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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萬里區海漂豬檢出
非洲豬瘟病毒核酸陽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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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以後向OIE通報發生ASF之國家國際非洲豬瘟疫情現況

非洲地區（計31國） 歐洲地區（計21國） 亞洲地區（計13國） 大洋洲地區（計1國）
安哥拉 迦納 塞內加爾 亞美尼亞 波蘭 中國大陸 印度 巴布亞紐幾內亞
貝南共和國 幾內亞比索 南非 亞塞拜然 羅馬尼亞 蒙古 馬來西亞
布吉納法索 肯亞 坦尚尼亞 白俄羅斯 俄羅斯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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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民主共和國 納米比亞 象牙海岸 拉脫維亞 希臘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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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國（計7省/轄區、11案例）
布爾干省（計1例）
鄂爾渾河（計2例）
中央省（計1例）
中戈壁省（計1例）
達爾汗烏拉省（計1例）
色楞格省（計4例）
松根海爾汗區（計1例）

柬埔寨（計5省、13案例）
臘塔納基里省（計7例）
磅湛省（計2例）
柴楨省（計1例）
茶膠省（計1例）
甘丹省（計2例）

北韓（計1省、1案例）
慈江道（計1例）

緬甸（計4州/邦/省、10案例）
撣州（計6例）
克欽邦（計1例）
克耶邦（計1例）
實皆省（計2例）

越南（計63省/市、8,979案例）
興安省 萊州省 河江省 檳椥省
太平省 北江省 宣光省 西寧省
海防市 廣治省 嘉萊省 寧順省
清化省 永福省 平陽省
河內市 高平省 廣義省
河南省 慶和省 金甌省
海陽省 後江省 多樂省
和平省 同奈省 峴港市
奠邊省 芹苴市 崑嵩省
太原省 堅江省 薄遼省
廣寧省 朔莊省 前江省
寧平省 同塔省 平定省
南定省 富壽省 茶榮省
北𣴓省 安沛省 平順省
諒山省 老街省 胡志明市
平福省 河靜省 廣平省
乂安省 廣南省 富安省
山羅省 得農省 隆安省
北寧省 永隆省 頭頓省
承天順化省 安江省 林同省

寮國（計17省/市轄區、151案例）
沙拉灣省（計7例） 沙耶武里省（計10例）
永珍地區（計7例）
沙灣那吉省（計4例）
豐沙里省（計11例）
華潘省（計18例）
川壙省（計7例）
塞公省（計7例）
甘蒙省（計1例）
阿速坡省（計10例）
琅勃拉邦省（計1例）
烏多姆塞省（計28例）
琅南塔省（計5例）
賽宋奔省（計4例）
波里坎塞省（計18例）
占巴塞省（計1例）
博膠省（計12例）

中國大陸（含港澳-計32省/市轄區、199案例）
遼寧省（計25例） 四川省（計17例）
河南省（計3例） 上海市（計1例）
江蘇省（計4例） 北京市（計4例）
浙江省（計2例） 陝西省（計6例）
安徽省（計9例） 青海省（計2例）
黑龍江（計6例） 廣東省（計4例）
內蒙古自治區（計7例） 甘肅省（計7例）
吉林省（計4例） 寧夏回族自治區（計4例）
天津市（計2例） 廣西壯族自治區（計8例）
山西省（計5例） 山東省（計1例）
雲南省（計14例） 河北省（計1例）
湖南省（計9例）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計6例）
貴州省（計11例） 西藏自治區（計3例）
重慶市（計7例） 海南省（計6例）
湖北省（計11例） 香港（計4例）
江西省（計3例）
福建省（計3例）

菲律賓（計36省/市轄區、650案例）
黎剎省（計33例） 新比斯開省（計14例）
馬尼拉（計16例） 拉古納省（計17例）
邦阿西楠省（計59例） 東達沃省（計6例）
布拉坎省（計47例） 卡加煙省（計11例）
邦板牙省（計67例） 季里諾省（計6例）
新怡詩夏省（計52例） 拉烏尼翁省（計13例）
甲米地省（計20例） 三描禮羅士省（計7例）
奧羅拉省（計7例） 南伊羅戈省（計5例）
丹轆省（計14例） 哥打巴托省（計5例）
南達沃省（計14例） 薩蘭加尼省（計1例）
巴丹省（計16例） 北甘馬仁省（計6例）
奎松省（計36例） 阿爾拜省（計4例）
本格特省（計8例） 索索貢省（計1例）
卡林阿省（計7例） 康波斯特拉谷省（計6例）
伊莎貝拉省（計62例） 雷伊泰省（計4例）
北達沃省（計12例） 北拉瑙省（計1例）
巴坦格斯省（計21例） 南蘇里高省（計1例）
伊富高省（計12例）
南甘馬仁省（計39例）

東帝汶（計13縣、126案例）
帝力縣（計100例） 阿伊萊烏縣（計1例）
包考縣（計2例） 科瓦利馬縣（計2例）
博博納羅縣（計5例） 歐庫西縣（計2例）
利基薩縣（計2例） 馬納圖托（計2例）
埃爾梅拉縣（計2例）
勞滕縣（計2例）
阿伊納羅縣（計2例）
馬努法伊縣（計2例）
維克克縣（計2例）

印尼（計1省、521案例）
北蘇門答臘省（計52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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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計2邦、11案例）
阿魯納恰爾邦（計4例）
阿薩姆邦（計7例）

韓國（計3道/市、1,200例）
京畿道（計543例）
仁川（計5例）
江原道（計652例）

馬來西亞（計1州、16案例）
沙巴州（計16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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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非洲豬瘟預警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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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類別

預警監測檢測結果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總數

陰性陽性總計陰性陽性總計陰性陽性總計陰性陽性總計陰性陽性總計

海漂豬 0 1 1 32 11 43 2 2 4 1 1 2 35 15* 50

棄置死豬 14 0 14 162 0 162 27 0 27 7 0 7 210 0 210

化製場斃
死豬

- - - 423 0 423 600 0 600 155 0 155 1178 0 1178

屠宰場 - - - 318 0 318 320 0 320 0 0 0 638 0 638

野豬 - - - 36 0 36 76 0 76 20 0 20 132 0 132

* 15件海漂豬陽性案件中（12件在金門、2件在馬祖、1件在新北市）

統計至110-03-31



海漂豬發現經過
本(110)年4月4日上午10時19分，海巡署第二（北基

）巡防區第一機動巡邏組同仁於新北市萬里區龜吼平

台岸際發現1隻死亡豬隻，

立即通報龜吼安檢所派員

著防護衣前往現場管制。

海巡署通知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新北市動保

處）至現場實施消毒，並將死豬妥適包裝後，運回三

芝動物之家執行剖檢，後將檢體送家畜衛生試驗所（

畜衛所）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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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結果
檢體經畜衛所使用聚合酶鏈反應（PCR）及定量

聚合酶鏈反應（qPCR）檢測。

檢測結果非洲豬瘟病毒核酸均呈陽性反應。

核酸產物定序結果與基因庫資料比對，檢出序列

與中國大陸ASF Wuhan2019-1及

China/CAS19-01/2019之p72基因片段序列相似

度均達100%。

畜衛所於5日下午5時20分將結果通知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 7



即時啟動應變機制
防檢局接獲畜衛所通報後，立即協調新北市政府啟動應
變中心。

經新北市動保處統計發現

海漂豬地點周邊半徑10公
里內養豬場，目前有11場
在養，飼養2,719頭。

新北市動保處已於4月
5日晚間派員執行畜牧
場豬隻採樣，每場採
集15頭豬隻，採集檢
體立即送畜衛所進行
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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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別 畜牧場名稱 飼養頭數 健康情形 檢驗結果

萬里區 A畜牧場 169 良好 陰性

萬里區 B畜牧場 45 良好

陰性
萬里區 C畜牧場 60 良好

萬里區 D畜牧場 72 良好 陰性

萬里區 E畜牧場 18 良好 檢測中

金山區 F畜牧場 4 良好 檢測中

金山區 G畜牧場 900 良好 檢測中

金山區 H畜牧場 32 良好 檢測中

金山區 I畜牧場 1,385 良好 檢測中

金山區 J畜牧場 26 良好 陰性

金山區 K畜牧場 8 良好 檢測中



即時啟動應變機制(續)

 新北市政府已於4月5日晚間執行前揭半

徑10公里內豬場移動管制，並陸續派員至

現場執行臨床檢查及採樣送畜衛所監測。

 警政署調派新北市員警，協助執行現場

豬隻(2,719頭)、畜牧場車輛及人員等

移動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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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豬隻可能來源分析

（一）分析

 本案依據中央氣象局海象中心，不排除海漂豬由境外漂入可能

性。

 若新北市動保處完成發現海漂豬

地點周邊半徑10公里內豬場訪視

無異常，則可更加證實海漂豬

由境外過來可能性。

（二）依據氣象局資料海流由海峽

向北漂流，強化桃園市至新北市縱身

5公里豬場強化訪視
10

海漂豬周邊半徑10公里豬場

海漂豬發現地點



Particle tracking

起始點 4/4 10:00



起始時間 4/4 10:00 依序回
推
紅 –橙 –黃 –藍
最後位置 3/3 09:00 (紅星)

從3/27之後都是在臺灣海峽
盤旋

1.此為水滴模擬，無考慮物體在
海上飄流受風影響的 leeway偏航
效應。
2.此結果為模式推估，有其不穩
定性，使用時須加以注意。
3.會再增加其他初始點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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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地點加強消毒

加強屠宰衛生檢查

之屠前屠後檢查

各縣市動物防疫機關
回報所轄豬場是否有
異常情形，將進一步
擴大桃園市至新北市

疫調範圍

發現地點周邊豬場

完成採樣監測

高風險地區入境旅客
行李100%檢查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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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海漂豬採樣及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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