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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蘭花輸美貿易法規及檢疫制度 
 

農產品跨國貿易多有國際組織設定相關規範以維護買賣雙方利益，並確保物

種多樣性不受侵害，同時也希望能夠透過這些相關規定避免發生因商業貿易壓力

而導致的利益失衡或是原生種消失或是發生原生種基因庫遭受污染等方面的問

題。舉例來說，在生鮮蔬果的跨國貿易方面，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180設定水果與蔬菜銷售標準以

及生鮮食品的品質與包裝方面的標準；在食品加工與生產方面，有聯合國農糧組

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所承認的食品

加工與生產國際標準181。 

在蘭花跨國貿易中，相關的國際約定有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

協定（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Agreement，簡稱 WTO/SPS）、國際植

物保護公約（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瀕臨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

貿易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簡稱華盛頓公約）。 

台灣雖不屬於國際植物保護公約以及 CITES 會員，但是因貿易對象多屬國際

植物保護公約與 CITES 會員，因此目前台灣蘭花的進出口程序乃比照國際植物保

護公約以及 CITES 規定以及各輸入地的進出口植物檢疫規定辦理，以下針對

WTO/SPS、國際植物保護公約、CITES 以及台美雙方植物檢疫規定進行說明。 

 

 

 

                                                
180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於 1961
年成立，總部設於法國巴黎，另在德國波昂、日本東京、墨西哥市及美國華府設有辦事處。成
立時計有歐洲 18 國及美國與加拿大共 20 個會員國，目前已增至 30 會員國，OECD 是以服務其
會員國為主。該成立目的為提供會員國間可以分享經驗，討論與解決國內經貿難題的論壇。OECD
的基本任務為促使會員國間能夠互相諮詢與合作，以期在經濟發展保有高度成長並且改善其人
民的經濟狀況與社會福利；也經常提供建議給會員國以幫助會員國決定其經貿政策；甚或出面
擔任協調仲裁的工作並在某些經貿活動建立規範；資料來源：OECD 網站：
http://www.oecd.org/countrieslist/0,3351,en_33873108_33844430_1_1_1_1_1,00.html；國際貿易局
網站：
http://wwwdoc.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9&category_id=CAT12
37&report_id=7869；以及經濟部技術處全球資訊網：http://doit.moea.gov.tw/09webs/oecd.asp，最
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181 劉昭吟（2005），在全球化中綻放 – 從蝴蝶蘭跨界商品鏈探討台灣出口農業的全球化，國立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論文，2005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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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 
 

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SPS 措施)182是目前國際間通行的重要防疫檢疫措施，目的在於避免

或減少因農產品貿易流通而導致外來動植物疫病蟲害之入侵、立足或蔓延之機

會，並防範食品、飲料或飼料中之添加物、污染物等的潛在風險，以保護境內

國民及動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維護自然生態環境183。 

因為世界各國對於國境內人民以及動、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或自然生態環境

的重視程度並不全然相同，因此各國對於 SPS 措施的開放態度也不盡相同；關

稅暨貿易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之會員國經多年

協商後達成協議，制定「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Agreement，簡稱 WTO/SPS）」，並將其列入世界貿易組

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成立協定之一，該協定在 1995 年 1 月 1 日

正式生效184。 

我國自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後，除享有會員權益外，亦必須遵循

WTO/SPS 以及相關國際規範，以履行會員義務。另外，任何世界貿易組織會員

若對我國採行的 SPS 措施提出諮商要求時，我國必須依該協定條文及相關國際標

準，與該會員進行雙邊或多邊的檢驗與檢疫技術諮商185。此外，依據 WTO/SPS

                                                
182 依據 SPS 措施附件 A 的定義，SPS 措施適用於：（a）保護會員國境內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

康，防範因害蟲、疾病、帶病體或病原體的入侵（entry）、立足（establishment）或散播（spread）
而造成的風險；（b）保護會員國境內人體或動物的生命或健康，防範因食品、飲料或飼料的添

加物、污染物、毒素或病原體所造成的風險；（c）保護會員國境內人體生命或健康，防範因動

物、植物或其產品所攜帶的疾病，或是因害蟲入侵（entry）、立足（establishment）或散播（spread）
而導致的疾病的風險；或是（d）防範或限制在會員國境內因害蟲入侵（entry）、立足（establishment）
或散播（spread）而導致的其他損害。 

中文翻譯可參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網站：

http://www.baphiq.gov.tw/ct.asp?xItem=8844&ctNode=2220&mp=1； 
原文內容可參考 WTO 網站：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agrmntseries4_sps_08_e.pdf，
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8 月 18 日。 

183 可參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網站：

http://www.baphiq.gov.tw/ct.asp?xItem=8843&ctNode=2220&mp=1，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8 月

14 日。 
184 可參考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出版，

2001 年 12 月。 
185 可參考國際植物保護公約（1997 年），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出版，2001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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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世界貿易組織會員的防疫檢疫與檢驗新規定或新措施需要通知世界貿易組

織秘書處，以便秘書處向其他會員進行 60 天預告，或針對緊急措施進行緊急通

知。WTO/SPS 也要求會員需設置查詢點以答覆其他會員的問題，目前我國已依

WTO/SPS 辦理相關事宜186。 

 

第二節 國際植物保護公約 
 

國際植物保護公約（1997年）（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 - 1997）
187的締約宗旨與責任為：1. 為確保共同而有效的行動以防範植物與植物產品有害

生物之傳播與傳入，並推展其適當防治措施，締約成員需依據本公約及第十六條188

所訂補充協議之規定，採取各項立法的、技術的及行政的措施。2. 在不免除其在

其他國際協定應負義務之前提下，各締約成員應負責於其領域內履行本公約之一

切規定。3. 聯合國糧農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 之機構會員與屬本締約成員之組織會員國間，其履行本公約規定

之責任劃分，應符合其各自的權限。4. 締約成員認為適當時，尤其是涉及國際運

輸時，得將本公約規定之適用範圍，除植物與植物產品外，擴及貯藏場所、包裝、

運輸工具、容器、土壤以及其他任何能夠藏匿或傳播植物有害生物之其他生物、

物品或材料。 

目前我國雖不屬於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締約成員，但是因貿易對象多屬國際植

物保護公約締約成員，因此目前台灣蘭花的進出口程序亦多比照國際植物保護公

約規定以及各國的進出口植物檢疫規定辦理，以利進行蘭花出口。 

 

                                                
186 可參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網站：

http://www.baphiq.gov.tw/ct.asp?xItem=766&CtNode=1208&mp=1，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8 月

19 日。 
187 可參考國際植物保護公約（1997 年），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出版，2001 年 12
月。 

188 國際植物保護公約（1997 年）第十六條翻譯內容為：『補充協定 1. 締約成員為應須特別關注

或行動之特殊植物保護問題之需要，得訂定補充協定。此等補充協定得適用於特定地區、特定

有害生物、特定植物與植物產品，及國際運輸植物與植物產品之特定方法，或以其他方式補充

本公約之規定。2. 任何此等補充協定，在各締約成員依該補充協定之規定接受後，應即生效。

3. 補充協定促進本公約之意旨，並應符合本公約之原則及規定，且特別在國際貿易方面應符合

透明化、不歧視及避免隱藏性限制之原則。』可參考國際植物保護公約（1997 年），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出版，2001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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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華盛頓公約 
 

華盛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是 1973 年 6 月 21 日在美國（華盛頓）簽署，1975 年 7

月 1 日正式生效；目前會員國有 173 個189，公約設立目的在於建立野生物輸出及

輸入國間之合作管道，以確實預防及阻止公約指定物種之非法國際貿易行為；該

公約將物種分為 3 級： 

  1. 附錄 I：是指族群正面臨絕滅危險之物種，其商業性貿易完全被禁止，

科學研究等非商業性買賣，則需先取得合法之輸出、輸入許可證；在核發許可證

前，須由輸出入雙方國家之科學機構證明該物種之買賣不致於對該物種之生存產

生危害；附錄 I 之物種如係人工繁殖以供商業用途者，視同附錄 II 管制； 

  2. 附錄 II：係指如果其貿易行為不加管制，則將面臨絕滅危險之物種；其

輸出需先申請輸出許可證；只有輸出國家之科學機構證明其輸出不會為害該物種

之生存時才會發給許可證； 

  3. 附錄 III：各會員國需要其他國家合作以管制輸出而指定之物種；由附

錄 III 物種之指定國輸出該物種時應先獲得其輸出許可；從指定國輸入附錄 III 之

物種亦需先提出其輸入許可；從其他國家輸入附錄 III 物種則需提出來源證明，俾

證明其輸入物種不是來自附錄 III 物種之指定國家190。 

 

當蘭花的跨國貿易是以切花型態為貿易商品時，海關人員多可以透過觀察外

型而得以辨識種類，但是當跨國貿易是以苗或是分生組織做為商品型式時，海關

人員並無法透過外觀直接判定種類。 

為了維護野生蘭種的存續，因此 CITES 在生效時即將所有的蘭科植物都列入

CITES 附錄物種，當時有 9 種蘭花列為 CITES 附錄 I 物種，其餘為附錄 II 物種；

到了（1989 年）CITES 第 7 次會員國大會時，又將拖鞋蘭（Paphiopedilum）與富

拉氏蘭（Phragmipedilum）整個屬列入 CITES 附錄 I 物種，在 1994 年的會員國大

                                                
189 CITES 網站：http://www.cites.org/eng/disc/parties/index.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190 資料來源：中央研究院網站：http://www.sinica.edu.tw/~hastwww/CITES.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08 年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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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時則將 3 種附錄 I 蘭花物種降級為附錄 II 蘭花物種，一種升級為附錄 I 物種191。

目前最新的 CITES 規定為 2008 年 7 月 1 日生效的附錄，如表 23 所示。 

 

表 23 CITES 附錄中的蘭科植物 
附錄 

I II III 
馬達加斯加船形蘭 
（Aerangis ellisii） 附錄 I 以外的種類   

血色石斛蘭 
（Dendrobium cruentum） 

    

雷麗亞蘭 
（Laelia jongheana） 

   

淺裂雷麗亞蘭 
（Laelia lobata） 

    

雲南腎藥蘭 
（Renanthera imschootiana）    

鴿子蘭 
（Peristeria elata） 

    

鬍拉密拖鞋蘭 
（Phragmipedium） 

    

芭非爾拖鞋蘭 
（Paphiopedilum） 

    

 
 

在 2008 年 7 月 1 日生效的 CITES 附錄 I 中的蘭花192有：馬達加斯加船形蘭

（Aerangis ellisii）、血色石斛蘭（Dendrobium cruentum）、雷麗亞蘭（Laelia 

jongheana）、淺裂雷麗亞蘭（Laelia lobata）、鴿子蘭（Peristeria elata）以及雲

南腎藥蘭（Renanthera imschootiana）等種類，以及拖鞋蘭中的芭非爾拖鞋蘭

（Paphiopedilum）與鬍拉密拖鞋蘭（Phragmipedium）兩個屬，其它種類原則上仍

列於附錄 II，但是有例外豁免193如下。 

                                                
191 資料來源：東亞野生物貿易研究委員會網站：

http://www.wow.org.tw/layout.php?type=page&id=51，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192 資料來源：CITES 網站：http://www.cites.org/eng/app/appendices.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19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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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附錄 I 的開花蘭種而言，若是取自於試管內而置於固體或液體培養基

中、並以無菌容器運輸的組織培養物或籽苗將不在 CITES 限制範圍內194。 

對於附錄 II 的物種而言，只要人工繁殖的雜交蕙蘭（Cymbidium）、石斛蘭

（Dendrobium）（血色石斛蘭（Dendrobium cruentum）除外）、蝴蝶蘭（Phalaenopsis）

以及萬代蘭（Vanda）的蘭花若是符合下列狀況，將不屬於 CITES 限制範圍： 

1. 樣品很容易可辨識為是人工繁殖產生，而且沒有顯示因自野外採集所導致

的各種徵兆，例如：機械性傷害、因採集而產生的嚴重脫水現象、在同類以及同

批樣品中有不尋常的生長樣態以及不均勻的大小與形狀的現象，有藻類或是附生

植物附著在葉子上，或是有因昆蟲或其他害蟲所導致的傷害；以及 

2.1 在非開花狀態下進行運輸時，樣品必需是以獨立的容器（例如紙盒、紙

箱、條板箱或是用獨立的格板）進行交易，同類樣品在同一容器內的數量至少要

有少 20 個，同容器內的同類樣品必需有高度一致性並且健康；另外，運輸時必需

附有清楚說明每個雜交種數量的文件，例如收據；或是 

2.2 在開花狀態下進行運輸時，每個樣品至少要有一個全開的花朵，每次運

輸沒有最少樣品數量限制，但是樣品都必需經過專業加工以便進行商業性零售銷

售，例如；附有說明該雜交種名稱以及最後處理國家的印刷性的標籤，或是直接

以具有說明該雜交種名稱以及最後處理國家的包裝材料來包裝；以上處理都應該

顯而易見而利於辨識。 

凡是無法清楚判定是否屬於豁免的植株都必需附有適當的 CITES 文件195。另

外，所有附錄 II 的植物之各部位以及衍生物都包含在內，除了：1. 種子、孢子以

                                                
194 CITES 原文說明為『(For all of the following Appendix-I species, seedling or tissue cultures obtained 

in vitro, in solid or liquid media, transported in sterile containers are not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CITES 網站：http://www.cites.org/eng/app/appendices.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195 CITES 原文說明為『Artificially propagated hybrids of the following genera are not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if conditions, as indicated under a) and b), are met: Cymbidium, 
Dendrobium, Phalaenopsis and Vanda:  

a) Specimens are readily recognizable as artificially propagated and do not show any signs of 
having been collected in the wild such as mechanical damage or strong dehydration resulting 
from collection, irregular growth and heterogeneous size and shape within a taxon and shipment, 
algae or other epiphyllous organisms adhering to leaves, or damage by insects or other pests; 
and  

b) i) when shipped in non-flowering state, the specimens must be traded in shipments consisting of 
individual containers (such as cartons, boxes, crates or individual shelves of CC-containers) 
each containing 20 or more plants of the same hybrid; the plants within each container must 
exhibit a high degree of uniformity and healthiness; and the shipment must be accompanied by 
documentation, such as an invoice, which clearly states the number of plants of each hybrid; or 
ii) when shipped in flowering state, with at least one fully open flower per specime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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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花粉（包含花藥）；2. 取自於試管內而置於固體或液體培養基中、並以無菌容

器運輸的組織培養物或籽苗；3. 人工繁殖植株的切花；以及 4. 萬代屬中的人工

繁殖植株的果實與部位及其衍生物196。 

 

我國目前並不是 CITES 的會員國，但是因貿易對象多屬 CITES 會員國，因

此目前台灣蘭花的進出口程序會比照 CITES 規定以及各國的進出口植物檢疫規定

辦理以利進行交易；目前國內 CITES 的主管機構為經濟部國際貿易局，由該局負

責核發我國的 CITES 文件。目前輸入 CITES 附錄物種197或是輸出 CITES 附錄物

種198方面的相關規定都可在國際貿易局經貿資訊網中查詢到相關規定。 

 

第四節 我國輸出植物檢疫規定 
 

依照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規定，輸出植物時的一般規定為

199：1. 輸出植物或植物產品經檢疫符合輸入國植物檢疫規定者，即予放行；2. 輸

入國無檢疫規定者得免辦理輸出檢疫（目前僅輸往香港及新加坡之鮮果、蔬菜與

切花未實施植物檢疫）；惟如係業者要求免施輸出檢疫者，若因未取得本局核給

                                                                                                                                         
minimum number of specimens per shipment is required but specimens must be professionally 
processed for commercial retail sale, e.g. labelled with printed labels or packaged with printed 
packages indicating the name of the hybrid and the country of final processing. This should be 
clearly visible and allow easy verification.  

Plants not clearly qualifying for the exemption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ppropriate CITES 
documents.』，CITES 網站：http://www.cites.org/eng/app/appendices.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196 CITES 原文為『All parts and derivatives, except: 
a) seeds, spores and pollen (including pollinia); 
b) seedling or tissue cultures obtained in vitro, in solid or liquid media, transported in sterile 

containers; 
c) cut flowers of artificially propagated plants; and 
d) fruits and parts and derivatives thereof of artificially propagated plants of the genus Vanilla.』，

CITES 網站：http://www.cites.org/eng/app/appendices.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197 國際貿易局經貿資訊網站：
http://ekm92.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9&category_id=CAT749
&report_id=108468，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198 國際貿易局經貿資訊網站：
http://ekm92.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9&category_id=CAT1036
&report_id=108470，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199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網站：
http://www.baphiq.gov.tw/ct.asp?xItem=3666&ctNode=2226&mp=1，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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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檢疫證明，致使運抵輸入國引起之檢疫問題，業者應自行負責；3. 輸出未列應

施檢疫範圍之植物或植物產品，如輸入國要求檢疫時，仍應配合辦理檢疫。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規定，輸出植物時的檢疫作業程序為

200：1. 請進口商向輸入國政府植物檢疫單位洽詢該國植物檢疫規定；2. 依輸入國

植物檢疫規定，向本局基隆、新竹、台中或高雄分局申報輸出檢疫；3. 經檢疫符

合輸入國檢疫要求者，則核發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 

根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對外貿易植物查詢系統資料顯

示，台灣蘭科植物輸美目前的相關規定可區分為以植株（whole plant）或是以種苗

（seeding）輸入美國兩大類。 

其中輸入植株至美國的部分，目前可查詢到的規定為輸入植物至夏威夷的一

般指引：『 1.所有植物在進入夏威夷州之後必須接受檢視。2.輸入植物必須無夾帶

害蟲及無罹染病害。3.植物不需裸根，但生長介質不可夾帶土壤。4.以郵寄或貨運

方式輸入夏威夷州的包裹必須在包裝上清楚標示「植物材料」或「農業商品」字

樣。5.裝載貨物必須檢附含有輸入商品項目及數量的發票或船貨裝載清單。以下

項目必須申請輸入許可、以及/或檢附來源地證明或處理證明。有些項目會進行一

段時間的檢疫。進一步訊息請參考第 4-70 章「植物輸入規定」[AR_70.PDF]。欲

輸入「入侵紅火蟻」宿主至夏威夷州的相關限制亦遵循此規定。其中蘭科植物在

輸入植物以及繁殖部份時必須申請輸入許可以及檢附來源地證明。有些植物必須

接受檢疫。種子及離瓶組織培養苗不在此限201。』 

                                                
200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網站：

http://www.baphiq.gov.tw/ct.asp?xItem=277&ctNode=2226&mp=1，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201 可參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對外貿易植物查詢系統網站：

http://192.192.148.121/coa/plantsearch2_idx.php?act=search_view&cid=9&skey=蘭科

&spro=&io=E&io_l=出口&country=美國(United%20States%20of%20America)，原文內容可參考美

國夏威夷州農業局網站：http://www.hawaiiag.org/hdoa/pi_pq_plants.htm，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8 月 19 日。 
原文為『Gener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ortation of plants to Hawaii are as follows: All plants require 

inspection upon entry into the state.  Plants must be apparently free of insects and diseases.  Plants 
do not need to be bare-rooted but the growing media cannot contain soil.  Parcels brought into the 
state by mail or cargo must be clearly labeled with the words "Plant Materials" or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Shipments must be accompanied with an invoice or packing manifest listing the 
contents and quantities of the commodities imported.  The following items require permits, and/or 
certificates of origin or treatment. Some are subject to a holding period in a quarantine facility. See 
Chapter 4-70, Plant Import Rul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R_70.PDF]. Restrictions on the importation 
of hosts of the Red Imported Fire Ant into the State of Hawaii are also in effect… 

Orchid family: Plants and propagative parts require permit and certificate of origin. Some plants 
require quarantine. Seeds and deflasked tissue culture plants are unrestr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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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種苗至美國的部分，目前可查詢到的規定僅為輸入蝴蝶蘭的規定202：

『（1）蘭苗植株必須在指定溫室內連續栽培 4 個月後才可申請輸美。（2）輸美

植株及介質應於出口前 30 天內在指定溫室內檢疫確認無罹染有害生物。（3）檢

附我國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4）向國貿局申請 CITES 輸出許可證。』 

 

第五節 美國植物進口檢疫規定 
 

壹、蘭花切花進口檢疫規定： 

根據美國農業局規定203，因為絕大部分的貿易用蘭花都是來自於人工繁殖的

植株，因此不屬於 CITES 的限制範圍。除非有具說服力的證據指出這些蘭花是自

野外採集，否則，在檢查後，蘭花切花的商業性運輸是會被海關放行。另外，來

自於人工繁殖的蘭花花朵運輸並不需要許可證（permit）也不需要證明書

（certificate）204。美國農業部另外指出，如果民眾有具說服力的證據指出這些蘭

花是自野外採集，那麼，民眾應該： 

                                                
202 可參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對外貿易植物查詢系統網站：

http://192.192.148.121/coa/plantsearch2_idx.php?act=search_view&cid=9&skey=&spro=4&io=E&io
_l=出口&country=美國(United%20States%20of%20America)，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8 月 19 日。 

203 美國農業部動植物檢疫署（The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APHIS）官方資料：
P. 3-48 of Cut Flowers and Greenery Import Manual，05/2005-01，原文為『The great majority of 
orchids encountered in the trade are from artificially propagated plants and therefore fall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CITES Regulations.  Therefore, INSPECT and RELEASE commercial shipments of cut 
orchids unless you have convincing proof that the orchids were collected in the wild1.  Neither 
permits nor certificates are necessary for orchid blossoms from artificially propagated plants. If you 
have convincing proof that the orchids were wild collected, then: 

1. HOLD shipment 
2. CONTACT a PPQ botanist at the nearest PPQ Plant Inspection Station; if unavailable then 
3. CONTACT a CBP agricultural specialist 』 
網站連結：

http://www.aphis.usda.gov/import_export/plants/manuals/ports/downloads/cut_flower_imports.pdf，最
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204 美國農業部認為人工繁殖的蘭花非常乾淨且品質穩定，並且有專業的包裝，通常在花的切端會
有小水瓶以保持花朵新鮮，很少會有蟲害或是需要檢疫的問題。採自野生的蘭花通常會有以下
現象：凋萎、枯黃或是變色、蟲害或是其他傷害，並且不會有小水瓶，可能不會整齊地包裝，
而且通常是呈現體弱不良的狀態。原文為『Artificially propagated orchids are very clean and 
consistent in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ly packaged, usually having small water vials on the cut end of 
the blossom to keep them fresh, rarely having pests or any other quarantine concerns. Wild collected 
orchids would show signs of wilting and browning or discoloration, insect or handling damage, 
missing the water vials, probably not in clean consistent packages, and typically in poor condition 
overall』，USDA官方資料：P. 3-48 of Cut Flowers and Greenery Import Manual，05/2005-01， 
網站連結：

http://www.aphis.usda.gov/import_export/plants/manuals/ports/downloads/cut_flower_imports.pdf，最
後瀏覽日期：2008年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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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暫時停止運輸； 

二、與距離最近的植物防疫檢疫處（(Plant protection and quarantine，PPQ)）

的植物防疫檢疫專家聯繫；如果無法取得聯繫，則： 

三、與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The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

CBP）的農業專家聯繫。 

 

另外，美國聯邦行政法規彙編 7CFR Sec. 319.37（進口的禁止與限制；拒絕

進口物的處置（Prohibitions and restrictions on importation; disposal of articles refused 

importation））中也提供了關於苗床、植株、根、鱗莖、種籽以及其他植物產品方

面的規定205：其對於來自於以下各屬（genena）（或是科（family））的可繁殖的

植物或其部位有相關規定，也指出進口時須列出供繁殖用的核准的生長基；這些

植物或是植物部位包含具有或是不具有花但以切花名義進口的枝條，綠葉或是裝

飾物品（例如花環）： 

薔薇科木瓜屬（Chaenomeles）、薔薇科榲桲屬（Cydonia）、尤加利

（Eucalyptus）、薔薇科蘋果屬（Malus）、黍草科（Poaceae）、薔薇科

櫻屬（Prunus）、梨屬（Pyrus）、柳屬（Salix）以及葡萄屬（Vitis）。 

 

貳、蘭花盆花進口檢疫規定： 

美國聯邦行政法規彙編 7CFR Sec. 319.37（進口的禁止與限制；拒絕進口物

的處置（Prohibitions and restrictions on importation; disposal of articles refused 

importation.））中直接提及關於蘭花的規定為§319.37-8 生長基（media）方面的規

定，其中直接指出來自於台灣的蝴蝶蘭在符合檢疫單位的相關規定時，可帶介質

直接進口206；對於其他蘭花則無特別的規定。 

                                                
205 美國農業部官方資料：P. 1-7, Cut Flowers and Greenery Import Manual，05/2005-01，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原文為『7CFR 319.37 Subpart—Nursery Stock, Plants, Roots, Bulbs, Seed 
and Other Plant Products provides the following: 
Regulates plants and plant parts capable of propagation, including branches with or without flowers 

imported as cut flowers, greenery, or decorative materials such as wreaths from the following genera 
or family: Chaenomeles, Cydonia, Eucalyptus, Malus, Poaceae, Prunus, Pyrus, Salix, and Vitis. 

Lists the approved growing media for propagative materials』網站連結：
http://www.aphis.usda.gov/import_export/plants/manuals/ports/downloads/cut_flower_imports.pdf
，最後瀏覽日期：2008年7月15日。 

206 美國聯邦行政法規彙編§319.37-8 中相關規定原文為（以下內容非該法條所有原文，僅節錄出
與台灣蘭花相關的原文）： 
§319.37-8 Growing media.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台灣蘭花在美國市場的商業機會研究               第五章 台灣蘭花輸美貿易法規及檢疫制度 

 87

事實上，台灣蝴蝶蘭可帶介質輸入美國是國內蝴蝶蘭業者的一大特色，因為

帶介質運輸時可以有效避免運送過程的傷害、節省恢復時間、縮短催花時間並提

高存活率；目前已生效的『台灣輸美附帶栽培介質植物工作計畫』是由 2004 年 7

月開始生效實施。 

 

一、「台灣輸美附帶栽培介質植物工作計畫」簡介207 

「台灣輸美附帶栽培介質植物工作計畫」的要義是確保蝴蝶蘭植株自栽培、

出口到運抵美國都不受病蟲害感染；首要重點即是溫室驗證，其次包括溫室定期

檢查作業、移入及輸出檢疫作業等三大作業。 

1. 溫室驗證作業：  

蘭花業者需檢具欲生產附帶栽培介質蝴蝶蘭輸美之溫室資料，包括位置、面

積、結構及其相關設施等，向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提出溫室驗證

申請。計劃驗證項目包括：溫室淨空，地面無塵土、雜草或裂縫，溫室防蟲設施，

如：溫室出入口、通氣口及對外孔洞均應以孔徑不超過 0.6mm 的防蟲網包覆，植

床支架須能有效防止軟體動物攀爬，工作室、包裝及介質貯存場所等。設施檢查

完成後，須懸掛黃色誘蟲黏板 15 天以上，若均無誘捕到有害生物，則給予生產者

代號及溫室編號，並同意開始進行苗株移入作業。  

2. 溫室定期檢查作業： 

溫室經驗證合格後，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轄區分局執行定

期檢查，檢查項目包括工作日誌、溫室設施、植床、包裝及貯存場所、栽培介質、

灌溉用水、溫室內有害生物發生狀況（黃色誘蟲黏板之更換及蟲相檢查），以確

保栽培過程中環境控制與蟲相管理良好，並依誘蟲粘板的監測結果採行適當藥劑

防治。  

                                                                                                                                         
(d) Epiphytic plants (including orchid plants) established solely on tree fern slabs, coconut husks, 

coconut fiber, new clay pots, or new wooden baskets may be imported on such growing media. 
New wooden baskets must meet all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in §§319.40–1 through 319.40–11. 

(e) A restricted article of any of the following groups of plants may be imported established in an 
approved growing medium listed in this paragraph if the restricted article meets the conditions of 
this paragraph and is accompanied by a phytosanitary certificate issued by the plant protection 
service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restricted article was grown that declares that the restricted 
article meets the conditions of this paragraph: Phalaenopsis spp. from Taiwan。 

207 翁壹姿、盧慧真（2005），台灣蝴蝶蘭附帶栽培介質獲准輸美，農政與農情第 153 期，56-59
頁，2005 年 3 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8297，最後瀏
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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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入及輸出檢疫作業： 

移入溫室的蘭苗必須是經檢疫過的裸根植株、組織培養苗、種子或孢子，移

入之日期、數量、擺放位置等均應建檔管理，以便回溯追蹤。蝴蝶蘭須在指定溫

室內連續栽培 4 個月以上方能輸銷美國，並於出口前 30 天內完成檢疫，其外包裝

上須標示貨品名稱、生產者代號及溫室編號，並黏貼有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檢疫標示，以確保出口運輸途中不被開啟。植株抵達美國時，若發現

不符合本計畫或美國輸入規定者，將被銷燬、施以檢疫處理或再出口，違規之生

產者亦必須暫停輸出附帶介質蝴蝶蘭至美國；若有反覆或嚴重違規之具體事實

時，將暫停台灣所有附帶介質之蝴蝶蘭輸美，而須待美方審核同意並查驗確認後，

方可解禁。 

 

第六節 小結 
 

我國自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後，除享有會員權益外，亦必須遵循 WTO/SPS 以

及相關國際規範，並履行會員義務。任當何世界貿易組織的會員對我國採行的 SPS

措施提出諮商要求時，我國必須依據該協定及相關國際標準與該會員進行雙邊或

多邊的檢驗與檢疫技術諮商。目前我國雖不屬於國際植物保護公約以及 CITES 的

締約成員，但是因貿易對象多屬國際植物保護公約或 CITES 成員，因此目前農業

主管機關應定期主動更新國際植物保護公約與 CITES 的規定，並比照國際植物保

護公約與 CITES 規定辦理蘭花進出口檢疫、防疫與核證程序，並依據各進口國的

進出口植物檢疫與貿易規定辦理，以利業者進行蘭花出口貿易。 

就美國政府的蘭花進口法規而言，美國農業部認為絕大部分的貿易用蘭花切

花都是來自於人工繁殖的植株，因此不屬於 CITES 的限制範圍；除非有明顯證據

證實是採集自野外，否則，在檢查後，蘭花切花的商業性運輸將會被海關放行。

另外，美國政府主要是依 CITES 的規定來對蘭花盆花的進口執行查核，目前 CITES

中關於人工繁殖的雜交蕙蘭（Cymbidium）、石斛蘭（Dendrobium）（血色石斛蘭

（Dendrobium cruentum）除外）、蝴蝶蘭（Phalaenopsis）以及萬代蘭（Vanda）

的蘭花有相同的標準。 

鑑於美國政府對於蘭花切花的進口管制相對於蘭花盆花是開放許多的，因此

台灣蘭花外銷美國市場時，除了注重傳統的盆花市場外，也不應輕忽切花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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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另外，因為 CITES 在 2008 年 7 月起實施的物種管制中，對於蝴蝶蘭、石

斛蘭（血色石斛蘭（Dendrobium cruentum）除外）以及蕙蘭的限制標準其實是相

同的，因此未來台灣蘭花業者在開闢美國市場時，除了發展蝴蝶蘭外，亦可向蕙

蘭、文心蘭與石斛蘭等花種發展。建議業者與農業主管機關未來應該充分主動掌

握國際與美國國內法規變化、適時調整策略，不疏漏蘭花切花市場利基，也不輕

忽蝴蝶蘭以外的蘭花盆花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