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寮鄉公所政風室 110 年 04 月消費者保護宣導
1.國內毛豬供應充裕 末端價格勿趁機哄抬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
日期：110-01-02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元旦開放萊豬進口，媒體報導部分商家調高商品售價一事，農委
會表示目前國內毛豬供應充裕，全臺毛豬平均批發價格維持於每公
斤 70 元以上，與近 5 年元月平均價格每公斤 64.08 至 75.96 元比較，
屬正常區間。次外，本月毛豬供應將達 61 萬頭以上，較去(109)年
同期增供 2 萬餘頭。業者若有趁機哄抬或不當影響產銷，將請行政
院消保處及公平會查處。
農委會說明，上(12)月國內毛豬批發價格每公斤 70.41 元，目前
豬價亦維持於與近 5 年元月平均價格每公斤 64.08 至 75.96 元之正
常區間內，國內即將進入春節前傳統豬肉消費需求旺期，豬價亦隨
之反映變動。以市場供應頭數(日均 2.4 萬頭)及毛豬體重(約 127 公
斤)變化顯示，豬源供應充裕，為維持民生需要，元月份毛豬供應
上市將達 61 萬頭，較去年同期 59 萬頭增加 2 萬多頭。消費者可以放
心消費。
農委會指出，部分商家調高豬肉商品價格報導歸因於國內豬價變
動一事，與現有國內毛豬產銷現況不符。若業者商品豬肉原料由進
口豬肉改採用國產優質豬肉，該會予以肯定，且商品適當反映成本，
尚可理解。惟業者無正當理由趁機哄抬或不當影響產銷，將請行政
院消保處及公平會查處，請業者勿以身試法。

2.食藥署從邊境到通路強化管理，確保市售豌豆品質
(食品藥物管理署)

日期：110-01-08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有關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下稱消基會)公布蔬菜
農藥殘留檢驗報告，針對 109 年 10 月份價購之豌(甜)豆莢殘留農藥
情形嚴重一事，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透過強化邊境查驗進
口豌豆、加強抽驗市面流通豌豆等管理措施，維護民眾食的安全。
食藥署為確保市售農產品品質，每年訂有市售蔬果農產品農藥殘
留監測計畫，由地方政府衛生局於消費端如超市、量販店、市場、傳
統市場及團膳等場域進行抽驗，其中豆菜類(含豌豆)為歷年監測之
高風險加強抽驗品項，109 年 1-11 月抽驗豌豆計 143 件，其中 20 件
不合格(不合格率 14%)。針對消基會本次公布蔬菜農藥殘留檢驗之不
合格案件，已責成地方政府衛生局進行抽驗調查，倘檢驗不合格者
將追查來源並依法處辦。
輸入食品皆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與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
法規定於輸入時進行邊境查驗。食藥署為強化邊境管制，自即日起啟
動進口豌豆逐批監視查驗，由源頭把關杜絕不合格產品輸入國內流
通，並視監視查驗結果，滾動調整輸入管制。
市售蔬果檢出殘留農藥超過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涉違反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依同法第 44 條可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鍰，可溯源國產農產品移請農政機關進行源
頭管理；倘溯源過程業者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依同法第 47 條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
食藥署呼籲農民種植蔬果應依規定施用農藥；食品業者販售蔬果
應留存文件來源交易憑證；民眾選購蔬果時，除了選擇當季蔬果外，
可挑選具有機、產銷履歷、CAS 優良農產品等可溯源農產品標章者，
以提升農產品攝食安全。

3.臺北關籲請民眾注意跨境網購快遞貨物相關規定，以免觸法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
日期：110-01-12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由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全球蔓延，國外旅遊停擺，

使跨境電子商務更加盛行。臺北關提醒消費大眾，如發現跨境網購貨物為
標示或來源不明之食(藥)品、動(植)物產製品，或與品牌價格相差過大
之商品，可先向商家瞭解相關資訊，並向國內各主管機關詢問相關規定
後再進口，以維護自身權益。
為免國人因不知情而觸法，該關特別列舉常見網購進口快遞貨物涉及
刑事之案件類型，提醒民眾多加注意:
一、仿冒品：違反「商標法」，依該法第 97 條，最高可處 1 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 萬元以下罰金。
二、電子煙油(含尼古丁)及醫療器材：
(一)電子煙油(含尼古丁)部分，輸入偽藥或禁藥，依「藥事法」第 82 條
第 1 項，最高可處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
金。
(二)醫療器材部分，未經核准擅自輸入者，依藥事法第 84 條第 1 項，最
高可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
三、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活體或其產製品：
未經主管機關同意擅自輸入者，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0 條規定
最高可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金。
四、武士刀、手指虎等刀械：
未經主管機關同意擅自運輸者，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最高可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
以下罰金。
五、毒品、新型毒品或內含少量毒品成分之產品：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依該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最高可處死
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 3 千萬元以下罰金。
臺北關表示，某些歐美國家、加拿大等部分地區雖已開放大麻及其產
品合法使用，甚至容許民眾可持有少量愷他命等毒品，國人也可在網站
上購買上開貨品，但我國對於毒品案件，採零容忍政策，不論查獲的毒
品數量多少，均會移送司法機關偵辦，請民眾切勿心存僥倖，以身試法。
該關再次提醒，現今外國貨物網購雖然便利，國人仍應遵守國內相關法
令規定，並誠實向海關申報，以免誤觸法網得不償失。

4.61 家癌症醫院 守護癌友健康
日期：109-01-14

(國民健康署)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受到國際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嚴峻影響，部分癌友因為擔心受感染
而延遲回醫院篩檢、診斷或治療，恐造成病情延誤，加深治療難度。
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再次提醒癌友一定要記得按時回診。另如果民
眾篩檢結果為陽性者，務必回醫院做進一步檢查。國民健康署公布臺
灣共有 61 家醫院通過癌症診療品質認證(名單如附件)，最新結果已
公布於國民健康署網站>相關核可醫事機構名單及表單，這些癌症診

療品質醫院在疫情期間持續堅守崗位，全方位守護癌友健康。
診療品質擺第一，推動認證保障國人健康
國民健康署署長王英偉表示，癌症診療的品質，是社會大眾所關
切的，也影響病人的存活率及生活品質，有鑑於此，國民健康署順
應國際潮流，並參考美英兩國的制度，推動實施癌症診療品質認證，
迄今已逾 10 年，透過公正的第三方，嚴謹為民眾把關，定期檢視醫
院的診療品質，期盼提供病人一個安心的癌症診療服務。
整合多專科團隊，安全與生活品質是唯一目標
癌症治療的複雜度高，常需要不同科別互相配合，品質認證醫院
打破過去的醫療模式，整合相關科別，成立多專科醫師團隊及整合
式照護門診，除了腫瘤個案管理師外，更集合腫瘤內、外科、放射腫
瘤科、病理科、影像診斷科等組成跨科別團隊，透過定期開會，充分
討論並確認每位病人的檢查結果，使治療計畫更完整；再加上營養
師的飲食照護、心理師的心理諮商，以及安寧緩和照護團隊等，以病
人的安全與生活品質為醫療團隊共同目標。
疫情期間，五撇步助癌友安心就醫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期間，部分癌友因為擔心感染
而不敢到醫院，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提供癌友安心就診五撇步「選
認證醫院、出入戴口罩、落實勤洗手、緊急要就醫、停留要縮短」，並
再次呼籲民眾切勿因為恐懼感染而延誤診斷及癌症治療最佳時機：
選認證醫院：選擇通過認證的醫院就醫。
出入戴口罩：以正確步驟「開、戴、壓、密」配戴口罩。
落實勤洗手：落實正確洗手及「三前三後」的洗手時機(三前：用餐前
與病人觸碰前、看病前，三後：看病後、擤鼻涕後、上廁所後)。
緊急要就醫：當出現如呼吸困難、頑固性疼痛、發燒等可能嚴重會危
及生命等症狀時，要遵照醫療人員指示立即就醫。
停留要縮短：就診後請根據指示儘快完成檢查、治療或取藥，並離開
醫院，避免過多的人群接觸。
國民健康署推動癌症醫院品質認證超過 10 年，持續守護癌友，確
保每位癌友至任何一家認證醫院，都能接受到品質一致的醫療服務，
超過八成的癌症病人在這些醫院接受治療，我國癌症病人五年存活
率也從認證前 93 年到 97 年的 50%，提升到 103 年到 107 年的 63%，
醫院品質值得民眾信賴。

5.集中檢疫所將全力協助更動入境時間之預訂旅客入住
(疾病管制署)
日期：110-01-16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為協助國人順利返鄉過年，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自 1 月 8 日
起，提供集中檢疫所 1,500 間房間，供入境旅客預定使用，前述
房間於 1 月 13 日晚上 10 點即已全數訂購一空，預定於 1 月 12 日
至 15 日入境自費使用集中檢疫所共 232 人，均已依指定場所順利
入住。
針對訂房情形，醫福會表示，1 月 15 日共接獲 39 件由 1922 轉
介之民眾諮詢，其中屬於系統問題的僅 1 件，為民眾使用手機訂
房，因登記期間頁面多次重整至訂房識別碼跳掉。諮詢電話約 13
件為民眾因改訂檢疫旅館、個人行程取消等因素，通知取消集中檢
疫所訂房。其餘案件多為民眾因個人因素修改入境時間，申請提前
或延後入住集中檢疫所。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於各國延燒，許多國家航班變動情形頻繁，
旅客入境狀況混亂，加以部分民眾因個人因素，1 月 15 日出現數
名旅客提前入境，出現「額外入境者」之情形，經核對預定住所資
料後，均已緊急分派入住集中檢疫所。
指揮中心表示，集中檢疫所的房間是足夠的，體會國人返台之
心情，預訂入住只要民眾確認已至系統訂房完成，已獲得訂房代
碼都可入住集中檢疫所，不受原申請時間限制，一定會分派房間
給旅客，請有相關調整需求的民眾及早撥打 1922，提供「訂房姓名
原訂入境日期、更動後之日期、護照號碼、訂房識別碼、入境機場以

及入境航班資訊」等資料，以供相關人員協助調整，不會有滯留機
場之情形。
訂房代碼部分，請民眾可至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集中檢疫場所費
用線上繳納平台查詢(查詢訂房識別碼) (網址：
https://hdhq.mohw.gov.tw/ )，民眾若有相關問題，請撥打
1922 諮詢，並請務必留下訂房姓名，護照號碼及聯絡方式，以加
速相關問題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