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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澳大利亞去冠芽鳳梨燻蒸檢疫處理設施管理

及作業要點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其所屬轄區分

局（以下簡稱防檢局），為落實燻蒸檢疫處理效果，俾

使輸澳大利亞去冠芽鳳梨鮮果實符合澳方檢疫規定，特

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燻蒸檢疫處理，係指使用溴化甲烷燻蒸方法

執行檢疫處理者，其設施包括燻蒸櫃或燻蒸倉庫。 

三、 輸往澳大利亞去冠芽鳳梨鮮果實，輸出前應於防檢局認

可或防檢局所屬之燻蒸處理設施，以下列之燻蒸處理基

準處理二小時後，經檢疫合格，始可輸出： 

（一） 果實中心溫度達攝氏二十一度以上時，溴化甲烷

每立方公尺三十二公克。 

（二） 果實中心溫度達攝氏十六度以上，未達二十一度

時，溴化甲烷每立方公尺四十公克。 

（三） 果實中心溫度達攝氏十一度以上，未達十六度時，

溴化甲烷每立方公尺四十八公克。 

（四） 果實中心溫度達攝氏十度以上，未達十一度時，

溴化甲烷每立方公尺六十四公克。 

四、 防檢局認可之處理設施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設置地點： 

1. 交通方便、空氣流通。 

2. 燻蒸櫃周圍十五公尺內，燻蒸倉庫周圍三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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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內無住家、學校、機關、醫院、牧場等。 

（二） 設施設備： 

1. 明顯標示以區隔檢疫處理作業區域，並設有固

定柵欄、圍籬或其他有效阻絕之措施。 

2. 可定量投藥及控制劑量之安全供藥設備或系統，

並配備可將汽化器中之水加熱之汽化器。 

3. 具有定時或計時設備。 

4. 密閉並加鎖（封）。 

5. 具有溫度偵測感應器，並於設施外顯示。 

6. 具有氣體循環及主動抽風或排氣等設備。 

7. 使用不銹鋼或塗有耐酸鹼環氧樹脂等不吸收燻

蒸氣體之材料。 

8. 具有自設施外檢測內部燻蒸藥劑濃度及測試內

部壓力之三處（對角上、中、下）防漏檢測孔。 

9. 氣密度測試，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使用溴化甲烷（藥劑濃度每立方公尺十公

克），實施四十八小時空庫燻蒸後，設施

內上、中、下三處之燻蒸藥劑濃度經測定

其平均值在使用量之百分七十以上。 

（2） 以空氣加壓於設施內，計算庫內壓力自二

十五毫米水柱壓力降至二點五毫米水柱

壓力所需時間，達二十二秒以上。 

10. 具有監控環境中溴化甲烷濃度之設備，並有

警示系統維持最高容許濃度五 pp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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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具有遠端監控及即時視訊系統以供防檢局即

時監控現場實際作業情形。 

12. 設置具防蟲設施及充足照明之檢疫區域，並

備有儀器及設備供檢疫人員執行檢疫。 

（三） 安全防護設備及其他事項，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備有急救藥品及緊急沖洗設備，並定期更換及

檢修，且保有紀錄備查。 

2. 具有明顯之警告標示牌，標明燻蒸處理中、藥

劑種類、選定之緊急後送醫院、緊急聯絡人及

電話等資料。 

3. 具有符合消防法規之消防設備，並定期更換及

檢修，且保有紀錄備查。 

4. 具有過濾隔離式全面型防護面具及溴化甲烷

外洩測定器，並定期更換及檢修，且保有紀錄

備查。 

5. 操作燻蒸設施之人員應於進行處理時配戴口

罩或防護面具、手套及防護目鏡，必要時穿著

防護衣或外罩工作服。 

（四） 設施管理人員： 

1. 操作技術員應為高中（職）以上畢業。 

2. 設施設置及人員管理與訓練應符合我國相關

法規規範。 

五、 輸往澳大利亞去冠芽鳳梨鮮果實之燻蒸處理應符合下

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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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去冠芽鳳梨鮮果實進行燻蒸檢疫處理時，其包裝

方式須足以使燻蒸藥劑充分滲入，以確保燻蒸效

果。 

（二） 燻蒸檢疫處理進行時，其設施必須加鎖(封)，並

應在防檢局檢疫人員監督下實施，或以遠端監控

及即時視訊系統即時監控現場實際作業情形。 

（三） 燻蒸完成後之鮮果實須於設施內循環排氣一小時

以上，經儀器檢測燻蒸艙內溴化甲烷濃度低於五

ppm，始得開封搬離燻蒸設施，進行輸出前檢疫。 

六、 申請防檢局認可之處理設施負責人應填具「申請輸澳大

利亞去冠芽鳳梨燻蒸檢疫處理設施審查表」(附表一)並

檢附下列文件，向防檢局申請設施認可： 

（一） 登記證明文件。 

（二） 檢疫處理設施使用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使用證明或設施所在之工廠登記證明。 

（三） 檢疫處理設施地理位置簡圖。 

（四） 負責人及設施管理人相關資料。 

（五） 燻蒸檢疫處理設施設備清單。 

（六） 燻蒸檢疫處理設施操作技術員資格證明。 

（七） 燻蒸檢疫處理標準作業手冊。 

（八） 其他經防檢局指定者。 

七、 經防檢局審查及測試通過之處理設施，由防檢局核發設

施認可代號。 

八、 防檢局認可之處理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重新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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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認可： 

（一） 原認可之設施遷移他處。 

（二） 同一地址或地號增設設施。但其增設部分係獨立

申請認可者，不在此限。 

（三） 設施設備變更或損毀經修復完成。 

九、 防檢局認可之處理設施所在地地址或地號、聯絡方式、

設施負責人、管理人或操作技術員如有變更時，設施負

責人應檢具相關文件向防檢局申請變更。 

十、 設施負責人於設施認可期間，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提供檢疫處理及測試作業所須耗料、藥劑、工具

設備、人力、聯繫通訊設備及相關規定之必要設

備。 

（二） 設施於執行檢疫處理時，防檢局得使用遠端監控

設備及即時視訊系統監控現場實際作業情形，必

要時得派員至現場監督檢疫處理作業。 

（三） 安全防護設備及檢疫處理設備之檢修校對測試及

作業等相關紀錄應建檔。其檢疫處理紀錄應包含

檢疫申請書案號、處理日期、起迄時間、藥劑濃

度、處理溫度等，所有紀錄應保存一年，防檢局

得隨時調閱，設施負責人或管理人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四） 遵守溴化甲烷主管機關之相關使用及管理規定，

並於申請及通報使用情形時，副知防檢局。 

十一、 設施查核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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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防檢局應對認可之設施每年抽查一次以上，並

填具查核紀錄表(附表二)，必要時得隨時抽查，

另每年進行氣密度測試一次以上。設施負責人

或管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二） 認可之設施經抽查發現設施或作業有缺失時，

設施負責人應填報疏失原因並提出改善方案，

在未完成改善並經防檢局複查符合規定前，暫

停檢疫處理作業。 

十二、 防檢局認可之設施，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終止其認

可： 

（一） 負責人主動申請終止認可。 

（二） 經防檢局限期通知改善，無法於九十個日曆天

內完成設施或作業缺失改善。 

（三） 負責人或管理人規避、妨礙或拒絕防檢局之抽

查。 

（四） 檢疫處理紀錄、文件或作業方式有虛偽不實。 

（五） 因設施損壞或其他因素無法繼續執行檢疫處理

作業。 

（六） 設施使用地及（或）建物合法使用證明有虛偽

不實、逾期或失效。 

（七） 因不符我國法規而無法繼續使用或執行檢疫處

理作業。 

十三、 防檢局所屬以及經認可與終止認可之燻蒸檢疫處理

設施，由防檢局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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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申請輸澳大利亞去冠芽鳳梨燻蒸檢疫處理設施審查表 

申請號碼                          審查日期   

廠商名稱及

統一編號 
  負責人   

地址   電子郵件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檢疫處理設施：溴化甲烷燻蒸處理設施－□燻蒸櫃  □燻蒸倉庫 

文件審查結果（燻蒸處理設施）：□符合    □不符合－原因：                
□設施使用地及（或）建物合法使用證明 
□設施所在地地址或地號、聯絡方式及地理位置簡圖等相關資料 
□設施負責人、管理人及操作技術員相關資料 
□設施設備清單 
□標準作業手冊 
□其他        
現場審查結果： 

※設施位置條件：□合格  □不合格 
※自動安全投藥系統：□合格  □不合格 
※氣體循環、抽風及排氣等設備：□合格  □不合格 
※氣密度檢測孔及氣密度測試結果（48 小時、70%）：□合格  □不合格  或 

壓力測試結果（25mm 水柱壓力降至 2.5 水柱壓力、22 秒以上）：□合格  □不合格 
  ※燻蒸設施溫度測定裝置：□合格  □不合格 
  ※廢氣處理設備：□合格  □不合格 
  ※急救藥品、緊急沖洗設備（或特約醫院）：□合格  □不合格 
  ※防毒面具、毒氣外洩測定器及警告標示牌：□合格  □不合格 
  ※操作技術員資格：□合格  □不合格 

審查結果：□同意申請  □不同意申請 
審查日期：      審查人員：        課長/主任：           分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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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輸澳大利亞去冠芽鳳梨燻蒸檢疫處理設施查核紀錄表 

廠商名稱：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時

查 核 項 目 說明或其他事項 查核結果

一、檢疫處理設施 

(一) 投藥及溫度檢測設備是否正常   □是□否 

(二)氣體循環、抽風及排氣等設備是否正常   □是□否 

(三)是否有偵測溴化甲烷洩漏檢查系統，並落實執行   □是□否 

二、檢疫處理作業 

(一)現場作業時間是否與事先通知內容相符   □是□否 

(二)處理之數量和種類是否與事先通知內容相符   □是□否 

(三)是否製備檢疫處理紀錄表及月報表備查   □是□否 

(四)檢疫燻蒸藥劑濃度、溫度及時間是否符合澳大利亞規定   □是□否 

(五)是否由經訓練合格之技術員設施操作   □是□否 

(六)檢疫處理紀錄表及月報表內容是否完善   □是□否 

(七) 檢疫處理紀錄表與月報表上是否由核備之技術員簽章   □是□否 

(八)現場操作時是否隨時監測空氣中溴化甲烷濃度   □是□否 

※檢疫處理設施及作業經查核具缺點者，在未完成改善複查合格(核可)前，應暫停辦理檢疫處
理作業。 

※檢疫處理作業經查核具有缺失者，應限期改善該項缺失。 

本次查核發現缺失如下： 以上查核結果經受查核燻蒸處理廠確認無誤。 
技術員：          公司章： 

  

查核人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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