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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宗旨 

為提升社會大眾對動物福利的認知，改善經濟動物處境，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EAST）多

年來致力倡議、推動畜牧友善生產，於 2017 年發起、組織「友善雞蛋聯盟」（Cage Free 

Alliance，CFA），鼓勵更多農民轉型友善飼養、善待母雞，並透過輔導與稽核機制，及無償

協助開發市場通路，讓消費者有所選擇，以行動支持友善畜牧，共創人與動物、環境的良好

互動。 
 

貳、會員資格 

一、正式會員 

1. 凡是全面採用放牧（Free Range）或平飼（Barn）系統飼養蛋雞的畜牧場，得申請加

入友善雞蛋聯盟。但以其所屬公司、負責人，或產品品牌名下，無任何格子籠

（Battery Cage）或豐富籠（Enriched Cage）系統飼養蛋雞之畜牧場為限。 

2. 成員皆須遵守《友善雞蛋聯盟蛋雞動物福利標準》（CFA Welfare Standard for Hens），

並通過本聯盟稽核。 

3. 聯盟鼓勵所有成員配合政府政策，申請《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TGAP），但考量較

小飼養規模之小農財務負擔，建議飼養規模超過 10,000 羽以上的成員應申請《產銷

履歷農產品驗證》（TGAP），確實作好產品溯源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二、轉型中會員 

1. 凡有意轉型，或已部份採用「放牧」或「平飼」系統飼養蛋雞，但部份仍為格子籠或

豐富籠系統的牧場，同意遵守並與聯盟簽署「保證轉型合約」者，得申請成為「轉型

中會員」。 

2. 轉型中會員由於有籠養的平行生產，因此不論飼養規模，皆須申請《產銷履歷農產品

驗證》（TGAP），以確實作好產品溯源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3. 轉型中會員之「放牧」或「平飼」生產系統皆必須符合《友善雞蛋聯盟蛋雞動物福利

標準》，並通過本會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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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為保障正式會員之權益，並對消費者與市場通路負責，友善雞蛋聯盟

針對轉型中會員，要求須簽署「保證轉型條款」。 

(2) 「保證轉型」相關條款，請見本規範：肆、保證轉型條款。 

 

參、會員守則 ：「正式會員」、「轉型中會員」應盡之義務。 

    一、配合聯盟稽核作業： 

1. 皆須接受聯盟安排「稽核員」或「輔導團隊」，每年例行或不定期之訪場稽核。 

2. 牧場飼養、生產管理與動物福利，應符合《友善雞蛋聯盟蛋雞動物福利標準》。 

3. 遵守友善雞蛋聯盟牧場稽核作業，完成改善事項，包含下列規定： 

3.1.凡是聯盟成員畜牧場經稽核發現有不符合『友善雞蛋聯盟蛋雞動物福利標準』事

項，將由聯盟開立「改善通知書」，以書面信件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寄送等方

式送達，成員應依「改善通知書」所載明的回覆期限以書面信件郵寄、傳真或電

子郵件寄送等方式回覆改善作法、預期完成時間。如有改善困難也應儘快提出，

不得因改善困難而延誤回覆。 

3.2.續前項，逾期一週未回覆者，聯盟將開立第二次「改善通知書」，成員應盡快依

「第二次改善通知書」所載明的回覆期限，以書面信件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寄

送等方式回覆。逾期仍未主動回覆者則將視情節予以停權或是取消其成員資格，

依停權及除名作業原則處置。 

3.3. 為善用社會公益資源，並促進牧場重視稽核前之準備，自 109年 3月 1日起，稽

核作業所需相關交通費用，將全面由牧場自行負擔，實報實銷。 

 

二、遵守聯盟標章使用原則 
1. 社團法人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研究會）為「友善雞蛋聯盟證明標章」或「友善雞蛋

聯盟『轉型中牧場』證明標章」所有權人及著作權人。任何人使用上述二個標章必須

取得本會授權。 

2. 基於宣導動物福利、善待經濟動物理念，並協助「友善雞蛋聯盟」成員推廣友善雞蛋

及其產製品，研究會無償授權聯盟成員於相關產品之「包裝」（各種材料）、「宣傳」（各

種媒體）上使用「友善雞蛋聯盟證明標章」或「友善雞蛋聯盟『轉型中牧場』證明標

章」。 

3. 「非聯盟成員」如因行銷推廣業務之需求，須使用「友善雞蛋聯盟證明標章」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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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雞蛋聯盟『轉型中牧場』證明標章」，得向本會提出申請授權。 

4. 所有使用「友善雞蛋聯盟證明標章」或「友善雞蛋聯盟『轉型中牧場』證明標章」之

包裝或宣傳相關設計稿，皆須獲得研究會同意方可完稿印刷，並應同時提供硏究會「成

品」二份或「定稿設計稿電子檔」一式留存。 

5. 為促進消費者認知，並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規定，聯盟

成員皆須於產品包裝上明顯標示下列資訊： 

(1) 「非籠飼雞蛋」 

(2) 「室內平飼」，或「放牧」，或「有機放牧」（牧場須自行通過政府有機畜產品認證

者，得宣稱為有機），依成員實際採用生產系統標示之。 

(3) 用詞建議： 

中文 英文 日文 備註 

非籠飼雞蛋 Cage free eggs  日語可省略 

放牧 Free Range 放し飼い  

全場放牧 Free Range - Whole Farm 全体放し飼い  

平飼 Barn 平飼い  

全場平飼 Barn - Whole Farm 全体平飼い  

有機放牧 Free Range Organic 有機放牧 中、日文相同可省略 

全場 

有機放牧 

Free Range Organic— 

Whole Farm 

全体有機放牧 
 

 

 

6. 為促進消費者認知，並加強雞蛋食安管理，聯盟鼓勵成員於每顆雞蛋上噴印（coding），

標示：生產系統、產銷履歷編碼、生產日期（或最佳食用日期—Best before） 

 

7. 證明標章設計說明 

(1) 友善雞蛋聯盟證明標章 

 

 

 

 

 

 於產品包裝明顯處露出，但： 

(a) 不可變更商標的線條造形及顏色，母雞由紅色線條構成，母雞身體為白

底，愛心蛋黃為黃色圓點。 

(b) 不可於商標上擅自增加或減少文宇。 

(c) 如因設計需求必須有所調整應取得本會同意，始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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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友善雞蛋聯盟『轉型中牧場』證明標章」：  

 

 

 

 

 凡是友善雞蛋聯盟「轉型中會員」，皆須使用「友善雞蛋聯盟『轉型中牧場』

證明標章」於符合《友善雞蛋聯盟蛋雞動物福利標準》生產的平飼、放牧或

有機放牧產品包裝明顯處露出。但： 

(a) 不可變更商標的線條造形及顏色，母雞由灰色線條構成，母雞身體為白底。 

(b) 不可於商標上擅自增加或減少文宇。 

(c) 如因設計需求必須有所調整應取得研究會同意，始得調整。 

 

 嚴禁使用「友善雞蛋聯盟『轉型中牧場』證明標章」於不符合《友善雞蛋聯

盟蛋雞動物福利標準》生產的產品。 

 

三、配合營業管理原則 

1. 如因營業所需，須向其他牧場調度雞蛋支援供應，限以聯盟內其他成員（包括正式會

員或轉型中會員），且應為相同生產系統為限。亦即凡是使用聯盟「標章」（正式或轉

型中）皆必須是符合《友善雞蛋聯盟蛋雞動物福利標準》的產品。 

2. 嚴禁轉售或「混和銷售」任何來自「格子籠」、「豐富籠」系統的雞蛋或產製品，無論

其為「非聯盟」或「聯盟轉型中」牧場。 

3. 應如實記錄並提供給聯盟牧場每日產蛋及出蛋、銷售紀錄，並保留相關紀錄至該批蛋

雞淘汰後 3 個月為止，以備稽核。但涉及營業秘密部分，如供銷對象、價格等，得予

以遮蔽。 

4. 「地蛋」不得販售。 

 注意事項： 

(1) 地蛋因難以判斷正確產蛋時間，無法確保其安全與品質，因此不得銷售，

以維聯盟整體信譽。 

(2) 聯盟成員應儘量減少「地蛋-產在地上的蛋」發生，過多的「地蛋」可能代

表：巢箱設計不良（過高、位置不佳或是數量不足）、巢箱管理不良（巢箱

內過於髒污、巢箱內墊料不夠乾澡、舒適等）、母雞就巢行為訓練不足（中

雞場期間及產蛋初期行為訓練不足）。應儘速改善。 

         

四、保證轉型條款—轉型中會員必須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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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仍以「格子籠」飼養蛋雞部分，必須： 

(1) 格子籠設備飼養蛋雞之轉型緩衝期以簽約日起 2 年半為限（本會得依牧場實際規

模另議定之），2 年半期滿當批蛋雞週齡滿 90 週齡時，即應淘汰，不得再以格子

籠設備飼養任何母雞， 

(2) 任何情形下都不得進行「強迫換羽」，以增加產蛋率。 

(3) 不得新建或興建任何與格子籠生產系統相關之設施、禽舍（為維護或改善該批蛋

雞之飼養環境者，不在此限） 

(4) 格子籠蛋雞所生產的雞蛋，不得混作「平飼」或「放牧」生產系統蛋品，亦不得

使用「友善雞蛋聯盟『轉型中牧場』商標」銷售。 

2. 申請成為「轉型中會員」，需提出「轉型計畫」相關資料，其內容至少應包含： 

(1) 提出符合「平飼」或「放牧」系統的禽舍環境設施設計、場址、施工期程、竣工

期等相關資訊。 

(2) 提出預期以「平飼」或「放牧」生產系統飼養蛋雞的「進雞期程」。 

(3) 預計轉型但尚未以「平飼」或「放牧」生產系統飼養蛋雞的畜牧場，可及早提出

申請，由聯盟協助轉型輔導諮詢、並列入稽核名單。但須待新場建設完成，並開

始生產方能成為「轉型中會員」，使用「友善雞蛋聯盟『轉型中牧場』證明標章」。 

(4) 如已為平行生產的畜牧場（已有「平飼」或「放牧」方式飼養蛋雞之禽舍），可直

接申請加入「轉型中會員」並依『友善雞蛋聯盟蛋雞動物福利標準』自行檢核。

並經聯盟稽核通過後，即可簽署合約，使用「友善雞蛋聯盟『轉型中牧場』證明

標章」。 

3. 違反「保證轉型合約」罰責： 

 須依違約事實給付懲罰性違約金-「畜牧場年營業額 15～20%」 

 懲罰性違約金將作為研究會推動「廢除格子籠飼養蛋雞」專案專款專用。 

 注意事項： 

研究會基於協助台灣蛋農轉型，特別設計「友善雞蛋聯盟『轉型中牧場』證

明標章」，讓轉型中牧場於「緩衝期」中使用。本會更無償協助媒合轉型中會

員之市場通路。若轉型中成員違反明定之保證轉型承諾，造成「友善雞蛋聯

盟」公信力、商譽受損，將依法求償。 

           違約行為主要包括： 

(1) 違反雙方同意之「格子籠飼養蛋雞期限」規定，於簽約到期日後，淘汰當批母雞

後又再飼養新的雞群。 

(2) 違反不得「強迫換羽」規定。 

(3) 違反不得「混蛋」規定。（將格子籠蛋雞所生產的雞蛋，混作「平飼」或「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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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系統雞蛋銷售）。 

(4) 違反「不得新建或興建設任何與格子籠生產系統相關之設施、禽舍」規定。 

 

肆、停止或取消會員資格與收回標章授權 
「友善雞蛋聯盟」成員應自律、自重遵守本規範。如有違反行為，經溝通仍未改善者，其處

置作業如下： 

1. 停止會員權利，收回標章授權： 

(1) 處置對象： 

聯盟成員牧場未能符合《友善雞蛋聯盟蛋雞動物福利標準》規範，且未有任何改

善，經溝通無效者。 

(2) 處置流程： 

聯盟將以書面郵寄、電子郵件等方式，寄送「停止會員權利及收回標章授權」通

知書，遭停權之牧場，將公布於「友善雞蛋聯盟」官網、研究會官網，並通知由

聯盟協助輔導媒合之企業或相關通路商。 

(3) 復權申請： 

牧場經改善且符合《友善雞蛋聯盟蛋雞動物福利標準》規範，得提出復權稽核申

請，經稽核通過者，得重新復權。 

 

2. 取消會員資格，收回標章授權並除名： 

(1) 處置對象： 

聯盟成員牧場未遵守《友善雞蛋聯盟成員規範》，拒絕配合稽核訪場、出現「混

蛋」、未履行保證轉型等重大違規情事者 。 

(2) 處置流程： 

聯盟將以書面郵寄、電子郵件等方式，寄送「取消會員資格及收回標章授權」通

知書，遭除名之牧場，將不得再申請加入聯盟。並將公布於「友善雞蛋聯盟」官

網、研究會官網，並通知由聯盟協助輔導媒合之企業或相關通路商。 

 

3. 遭停權或除名之牧場，皆不再具有「友善雞蛋聯盟證明標章」或「友善雞蛋聯盟『轉

型中牧場證明標章」使用權。其已印有聯盟標章之外包裝、宣傳文宣品等皆不得再使

用。相關衍生損害由該成員概括承受。 

 

伍、聯盟輔導內容 
一、聯盟將協助以網站、臉書、不定期之演講講座暨利用各項宣傳活動，向消費者推廣聯盟成

員所生產之雞蛋，以提高聯盟成員知名度、協助通路販售。 

二、聯盟將盡可能協助媒合各式商家使用聯盟成員之產品。      

三、聯盟將協助輔導聯盟成員畜牧場，提供最新飼養管理資訊、健康疫病問題諮詢、行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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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與溝通。 

 

 

 
友善雞蛋聯盟 

 電話：02-22369735~6 

 傳真：02-23651701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 4段 162號 3樓-4 

 Email：cfa@east.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