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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有效及正確實施各項官方管制措施及作業並維持其一致性，以確保輸

俄羅斯漁產品符合俄羅斯衛生法規及標準，特訂立本作業程序。 

 

2. 依據 

2.1. 外銷食品及飼料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實施辦法 

2.2. 核發輸出水產加工品衛生證明作業要點 

2.3. 輸歐盟漁產品管理作業要點 

2.4. 俄羅斯及其關稅同盟對漁產品之衛生規定 

 

3. 範圍 

3.1 輸俄羅斯漁產品衛生管理及衛生標準制(修)訂 

3.2 輸俄羅斯漁產品廠場的登錄及更新 

3.3 衛生證明書申請之受理與核發等作業規定 

 

4. 權責 

4.1. 輸俄羅斯漁產品衛生管理及衛生標準制(修)訂：本局第二組(以下簡稱

第二組)。 

4.2. 輸俄羅斯漁產品廠場的登錄及更新： 

4.2.1 加工廠的登錄及更新：第二組及加工廠所屬本局轄區分局/第六組(以

下簡稱檢驗機關)辦理。 

4.2.2 漁船的登錄及更新：漁業署提供合格名單予第二組辦理。 

4.3. 衛生證明書申請之受理與核發：檢驗機關辦理。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輸俄羅斯漁產品衛生管理及核發衛生證明書作業程序 

 

編號：TAP-021-010 

版次：第   2    版 

頁次：第 28 之 2 頁 

日期：100 年8月19日 

5.  內容 

5.1. 輸俄羅斯漁產品衛生管理及衛生標準制(修)訂 

5.1.1 輸俄羅斯漁產品衛生管理原則係依循我國已建置之跨部會輸歐盟漁產

品衛生管理架構，為有效管控原料來源及落實原料追蹤管理，輸俄羅

斯漁產品原料需來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以下簡稱漁業署)核可

登錄之輸歐盟漁產品養殖場、供貨漁船或歐盟登錄遠洋漁船(國產原料

部分)，或俄羅斯動植物衛生監督局(以下簡稱 FSVPS)核可登錄之第三

國漁產品供貨廠場(進口原料部分)。 

5.1.2 前述漁產品供貨廠場登錄名單可至漁業署漁業資訊服務網

(http://www.fa.gov.tw/) 或 FSVPS 進 出 口 國 家 名 單 官 方 網 站

(http://www.rosselkhoznadzor.ru/fsvps/importExport?_language

=en)中查詢。 

5.1.3 第二組依據俄羅斯及其關稅同盟對漁產品相關衛生管理及衛生規定，

並參照國內相關產品衛生標準，制定及修訂我輸俄羅斯漁產品衛生標

準，函知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5.2. 輸俄羅斯漁產品廠場的登錄及更新 

5.2.1 登錄為輸俄羅斯漁產品加工廠需符合下列條件之ㄧ： 

(1)本局認可登錄之輸歐盟漁產品加工廠 

(2)本局認可登錄實施 HACCP 水產品加工廠 

5.2.2 具前述條件之加工廠得填具下列文件，向檢驗機關申請登錄為輸俄羅

斯漁產品加工廠： 

(1)加工廠申請書(附件 1)； 

(2)加工廠擬輸俄羅斯漁產品資料表(附件 2，填表說明如附件 3)。 

5.2.3 檢驗機關應審查廠場檢具之申請資料與本局驗證登錄資料相符並完備

正確後，提送第二組複審。 

5.2.4 漁業署認可登錄之輸歐盟漁船得填具「漁船擬輸俄羅斯漁產品資料表」

(附件 4，填表說明如附件 5)，由漁業署審查後送第二組申請登錄為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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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漁產品漁船。 

5.2.5 第二組複審完成之廠場及漁船資料應提請駐俄羅斯代表處經濟組轉致

FSVPS 審核登錄；獲俄方核可登錄之廠場名單將公告於 FSVPS 官方網頁

及本局網頁首頁/業務專區/管理系統驗證/國外動物源性產品輸入規

定/俄羅斯項下。 

5.3. 衛生證明書之申請受理及核發 

5.3.1 已登錄之輸俄羅斯漁產品加工廠得填具下列文件，向檢驗機關申請輸

俄羅斯漁產品衛生證明書： 

(1)商品輸出特約檢驗報驗申請書 

(2)輸俄羅斯漁產品衛生證明書格式(附件 6，詳實填寫第 1 頁之商品資

訊，並檢附電子檔) 

(3)漁產品原料追溯證明文件： 

(A) 國產原料：漁撈漁獲物來自沿近海之供貨漁船應檢附「輸歐

盟漁產品供貨漁船漁獲出售流程紀錄表」，來自遠洋漁船則

應檢附「輸歐盟漁獲物出售流程紀錄表」；養殖魚貨應檢附

「登錄輸歐盟漁產品養殖場出貨流程紀錄表」。 

(B) 進口原料：應檢附「進口魚貨出售流程紀錄單」及輸出國主

管機關出具之衛生證明書，證明書應記載該供貨廠場登錄號

碼、貨物追溯相關資訊及該廠場係執行 HACCP 管理系統且經

權責機關監督檢查與該批產品適合人體食用等證明內容。 

(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以下簡稱防檢局)核發之動

物健康證明文件 

(5)輸俄羅斯漁產品廠場自主管理切結保證書(附件 7)：保證該批產品

未經離子化或紫外線處理、不含放射性物質及食品添加物；包裝容

器、包材為一次性使用，其衛生要求及運輸方法符合我國之衛生法

規規定；另產品凍結之溫度及時間可有效滅活寄生蟲。 

(6)廠場自主管理文件：包含製造流程圖、製程紀錄、衛生管理紀錄及

溫度控管紀錄表(冷凍產品儲存期間品溫應低於-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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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已獲 FSVPS 登錄之輸俄羅斯漁產品漁船，應向漁業署申請證明下列事

項之文件： 

(1)保證該批貨物之捕撈、清洗、凍結儲存及轉載係符合 HACCP 之要求

及我國之法規。 

(2)證明該批產品的包裝容器、包材係一次性使用。 

(3)證明該批產品凍結之溫度及時間可有效滅活寄生蟲。 

5.3.3 取得漁業署證明前述事項文件之前揭漁船業者，應檢具下述文件向檢

驗機關申請輸俄羅斯漁產品衛生證明書。 

(1)商品輸出特約檢驗報驗申請書； 

(2)輸歐盟漁獲物出售流程紀錄表； 

(3)輸俄羅斯漁產品衛生證明書格式(附件 6，詳實填寫第 1 頁之商品資

訊，並檢附電子檔)； 

(4)防檢局核發之動物健康證明文件； 

(5)漁業署證明文件。 

5.3.4 檢驗機關確認廠商檢附文件齊備完整即予以受理申請。 

5.3.5 每批輸俄羅斯漁產品應採逐批檢驗，進行外觀、性狀檢查後並依 5.4

節規定項目及方法取樣檢驗，檢驗結果符合「食品安全性和營養價值

的衛生要求」規定後始予核發衛生證明書。 

5.3.6 前述逐批檢驗方式得由第二組經蒐集國內外食品安全資訊、國際及俄

羅斯漁產品安全通報情形，依風險評估原則調整。 

5.3.7 產品相關原料出售流程紀錄表單之出貨紀錄欄位可參照附件 8 漁產品

製成率參照表核銷並記錄該批產品出口數量後，影印一份留存，正本

檢還廠場業者，俾利剩餘原料後續核銷。 

5.3.8 檢驗機關應將前述 5.3.1(3)(A)國產原料出售流程紀錄表單於第一次

受理時(不論是否核銷完畢)影印，定期彙送漁業署並副知第二組，俾

該署進行原料追溯管理。 

5.4. 檢驗項目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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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依據 2010 年 6 月 18 日「俄白哈關稅同盟」委員會批准第 299 號衛生

和流行病學規則和規範「食品安全性和營養價值的衛生要求」(摘要表

列如附件 9)，進行下列衛生項目及方法之檢驗： 

(1)官能檢查：準用「輸歐盟漁取樣及分析作業指導說明書」

(TAW-021-010)「漁產品官能檢查表」進行檢查。 

(2)寄生蟲檢查：目視檢查，魚體表面不得有目視存在之寄生蟲，且魚

體組織不得被破壞。 

(3)微生物：依「俄白哈關稅同盟」之「食品安全性和營養價值的衛生

要求」，食品安全的衛生指標性細菌(總生菌數、大腸桿菌群)需檢

驗，另依附件 9「食品安全性和營養價值的衛生要求」之產品類別

檢驗致病性病原菌(沙門氏菌、李斯特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其中

沙門氏菌為必檢項目。相關檢驗方法依據「CNS 10890-食品中微生

物檢驗法-生菌數之檢驗」、「CNS 10984-食品微生物檢驗法-大腸

桿菌群之檢驗」、「CNS 12542-食品微生物檢驗法-金黃色葡萄球

菌」、「CNS 12982-食品微生物檢驗法-李斯特菌之檢驗」、「CNS 

10952-食品微生物檢驗法-沙門氏菌之檢驗」、「CNS  12538-食品

中微生物檢驗法-腸炎弧菌之檢驗」及「CNS 12925-食品中微生物

檢驗法-黴菌及酵母菌之檢驗」。 

(4) 組織胺：為鮪魚、鯖魚、鮭魚及鱘魚之必要檢驗項目。檢驗方法依

據「CNS 8052-食品中組織胺檢驗法」之高效能液相層析儀法。 

(5)重金屬：基於漁業署對輸歐盟漁產品登錄名單現有監測措施及進口

原料已提供輸出國衛生證明，依附件 9「食品安全性和營養價值的

衛生要求」，鉛、鎘、汞、砷檢驗至少 1 項，金屬罐裝產品加驗錫。

鉛檢驗方法依據行政院衛生署 92 年 12 月 23 日公告署授食字第

0929227157 號「食品中重金屬檢驗方法-鉛之檢驗(二)」、鎘檢驗

方法依據行政院衛生署 92 年 4 月 4 日公告署授食字第 0929206232

號「食品中重金屬檢驗方法－鎘之檢驗(二)」；汞檢驗方法依據行

政院衛生署 93 年 1 月 8 日公告署授食字第 0939300138 號「食品中

重金屬檢驗方法-汞之檢驗(二)」；砷檢驗方法參考行政院環保署

83 年 4 月 12 日公告環署檢字第 00566 號「魚介類酸性消化總則－

微波消化／元素分析」；錫檢驗方法依「CNS 3791-罐頭食品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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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檢驗法-含錫量之測定」。 

(6)亞硝酸胺類(N-nitrosamines)：檢驗方法參照歐盟 Commission 

Decision 2002/657/EC，經確效後建立氣相層析串聯質譜儀

(GC-MS/MS)儀器或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LC-MS-MS)檢測方法，並依

「俄白哈關稅同盟」之「食品安全性和營養價值的衛生要求」針對

煙燻、乾製及經加熱處理之漁產品檢驗。 

(7)動物用藥及農藥類：基於漁業署對輸歐盟漁產品登錄名單現有監測

措施及進口原料已提供輸出國衛生證明，養殖魚類動物用藥及農藥

至少各擇 1 項檢驗。檢驗方法為氯黴素依「CNS 14460-2 食品中動

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氯黴素之檢驗(Ⅱ)」；四環黴素依「CNS 

15412-2 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四環黴素類之測定」；甲

磺氯黴素依99年9月8日行政院衛生署公告署授食字第0991903105

號「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檢驗方法-氯黴素、甲磺氯黴素及氟甲磺

氯黴素之檢驗」；六氯環己烷(α、β、γ)、 DDT 及其代謝物依「CNS 

14835-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畜禽水產品中有機氯劑之多重殘

留分析」；2,4-D 酸及其鹽類、酯類依「CNS 13414-食品中殘留農

藥檢驗方法-殺草劑二、四地之檢驗」。  

(8)輻射物質：基於漁業署已定期針對沿近海洄游性漁獲物採樣，送原

子能委員會檢驗，廠商首批報驗產品抽樣送原子能委員會相關實驗

室進行銫-137 及鍶-90 檢驗；首批檢驗合格後，改採 20 批抽 1 批

方式進行送驗。倘檢出含輻射物質超標之情事，應立即通報漁業署

進行該批產品原料之追蹤管理。 

 

6. 核發衛生證明書注意事項及各欄位說明 

6.1 應由檢驗機關指定人員簽署。 

6.2 簽證官員應具足夠知識，熟悉簽發證明文件之規定，並瞭解簽發證明文

件前之調查及檢測結果。 

6.3 簽證官員應備足相關佐證證明資料，始得簽署官方證明文件，且不得簽

署空白表單或不完整之證明文件。 

6.4 證明書內容如有誤繕文字應先畫除再修改，且須經簽證官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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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文件遺失、變更或商品分批輸出時，得申請補發或換發新證明；其新證

明應以英文加註原簽發證明日期「This certificate is issued to 

replace the certificate no. xxxxxxxxxxx, date MMM.DD, YYYY.」。 

6.6 證明書請以具防偽功能之專用紙張雙面列印，並於證明書表格上方以打

叉或打勾方式註記該份證明書為正本□或副本□，倘為副本且核發份數

超過 1 份以上，則勾選副本核發份數□並於框後以英文單字註記份數；

文件內容建議以大寫英文為填寫原則。 

6.7 衛生證明書各欄位說明 

6.7.1 第 1 部份：貨品資訊(除 1.5 欄外其餘欄位悉由申請人填寫) 

(1)「1.1 發貨人名稱及地址」：填寫貨主名稱及地址(可以是貿易商或

加工廠)，建議儘可能填寫郵遞區號、包括國碼之電話號碼、傳真

號碼或電子郵件。 

(2)「1.2 取貨人名稱及地址」：填寫輸入俄羅斯之進口商名稱及地址，        

建議儘可能填寫遞區號、包括國碼之電話號碼、傳真號碼或電子郵

件。 

(3)「1.3 運輸方式」：填寫飛機航班編號(空運)、船舶名稱及航次(海

運)與貨櫃號碼。倘有轉運卸貨及重裝貨情形，相關運輸資料應分

別列明。 

(4)「1.4 過境國」：若有經由非俄羅斯之港口轉運進入俄羅斯境內者

填寫轉運港國名，無者填寫「Nil」。 

(5)「1.5 證書編號」：由核發衛生證明書之檢驗機關依特約檢驗證書

編號原則填寫。 

(6)「1.6 原產地」：填寫輸出國名「TAIWAN」。 

(7)「1.7 認證會員國」：填寫「N/A」。 

(8)「1.8 台灣主管機關」：填寫「THE BUREAU OF STANDARDS, METROLOGY 

AND INSPECTIO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BSMI)」。 

(9)「1.9 中華民國台灣簽發證書之機構」：填寫核發衛生證明書之檢

驗機關名稱，以高雄分局為例，應填寫「KAOHSIUNG BRANCH, BS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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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0 於俄羅斯聯邦之入境點」：填寫入境俄羅斯之港埠或航空

站名。 

6.7.2  第 2 部份：產品識別(由申請人填寫) 

(1)「2.1 產品名稱」：商品分類號列（HS 代碼），依財政部關稅總局

之稅則號別代碼（Tariff NO.）或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C.C.C. 

Code）查填，可填列 11 碼，亦可應廠商要求填列 4 碼或 6 碼。填

寫商品名之說明，如魚種（須列學名）＋產品狀態（整尾、魚片等）

＋加工型態（冷凍、冷藏等），以冷凍吳郭魚片為例，此欄位填寫

「TILAPIA ORECHROMIS MOSSAMBICA, FILLETS, FROZEN」。 

(2)「2.2 製造日期」：詳列所有貨物之製造日期，格式為 MMM DD, YYYY，

填寫例 JUN 22, 2011。 

(3)「2.3 包裝種類」：說明盒裝、袋裝或其他包裝方式。 

(4)「2.4 數量」：包裝箱（盒、袋）數量，填寫產品總包裝數量。 

(5)「2.5 淨重」：填寫每包裝箱（盒、袋）之淨重公斤數。（建議以

阿拉伯數字及英文大寫同時呈現） 

(6)「2.6 鉛封號碼」：填寫所有貨櫃封條號碼。 

(7)「2.7 識別標識」：填寫包裝箱上之標識，至少須有(A)俄羅斯核可     

登錄廠場號碼及(B)「TAIWAN」標識。 

(8)「2.8 儲存及運輸條件」：產品儲存或運輸時之溫度為常溫、冷藏

或冷凍。 

(9)「2.9 原料來源國」：國產原料填寫 Taiwan；進口原料填寫原料輸

出國國名。 

「廠場名稱及認可編號」：國產原料填寫漁業署登錄養殖場或漁船

名稱及認可編號；進口原料填寫輸出國加工廠名稱及認可編號。 

6.7.3 第 3 部分：產品來源(由申請人填寫) 

(1)「3.1 經台灣主管機關認可出口之廠場名稱及地址」： 

      填寫俄羅斯核可之加工廠名稱、登錄號碼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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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船」填「N/A」。 

「冷凍倉儲廠」填寫本局核可登錄之外銷食品倉儲場名稱、登錄號

碼及地址，若非倉儲廠填「N/A」。 

(2)「3.2 轄區行政主管機關」：地方權責機關，填寫核發衛生證明書

之檢驗機關名稱，以高雄分局為例，應填寫「KAOHSIUNG BRANCH, 

BSMI」。 

6.7.4 第 4 部分：食品之符合性認證，由檢驗機關簽證官員依下列說明進行

查核及確認。 

(1)「4.1 由台灣輸出至俄羅斯聯邦供人類食用之冷藏和冷凍魚類、漁產

品及其加工品係由台灣主管機關認可之出口廠場製造，並在該機關之

持續監督下運作」：產品係來自 HACCP 水產品加工廠或輸歐盟漁產

品加工廠實施自主管理，且由檢驗機關持續監督下運作，另外漁船

部分依漁業署之證明文件證明。 

(2)「4.2 冷藏和冷凍魚類、漁產品及其相關產品係來自於未受動物疫病

限制之廠場」：依防檢局核發之動物健康證明文件證明。 

(3)「4.3 冷藏和冷凍魚類、漁產品及其相關產品經中華民國台灣主管機

關之證實無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水生動物衛生法典』所載的疾病」：

依防檢局核發之動物健康證明文件證明。 

(4)「4.4 若魚體存在有可接受程度之寄生蟲應以目前使用之方法予以滅

活」：依廠場自主管理切結保證書及文件或漁業署之證明文件，證

明產品品溫達-20℃以下冷凍 24 小時以上或-35℃以下冷凍 15小時

以上（參照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USFDA)之 Fish and Fishery 

Products Hazards and Controls Guidance，第 5 章寄生蟲篇所列

之寄生蟲滅活方式）。 

(5)「4.5 出口至俄羅斯聯邦冷凍魚類及漁產品之肌肉中心溫度不得高於

攝氏－１８℃、不得遭受沙門氏菌及其他致病菌污染、不得有典型傳

染病灶之情形、不得有不良感官檢查品質、儲存期間中不得有解凍情

形、不得使用著色劑、香料、且不得照射離子輻射及紫外線」：依產

品之品溫測定、微生物和輻射物質檢驗結果、廠場自主管理切結保

證書、外觀檢查及防檢局簽發之動物健康證明文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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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6 海水魚類、淡水魚類、漁產品及即食品係經主管機關檢驗判

定為適合人類食用，感官檢查品質令人滿意，且不含天然或合成之

雌激素、其他荷爾蒙物質、甲狀腺抑制劑、抗生素、其他藥物或殺

蟲劑」：依廠場自主管理切結保證書及產品之各項檢驗結果證明。 

(7)「4.7 冷藏和冷凍魚類、漁產品及其相關產品加工過程之微生物學、

化學、毒物學或放射線學上之特性需符合現行「俄白哈關稅同盟」

之獸醫及衛生法規及要求」：依廠場自主管理切結保證書及產品之

各項檢驗結果證明。 

(8)「4.8 冷藏和冷凍魚類、漁產品及其相關產品係依中華民國台灣之法

令判定為適合人類食用」：依產品之各項檢驗結果證明。 

(9)「4.9 一次性使用之容器及包裝材料係符合相關衛生要求」：依廠場

自主管理切結保證書或漁業署之證明文件證明。 

(10) 「4.10 運輸方法之處理及準備係符合中華民國台灣之法規」：依

廠場自主管理切結保證書或漁業署之證明文件證明。 

6.7.5 簽證官員簽署欄 

衛生證明書最末頁欄位，簽署官員應注意簽名及戳章部份必須使用與

該份文件文字顏色不同之墨水，且簽證日期應在檢驗完成日期之後及

離港日期之前。 

 

7. 輸俄羅斯漁產品衛生安全管理相關文獻 

7.1. 廠場衛生安全依據俄羅斯漁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之衛生規定和標準

(SanPin 2.3.4.050-96)。 

7.2. 俄羅斯水產品衛生標準依據 2010 年 6 月 18 日「俄白哈關稅同盟」委員

會批准第 299 號衛生和流行病學規則和規範「食品安全性和營養價值的

衛生要求」。 

7.3. 相關資料置於本局網站/業務專區/管理系統驗證/國外動物源性產品輸

入規定/俄羅斯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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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8.1. 附件 1.加工廠申請書。 

8.2. 附件 2.加工廠擬輸俄羅斯漁產品資料表 

8.3. 附件 3.加工廠擬輸俄羅斯漁產品資料表填表說明 

8.4. 附件 4.漁船擬輸俄羅斯漁產品資料表 

8.5. 附件 5.漁船擬輸俄羅斯漁產品資料表填表說明 

8.6. 附件 6.輸俄羅斯漁產品衛生證明書格式 

8.7. 附件 7.輸俄羅斯漁產品廠場自主管理切結保證書 

8.8. 附件 8.漁產品製成率參照表 

8.9. 附件 9.食品安全性和營養價值的衛生要求(摘要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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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加工廠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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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加工廠擬輸俄羅斯漁產品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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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加工廠擬輸俄羅斯漁產品資料表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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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漁船擬輸俄羅斯漁產品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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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漁船擬輸俄羅斯漁產品資料表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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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輸俄羅斯漁產品衛生證明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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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輸俄羅斯漁產品廠場自主管理切結保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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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漁產品製成率參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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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食品安全性和營養價值的衛生要求(摘要表列) 

管制項目 管制細項 限量標準

(mg/kg) 

備註 

Ι.冷凍、冷藏魚類，魚碎肉，魚片，海洋哺乳動物的肉 

鉛 1.0  

 2.0 鮪魚、劍旗魚、鱘魚 

砷 1.0 淡水魚 

 5.0 海魚 

鎘 0.2  

汞 0.3 淡水魚(非肉食性) 

 0.6 淡水魚(肉食) 

 0.5 海魚 

 1.0 鮪魚、劍旗魚、鱘魚 

組織胺 100 鮪魚、鯖魚，鮭魚，鯡魚 

毒性元素 

亞硝酸胺類

(nitrosamines)： 

NMEA 和 NDEA 之總

量 

0.003  

六氯環己烷(α、

β、γ-異構物) 

0.2 海水魚，海洋動物的肉 

 0.3 淡水魚 

DDT 及其代謝物 0.2 海魚 

 0.3 淡水魚 

 2.0 鱘魚，鮭魚，鯡魚 

農藥 

 

 0.2 海生哺乳動物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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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D 酸、其鹽類

及酯類 

 在淡水魚中是不允許的 

動物用藥 激素、荷爾蒙、甲

狀腺拮抗劑及抗生

素 

不得含有  

銫-137 130 Bk/kg 放射線素種類 

鍶-90 100 Bk/kg 

冷藏、冷凍之魚類及水產品 

總生菌數 1X105          

CFU/g 

 

大腸桿菌群 Per 0.001g    

ND 

 

金黃色葡萄球菌 Per 0.01g     

ND 

 

病原性微生物(沙

門氏菌及李斯特

菌) 

Per 25g       

ND 

 

微生物項目 

腸炎弧菌 100           

CFU/g 

海魚 

 

管制項目 管制細項 限量標準

(mg/kg) 

備註 

II.冷藏或冷凍之非魚類之捕獲物，包含軟體動物、甲殼類和其他無脊椎類、海藻和海草

與其他加工產品 

鉛 10.0  

砷 5.0  

(軟體動物、甲殼類和其

他無脊椎類) 

毒性元素 
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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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汞 0.2  

銫-137 130 Bk/kg 放射線素種類 

鍶-90 100 Bk/kg 

鉛 0.5  

砷 5.0  

鎘 1.0  

(海藻和海草) 

毒性元素 

汞 0.1  

銫-137 130 Bk/kg 放射線素種類 

鍶-90 100 Bk/kg 

冷藏或冷凍之非魚纇之捕獲物，包含軟體動物、甲殼類和其他無脊椎類 

總生菌數 1X105           

CFU/g 

 

大腸桿菌群 Per 0.001g    

ND 

 

金黃色葡萄球菌 Per 0.01g     

ND 

 

病原性微生物 

(沙門氏菌及李斯

特菌) 

Per 25g       

ND 

 

微生物項目 

腸炎弧菌 100           

CFU/g 

 

 

管制項目 管制細項 限量標準 備註 

III.鹽漬、辛香料、烹調用等其他立即可食之魚製產品 

鉛 1.0  毒性元素 

 2.0 鮪魚、劍旗魚、鱘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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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 1.0 淡水魚 

 5.0 海魚 

鎘 0.2  

汞 0.3 淡水魚(非肉食性) 

 0.6 淡水魚(肉食) 

 0.5 海魚 

 1.0 鮪魚、劍旗魚、鱘魚 

組織胺(未加工產

品的原料和成品內

所有乾製物質的成

分) 

100 鮪魚、鯖魚，鮭魚，鯡魚 

 

亞硝酸胺類

(nitrosamines)： 

NMEA 和 NDEA 之總

量 

0.003  

六氯環己烷(α、

β、γ-異構物) 

0.2  

0.4  

農藥 

 

DDT 及其代謝物 

2.0 冷燻製做的曬乾魚，中型鯡魚 

放射線素種類 銫-137 130 Bk/kg 

 鍶-90 100 Bk/kg 

魚製配料、灌腸製品、燻魚碎肉，含有香料的即食性魚製產品之微生物項目(即食性產品

種類繁多，各項微生物說明可於本局查詢) 

總生菌數 1X105           

CFU/g 

 微生物項目 

大腸桿菌群 Per 0.001g    

ND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輸俄羅斯漁產品衛生管理及核發衛生證明書作業程序 

 

編號：TAP-021-010 

版次：第   2    版 

頁次：第 28 之 27 頁

日期：100 年8月19日 

金黃色葡萄球菌 Per 1.0g     

ND 

  

病原性微生物(沙

門氏菌及李斯特

菌) 

Per 25g       

ND 

 

 

管制項目 管制細項 限量標準

(mg/kg) 

備註 

IV.魚罐頭和醃漬品 

鉛 1.0  

 2.0 鮪魚、劍旗魚、鱘魚 

砷 1.0 淡水魚 

 5.0 海魚 

鎘 0.2  

汞 0.3 淡水魚(非肉食性) 

 0.6 淡水魚(肉食) 

 0.5 海魚 

 1.0 鮪魚、劍旗魚、鱘魚 

組織胺 100 鮪魚、鯖魚，鮭魚，鯡魚 

毒性元素 

亞硝酸胺類

(nitrosamines)： 

NMEA 和 NDEA 之總

量 

0.003  

毒性元素 錫 200 裝於含錫的容器 

農藥 六氯環己烷(α、

β、γ-異構物) 

0.2 海水魚，海洋動物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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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淡水魚 

DDT 及其代謝物 0.2 海魚 

 0.3 淡水魚 

 2.0 鱘魚，鮭魚，鯡魚 

 0.2 海生哺乳動物的肉 

 

2,4-D 酸、其鹽類

及酯類 

 在淡水魚中是不允許的 

銫-137 130 Bk/kg 放射線素種類 

鍶-90 100 Bk/kg 

少鹽、帶有辛香料及特種醃製之冷藏調理罐頭食品(魚肉未分解)之微生物項目 

總生菌數 1X105  

黴菌 10  

酵母菌 100  

大腸桿菌群 Per 0.01g     

ND 

 

金黃色葡萄球菌 Per 1.0g    

ND 

 

微生物項目 

病原性微生物(沙

門氏菌及李斯特

菌) 

Per 25g     

ND 

 

註：其他種類漁產品加工品詳細之食品衛生安全標準，請依據公告於本局網

頁：首頁/業務專區/管理系統驗證/國外動物源性產品輸入規定/俄羅斯

之俄羅斯「食品安全性和營養價值的衛生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