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洲
豬瘟

報告病豬案例 
866-536-7593

非洲豬瘟是一種會影響家
豬和野豬的病毒。其傳播
速度非常快，且病豬的死
亡率極高。目前美國境內
尚未發現非洲豬瘟的蹤
跡。非洲豬瘟不會威脅人
體健康，不會造成食物安
全的問題。

人類不會感染非洲豬瘟，
但可能會在衣服、鞋子和
設備上攜帶病毒。若在美
國爆發疫情，將會對養豬
業造成破壞性的經濟影
響。

協助美國豬免於
這種致命的疾病！

瞭解病毒如何傳播，並
盡一己之力來防堵疾
病。

非洲豬瘟
不要傳播這種致命的疾病 

非洲豬瘟極易傳播 - 甚至會在人們不知不覺的情況下
發生。病毒可停留在衣服和設備上，並可在豬肉產品
中存活數月之久。充分瞭解這些潛在的途徑，並在建
立或更新生物安全計劃時審慎考慮這些途徑。

受汙染的車輛和設備
廚餘餵養

受汙染的衣服和鞋
子 病豬

野豬

國際旅客 受汙染的飼料

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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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豬瘟
瞭解相關徵兆和症狀
非洲豬瘟目前沒有治療方法或預防疫苗。充分瞭解相
關徵兆並立即報告任何病豬案例來保護您的豬隻。

徵兆和症狀
•高燒
•食慾不振 
•情緒低落 
•虛弱
•皮膚泛紅、出現斑點，或皮膚病變 
•嘔吐
•腹瀉 
•咳嗽或呼吸困難
•流產
•猝死

如何報告
如果豬隻出現上述任何徵兆，請立即向獸醫或動物衛生官員報告，以
進行適當的檢測和調查。快速檢測對於防止非洲豬瘟的傳播極為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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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豬瘟
不要把病毒帶回家
國際旅客可能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此疾病帶進美
國。請採取以下措施協助保護美國豬的安全：

瞭解相關風險 
• 非洲豬瘟病毒可能會藉由衣服、鞋子和雙手攜帶。 

• 病毒也可能會在豬肉產品中存活數個月。 

詳實申報攜帶物品和農場參訪記
錄
• 僅帶回安全的食品和紀念品。請造訪 www.aphis.usda.gov/

travelers，瞭解哪些物品可以進入美國。

• 返國時，請向美國海關申報任何海外農場的參訪記錄。

在國外參訪農場時請採取額外的
預防措施
• 如果您在美國以外的地區參訪任何農場，請在參訪期間遵循農場

的生物安全協議。 

• 穿上場地特定的鞋類和工作服/衣服，並在離開農場之前處理這
些防護裝備。如果該農場未提供此類裝備，請在返回美國之前清
洗和消毒或扔掉鞋子和衣服。

• 當您返回美國時，請於至少 5 天內勿進入農場或其他存在豬隻
的地點（包括牲畜市場、動物園、馬戲團和具有大肚豬的寵物商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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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豬瘟
使用生物安全機制保護您的農場
什麼是生物安全機制？
生物安全 (Biosecurity) 是指為了讓攜帶病毒、細菌、真菌、寄生
蟲和其他微生物的疾病和病原體遠離家畜、物產和人類而採取的
所有措施。

人們可能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傳播疾病 
為了保護您的豬隻，請時時在您的農場徹底實行強大的生物安全措
施。

• 與經認證的獸醫一起審查現有的生物安全計劃，並在必要時進行更新
或改進。沒有相關的計劃？審慎制訂並確實遵循。

• 確任任何來到您農場的人員（包括工人和訪客）均瞭解並遵循您的生
物安全實務措施。

• 為新員工或農場上的任何人員提供生物安全培訓。

確實掌握農場上的人事物 
切勿讓任何人將疾病帶入您的農場。
• 盡可能地限制農場運輸流量。

• 詳細記錄您的農場或其他養豬生產設施中所有人員、車輛和設備。 

• 針對進入或離開現場的所有設備和車輛進行徹底的清潔和消毒。

• 將病豬與畜群隔離，並遠離訪客。

• 詢問訪客最近是否曾至國外旅行。若任何人員曾前往受非洲豬瘟影
響的國家，在其返回美國後至少 5 天內不可讓該人員進入您的農
場。

• 確保訪客在所有養豬生產設施和農場上均穿著乾淨的衣服和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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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豬瘟
通報野豬
野豬可能攜帶非洲豬瘟等等的外來動物疾病。雖然美
國的家豬或野豬過去身上都不曾發現非洲豬瘟，此疾
病目前無治療方法或預防疫苗。因此，謹慎監管非常
重要。發現染病或死亡的野豬時請立即通報，幫助保
護美國豬。

應對方法 
• 您若發現染病或死亡的野豬，而且沒有明顯外傷或死因，請立即

通報。 

• 請務必記下目擊地點。 

• 請勿擾動屍體或接近生病的動物。 

• 情況安全時，確認四周有無其他生病或死亡的野豬。

如何報告
請電洽您所在州的農業部野生動物管理局計劃：866-4-USDA-
WS。刻不容緩！快速檢測對於防止非洲豬瘟的傳播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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