

(4) 疫苗補助-提供受災戶復養後半年內所需

常用於食品廠、肉聯廠設備和工作台面等物品

重要疫病疫苗費用，合計 3 千萬元：
A. 偶蹄類動物-口蹄疫：3,000,000 元。

的消毒。

B. 牛-流行熱：1,000,000 元。

鹼類制劑主要有氫氧化鈉等，消毒用的氫

C. 家禽-雞新城病：26,000,000 元。

氧化鈉制劑大部分是含有 94％氫氧化鈉的粗
制鹼液，使用時常加熱配成 1%-2%的水溶液，

(5) 協助災區疾病抗體保護力監測，合計 3 千

用於消毒被病毒污染的雞舍地面、牆壁、運動

萬元：災區 10 區×1,500 場次×2,000 元/

場和汙物等，也用於屠宰場、食品廠等地面以

場=30,000,000 元。
(6) 以上經費合計 3 億 5 千 5 百萬元

及運輸車輛等物品的消毒。噴灑 6-12 小時後
用清水沖洗乾淨。

經由上述重建計劃之補助，在受災戶飼養

對於疾病監測方式，依防疫計劃注射疫

之畜舍部份給予紗窗之補助，以避免災後蚊蟲

苗，展開疾病防治監測，其監測方式包括集中

叮咬畜禽，於防疫方面也包含了消毒與防疫工

監測和日常監測兩種方式。集中監測應在災區

作之進行，以防止疫病之發生。

清理後 20 至 40 天內採動物血液進行疾病監
測，以判斷動物是否有染上疫病，而日常監測

4.結論

則是根據情況隨時進行，並請獸醫定期檢查。
而監測檔案的管理，應做好採樣記錄、實驗記

由於台灣的養豬場遍佈各縣市，因此，豬

錄、樣品保存記錄，監測樣品至少保存半年。

舍若位處在土石災害潛勢區、沿海易淹水區或

針對疫情監控，受天然災害之畜牧場動物

易遭颱風影響的區域，對於洪災的發生必須加

應由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進行後續追踪檢查

以防範，例如在設計豬舍建築時，除考量安全

及消毒，必要時得採樣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

與經濟設計對策、畜牧用水與排水對策、節能

畜衛生試驗所檢測。前述畜牧場動物如經動物

設計對策外，對於防水災害對策亦應重視。除

5

計畫。

了可減少自己的災害損失，也可在經營管理過

9. 動植物防疫檢驗局。2009。災變事故危機處

程，達到更環保、節能、經濟與安全的目標。

理標準作業程序(SOP)。

而對於洪災發生後之動物屍體處理，為了
使處理資源有效應用，建議可成立跨部會督導

10. Allen F. Harper, Joel M. DeRouchey,

單位，當洪災發生時，便可快速動員各單位以

Thomas D. Glanville, David L. Meeker,

因應洪災所造成的災情及降低災害損失。

Bar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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