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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原則 

一、 依據 

1. 本評分指標內容參考國內外文獻、乳牛動物福利法規及標準，列出乳牛最常見的動物福利問

題，並依據台灣特殊問題如熱緊迫、放牧土地限制、人力及專業斷層等，彙整出 11 大項評

分項目及評分指標。 

2. 經諮詢國內 4 位專家學者、7 間牧場及 6 家乳品公司試評及回饋意見後，修改為依產業現況

及能促進逐步改善與溝通的內容，於 2021 年 3 月公告第一版。 

3. 為持續促進產業優化，經諮詢外部專家、學者，調整部份指標項目內容與配分比例，於

2022 年 3 月公告第二版。 

二、 項目與配分 
1. 每個項目依據評分指標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評估方式，評分表總分 100 分： 

 
項次 項目 配分 

一 畜舍環境及空間 10 

二 食物及水 7 

三 熱緊迫紓解 10 

四 躺臥環境舒適度 11 

五 牛隻飼養相關紀錄 7 

六 泌乳牛疾病預防與治療 24 

七 繁殖配種與懷孕牛管理 3 

八 仔牛管理 14 

九 病倒牛處理及牛隻疼痛管理 10 

十 飼養員素質 2 

十一 牧場防疫 2 

總分 100 

2. 若需進行計算之項目，其計算結果將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一位。 

3. 加分機制： 

列舉 9 項「加分項目」，鼓勵酪農更進一步提升乳牛動物福利及飼養管理，每一項以 0.5 分

為最小加分單位。 

 9 項加分項目：環境豐富化、更多的牛床、設置運動場、設置足浴池、監測乳房炎病原

菌、數據化管理、衛生的直腸觸診、提供仔牛豐富化、人員及車輛出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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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扣分原則 

1. 必要型指標中，基本上應滿足「不同牛群之各牛欄內」皆符合指標內容才能得分，若有部分

牛群之牛欄或牛欄內不同區域未達指標者，評分人員可依牧場現況，綜合判斷為可容許或不

可容許情況，依照比例原則斟酌給分或扣分，並以 0.5 分為最小扣分單位。 
 

2. 部分評分指標需透過與牧場負責人、領班或獸醫師等相關人員的訪談為依據給分，因此訪談

時相關人員應參與訪談，若有無法回答或回答不清楚以至評分人員無法評分之情形時，一律

不給分。 

四、 牛隻個體的動物福利評估 

1. 依據一般乳牛場會將牛群依據不同階段分群飼養，通常至少會分為「仔牛欄、女牛欄、泌乳

牛欄及乾乳牛欄」等四種階段，因此本評分機制亦將牧場內牛群區分為此四區/階段，以進行

上述動物福利評估。 

2. 評分機制中，針對「牛隻個體」進行動物福利評估的項目共有 6 項，分別為「牛體髒污程度」、

「牛隻關節腫脹程度」、「牛隻關節外傷及脫毛程度」、「牛隻熱緊迫程度」、「跛足率」及「乳

牛體態監控」。其中「牛體髒污程度」、「牛隻關節腫脹程度」、「牛隻關節外傷及脫毛程度」需

取樣各階段牛群及牛欄，「牛隻熱緊迫程度」、「跛足率」僅需取樣泌乳牛群，「乳牛體態監控」

則僅需採樣產後一個月內之泌乳牛群(即轉換後期牛群)。 

3. 由於不同動物福利評估項目對於不同階段牛群之動物福利危害風險不同，故在採樣評分時，

應著重於該項目動物福利危害風險較高的族群，以「牛體髒污程度」、「牛隻關節腫脹程度」

及「牛隻關節外傷及脫毛程度」三項而言，不同階段牛群隻動物福利危害風險等級如下表所

示： 

 仔牛欄 女牛欄 泌乳牛欄 乾乳牛欄 

牛體髒污程度 + +++ ++ +++ 

牛隻關節腫脹程度 + ++ +++ +++ 

牛隻關節外傷及脫毛程度 + ++ +++ +++ 

此三項動物福利項目全場應採樣至少 60 頭牛隻，在養頭數大於 300 頭之牧場得視情況增加

採樣頭數。採樣時，上表中標示為+++之牛群，應至少採樣 15 頭；標示為++者，應至少採

樣 10 頭；標示為+者，則應至少採樣 5 頭，若受稽核牧場有更精細之分群方式，得斟酌增加

採樣頭數，例：J 畜牧場採樣 60 頭牛隻，其牛隻關節腫脹程度採樣應包含：仔牛 5 頭、女

牛 10 頭、泌乳牛 15 頭、分娩後一個月內泌乳牛 15 頭及乾乳牛 15 頭。 

4. 「牛隻熱緊迫程度」及「跛足率」僅採樣泌乳牛群，「乳牛體態監控」則採樣產後一個月內

的泌乳牛群（若無獨立轉後牛群，則從高產區採樣替代），採樣的數量應依據歐盟的 Welfare 

Quality(如下表)1的建議採樣數量，進行採樣： 

 

                                                      
1 Welfare Quality Assessment protocol for c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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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fare Quality 採樣數量建議表 

牛群頭數 標準採樣數量 最少應採樣數量 
30~50 30 30 
51~100 44 37 
101~150 55 45 
151~200 63 49 
201~250 68 52 
251~300 72 54 

 

若受稽核牧場有更精細之分群方式，得統整以符合該階段牛群隻數量，並依比例分配採樣

頭數，例：F 畜牧場飼養 150 頭泌乳牛，依上表資訊，F 畜牧場牛隻熱緊迫程度動物福利

評估項目應採樣 55 頭泌乳牛隻，然而該牧場 150 頭泌乳牛群又細分為：25 頭產後一個月

泌乳牛群、75 頭高產泌乳牛、50 頭低產泌乳牛，故實際採樣時依比例分配為：產後一個

月之泌乳牛群採樣55 × (25 150⁄ ) ≅ 10頭、高產泌乳牛採樣55 × (75 150⁄ ) ≅ 28頭、低產

泌乳牛採樣55 × (50 150⁄ ) ≅ 19頭。 

 

(1) 牛體髒污程度 

評分方式 給分原則 

距離牛隻 2 公尺以內的範圍內，評估牛

體後半部(如圖)，從蹄冠、後臀腿及乳

房部位的髒污程度。 

 

0 分： 

沒有明顯髒污或僅有少

量噴濺到的髒污。 

 

2 分： 

非常髒汙，即有明顯大

片髒汙，範圍大約為 40
公分 (約前臂長度)(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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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牛隻關節腫脹程度 

評分方式 給分原則 

距離牛隻 2 公尺以內的

範圍內，評估身體同側

的前肢腕骨、膝蓋部位

及後肢飛節部位的腫脹

程度。 

0 分： 

沒有明顯腫脹，

即範圍小於 2 公

分(約一顆葡萄大

小)。 

 
 

 
 
 
 
前肢 後肢 

1 分： 

有腫脹約 2-5 公

分(約一顆高爾夫

球大小) 。 

後肢 

2 分： 

有明顯腫脹，且

範圍大於 5 公分

(約一顆小柳丁大

小)。 

前肢 

後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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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牛隻關節、體側外傷及脫毛程度 

評分方式 給分原則 

距離牛隻 2 公尺以內的

範圍內，觀察關節、體

側的外傷及脫毛程度。 

0 分： 

沒有明顯傷口及

脫毛，即範圍小

於 2 公分。 

 

 

2 分： 

有明顯外傷及脫

毛，範圍大於 2
公分。 

脫毛 

 
外傷 

五、 評分結果與資格授予 

各項評分結果加總後，未滿 70 分者為不合格，代表牧場尚待改善以提供乳牛基本之動物福利；

70 分以上者為合格，代表牧場能維護乳牛基本動物福利，並具備良好素質有望持續提升以增進

乳牛動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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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評分指標及配分： 
一、 畜舍環境及空間-10 分 

1. 足夠空間 

1.1 泌乳牛欄位 

指標 配分 備註 
有牛床 無牛床 2 ★台灣通常僅於

泌乳牛區提供牛

床，仔牛及女牛

無牛床，故牛床

尺寸及活動空間

以經產牛隻體型

為依據。 
★若牧場提供泌

乳牛以外的牛群

(如女牛)牛床，

暫不列入評分，

待牛床已於台灣

酪農場普及且能

擴增至提供女牛

使用，再另行規

範。 

1. 每頭牛應至少有 1 個床位。 
2. 牛床尺寸符合： 
(1) 牛床前端至少要預留 0.7 公尺的頭

部伸展空間。 
(2) 牛床寬度應至少 1.2 公尺寬或牛隻

臀寬的 1.8 倍。 
(3) 牛床總長度： 

頭部開放

型 
頭部封閉

型 
頭對頭

型 
2.10m 2.40m 4.20m 

3. 除牛床外，需提供每頭牛至少 6 平

方公尺之活動空間，牛隻移動之走

道寬度至少 300 公分寬，需可讓 2
頭牛能同時通過，且不互相干擾。 

每頭牛應有的活動及躺臥面積

符合： 

 

體重/公斤 
(牛隻階段) 

躺臥及活動

面積 
401-550 

(初產母牛) 
8.0 m2/隻 

550 以上 
(經產牛) 

8.5 m2/隻 

分娩後一個

月內經產牛 
10.5 m2/頭 

有牛床： 
1. 每頭牛應至少有 1 個床位，但牛床尺寸不符合推薦標準。 
2. 除牛床以外的活動區，需提供每頭牛 6 平方公尺，寬度至少 360 公

分寬，需可讓 2 頭牛能同時通過，且不互相干擾。 

1 

牛床不足、活動區空間不足 每頭牛活動及躺臥空間不足 0 

1.2 非泌乳牛之欄位 

指標 配分 備註 
所有非泌乳牛群之躺臥及活動面積皆符合下表規定： 
體重/公斤(牛隻階段) 建議躺臥及活動面積 
100-250(離乳後小牛) 5.0 m2/頭 
251-400(中女牛) 6.5 m2/頭 
401-550(待配、懷孕) 7.5 m2/頭 
550 以上(乾乳牛) 8.5 m2/頭 
預產期前 3 週內的懷孕牛 10.5 m2/頭 

 

2 ★無牛床飼養者

之空間需求包含

所有階段牛隻。 
★此面積規範與

農委會公布之

「牛乳友善生產

系統定義與指

南」相同。 
至少一半的非泌乳牛群（以牛隻頭數計）擁有足夠的躺臥空間及活動面

積。 
1 

超過一半的非泌乳牛群（以牛隻頭數計）躺臥空間及活動面積不足。 0 



7 
 

2. 畜舍地面舒適且衛生良好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所有畜舍每日去除畜舍糞尿至少 2 次。 
2. 畜舍地面不過硬(如鋪設橡膠地墊或足夠墊料)。 
3. 畜舍地面不濕滑(如無大面積或多處積水)。 

4  

地面糞尿堆積、過硬(如水泥地)及大面積或多處積水。 0 

3. 畜舍空氣及視線良好 

指標 配分 備註 
1. 通風良好且沒有異味，氨氣濃度 25 ppm 以下。 
2. 白天畜舍光照至少 200 lux。 
3. 群養牛欄之設計開闊無死角，不會阻擋牛隻視線，

以避免強勢或弱勢牛隻不期而遇引起衝突。 

2  

通風不佳、氨氣濃度過高、亮度不足視線不佳。 0 

加分項目 1. 環境豐富化 

指標 配分 備註 
各階段牛欄皆設有環境豐富化設備(如自動或非自動牛

刷、樹幹、固定良好的麻布袋等具有粗糙表面的物件)，
且牛群小於 100 頭則每 50 頭牛至少 1 項，大於 100 頭

則每 100 頭至少 1 項，供牛隻按摩及清潔身體。 

2 重要資訊： 
覓食及採食為牛隻自然行為，每

天需花費約 6~12 小時覓食及採

食探索。 
現行圈養於牛欄的飼養方式，牛

隻的覓食行為減少至每天 4 小

時，已限制及影響牛隻展現自然

行為，加上牛欄環境單調、空間

侷限，缺乏覓食、探索的豐富化

設施，牛隻易因挫折而出現異常

或刻板行為，如捲動舌頭、反覆

啃食/吸吮/舔食異物(如欄杆、糞

尿、其他牛隻的耳朵)等行為，主

動提供環境豐富化設備，可有效

輔助提昇動物福利。 

僅部分牛欄設有環境豐富化設備或環境豐富化設備不

足。 
1 

完全沒有提供豐富化設施。 0 

 

加分項目 2.牛床數量大於牛隻頭數 
項目 內容 配分 備註 
牛床數量 任何設有牛床欄位之「牛床數量」應多出該

欄位牛隻總頭數的 10%以上。 
2 重要資訊： 

可供牛隻自由選擇牛床，避免不

同位階牛隻爭奪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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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項目 3.提供運動場 
項目 1. 內容 配分 備註 
運動場 2. 允許牛隻可自由進出。 

3. 足夠遮蔭，讓牛隻躲避不良氣候。 
4. 除下雨天外，地面應保持沒有泥濘，即

不可讓牛蹄陷入至蹄冠帶以上。 

2 重要資訊： 
良好的運動場可提供牛隻更大的

活動空間，與多樣的環境選擇，

有利牛隻身心健康 。 
建議：每頭成牛給予 16 平方公

尺活動範圍，育成牛至少有 10-
12 平方公尺活動範圍。 

1. 僅設立運動場供牛隻可自由進出。 
2. 除下雨天外，地面應保持沒有泥濘，即

不可讓牛蹄陷入至蹄冠帶以上。 

1 

二、 食物及水-7 分 

1. 牛隻不須競爭食物且不阻礙牛隻進食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每頭泌乳牛、乾乳牛牛隻至少有 75 公分的採食空間 
2. 若提供頸夾，各階段畜舍之頸夾數量應大於該欄舍

內飼養之牛隻頭數。 
3. 餵食區設計應不使牛隻頸部毛髮脫落、皮膚受損增

厚。 

2 重要資訊： 
食物放置的位置應比牛隻站立的

平面高 10-15 公分，讓牛隻以正

常姿勢採食。 

1. 若提供頸夾，各階段畜舍之頸夾數量應大於該欄舍內

飼養之牛隻頭數。 
1 

牛隻採食空間不足、無法同時進食、餵飼區設計不良。 0 

2. 牛隻不須競爭飲水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每個牛欄至少有 2 個分開的飲水地點。 
2. 15~20 頭牛至少要有 1 公尺的飲水槽，若是使用水碗

則每 7 頭牛要有 1 個。 
3. 無論何時，尤其於飲水高峰時牛隻無排隊飲水的現

象，且不可出現水槽無水之情形。 

2  

1. 15~20 頭牛至少要有 1 公尺的飲水槽，若是使用水碗

則每 7 頭牛要有 1 個。 
2. 無論何時，尤其於飲水高峰時牛隻無排隊飲水的現

象，且不可出現水槽無水之情形。 

1 

牛隻飲水空間不足、出現排隊飲水及水槽無水的情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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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牛隻食物及飲水品質良好 

指標 配分 備註 
1. 食物有獨立存放空間且堆放整齊。 
2. 存放空間須遮蔽良好，不造成食物變質及受潮。 
3. 使用自來水為飲水，若非自來水則應定期(至少一

年一次)檢驗牛隻飲用水水質並保存紀錄。 
4. 飲水槽保持乾淨、沒有青苔。 
5. 飲水清澈、沒有糞便汙染或混濁情形。 

2 *建議檢驗項目及數值： 
總生菌數 <200CFU/ml 
大腸桿菌數 1CFU/100ml 
pH 值 6.0~8.0 
TDS 值 3000mg/L 
氯濃度 300mg/L 
鐵濃度 0.4mg/L 

 

1. 食物有獨立存放空間且堆放整齊。 
2. 存放空間須遮蔽良好，不造成食物變質及受潮。 
3. 飲水槽保持乾淨、沒有青苔。 
4. 飲水清澈、沒有糞便汙染或混濁。 

1  

1. 食物任意堆放、無遮蔽、有變質受潮情形。 
2. 飲水槽髒污、飲水混濁不潔或糞便汙染等。 

0  

4. 鹽磚 

指標 配分 備註 
各階段牛欄皆設有鹽磚供牛隻使用，使牛隻能攝取額

外微量營養。 
1 重要資訊： 

鹽磚所提供礦物質及維生素對於

各階段牛隻皆有其重要性。 全場未設置鹽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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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熱緊迫紓解-10 分 

1. 牛群熱緊迫偵測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所有階段牛群皆設有個體牛隻熱緊迫監測設備或

設有畜舍溫濕度監控設備。 
2. 每日記錄牛隻熱緊迫相關生理數值或畜舍環境溫

溼度。 

2 重要資訊： 
畜舍內溫濕度指數(THI)： 
室內溫溼度指數應低於室外溫溼度指

數，盡可能維持在夏季小於 80、冬季

小於 72。 1. 僅部分牛群設有個體牛隻熱緊迫監測設備或設有

畜舍溫濕度監控設備。 
2. 每日記錄牛隻熱緊迫相關生理數值或畜舍環境溫

溼度。 

1 

沒有監控溫濕度或無法提供相關紀錄。 0 

2. 採取改善措施 

指標 配分 備註 
1. 依據溫溼度變化，有立即反應並採取改善措施。 
2. 畜舍設計能有效避免太陽直射或斜射超過牛欄

50%的面積。 

2 改善措施範例： 
(1) 屋頂及畜舍周圍有額外隔熱(如加

裝太陽能板、屋頂使用白色塗料) 
(2) 畜舍周圍有遮蔭或植栽，可採側

遮蔭防止由西面及南面來的光線

進入牛舍 
(3) 利用風扇及灑水、噴霧系統降溫 

1. 依據溫濕度變化，有立即反應並採取改善措施。 
2. 畜舍設計無法避免太陽直射超過或斜射牛欄 50%

的面積。 

1 

沒有採取任何改善措施。 0 

3. 有效降溫 

指標 配分 備註 
在牛隻自由休息時(即非餵食與榨乳時間)，當畜舍內

有採取降溫措施及啟動降溫設備時，牛隻在該空間

的分佈均勻且分散躺臥休息，沒有出現聚集於某一

區域的現象。 

3 ★台灣天氣炎熱，畜舍內溫濕度指數

(THI)常大於 79，為有效評分牧場是否

能有效降溫，當日稽核時如 THI 值小

於 79，則此項暫不評分，需擇日覆核。 
在牛隻自由休息時(即非餵與榨乳時間)牛隻聚集於特

定區域，有部分區域沒有牛隻願意停留與休息。 
0 

4. 牛群熱緊迫反應 

指標 配分 備註 
至少 80%以上的牛隻無明顯喘氣及流口水現象。 3 ★台灣天氣炎熱，畜舍內溫濕度指數

(THI)常大於 79，為有效評分牧場是

否能有效降溫，當日稽核時如 THI
超過 20%以上牛隻有明顯喘氣及流口水現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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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小於 79，則此項暫不評分，需擇

日覆核。 
重要資訊：牛隻正常呼吸次數為 40-
60 次/分鐘，當呼吸次數>70 次/分
鐘，即表示牛隻處於熱緊迫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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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躺臥環境舒適度-11 分 

1. 躺臥區保持乾淨清潔 

1.1 躺臥環境乾淨清潔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有牛床的欄位： 
(1) 牛床前端與後端的落差應有 10 公分以利排水。 
(2) 牛床後端與走道間落差應在 15~20 公分之間以

利牛隻上下及能避免牛床髒污(尤其是以水清洗

的清潔方式)。 
2. 無牛床飼養者，牛隻躺臥區的墊料或軟墊應維持

乾淨清潔，沒有積水。 
3. 灑水降溫系統不可用在躺臥區。 

2  

躺臥區髒污、積水。 0 

1.2 牛體乾淨清潔 

指標 配分 備註 
<20%牛隻身體清潔度評分為 2。 3  
≧20%、<50%牛隻身體清潔度評分為 2。 1.5 
≧50%牛隻身體清潔度評分為 2。 0 

2. 躺臥區不造成牛隻受傷 

2.1 牛隻關節沒有腫脹 

指標 配分 備註 
<5%牛隻關節腫脹評分為 2。 3  
≧5%、<20%牛隻關節腫脹評分為 2。 1.5 
≧20%牛隻關節腫脹評分為 2。 0 

2.2 牛隻關節、體側沒有外傷及脫毛 

指標 配分 備註 
<20%牛隻牛體外傷及脫毛評分為 2。 3  
≧20%、<50%牛隻牛體外傷及脫毛評分為 2。 1.5 
≧50%牛隻牛體外傷及脫毛評分為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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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牛隻飼養相關紀錄-7 分 

1. 飼養管理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紀錄內容包含： 
1. 不同階段牛隻的飼料配方營養紀錄(仔牛、女

牛、泌乳牛、乾乳牛、分娩前後(轉換期)。 
2. 牛隻配種、懷孕檢查與分娩紀錄。 
3. 牧場防疫紀錄：包含每年之驅蟲紀錄(若無每年

驅蟲者，應提供每年消化道寄生蟲糞便檢查陰性

之證明)、每年流行熱疫苗施打紀錄、新進牛隻

檢疫紀錄、疫病控制紀錄。 
4. 個別牛隻淘汰及死亡紀錄：包含日期、牛隻編

號、淘汰及死亡原因及去向。 
5. 倒牛及病牛的緊急處理流程。 

2 牧場防疫紀錄內容建議： 
(1) 傳染病防治：需載明疫苗種類、

針對的傳染病種類及注射時間。 
(2) 寄生蟲防治：需載明預防方法、

藥物名稱及針對的寄生蟲種類及

使用時間。 
(3) 疫病控制：疫病發生時的處理措

施、染病牛隻的隔離及治療方

式。 

至少需紀錄第 1、2、3 項。 1 

沒有任何紀錄。 0 

2. 疾病管理預防及應對計畫 

指標 配分 備註 
場內設有駐場獸醫師或各階段牛隻有健康管理計畫

或疾病預防計畫： 
如牧場常見疾病，包含仔牛(臍帶管理、關節炎、下

痢、呼吸道疾病)、泌乳牛(乳房炎、蹄病、乳熱病、

子宮炎、胎衣滯留、酮症、第四胃異位、劈腿)。 

2 疾病管理計畫內容項目建議： 
(1) 列出所有發生過及正在發生，對

乳牛健康及福利有影響的疾病及

狀況(如代謝性疾病、難產、受

傷、體態評分、蹄病發生率、乳

房炎發生率、死亡率等)。 
(2) 列出發生上述問題時，牧場監測

及控制的措施(如何監測、什麼時

候監測及監測的頻率)。 
(3) 紀錄上述問題最常發生的牛隻類

型(如年齡、生產階段)。 
(4) 針對不同問題有相對應的治療計

畫，以避免產生更大問題並降低

問題的發生。 

沒有任何管理計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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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別牛隻疾病治療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設有個別牛隻病歷或疾病治療紀錄： 
包含所有牛隻疾病治療紀錄(如蹄病、劈腿、乳房

炎、繁殖障礙及代謝疾病、仔牛下痢及呼吸道疾病

等)、處置紀錄。 

2  

僅針對最常見的兩大疾病-蹄病及乳房炎，有治療、

處置紀錄。 
1 

沒有任何處置紀錄。 0 

4. 總體生乳管理及品質紀錄 

指標 配分 備註 
1. 定期檢測泌乳牛群的生乳品質。 
2. 保存檢測紀錄。 

1 建議： 
乳品質紀錄的依據可為 DHI 乳樣檢

測報告(個別牛隻)或牧場總乳檢驗報

告。 
無檢測生乳，或無法提供紀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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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牛隻疾病預防與治療-24 分 

1.蹄病預防 

1.1 定期全場預防性修/護蹄 

指標 配分 備註 
1 年至少執行 2 次(乾乳期及分娩後 3~4 週)全場預防

性修蹄，或每年執行修蹄之總頭數大於場內母牛總

數之 2 倍，並應提供修蹄紀錄或修蹄的付費收據以

茲證明。 

2  

1 年僅執行 1 次(乾乳期或分娩後 3~4 週)全場預防性

修蹄，或每年執行修蹄之總頭數大於場內母牛總數

之 1 倍，並應提供修蹄紀錄或修蹄的付費收據以茲

證明。 

1 

未定期全場預防性修/護蹄或無法提供收據證明。 0 

1.2 針對蹄部異常牛隻進行治療性修蹄 

指標 配分 備註 
發現牛隻出現跛足情況能於 24 小時內安排修蹄治

療，並記錄修蹄情形及結果。 
2  

未立即針對跛足牛隻安排治療性修蹄。 0 

1.3 維持整體牛隻蹄部狀況良好 

指標 配分 備註 
泌乳牛群牛隻跛足率≦20% 。 3 ★於榨乳前，驅趕牛隻時觀察。跛足

代表必須立即進行治療，以牛隻行動

評分 3~5 分代表跛足(5 分制)。 
母牛群牛隻跛足率>20，但≦50% 。 1.5 
母牛群牛隻跛足率>50% 。 0 

1.4 驅趕牛隻作業應溫和平靜 

指標 配分 備註 
不可暴力推打及電擊牛隻，致使牛隻奔跑至跌倒或

滑行。 
1  

暴力推打及電擊牛隻，致使牛隻奔跑至跌倒或滑

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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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項目 4：設置足浴 
項目 內容 配分 備註 
設置足浴 1. 足浴池需有足夠尺寸，讓牛隻四肢

皆可完全浸泡蹄部與蹄冠： 
(1) 藥浴足浴池長度至少 360 公

分，讓牛隻的每隻腳可以至少

浸泡 2 次足浴溶液。 
(2) 足浴池寬度應至少有 60 公分，

深度至少 10 公分，讓溶液可以

完全浸泡到牛蹄的趾間。 
2. 定期提供牛隻使用：牛隻 1 週至少

使用 1 次，且應視牛群蹄病狀況及

後腿清潔度增加足浴次數。 
3. 維持足浴池足夠清潔：溶液更換的

頻率至少 200 頭牛使用後要更新一

次，或視髒污程度提早更換。 
4. 足浴溶液成分應具有抗菌成分，除

獸醫師指示外不可添加抗生素類藥

物。 
5. 若使用硫酸銅作為足浴藥物，應妥

善處理廢液，並出示處理相關紀

錄。 

1 重要資訊： 
足浴使用頻率建議： 
 依據蹄病發生率 
蹄病發生率 建議的足浴頻率 

5%以下 1週1-2次 

10%以上 1週3-4次 

20%以上 每天都要執行 

 依據後腿清潔度 
後腿清潔評分 3 分

及 4 分的牛隻所占

牛群的比例 

足浴使用的

頻率 

<25% 1 週 1 次 

25-50% 1 週 2 次 

51-75% 1 週 5 次 

>75% 每天都要執

行 
 

2. 乳房炎預防 

2.1 符合衛生的榨乳標準作業流程 

指標 配分 備註 
榨乳前清潔乳頭(水洗、浸漬、噴灑或自動乳頭刷)，
並檢查前乳。 
擦拭乳頭的布及紙巾不可以重複使用。 
榨乳後在乳頭上浸漬或噴灑乳頭藥浴產品。 

2  

未清潔乳頭、擦拭乳頭的布及紙巾重複使用於不同

的乳牛或榨乳後沒有使用乳頭藥浴產品。 
0 

2.2 牛隻等待榨乳的時間不過長 

指標 配分 備註 
牛隻若一天擠乳兩次，每次在集中區的等待時間不

應超過 1 小時：若是擠乳 3 次，等待時間不可超過

45 分鐘。 

2 ★等待時間是指同一批進入榨乳室的

牛隻，從第一頭牛進入集中區到最後

一頭牛離開集中區的時間 
牛隻在集中區等待時間超過 1 小時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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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維護榨乳設備，避免過度榨乳 

指標 配分 備註 
榨乳設備需定期(每半年一次)保養或測試功能，並保

存保養或測試紀錄。 
每日檢查乳杯管線，一旦發現管線硬化或受損需立

即更新。 

2 重要資訊： 
(1) 建議牧場應每三個月進行一次泌

乳牛的乳頭評分。 
(2) 若發現有超過 10%牛隻出現乳頭

開花(分數 3 或 4 分)代表有過榨

的情形，需檢查榨乳設備功能或

榨乳人員是否有重複套乳杯的狀

況。 

執行上述任一項。 1 

未定期測試榨乳設備功能、未每日檢查乳杯管線。 0 

2.4 避免牛隻交互及接觸感染 

指標 配分 備註 
1. 健康牛隻與治療中/乳房炎的牛隻須分開榨乳。 
2. 牛隻榨乳後於乳頭使用具有封膜功能的後藥浴，

若後藥浴無封膜功能，須讓牛隻站立 30 分鐘。 

3 重要資訊： 
(1) 使用具有封膜功能的後藥浴，可

以隔絕乳頭開口與直接接觸畜舍

地面或牛床。 
(2) 於榨乳後讓牛隻站立 30 分鐘，

使乳頭括約肌收縮，以避免乳頭

開口直接接觸畜舍地面或牛床降

低牛隻感染乳房炎的風險。 
(3) 建議應控制全場乳房炎比例，於

以下範圍內(參考資料 13)： 
(4) 每月泌乳牛發生臨床性乳房炎比

例應<2%，每年每百隻病例數應

<25 例 

1. 健康牛隻與治療中/乳房炎的牛隻未分開榨乳。 
2. 牛隻榨乳後於乳頭使用具有封膜功能的後藥浴，

若後藥浴無封膜功能，須讓牛隻站立 30 分鐘。 

1.5 

健康牛隻與乳房炎牛隻未分開榨乳或於榨乳後沒有

避免乳頭開口直接接觸地面或牛床。 
0 

2.5 個體乳房炎監測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每月至少檢驗一次每頭泌乳牛的每個乳分房之體

細胞數(如參加 DHI 或使用 CMT 檢測)。 
2. 保存每頭泌乳牛的檢驗結果。 

2 重要資訊： 
(1) 一般來說，正常生乳的體細胞數

應小於 20 萬/ml，而當體細胞數

大於 30 萬/ml 代表有發炎反應。 
(2) 「國際乳業協會」建議以體細胞

數 25 萬/ml 作為乳房炎發生的標

準。 

牧場有針對前榨乳樣異常者進行 CMT 檢測，並留有

紀錄，且須出示 CMT 反應盤及試劑以茲證明。 
1 

未監測個別牛隻乳房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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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項目 5：乳房炎病原菌監測 
項目 內容 配分 備註 
乳房炎病原

菌監測 
針對乳房炎牛隻採乳樣進行病原菌分

析，並留存相關報告及記錄改善作

法。 

2 重要資訊： 
牧場內乳房炎來源有傳染性及環境

性，其造成乳房炎的病原菌有所不

同，應採用的治療方法與藥物也不

同。因此國內外針對乳房炎控制的醫

療報告及科學研究，皆強調應進行乳

房炎病原菌的採樣分析，才能了解可

能的來源，從源頭控制乳房炎的發

生，對症下藥及避免抗生素的濫用。 

3. 轉換期疾病預防及管理 

3.1 產後代謝相關疾病預防(負能量平衡、第四胃異位、乳熱病、酮症、子宮炎) 

指標 配分 備註 
每年至少執行 4 次(乾乳前 100 天、乾乳期、分娩、

分娩後 60 天內)個別牛隻體態評分並記錄，以避免

負能量平衡。 

2 重要資訊： 
泌乳牛各階段體態評分建議數值：

(參考資料：1) 
(1) 乾乳期前 100 天、乾乳期、分娩

期：2.5-3.0。 
(2) 分娩後 60 天：2.0-2.5。 

每年至少執行 2 次(乾乳前、分娩後 60 天內)體態評

分並記錄。 
1 

沒有執行體態評分 2，或執行體態評分後未紀錄每

頭牛隻的評分結果。 
0 

3.2 乳牛體態監控 

指標 配分 備註 
轉換期牛隻無明顯過胖或過瘦的情況。 1 重要資訊： 

 過瘦： 
尾根-明顯凹陷且無皮下脂肪 
腰部-可清楚看見一節一節的肋骨及突

出之髖骨。 

牛隻有明顯過瘦或過胖的情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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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胖： 
尾根-飽滿或陷入脂肪組織內 
腰部-難以看到脊椎骨的水平線條、腰

部圓潤且飽滿 

 

3.3 酮症監測 

指標 配分 備註 
針對產後一個月內牛隻進行酮體檢測 
記錄異常牛隻檢測結果，並留存紀錄 

2 ★參予 DHI 計畫之酪農戶，每月皆有

泌乳牛隻乳樣檢驗報告，其中有包含

酮體濃度，可做為酮症監測之依據 
重要資訊： 
酮症牛隻比例應控制在 10%以下 

僅針對有症狀牛隻進行酮體檢測 
記錄異常牛隻檢測結果，並留存紀錄 

1 

未針對產後牛隻進行酮症檢測 0 

加分項目 6：數據化管理 

項目 內容 配分 備註 
數據化管理 場內針對每月、每季或每年之乳房

炎、蹄病、繁殖障礙、仔牛下痢、

仔牛呼吸道疾病、廢棄乳量等數據

設有數據報表，以利追蹤牛群健康

狀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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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繁殖配種與懷孕牛管理-3 分 

1. 設置產房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應讓母牛在室內生犢，並且待在有完整墊

料的牛欄或圍欄內。 
2. 產房須保持乾燥清潔。 
3. 至少每頭產犢牛有 12 平方公尺的空間。 
4. 產犢牛可以聽到、看到、聞到其他牛。 

2  

未設置產房 0 

2. 難產控管 

指標 配分 備註 
難產不大於 20%。 1 重要資訊： 

理想難產率應低於 5.5%。（J.F. Mee, 2007） 1. 難產率大於 20% 。 
2. 無法提供難產紀錄。 

0 

加分項目 7：侵入性的直腸觸診及人工授精應符合衛生標準流程 

項目 內容 配分 備註 
侵入性的

直腸觸診

及人工授

精應符合

衛生標準

流程 

1. 操作人員應受過專業訓練且熟

練。 
2. 操作時人員應戴手套，且手套

不可重複使用於不同牛隻。牧

場應出示觸診手套入庫紀錄以

茲使用證明。 
3. 直腸觸診及人工授精前應使用

專用的潤滑液潤滑，不可用牛

糞或其他物品充當潤滑液。牧

場應出示潤滑液以茲證明。 

1 重要資訊： 
(1) 侵入性的操作行為，在一般醫學相關

叢書及影片皆有標準且衛生流程，如

必須戴手套、使用潤滑液及手套使用

後應丟棄等。 
(2) 當牛隻生病或抵抗力降低時，其糞便

及體液皆可能為傳染物質，因此使用

不同牛隻或撿拾地面的糞便，作為直

腸觸診潤滑使用，有疫病及細菌傳播

的風險。 
(3) 許多研究顯示直腸觸診的操作會對牛

隻造成緊迫，因此若當下又沒有保持

衛生，則更會提高病菌傳染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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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仔牛管理-14 分 

1.空間足夠 

指標 配分 備註 
50% 以上仔牛有足夠活動及躺臥面積。 
體重(kg) 每頭牛最小面積(㎡) 
<100(未離乳仔牛) 1.8 

 

2  

20~50% 仔牛有足夠活動及躺臥面積(如上表)。 1 

80% 以上仔牛沒有足夠活動及躺臥面積。 0 

2.環境舒適 

指標 配分 備註 
1. 仔牛欄有遮蔽不良氣候的設施，且無賊風(評估牛隻

腹部高度有無吹到風)。 
2. 牛欄底部材質應柔軟，鋪設軟墊及墊料，不可為水

泥或鐵籠。 

3  

仔牛欄無良好遮蔽、底部堅硬無鋪設墊料或軟墊。 0 

3.餵食充足初乳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應於出生 4-6 時內餵飼仔牛足夠初乳(最佳於仔牛出

生 0.5-4 時內餵飼)。 
2. 第一次餵食量為仔牛體重 5%初乳(約 2-2.5 公斤) 且

24 時內餵食總量達體重 10-15%(約 4-5.5 公斤)。 

2  

未於 4-6 時及 24 時內餵食仔牛足夠初乳 0 

4.初乳品質良好 

指標 配分 備註 
1. 初乳使用前(包含餵食仔牛前、滅菌前或冷凍儲存前

等)以儀器檢測抗體濃度(如比重計或糖度計)。 
2. 保存多餘生乳有清楚標示初乳品質及榨乳日期。 
3. 餵食仔牛前進行進行 60℃,1小時殺菌程序，並回溫

至仔牛正常體溫(約 35-40℃)。 

2 重要資訊： 
多餘初乳應冷凍儲存(-18~-25℃)且
保存期限應在 6 個月內 

初乳品質不佳、保存及餵食方式不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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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餵飼方式及營養可滿足仔牛需求及維持仔牛健康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每日餵食總量達體重 10-15%，且至少一天餵食 2

次 
2. 一日齡後給予乾淨新鮮飲水 
3. 最晚於七日齡開始給予教槽料以刺激瘤胃發育 
4. 使用代乳粉應依照廠商指示的比例泡製 
5. 餵食器具每次使用完皆徹底清洗保持乾淨，並存放

於乾燥整潔的地方 

2  

未提供足量、足夠營養的食物及水、食物來源及餵食

器具不潔 
0 

6.離乳前管理 

指標 配分 備註 
1. 仔牛需滿 8 週、體重達 80 公斤以上，且教槽料採

食達 1.5 公斤才能準備離乳。 
2. 離乳應循序漸進，至少 7-10 天。 

2  

過早離乳、離乳轉換未循序漸進。 0 

7.仔牛健康管理 

指標 配分 備註 
1. 仔牛一出生應立即消毒臍帶，並做好臍帶管理。 
2. 定期進行體態評分或測量胸圍，並保存紀錄，以確

保仔牛正常的生長與發育。 

1 重要資訊： 
建議牧場應紀錄及監測仔牛死亡

率，仔牛及女牛死亡率：(參考資

料：18) 

(1) 出生至離乳前<5% 
(2) 離乳後至 1 歲齡<3.7% 
(3) 1 歲齡前總死亡率<8.7% 

未做好臍帶管理、未進行體態及生長發育監測。 0 

加分項目 8：提供仔牛豐富化設施 

項目 內容 配分 備註 
提供仔牛豐富

化設施 
1. 提供仔牛奶嘴以滿足其吸吮慾望，

如使用奶嘴餵食或採桶餵則提供空

奶嘴，且奶嘴每日清洗消毒以維持

衛生。 
2. 最晚於七日齡開始提供草料作為採

食豐富化。 

2 重要資訊： 
仔牛的吸吮行為是一種重要的自

然行為，透過吸吮可安定仔牛精

神及滿足其吸吮慾望，研究指出

提供仔牛奶嘴可增加仔牛進食時

間，降低異常行為的發生，對於

仔牛成長率及育成率也有正面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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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病倒牛處理及牛隻疼痛管理-10 分 

1. 病、倒牛處理 

1.1 設置隔離治療區 

指標 配分 備註 
1. 泌乳牛、女牛、仔牛應有個別的隔離治療區，隔離生

病牛隻。 
2. 隔離區有足夠空間及環境舒適(應與其他牛隻有同樣

的環境)。 
3. 飼養員須每日檢視至少 2 次且記錄動物的狀況。 

2  

1. 泌乳牛、女牛、仔牛應有個別的隔離治療區。 
2. 隔離區有足夠空間及環境舒適(應與其他牛隻有同樣

的環境)。 

1 

沒有隔離治療區、沒有紀錄治療牛隻的狀況。 0 

1.2 倒牛處理 

指標 配分 備註 
使用專門且不會對牛隻造成傷害的抬牛設備如臀部夾，

牧場需熟稔設備的操作方法，並提供近一年操作時的影

像紀錄。 

2  

使用山貓移動倒牛，且移動牛隻時有良好固定，能將牛

隻身體完全支撐抬起並以最快速度將牛隻移動及安置，

並提供近一年內操作時的影像紀錄。 

1 

沒有適當的抬牛設備、移動牛隻的方式造成牛隻不必要

的痛苦與緊迫(如未保定好造成牛隻跌倒、受傷等)，或

無法提供影像紀錄者。 

0 

2. 去角芽操作流程 

指標 配分 備註 
1. 使用專門的儀器電燒去角芽，並於仔牛 1 月齡內完成

操作；或使用去角膏(苛性鹼)去角芽，並於仔牛 7 日

齡內操作。 
2. 去角芽的操作不得對角芽以外部位造成傷害。 

2 重要資訊： 
(1) 去角膏用法及用量應依照產

品說明書(如用量不可過多或

過少、塗抹去角膏前在角芽

周圍塗抹凡士林，避免去角

膏擴散至周圍皮膚組織)。 
(2) 塗抹去角膏後 24 小時內要避

免塗抹處沾濕，避免未乾掉

的藥劑接觸到仔牛皮膚及眼

睛。 

於仔牛大於 1 月齡時進行電燒去角、大於 7 日齡時使用

去角膏(苛性鹼)去角芽，或未依照產品說明書使用、造

成牛隻角芽以外的地方受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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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去角芽的麻醉止痛措施 

指標 配分 備註 
1. 去角芽前給予局部麻醉劑並提供用藥紀錄，且於麻醉

生效後才執行去角芽。 
2. 去角芽後立即給予仔牛非固醇類消炎藥(注射或口服)

減緩疼痛，並能提供用藥紀錄。 

2  

去角芽後立即給予仔牛非固醇類消炎藥(注射或口服)減
緩疼痛，並能提供用藥紀錄。 

1 

沒有任何局部麻醉及止痛措施 0 

4. 其他疼痛管理 

指標 配分 備註 
常見疾病(跛足修蹄、乳房炎、關節炎)及外傷的治療，

應有預防傷口感染發炎及止痛的措施，並能提供用藥紀

錄。 

2  

牧場內沒有任何疼痛管理措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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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飼養員素質-2 分 

1. 飼養員具備專業飼養管理知識及技術 

指標 配分 備註 
1. 飼養員應具備乳牛相關知識及飼養技術(如相關科系

畢業)或有持續接受專業訓練，且保存受訓紀錄(如上

課照片、證書等證明文件)。 
2. 飼養員有能力判斷牛隻健康、行為(如刻板行為等)及

緊迫狀態(如害怕、疼痛、太熱等)，並並能立即反應

及解決問題。 

1  

飼養員不具有相關專業知識及技術、未參與任何專業訓

練、沒有判斷牛隻健康、行為、緊迫狀態的能力 
0 

2. 飼養員對待牛隻態度正向且能同理牛隻 

指標 配分 備註 
了解牛隻行為、不推打牛隻、不驚嚇牛隻，與牛隻互動

良好(牛隻不會迴避飼養員)。 
1  

不了解牛隻行為、任意推打、驚嚇牛隻、牛隻看到飼養

員出現明顯迴避行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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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牧場防疫-2 分 

1. 環境維護及廢棄物處理 

指標 配分 備註 
1. 定期環境消毒(至少 1 個月 1 次)。 
2. 牧場內及倉庫不堆放雜物。 
3. 牧場牛糞及其他牧場營運所產生之廢棄物如屍

體、汙水等之處理符合「廢棄物清理法」並有相

關處理紀錄以資證明。 

1 重要資訊： 
消毒劑種類及劑量應符合「環境用

藥管理法」(消毒劑應標有防治害蟲

種類、環保署核准字號)，並應在有

效期限內及依照使用說明使用。 
未定期執行環境消毒、牧場內堆放雜物、廢棄物處理

未符合法規。 
0 

2. 出入管制 

指標 配分 備註 
1. 門禁管制，非必要不隨意讓外來人車出入 
2. 訪客進入牧場內部時，應提供客用雨鞋、鞋套、

消毒腳踏墊或防護衣等防疫用品 
3. 新進牛隻應有健康證明，且至少隔離檢疫 2 週 

1  

沒有任何出入管制措施 0 

加分項目 9：備有人員、車輛出入紀錄 

項目 內容 配分 備註 
訪客紀錄 1. 需備有人員、車輛出入紀錄本，以追

蹤可能的疾病傳播途徑。 
2. 應紀錄以下項目： 

(1) 人員姓名及服務單位。 
(2) 出入車輛車牌號碼。 
(3) 拜訪牧場的日期及時間。 
(4) 近期拜訪過的家畜或牛隻飼養場所

及拜訪日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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