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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豬肉威脅消費者健康！ 
不衛生又不人道的屠宰方式 

 

    走訪全台二十四個附屬於公立肉品市場內

的屠宰場後，我們發現：在屠宰動物前，有使

用正確電擊設備先行致昏動物的，就只有台北

縣、台中縣、嘉義縣、台南縣及台東縣內肉品

市場自己經營的屠宰線，其餘縣市屠宰線屠宰

豬隻的方式，引用農委會一位退休官員的說法

是--還停留在古代！（而這些縣市不是沒有電

宰設備喔！而是這些由政府補助經費購買的，

一套好幾百萬的先進電宰設備，現在都被棄置

在各縣市的肉品市場內，給老鼠作窩了！）。 

    而少數幾個使用電宰設備的縣市，雖然一

邊使用著現代化進步的電動屠宰設備屠宰，但

一邊還是讓民營手宰業者「換地合法」，在場內

以下列方式屠宰： 

1. 拿棍棒敲擊豬隻的頭部，然後不管豬有沒有

昏迷，只要一倒地就直接拿刀子刺進豬的喉

嚨進行放血。 

2. 連棍棒敲都省了，直接就拿刀刺進豬的喉部

放血，牠們被利刃刺喉後，常會哀嚎奔竄，

直到氣絕！ 

3. 在台南等地，甚至在屠宰前的七、八個小 

 

 

 

時，還會先將豬的四隻綑綁起來，讓豬動

彈不得，哀嚎七、八個小時後，再直接刺

喉放血。（肉商說：這樣捆豬，豬的肉才會

好吃！）。 

  4.將豬倒吊在半空中，然後拉住牠的耳朵或

前腿，一把刀就直接刺進喉嚨放血（牠們

都叫不出聲來，在半空中掙扎至死！）。 

    不論業者用哪一種方式屠宰，都不符合人

道及衛生標準，業者為了方便，也沒有把活體

與屠體區隔開來，常常看到一個場裡，一邊是

工作人員拿著刀刺殺豬隻，一邊地上則是分切

的屠體及內臟，而豬的糞尿、血水、污水則混

雜滿地。 

這就是肉商常向消費者推廣的「溫體肉」

或「生鮮肉」。一般來說，「溫體肉」或「生鮮

肉」，是指未經冷藏、冷凍的肉品，但在台灣肉

品屠宰的流程上，還同時代表了在屠宰禽畜

前，未讓禽畜先經昏迷的過程，也就是在禽畜

還有清楚意識與痛覺時，就被活活刺喉放血、

燙水、拔毛的殘忍對待過程。 

抗生素殘留檢查淪於形式化
    理論上每天上午豬隻活體進入肉品市場

時，就應該對每一批進來的豬隻進行血液抽

檢，並以目視的方式觀察進來的豬隻是否有異

狀。 

但實際的情形卻是：大部分的肉品市場均

會進行磺胺劑的抽檢，至於抽檢結果的公佈僅

供參考，並無嚴格的禁制力。就我們實際在各

地肉品市場的訪問情形來看，拍賣前的衛生檢 

疫工作根本很難嚴格把關。肉品市場必須自行

聘請獸醫師與助理，有些市場則無專門從事這

項工作的人力；而最重要的是，肉品市場本身

聘請的獸醫師在執行這項工作時，因為不具備

執行公權力的資格，在「不擋人財路」的情況

下，藥物殘留的把關工作如何落實，是一個很

大的問題！ 

    抗生素的濫用是另一個大問題，不僅殘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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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對消費者的身體造成傷害，也容易使病毒

產生抗藥性。聯合報記者郭錦萍曾在八十五年

做過深入的調查採訪指出：台灣的抗生素用量

是國際的八倍，而且被用在經濟動物身上的抗

生素，大半是走私進口，所以根本不列在官方

的統計內，因此政府根本不瞭解台灣每年究竟

用了多少抗生素在動物身上。而在現今屠宰衛

生檢查規則裡，對抗生素殘留量亦未訂定嚴格

的檢查標準。 

    在先進國家，為了保護民眾，動物不准使

用人用的抗生素，但台灣農戶為了不讓禽畜生

病造成損失，使用抗生素的種類及用量卻早已

失控。台北醫學院公共衛生系一位副教授曾自

養豬場豬糞的取樣發現：有些菌種對人類常用

抗生素具抗藥性已高達九成。這也就是為什麼

現在的禽畜生病，會愈來愈難治的原因。八十

八年十二月，衛生署曾針對國內醫師使用抗生

素超高的現象發出警訊，有醫師說：國人如果

再如此濫用抗生素下去，再過幾年，我們的孩

子生病時將會無藥可用！而同樣的情形早就發

生在經濟動物身上，也就是說：台灣的豬肉早

已讓台灣人自己以及子孫，付出健康的代價！ 

肉品衛生檢查嚴重放水！

    豬隻屠宰的衛生檢查方面：白天緊迫豬隻

（所謂「緊迫豬」係指在運送或拍賣過程中，

豬隻發生驚嚇緊迫導致休克或猝死）的緊急屠

宰，其衛生把關是目前最欠缺制度化規範的地

方。由於各地的急宰都是以上述各種不人道的

手宰方式屠宰，在每天數量不固定、時間也不

固定的狀況下，「緊迫豬」的屠宰過程可以說就

是「亂宰」，並且根本沒有任何衛生局的獸醫師

在急宰現場進行實質的肉品衛生檢查。 

    而晚上的屠宰，地方衛生檢驗機關刻意忽

略現行法令對屠宰現場衛生環境條件應有的規

範，而農政單位也大開後門讓私宰業者「換地

合法」進入肉品市場，使得許多私宰業者就在

場內搭建簡陋的硬體設施--大部分都是一台燙

毛脫毛機及吊掛設備，其餘一切用「手工」，可

以說毫無衛生條件可言。 

許多屠宰場暴露在外，肉品的分切、內臟

的清洗都在地上進行，這些多如牛毛不符現行

法規的現象，主管機關完全放手不管，睜一隻

眼、閉一隻眼，只對屠後的內臟及屠體進行「粗

略的目視檢查」。而以現有獸醫及肉品檢驗的人

力來說，光是只對屠後的內臟及屠體進行「目

視檢查」，就已嚴重不足（全台各地問題都一

樣，日本在肉品衛生檢查上的獸醫人力編制，

是台灣的十倍）。以一個屠宰場平日配置 1-2 個

獸醫師，而每天需在短短三至四小時的屠宰時

間內，「看」上近千頭豬隻屠體的情況來說，可

以說，許多獸醫師根本就只能「看心安－－安

慰自己而已」。 

屬於肉品市場自己經營的屠宰線尚且如

此，向市場租場地的民營手工屠宰線，其衛生

檢查狀況就更差了。有的縣市，每天晚上有六、

七家民營屠宰業者同時進行屠宰，「好一點」的

狀況是看到獸醫師以『巡邏』的方式「瀏覽」

各家屠宰業者的肉品，最糟的就是完全放任民

營業者不管--「隨他們怎麼宰」，反正消費者也

看不到。 

   行政院農委會自八十六年起，為了因應台灣

在加入 WTO 後，進口肉品將大舉叩關來台可能

對台灣豬農造成的衝擊，為了要給本土養豬業

者一個競爭力的保障，特別邀集了全國肉商公

會共同推動所謂的「TFP 台灣優質生鮮豬肉」，

開始編列大把經費補助傳統肉攤，「美化」肉攤

的硬體設備，然後用「包裝」的方式，從市場

內外作形象廣告宣傳，宣傳上說：「每個販賣

『TFP 台灣優質生鮮豬肉』的攤位，從豬肉來

源、屠宰場、運輸過程、攤位環境清潔、使用

設備器具衛生、及未賣出的肉品冷藏、包裝日

期標示等，都將受到嚴格的管制，好讓消費者

能買到傳統又衛生的溫體豬肉。」 



    但是，實情是什麼呢？實情是消費者又被

騙了！--「TFP 台灣優質生鮮豬肉」除了肉攤外

表改的比較好看之外，其餘的一切，從運輸到

屠宰，都是您上述所看到的實情。 

沒有冷藏鍊，就無法保障肉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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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肉品運銷中常被提到的一個名詞就是

〝冷藏（凍）鏈〞(coldchain），也就是說：肉

品由肉品市場或工廠到消費者手中，一直保持

在低溫狀況下。由於國人消費肉品的觀念仍未

普遍調整，總以為「溫體豬肉」就是所謂「現

殺的豬肉」，而這樣的豬肉「很新鮮」，因此對

於超市、肉品專賣店內販賣的冷藏、冷凍肉，

總往往心存疑慮地想〝這大概是昨天沒賣完

的，比較不新鮮吧！〞 

然而消費者也承認，所買回去的「溫體豬

肉」，一樣是往冰箱存放，而食用不完的，也會

放到冷凍庫去，「溫體肉」乃變成了「冷凍肉」

--消費者同樣習以為常，並且可以接受。但是

卻不知道：如此偏愛購買溫體肉的迷思，卻造

成了動物在死前得遭受極大的痛苦，而環境也

承受了不必要的污染；政府單位更是以消費者

的「無知」當作推諉自己「無能」的藉口，造

成台灣民眾至今仍然無法食用新鮮、衛生、安

全且價格合理的豬肉。 

    理想的冷藏肉，應該是經過人道、衛生的

屠宰，以及獸醫師的衛生檢查，將不可食用或

病變的屠肉或內臟廢棄，經過「預冷」的過程，

降低屠體溫度，並在低溫的環境下分切包裝，

再以低溫貨櫃車運送到各地設有冷藏設備的零

售店陳列出售的肉品，由於一切都在低溫控制

下進行，因此不易讓細菌滋生。 

    農委會自民國五十五年起，在蔣經國先生

的指示下：曾有一段時間努力的想推廣「電宰

冷藏豬肉」，三十多年來，花了大把銀子補助各

地肉品市場添設先進的全套電宰設備，並且斷

斷續續的補助傳統市場的肉攤，在攤位上添設

「透明冷藏櫃」，希望能實行從屠宰到販售真正

一條線的「冷藏鍊」，但最後卻都在業者 

 

 

 

「維持現狀以求方便」，以及不願意多支付電費

下， 讓一個政策「隨便夭折」，而花了大把人

民納稅錢所添購的先進電宰設備，便任其荒廢

不用（上圖）！ 

    消費者認為溫體肉品質較佳，是一種消費

習性上的迷思而已，從老一輩口中傳下來「溫

體肉比較好吃」的觀念，其實是有典故的，據

農委會一位退休的主管表示：民國 38 年國府遷

台時，美國曾援助大批冷凍豬肉給台灣，當時

台灣尚缺乏冷凍設備，又大批的豬肉流入市

場，在早已失去新鮮度的狀況下，造成民眾對

「冷凍豬肉」的不良印象；此後，台灣民眾喜

吃「溫體肉」的現象，變成台灣島上人與動物

都痛苦的「原罪」，更因此成為政府推動肉品現

代化政策不力的「代罪羔羊」。 

    在亞熱帶氣候的台灣，以現在的人工宰殺

方式，宰殺後屠體未經「預冷」，「無法保鮮」

絕對是肉品衛生的一大威脅。



你可以幫助動物！  減輕ㄊㄚ們的苦難！ 

讓自己 吃的安心與心安！ 
1. 以具體行動表示不滿--拒買、拒吃以不人道方式屠宰及不注重衛生的肉品！ 

2. 絕對不購買肉商所強調的「溫體肉」！讓台灣的肉品衛生安全儘早達到真正的現代化。 

3. 絕對不購買肉商強調口感很「Q」的肉鬆、肉脯、肉乾及貢丸，這些都是以最殘忍的手

工屠宰方式所製成。 

4. 選擇以全套電宰（採用人道致昏）處理的肉品。 

5. 寫信或致電，要各級政府官員改善上述不人道及不衛生的屠宰狀況。 

6. 請大家告訴大家，不要偏食肉類和加工肉品，以免造成血脂肪及膽固醇過高。人類所需

要的蛋白質、鈣質、鐵質等，都可以從豆類、穀類、深色蔬菜、水果中獲得。 

7. 請大家告訴大家，在美洲已有百分之七十的穀物必須拿去餵養人類要吃的經濟動物，而

在經濟日益起飛的中國大陸，也有百分之二十三的穀物餵了經濟動物，且比率還在增加

中。而這些穀物，足夠每年慘遭飢荒的第三世界國家人民食用。 

8. 請大家告訴大家，我們的山川大地，日以繼夜的承受人們為了要吃經濟動物，所發明的

工廠化密集飼養所製造的屎尿污染！ 

9. 請大家告訴大家，減少食肉的數量，不僅可以減少動物的痛苦，更可以為日趨惡化的地

球環境及糧食危機貢獻一點心力！ 

動物社會研究室 
Environment & Animal Society of Taiwan（EAST） 

聯絡電話：886-2-22398105~6  傳真：886-2-22397634   E-M：free 0511 @ms36 .hinet .net 

  



為什麼「都是消費者的錯」！？ 
政府            應嚴格取締不合格的屠宰業者，要他們符合人道及衛生標準 

肉商            要提昇產業水準，應該以合乎人道及衛生標準的方式屠宰 

但是他們都說 「沒辦法，我們也很無奈，消費者喜歡吃這樣的溫體肉嘛！你們應該去教育 
                消費者才對！」   
所以           「一切都是消費者的錯！」 
肉品市場管理者  花費大把人民血汗錢，買來的電宰設備，卻讓它變成老鼠窩 
但是他們也說 「肉商說電擊會造成豬肉纖維質斷裂，加工做成肉鬆、肉脯、貢丸不好吃， 
                消費者不買，一定要用手工屠宰比較好！」 
所以           「一切又是消費者的錯！」 

我們錯在哪？錯在「不知情」！錯在「保持沉默」！ 

    事實上，先進國家都在屠宰時先使用人道方式（包括電擊）讓動物昏迷，專家學者都曉得--

正確的的電擊包括適當的電流、時間及位置。正確的電擊絕不會造成豬肉纖維斷裂，更不會像台灣

的屠宰場，把豬電到胸骨、腿骨都斷裂！而縱使台灣的肉商那麼不願意使用電擊，也可以使用先進

國家符合人道標準的其他工具及方式，以減少動物被屠宰時的痛苦。 

    當你知道台灣豬肉的生產，是如此殘忍與不衛生時，想必會大感驚訝而無法接受！政府與業者

抱著「多一事不如少一事」的心態，認為「反正只要消費者繼續買台灣豬肉（包括 TFP 台灣生鮮豬

肉）」、「反正還沒聽過吃豬肉死人的新聞」，就將一切推給不知情的消費者，而消費者就得繼續花錢

買這種「不人道、不衛生、不環保」的豬肉！ 

「人民是頭家，現在就行動」 

  頭家姓名：           身份證字號：                職業：   

  聯絡之傳真或 Email 或地址： 

傳真及 email 熱線（請再傳真給你所支持的立法委員及縣市議員）： 
（一） 總統府網站信箱  

總  統：李登輝 

副總統：連戰 

1. Tel. 02-23113731 
轉公共事務室 

2. Fax. 02-23311604 
       Email. public@www.oop.gov.tw

  

（二） 行政院 

院  長：蕭萬長 

副院長：劉兆玄 

1. Tel. 02-23561500 轉院長室 

2. 郵寄掛號至：台北市忠孝東路一段一號 行院

院蕭院長收 

       Email .eyemail@eyemail.gio.gov.tw

（三） 行政院衛生署 

署 長: 詹 啟 賢 

      1.Tel. 02-23967166  

      2.Fax. 02-23418994 

（四） 服務信箱 dohes@doh.gov.tw 

（五） 行政院農委會 

      主  委：林享能 

      副主委：陳武雄、李健全 

1. Tel. 02-23126000 
       2.Fax. 02-23614397 

       Email. coa@mail.coa.gov.tw

（五）農委會防檢局 

局  長：李金龍 

       1.Tel. 02-23431459 2.Fax. 02-23431455

mailto:public@www.oop.gov.tw
mailto:.eyemail@eyemail.gio.gov.tw
mailto:dohes@dohr6.doh.gov.tw
mailto:COA@mail.coa.gov.tw


你有發言權 

 
 

 
 
 

 

現在就行動 

  頭家姓名：           身份證字號：                職業：   

  聯絡之傳真或 Email 或地址： 

傳真及 email 熱線（請再傳真給你所支持的立法委員及縣市議員）： 
（六） 總統府網站信箱  

總  統：李登輝 

副總統：連戰 

3. Tel. 02-23113731 
轉公共事務室 

4. Fax. 02-23311604 
       Email. public@www.oop.gov.tw
（七） 行政院 

院  長：蕭萬長 

副院長：劉兆玄 

3. Tel. 02-23561500 轉院長室 

4. 郵寄掛號至：台北市忠孝東路一段一號 行院

院蕭院長收 

       Email .eyemail@eyemail.gio.gov.tw

（八） 院衛生署 

署 長: 詹 啟 賢 

      1.Tel. 02-23967166  

      2.Fax. 02-23418994 

      服務信箱 dohes@doh.gov.tw

（九）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主  委：林享能 

      副主委：陳武雄、李健全 

2. Tel. 02-23126000 
       2.Fax. 02-23614397 

       Email. coa@mail.coa.gov.tw

（五）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局  長：李金龍 

       1.Tel. 02-23431459 2.Fax. 02-23431455

 
印製：動物社會研究室 Environment & Animal Society of Taiwan（EAST） 

如需相關訊息請洽：886-2-22398105~6 傳真：886-2-22397634   E-M：free 0511 @ms36 .hinet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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