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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動物福利標章-EAST Certified】標章管理暨監督 

本標章為「社團法人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以下簡稱本會） 所有，

本會得同意、授權申請者使用，以證明其生產、銷售的畜禽產品，符合

本會所訂定之「動物福利標準或評分辦法」規定。 

 

本會為標章之管理監督及授權使用機構，參見下圖。 

 

 

 

 

 

 

 

 

貳. 【動物福利標章-EAST Certified】認證依據 

【動物福利標章–EAST Certified】證明牧場所生產、銷售之畜禽產

品，符合本會所訂定各類農場動物「動物福利標準或評分辦法」之規

定。 

截至 2021 年 2 月止，本會已針對蛋雞及乳牛，分別制定「動物福利

標準」及「動物福利評分制度」，其餘物種亦將陸續制定。 

「動物福利標章–EAST Certified」的稽核或評分標準，目前以飼養階

段為主，未來將逐步將育種、繁殖及運輸屠宰皆納入規範。 

申請者皆必須遵守我國政府有關動物飼養之各項法規，包含《動物保

護法》、《畜牧法》、《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畜禽人道屠宰準

則》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規定，並符合下列稽核評分依據。 

圖一：標章之管理監督及授權關係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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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蛋雞：友善雞蛋聯盟蛋雞動物福利標準（2020年第二版） 

表示其牧場符合本標準「平飼」或「放牧」系統各項規定。 

本標準以農委會 2015 年〈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

南〉為基礎，參考國際更高動物福利相關規範與指引，如英

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RSPCA）蛋雞動物福利標準

（Welfare standards for laying hen），及歐盟《Welfare 

Quality》等，經諮詢國內外專家學者及牧場管理者，召開

多次座談後，考量國內環境條件與現況訂定。 

 

 

 

註：由於蛋雞「友善雞蛋聯盟標章」發展先於「動物福利標章」，已

有許多牧場通過稽核使用該標章，因此蛋農可選擇「友善雞蛋聯盟標

章」與「動物福利標章」雙標章使用。 

 

二、乳牛：台灣乳牛場動物福利評分制度（2021年第一版） 

獲得總分 70 分以上之乳牛場表示達到基本動物福利照顧。 

本評分制度發展，係參考國內外乳牛動物福利相關文獻、

法規及標準，經諮詢國內外專家學者及牧場，列出台灣乳牛

飼養最常見的動物福利問題，經多次討論修正、發展而成。

彙整出 11 大項評分項目、50 項評分指標以及 7 項加分項

目。 

乳牛評分制度初稿在農委會畜牧處家畜生產科的協助下，於

2 家獨立牧場完成試評、並惠請 6 家乳品公司及 7 位酪農提

供意見回饋，根據回饋意見調整修正後完成第一版。 

  

友善雞蛋聯盟蛋雞動物福利標準
（2020年第二版） 

台灣乳牛場動物福利評分制度 
（2021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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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動物福利標章－EAST Certified】稽核作業 

一. 申請資格及期間 

1. 本辦法與稽核評分標準、申請表格可於本會網站查詢下載。 

2. 申請資格： 

● 蛋雞畜牧場，符合畜牧法第四條第一項，飼養蛋雞超過
500隻且具有畜牧場登記者。或規模 500隻蛋雞以下，無

畜牧登記者。 

● 乳牛畜牧場，符合畜牧法第四條第一項，飼養乳牛超過
40 頭，且具畜牧場登記者。或規模 40 頭乳牛以下，無畜

牧登記者。 

 

3. 申請期間 

● 全年皆可受理申請。 

● 訪場稽核或評分：全年皆可安排至牧場稽核、評分。且稽
核員嚴守各牧場防疫規定。部份動物需配合氣候安排訪

場，以確定其動物福利良好，如：乳牛場訪場評分以春夏

季（5-10 月）為主，以利評估牧場熱緊迫紓解狀況。 

 

二. 稽核、評分團隊： 

為維護本標章之公正性，特別成立「動物福利稽核暨評分團

隊」，除本會 2 位稽核員外，另依不同農場動物種類，邀請外部

專家參與組成。 

1. 專業稽核評分人員： 

本會目前有 2 位專業稽核評分人員，均具國內外畜牧、獸醫

或動物福利相關學系之大學以上學歷，且具有畜牧現場相關

飼養管理經驗。將負責共同執行牧場實地動物福利稽核及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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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部專家團隊： 

(1)  蛋雞場稽核輔導諮詢 

與台灣興大優質畜產品驗證協會合作，邀請中興大學動物科

學系所「蛋雞動物福利」、「動物行為」、「生物安全防治」及

「蛋雞飼養管理」等領域專家合作，成立輔導學術諮詢團

隊。 

(2)  乳牛場評分獨立覆核 

邀請國立台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教授、曾任中華民國

酪農協會顧問、中華民國乳業協會常務理事徐濟泰老師，

進行獨立覆核，以協助覆核乳牛場稽核及評分結果。 

 

三. 稽核費用 

1. 本會稽核評分人員稽核評分作業：目前暫不收取 

本會為非營利動物保護組識，為提升台灣農場動物福利，創

造人與動物、環境和諧互動，秉持「共善共好」之公益精

神，推動本標章不收取標章授權使用費。 

 

為促進企業及畜牧場重視動物福利、帶動消費者支持具動物

福利的畜禽產品，推廣初期不向申請者收取「稽核評分作業

規費」，由本會負擔內部工作人員薪資及所有行政作業費

用，但未來將視推廣情形，基於善用社會公益資源因應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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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稽核評分人員交通費及外部專家之出席、交通、審查
費：由申請者負擔，實報實銷。 

為善用社會公益資源，促進畜牧場強化自我管理與提升、重

視評分稽核之完善準備，申請者必須負擔稽核評分作業所產

生之交通費用及外部專家之出席、交通、審查或輔導諮詢

費。 

(1)「交通費」標準： 

以評分人員使用之交通工具及其單據、車票等為依據，

實報實銷。 

(2)「外部專家審查或輔導諮詢費用」標準如下： 

 

 
  

外部專家 人數 審查費 

評分結果審查 1 人 2,500 元／人／次 

輔導諮詢 1 人 2,500 元／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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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請流程 

 

 
 
 
  

5.郵寄申請（以下方式擇一） 
✓紙  本：100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 162 號 3 樓之 3 
✓電子檔：蛋雞場 cfa@east.org.tw ｜ 乳牛場 dairycattle@east.org.tw 
✓洽  詢：02-22369735  彭小姐或李小姐 

1.填寫申請書或自評表 
✓蛋雞：友善雞蛋聯盟申請加入評量表（附表 1） 
✓乳牛：乳牛場申請加入及自我評量表（附表 2） 

2.檢附相關文件 
（請依牧場申請表中的清單確認附上） 
✓牧場登記證影本（如為免畜牧場登記則免附） 
✓牧場平面配置圖 
✓牧場經營飼養管理紀錄（各項紀錄影本） 
✓牧場食品安全自行檢測相關紀錄 

4.簽署訪場同意書 
✓動物福利標章- EAST Certified 訪場同意書（附件 3） 

3.檢附牧場照片 
（請依申請表中的清單確認附上） 
✓牧場及禽舍外觀、各項設備、戶外環境、地面狀況等 
✓動物外觀、個別及群體等  

❶ 

❷ 

❸ 

❹ 

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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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階段審核、稽核流程 

1. 審核流程 

 

2. 訪場稽核評分流程 

3. 稽核結果通知及其後續流程 

  
 
 
 
 
 
 
 
 
 
 

       

✓審核申請文件 ✓未通過需補件 ✓確認申請文件完備 

✓審閱自評表、 

牧場檢附文件、照片等 ✓安排評分訪場 ✓通知牧場訪場行程 

訪場稽核／評分 

✓依〈蛋雞動物福利標準〉 

或〈乳牛場評分制度〉 

稽核評分 

✓牧場管理者須陪同回答問題 

✓彙整報告

及意見 

✓報告審查

及諮詢 

✓動物福利

標章申請

結果報告

書  

未通過者 
✓依報吿書建議改善 

✓稽核評分團隊提供諮詢 

✓申請產銷監管鏈審核 

✓通過審核者可申請使用 

✓簽署標章授權合約 

重新申請 

✓標章使用權 

✓合格證書 
通過者 

使用年限 

✓1 年 1 約 

備註： 

本標章須通過「動物福利稽核」、「產銷監管鏈審核」方可申請授權， 

細節請見〈產銷監管鏈審核作業〉、〈標章申請使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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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稽核或評分通過原則說明 

1. 蛋雞場：符合〈蛋雞動物福利標準〉所規範之各條款，可通過。 

2. 乳牛場：依〈乳牛場評分制度〉評分項目，總得分 70 分以上，可   

通過。 

評分項目及配分說明如下： 

50 個評分指標中，分為程度型（21 項）及必要型（29 項）兩種。

合計總分為 100 分。 

1. 程度型指標，分三級給分（0~2 分制）: 符合乳牛動物福利

者 2 分、福利有些缺失 1 分、福利差及不可接受的情況 0

分。 

2. 必要型指標，分兩級給分（0～2 分制）：是／有者 2 分，否

／無者 0 分 

3. 項目內容及其配分如下表： 

項次 項目 總配分 

一 畜舍環境及空間 10 

二 食物及水 6 

三 熱緊迫紓解 8 

四 躺臥環境舒適度 8 

五 牛隻飼養相關紀錄 8 

六 泌乳牛疾病預防與治療 24 

七 繁殖配種與懷孕牛管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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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十一 牧場防疫 4 

總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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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分機制： 

■ 除評分指標外，另設 9 項「加分項目」，包括：提供充足

且牛隻可以選擇的牛床、設置運動場、紀錄廢棄乳量、設

置足浴池、監測乳房炎病原菌、直腸觸診符合衛生程序、

提供仔牛奶嘴、牧場緊急安樂死處理及訪客紀錄。 

■ 任何一項符合規定均可於總分加 1~3 分，並可累計。以

鼓勵酪農更進一步提升乳牛動物福利、優化飼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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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動物福利標章 EAST CERTIFIED－蛋雞場】申請表 

 

填表日期：＿＿＿年＿＿＿月＿＿＿日  牧場名稱：＿＿＿＿＿＿＿＿＿＿ 

牧場地址：＿＿＿＿＿＿＿＿＿＿＿＿＿＿＿＿＿＿＿＿＿＿＿＿＿＿＿＿ 

通訊地址：＿＿＿＿＿＿＿＿＿＿＿＿＿＿＿＿＿＿＿＿＿＿＿＿＿＿＿＿ 

負責人：＿＿＿＿＿＿＿＿＿＿＿  聯絡電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1. 畜牧場登記：＿＿＿＿＿＿＿ 營運年數：＿＿＿＿＿ □尚未開始飼養 

2. 飼養類型（已開始或預計飼養）： 

□室內平飼           羽 □放牧         羽 □有機放牧         羽 

全場轉型：□是，否□，尚有籠飼        棟       羽 

3. 室內禽舍數：      楝，禽舍類型：□開放 □密閉 □水簾溫控 □負壓 

4. 禽舍內墊料材質：＿＿＿＿＿  厚度：＿＿＿＿＿ 多久更換：＿＿＿＿＿ 

5. 若進中雞，中雞是否為籠飼： □是   □否   

6. 是否剪喙：□是□否／剪喙日齡：     日／剪喙方式：□燒烙□燒灼□雷射   

7. 飼料來源／廠商：＿＿＿＿＿＿原料：＿＿＿＿＿＿額外添加：＿＿＿＿＿                                                          

8. 疫苗施打種類（應請種雞及中雞場提供）：                                                                           

9. 計畫淘汰周齡：＿＿＿＿＿＿(周)；淘汰蛋雞去向：＿＿＿＿＿＿                                                           

10. 是否採統進統出管理： □是  □否 

11. 農場管理記錄是否詳實： □各項飼養紀錄                                          

12. 洗選方式：□有，洗選場＿＿＿＿＿＿ □否，清潔方式＿＿＿＿＿＿＿                

13. 經銷方式：□自銷＿＿＿＿ □委銷／蛋商＿＿＿＿＿ □通路＿＿＿＿＿ 

                       
第 1 頁/共 3 頁 

蛋 雞 場 申 請 自 評 表  
 

11



14. 自有品牌及末端售價： 

                       ，           入盒裝，                 元／盒 

                          ，           斤／裝，                 元／箱 

包裝上是否清楚標示屬於何種生產系統(放牧、平飼）:□是      □否    

★(小提醒，若沒標示則違反食品安全管理法第二十五條) 

 

15. 未來發展（潛在擴廠、增加羽數之能力說明）：＿＿＿＿＿＿＿＿＿＿＿＿ 

16. 室內禽舍尺寸及飼養資訊（每棟）： 

棟數 
長 

(公尺) 

寬 

(公尺) 

高 

(公尺) 

飼養 

羽數 

蛋雞 

品種 

進雞 

日期 

進雞 

日齡 

產蛋率 

日/顆 

最多不

超過 9

隻/M2 

棟 1 

(範例) 
21.6 5.8 3.3 1300 白毛黑點 107.3.1 49 天 900 8/M2 

1.           

2.           

3.           

17. 室內禽舍棲架與巢箱設置 

棟數 飼養羽數 棲架尺寸 
至少每隻 

15cm棲架 
巢箱尺寸 

每 7隻/巢箱 

或 120隻/M2 

棟 1 

(範例) 
1300 

8.5 條 x 長

2670cm 
17cm/隻 

長76cm宽26cm 

共66個  
100 隻/M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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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戶外活動空間資訊（限放牧系統填寫） 

場數 坪數或 M2 放牧羽數 
放牧密度 

6隻/M2 

戶外通道 

宽 100高 45cm 

遮蔽是否充足 

（樹或棚架等） 

圍籬、 

安全設施 

（範例） 975.885 M2 1300 2/m2 W150 H90 植樹約 3/1 範圍 鐵網圍籬 

1.        

2.        

3.        

19. 禽舍飼料槽及飲水器資訊 

棟數 
飼料器 

型式 
飼料線總長 

至少每隻 

3.8公分 
巢箱尺寸 

每 7隻/巢箱 

或 120隻/M2 

(範例) 線型飼料槽 
單側/雙側 

總長 XXX公分 
3.8cm/隻 

長76cm宽26cm 

共66個  
100隻/M

2 

(範例) 圓型飼料槽 
直徑*3.14cm*數量 

總長 XXX  
3.8cm/隻 

  

      

      

20. 食品安全自我檢驗要求，最近一次送檢時間為：                      ， 

送檢內容是否包含： 

無，有，動物用藥檢驗，附上檢驗證明文件 

無，有，微生物檢驗，附上檢驗證明文件 

無，有，重金屬檢驗，附上檢驗證明文件 

21. 檢附牧場平面圖（如無請自行手繪簡易配置圖） 
22. 檢附牧場現況照片： 

 牧場相關設施照片(已提供請在空格打勾) 

畜牧場入口   禽舍外觀（正面及兩側）  飼料及飲水設備儲藏 

禽舍室內環境 禽舍地面及墊料現況      棲架正面、側面 

飲水糟       飼料糟                  巢箱外觀，巢箱地面 

禽舍通風及溫度控管設備 禽舍燈光情形  傷病雞隻隔離區 

 飼養現況照片(已提供請在空格打勾) 
母雞飼養現況整體 

第 3 頁/共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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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動物福利標章 EAST CERTIFIED－乳牛場】申請及自我評量表 

 

酪農場申請及自評表 

※一個牧場填一份申請表，同一申請人有超過一家以上牧場需申請，則每個牧場各填寫一份。 

填表日期：                           認證日期： 

牧場名稱： 負責人： 

牧場地址： 通訊地址： 

負責人電話:                          手機： 

負責人 Line ID：                      Email： 

聯絡人姓名：                         電話：           手機： 

聯絡人 Line ID：                      Email： 

鮮乳品牌名稱及 
銷售通路 

 

一、牧場現況 

目前場內牛隻頭數   仔牛______女牛_______乾乳牛______泌乳牛______公牛_______ 

過去 12 個月內出生的仔牛頭數： 

小公牛________ 小女牛________ 

過去 12 個月內賣掉的牛隻頭數： 

小公牛_______ 小女牛  _______ 

女牛  _______ 淘汰母牛 _______ 

牛群來源是否皆為場內自行繁殖？ 是 否，請提供牛隻來源資訊（來源者／牧

場、地址、電話)： 

每頭牛每日平均泌乳量(公斤)： 整場每年平均產乳量(公噸)： 

淘汰母牛是否販賣給肉牛場／肉商／屠宰場？     

是，請提供肉牛場／肉商／屠宰場資訊（名稱、負責人、地址、電話）： 

 

否，請說明淘汰母牛處理方式： 

參與 DHI 計畫：□是 □否 

 

14



二、牛隻可用空間 

牛群類別 面積(平方公尺) 牛隻頭數 牛床數量 牛床尺寸(長、寬) 

泌乳牛欄     

□頭對頭:_______ 

□頭開放:_______ 

□頭封閉:_______ 

  

女牛欄     

□頭對頭:_______ 

□頭開放:_______ 

□頭封閉:_______ 

  

乾乳牛欄     

□頭對頭:_______ 

□頭開放:_______ 

□頭封閉:_______ 

  

待產牛欄         

群養仔牛欄         

單獨籠養 

仔牛欄 
長(m):                      寬(m):   

戶外運動場 面積: 

三、設備 

餵飼設施 
型式: 

 

數量:                            

尺寸(長、寬、深): 

飲水設施 
型式: 

 

數量:             

尺寸(長、寬、深): 

溫溼度計 數量: 
位置:(如牛隻躺臥區附近、飲水槽附近等) 

 

清潔設備 □人工沖洗     □自動刮糞板    □掃糞機器人 

修蹄架 

□傳統直立式修蹄架，數量:            

□自動直立式修蹄架，數量: 

□自動躺臥式修蹄架，數量: 

榨乳設備 
□魚骨式，數量:               □賽馬式，數量:      

□圓盤式，數量:               □自動榨乳機器人，數量:     

足浴設備 
□有，尺寸(長、寬、深):                 溶液成分:                

□無 

豐富化設施 
□有: □牛刷 □鹽磚、舔磚 □自動餵飼設備 □其他___________(請說明) 

□無 

牛隻健康監

測系統 

□有，□電子項圈  □有電子耳標  □其他____________(請說明) 

□無 

四、疾病及飼養管理 

蹄病管理 
□定期預防性護/修蹄：□每年四次  □每年兩次  □每年一次 

□定期行動評分：□每年四次  □每年兩次  □每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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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隻動線轉彎處非直角，牛隻不須急轉彎 

乳房炎管理 

□不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預防性用藥即於牛隻產仔後不管是否有生病皆會施打抗生素) 

□榨乳流程有標準程序，且符合衛生 

(如測前乳、不重複使用乳房擦拭布、不過度榨乳、榨乳前後藥浴、設備定

期維護) 

□監測體細胞數，頻率_____________(如每月一次) 

代謝疾病管

理 

□定期體態評分：□每年四次  □每年兩次  □每年一次 

□產後牛隻進行酮體檢測 

□產犢方式以自然產為主 

仔牛管理 

□犢牛出生 4-6hr 內即可獲得足夠初乳 

□檢測初乳品質：□比重計  □糖度計 

仔牛離乳 

□仔牛至少滿 8 周齡 

□仔牛體重至少達 80 公分以上  

□仔牛可採食教槽料達 1.5 公斤 

仔牛出後臍帶管理方式：(請說明) 

斷乳前餵飼方式 □提供奶嘴 □皆以桶餵 □仔牛自動餵飼系統 

去角操作 

去角日/週齡：_________ 

去角方式：□電燒 □苛性鹼／去角膏 

□其他 (請說明)  

五、飼養管理人員及防疫 

人數： 

□具有專業背景及經驗(請說明) 

□定期參予乳牛飼養管理、行為、動物福利等研習課程 

（請說明課程名稱及主辦單位） 

防疫執行： □定期消毒，頻率________   □牛隻疫苗，種類及頻率_________ 

※本表格共計三頁，請務必每頁皆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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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動物福利標章 EAST Certified訪場同意書 

 
 
 

 
 
 

動物福利標章 EAST CERTIFIED 

訪場同意書 
 
本牧場__________________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 

申請由社團法人台灣動物社研究會（以下簡研究會）所認證之【動物福利標

章 EAST CERTIFIED】，同意依研究會所訂定之台灣乳牛場動物福利評分制度

（2021 年第一版）規範，同意配合下列事項： 

 

1． 同意提供評分所需之牧場文件及飼養管理紀錄。 

2． 同意由研究會指派之乳牛動物福利評分人員至本牧場進行評分作業，期

間牧場管理人、駐場獸醫師、場長等應陪同並回答有關牧場飼養管理等

問題，以供評分人員做判斷，且保證據實以告。 

3． 同意於評分合格及取得標章證書後，若發生嚴重損害乳牛動物福利情形

時，得接受研究會指派之評分人員到本牧場進行「不定期」稽核。 

4． 同意支付評分人員之訪場交通費用（實支實付）及外部審查人員出席／

審查費用，費用依【動物福利標章 EAST CERTIFIED－標章認證暨授權作

業辦法】規定計算。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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