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表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輸入查驗之檢驗項目及
限量基準
中文貨名
飼料用基因改造玉蜀黍
飼料用非基因改造玉蜀黍
魚渣粉
其他魚、甲殼類、軟體動物
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
粉、粗粉及團粒
飼料用豆渣餅
飼料用提煉黃豆油所產之
其他固體殘渣，無論是否磨
碎或呈團粒狀
魚溶漿
飼料用乳粉（魚粉含量在 5%
及以上，菜籽粕含量在 8%
及以上，苜蓿草粉含量在 3%
及以上），含脂重量不超過
1.5%者
飼料用乳粉（魚粉含量在 5%
及以上，菜籽粕含量在 8%
及以上，苜蓿草粉含量在 3%
及以上），含脂重量超過
1.5%，未加糖或未含甜味料
者
飼料用乳粉（魚粉含量在 5%
及以上，菜籽粕含量在 8%
及以上，苜蓿草粉含量在 3%
及以上），加糖或含其他甜
味料者
飼料用乳清粉及改質乳清
粉（魚粉含量在 5%及以上，
菜籽粕含量在 8%及以上或
苜蓿草粉含量在 3%及以上
者）
飼料用玉米蛋白粉

貨品分類號列
1005.90.00.11-1
1005.90.00.12-0
2301.20.10.00-6

檢驗項目

限量基準

黃麴毒素

50 ppb

三聚氰胺

2.5 ppm

2301.20.90.00-9
2304.00.10.10-5
2304.00.90.10-8
2309.90.10.00-3

2309.90.21.00-0

2309.90.22.00-9

2309.90.23.00-8

2309.90.30.00-9

2309.90.90.90-7E
X

濃縮乳清及改質乳清，不論
是否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 0404.10.00.21-5
者，飼料用
其他天然乳品，不論是否加
糖或含其他甜味料者，飼料 0404.90.00.10-1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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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碎或粉狀之各類乾酪，飼
料用
濃縮乳清及改質乳清，不論
是否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
者，飼料用
其他天然乳品，不論是否加
糖或含其他甜味料者，飼料
用
磨碎或粉狀之各類乾酪，飼
料用

0406.20.00.10-4
0404.10.00.21-5

0404.90.00.10-1
0406.20.00.10-4

生菌數、大腸
桿菌、大腸桿
菌群、李斯特 依 乳 品 類 衛
菌、沙門氏 生標準規定
菌、金黃色葡
萄球菌腸毒素

去氟磷酸鈣（飼料用）

2835.26.10.00-5

鈣之磷酸鹽（飼料用）

2835.26.90.10-6

磷酸氫鈣

2835.25.00.00-8

鉛：50ppm
砷：12ppm
鎘：10ppm
汞：0.5ppm

其他棉子

1207.29.00.00-6

5,000 ppm

棉子油渣餅及固體殘渣物
第 0209 或 1503 節除外之熟
豬油
第 0209 或 1503 節除外之其
他豬脂
第 0209 或 1503 節除外之禽
脂
第 1503 節除外之牛、羊脂，
已熬製，酸價不超過 1
第 1503 節除外之牛、羊脂，
巳熬製，酸價超過 1
第 1503 節除外之牛、羊脂，
未熬製
豬、牛、羊硬脂，酸價不超
過1
豬、牛、羊硬脂，酸價超過 1
豬、牛、羊脂油，酸價不超
過1
豬、牛、羊脂油，酸價超過 1
魚肝油及其餾分物
魚類油脂及其餾分物（魚肝
油除外）
水產哺乳動物之油脂及其餾
分物

2306.10.00.00-5

重金屬（鉛、
砷、鎘、汞）

棉酚

壓榨法：600
ppm
溶劑法：1,400
ppm

1501.10.00.00-0
1501.20.00.00-8
1501.90.00.00-3
1502.10.10.00-7
1502.10.20.00-5
1502.90.00.00-2
1503.00.11.00-7
1503.00.12.00-6
1503.00.21.00-5
1503.00.22.00-4
1504.10.00.00-7
1504.20.00.00-5
1504.30.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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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氧化價

10 meq/kg

蛋黃油
骨髓油
鱉（甲魚）脂肪
其他動物油及脂
粗製大豆（黃豆）油，不論
是否去膠質者
精製大豆（黃豆）油及其餾
分物
粗製花生油
精製花生油及其餾分物
橄欖原油
精製橄欖油及其餾分物
其他油類及其餾分物，僅由
橄欖所提煉，不論是否精煉
但未經化學改質，包括本節
與第 1509 節之油類或其餾分
物混合者
粗製棕櫚油
精製棕櫚油及其餾分物
粗製葵花子油
粗製紅花子油
精製葵花子油及其餾分物
精製紅花子油及其餾分物
粗製棉子油，不論是否去除
棉子醇者
精製棉子油及其餾分物
粗製椰子（乾椰子肉）油
精製椰子（乾椰子肉）油及
其餾分物
粗製棕櫚仁油
粗製巴巴樹油
精製棕櫚仁油及其餾分物
精製巴巴樹油及其餾分物
低芥子酸之粗製油菜子油
低芥子酸之精製油菜子油及
其餾分物
其他粗製之油菜子油
粗製芥子油
其他精製油菜子油及其餾分
物
精製芥子油及其餾分物
粗製亞麻仁油

1506.00.10.00-5
1506.00.20.00-3
1506.00.90.10-6
1506.00.90.90-9
1507.10.00.00-4
1507.90.00.00-7
1508.10.00.00-3
1508.90.00.00-6
1509.10.00.00-2
1509.90.00.00-5

1510.00.00.00-1

1511.10.00.00-8
1511.90.00.00-1
1512.11.10.00-4
1512.11.20.00-2
1512.19.10.00-6
1512.19.20.00-4
1512.21.00.00-4
1512.29.00.00-6
1513.11.00.00-5
1513.19.00.00-7
1513.21.10.00-1
1513.21.20.00-9
1513.29.10.00-3
1513.29.20.00-1
1514.11.00.10-2
1514.19.00.00-6
1514.91.10.00-5
1514.91.20.00-3
1514.99.10.00-7
1514.99.20.00-5
1515.11.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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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製亞麻仁油及其餾分物
粗製玉米油
精製玉米油及其餾分物
篦麻油及其餾分物
芝麻油及其餾分物
荷荷巴油及其餾分物
桐油及其餾分物
罌粟子油及其餾分物
其他固定性植物油脂及其餾
分物
氫（硬）化動物油脂及其餾
分物，酸價不超過 1
硬化魚油，酸價不超過 1
氫（硬）化動物油脂及其餾
分物，酸價超過 1
硬化魚油，酸價超過 1
氫（硬）化植物油脂及其餾
分物，酸價不超過 0.6
氫化棕櫚油及氫化棕櫚核
油，酸價不超過 0.6
氫（硬）化植物油脂及其餾
分物，酸價超過 0.6
第 1508.10.00.00 號所屬之
「粗製花生油」
第 1508.90.00.00 號所屬之
「精製花生油及其餾分物」
飼料用基因改造大豆，不論
是否破碎

1515.19.00.00-5
1515.21.00.00-1
1515.29.00.00-3
1515.30.00.00-0
1515.50.00.00-5
1515.90.10.00-5
1515.90.20.00-3
1515.90.90.10-6
1515.90.90.90-9
1516.10.11.00-0
1516.10.12.00-9
1516.10.21.00-8
1516.10.22.00-7
1516.20.11.00-8
1516.20.12.00-7
1516.20.20.00-7
9807.30.00.10-9
9807.30.00.20-7
1201.90.00.21-1

飼料用非基因改造大豆，不
1201.90.00.22-0
論是否破碎

以上所有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農藥
黃麴毒素

輻射

依農藥殘留
容 許 量 標
準、食品中真
菌毒素限量
標準規定
銫一三四與
銫一三七之
總和(Cs-134
＋Cs-137)：
1,250 貝克/
公斤(Bq/kg)

備註：上列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所屬之貨品分類號列以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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