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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營利性象牙買賣】 
關懷生命協會、WildAid野生救援聯合新聞稿 

 
現行營利性象牙買賣的核准程序，主管機關僅憑業者書面申請，未經核查實品

即發給販賣許可函證，在管制上出現重大的紕漏，台灣自 1995年開放營利性象

牙買賣迄今已逾廿年，卻造成「合法掩護非法」的情事發生，而 2016年 2月在

台南市查獲 400多件象牙走私，3月在台北市查獲到 142件象牙非法交易，甚至

僅是冰山一角。關懷生命協會和 WildAid野生救援聯合呼籲，核發銷售許可時須

核對實品，嚴格發照，並訂定落日條款終止營利性象牙買賣 

 

  1995年林務局針對象牙的營利性買賣訂有《庫存象牙產製品管理補充規定》，

當年全國整支象牙的營利申報量為 690支，象牙印材的營利申報量為 9萬多個。

自 2000年 1月 1日起，轉由地方主管機關自行訂定《庫存象牙及象牙加工品買

賣審查要點》權責管理。 

 

  經調查發現，臺灣的 22個縣市中有 11個縣市訂有審查要點，規定業者須定期

申請販賣許可，但在申請的資料中僅要求業者提供象牙的品名、數量、重量和放

置地點，並未能核實申請販賣的象牙是否為 1995年許可販賣的象牙，有濫發許

可、圖利業者「合法掩護非法」之虞，而未訂要點的縣市則處於放任不管的現象。

2016年 2月在臺南查獲 400多件的走私象牙製品，市值上看千萬；同年 3月在

臺北市區亦查獲到 142件象牙製品的非法交易案件，這些或許不過是整個非法象

牙交易的冰山一角。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針對非洲象群數量與盜獵的調查發現，2010

年至 2012年的三年內，估計約有十萬隻的大象遭到獵殺取牙，平均每十五分鐘

就有一隻大象慘死。有鑑於非洲象群數量持續劇減，近年來國際上開始出現終止

國內營利性象牙買賣的宣誓和政策推動。 

 

  臺灣向來被國際視為華人世界保育之先驅與榜樣，不應在這一波大象保育風潮

中保持沉默與缺席。臺灣自 1995年開放營利性象牙買賣迄今已逾廿年，業已符

合大法官會議對於在《野生動物保育法》實施後人民財產權合理補救之釋憲，如

何在國際保育界領先樹立楷模，在此一舉！ 

 

  關懷生命協會和 WildAid野生救援呼籲： 

1. 主管機關針對業者庫存象牙及象牙加工品重新盤點，並訂定落日條款終止營

利性象牙買賣。 

2. 在許可販售期間，核發銷售許可時須核對實品，嚴格發照，以避免夾帶販售

私貨，合法掩護非法情事發生。 

 

新聞聯絡人： 

關懷生命協會專案研究員 林均翰 02-2542-0959 / 0952-950-940 

WildAid野生救援 陳小姐 0922-774-114 

http://www.idn.com.tw/news/news_content.php?catid=5&catsid=2&catdid=0&artid=20160305joanne001
http://www.pnas.org/content/111/36/13117.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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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內象牙買賣大事記 

 
  

時間 象牙管理政策 內容 備註 

1989年 

6月 23日 

《野生動物保育

法》公佈 

同年 8 月 4 日公告《保育類野生動物名

錄》，指定象科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

物並予公告。 

 

1995年 

6月 23日 

《公告整支象牙

登記及註記規

定》公告 

依野保法第 31條規定整支象牙合法持有

之登註記。 當年進行登註記之整

支象牙數量為 13,691

件。 

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登記卡(附件

十)、中華民國野生動物產製品註記(附

件十一) 

1995年 

9月 12日 

《庫存象牙產製

品管理補充規

定》發佈 

有關庫存象牙產製品管理之商業性用途

及非商業性用途之說明。 
中央和地方共管。 

可供買賣之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係

指於 1995 年 10 月 1 日至同年 11 月 30

日向原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申

報並經查核屬實之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

品。 

營利申報之整支象牙

為 690 支、印材約 9

萬個。 

2000年 

1月 1日 

~迄今 

停止適用《庫存

象牙產製品管理

補充規定》 

因「各地方主管機關於上開期間對所轄

區域內象牙產製品支庫存量、交易現況

及市場需求等概況均已相當熟稔，為確

實落實野生動物保育法之執行」，依該法

第 35條規定，逕由地方管理審核，並訂

定各地的審查要點。 

地方權責管理。 

11 個縣市訂定

《象牙及象牙加

工品買賣審查要

點》(附件三) 

臺北市庫存象牙及象牙加工品買賣審查

要點(附件四)、臺北市申請販賣庫存象

牙及象牙加工品清單(附件五)、販賣庫

存象牙及象牙加工品之同意函(附件六) 

2016 年營利申報之整

支象牙為 230 支、印

材約 2萬個。 

   製表時間：105年 1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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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內象牙持有登註記和營利申報數量一覽表 

資料來源：林務局 

  

品目 持有登註記 營利申報 

整支象牙 13,691支 
1995年：690支 

2016年：230支 

象牙加工品 未要求進行持有登註記 

1995年：約 9萬個 

2016年：約 2萬個 

(此數量僅含印材，未含其他如

象牙雕刻品等象牙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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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全臺地方政府買賣象牙及其產製品管制現況調查 

項次 
縣市 

政府 
法規名稱 地方主管機關 

合法販賣象牙 

店家數量 

(1995年共 304家，

2016年共 170家) 

依各地審查要點管制象牙及其產製品買賣(11個) 

1 台北市 
台北市庫存象牙及象牙加工品

買賣審查要點 
動物保護處產業保育組 104家 

2 高雄市 
高雄縣庫存象牙及象牙加工產

製品買賣管理規則 
農業局植物防疫及生態保育科 0家 

3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庫存象牙及象牙加

工品買賣審查要點 

動物保護防疫處寵物事業管理

組 
問林務局 

4 台南市 
台南市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

製品買賣審查要點 
農業局森林及自然保育科 

28家 

(印材 2559件、整支象

牙 8件) 

5 南投縣 
南投縣庫存象牙及象牙加工品

買賣審查要點 
農業處林務保育科 0家 

6 彰化縣 
主辦回覆有，未提供，在該府

公開網站蒐尋不到。 
農業處林務暨野生動物保護科 2-3家 

7 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庫存象牙及象牙加

工品買賣審查要點 
農業處森林及保育科 問林務局 

8 台東縣 
臺東縣庫存象牙及象牙加工品

買賣審查要點 
農業處林務科 1家 

9 金門縣 
金門縣庫存象牙及象牙加工品

買賣審查要點 
建設處農林科 0家 

10 嘉義市 

嘉義市庫存象牙及象牙加工品

買賣審查自治條例 

(並未訂定業者買賣有效期限) 

建設處農林畜牧科 0家 

11 新竹市 
新竹市政府庫存象牙及象牙加

工品管理買賣審核要點 

產業發展處生態保育科 4家 

無審查要點，依野保法管制象牙及其產製品買賣(11個) 

1 台中市 無 農業局林務自然保育科  

2 桃園市 無 農業局林務科  

3 基隆市 無 動物保護防疫所  

4 宜蘭縣 無 農業處畜產科  

5 新竹縣 無 農業處森林暨自然保育科  

6 苗栗縣 無 農業處自然生態保育科  

7 嘉義縣 新接辦不清楚有沒有自治法規 農業處綠化保育科  

8 屏東縣 無 農業處林業及保育科  

9 花蓮縣 無 農業發展處保育與林政科  

10 澎湖縣 無 農漁局生態保育課  

11 連江縣 無 建設局農林管理課  

    
製表日期：105年 11月 22日 

http://www.idn-news.com/news/news_content.php?artid=20071203ec005
http://www.idn-news.com/news/news_content.php?artid=20071203ec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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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臺北市庫存象牙及象牙加工品買賣審查要點 

法規名稱：臺北市庫存象牙及象牙加工品買賣審查要點 

修正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01 月 05 日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野生動物保育法

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及其施行細則第三十三條之規定，以加

強本市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庫存象牙及象牙加工品之管

理，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及其相關規定

辦理。 

 

二、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臺北市動物保護處（以下簡稱動

保處）。 

 

三、本要點所稱可供買賣之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係指於

八十四年十月一日至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向原直轄市、縣（市）

政府主管機關申報並經查核屬實之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

凡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三十一條暨相關規定辦理登記及註

記之整支象牙者，需保持完整，不得切割。 

 

四、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販賣業者應向動保處提出申請，

經審核同意後，始得販賣，其申請書及申報清單格式如附

表一、二。 

前項同意之有效期限為二年，期滿後需重新申請同意，始

得販賣。 

販賣同意文件申請書 

加工品清單 

交易總表格式 

販賣業者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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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販賣業者如有停業、歇業或變

更登記者，應於核准登記後三十日內向動保處申報。 

 

六、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販賣業者，應於販賣時開具載

明買受人、買受人地址、品名、數量、單價、金額之統一

發票或收據，使用統一發票時須於「營業人蓋用統一發票

專用章」乙欄蓋有統一發票專用章；免用統一發票者，改

以備有流水號或編號之收據替代。 

前項販賣業者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七月三十一日前製

作交易總表並造冊，向動保處申報，其交易總表格式如附

表三。 

前二項應行記載及申報事項，應於申請時切結之，其切結

書格式如附表四。 

 

七、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販賣業者，應依規定領有本府

核發之刻印、雕刻、手工藝品等相關營業項目之營利事業

登記證，並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一）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經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主管機關，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八十四年九月十二日

農林字第四０三０六三九Ａ號函頒之「庫存象牙產製品管

理補充規定」（以下簡稱補充規定）同意販賣庫存象牙及

象牙加工品者。 

  （二）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依補充規定申請庫

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販賣並經動保處查核屬實者。 

  （三）申請販賣之貨源，係向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主管機關同意販賣象牙或象牙加工品業者購買，並持有第

六點第一項之統一發票或收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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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販賣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業者，應檢附下列文

件： 

  （一）本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一份。 

  （二）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三）前點資格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四）申請販賣庫存象牙及象牙加工品清單二份。 

  （五）切結書二份。 

 

九、購買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者，應向販賣業者索取第

六點第一項規定之統一發票或收據。 

 

十、經同意販賣之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業者，如有違反

本要點或野生動物保育法相關規定者，動保處得撤銷其原

同意販賣文件。 

 

十一、本要點自八十九年五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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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北市申請販賣庫存象牙及象牙加工品清單 

            申報日期：                  

營利事業（公司）負責人聲明本申報表上所填資料均真實無誤 

此   致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營利事業                  營利事業 

                   （公司）           （公司） 

                        印    鑑                   負責人簽章 

 

營利事業（公司）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營業事業（公司） 

地          址 

 聯 絡 

方 式 

TEL:      

FAX: 

品   目 單 位 數 量 重 量 放    置    地    點 備   註 

象   牙      

牙   塊      

牙 雕 品      

飾   品      

印   材      

碎   料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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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販賣庫存象牙及象牙加工品之同意函 
 

 
圖片來源：象牙店家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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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臺灣非法象牙交易查獲案件 

 

北市動保處:拒買象牙 重視野生動物保育 
 
(記者黃秀麗臺北報導)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接

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交辦野生動物

保育檢舉案件，於 4 日

會同內政部警政署保

安警察第七總隊刑事

警察大隊及第四大隊

在臺北市區破獲非法

販代違法販賣保育類

野生動物產製品案，當

場查獲象牙產製品案

142 件、玳瑁產製品 7

件，共計 149 件，全數

查扣，估計市價近新臺

幣 60 萬元，全案將依

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

移送偵辦。 

 
北市動保處表示，該批象牙產製品係查獲自收購二手骨董、古玩之店家，該店內

收藏相當多雕刻精細之象牙產製品，從象牙茶匙到牙雕獅子皆有，各物品標價從

五百至十二萬八千不等，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三十五條：「非經主管機關同意，

不得買賣或在公開場所陳列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規定之事證確鑿，

動保處已將本案移請保七總隊刑大依法偵辦，倘判決確定，最高可依同法第四十

條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北市動保處長嚴一峰表示，3/3 是聯合國的世界野生動植物日，由於大量的非法

獵捕，大象數量每年都以極快的速度下降，民眾應重視並遵守野生動物保育法，

呼籲大家拒買象牙，讓＂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這句耳熟能詳的話能夠真正落實。

(自立晚報 2016/3/5) 
資料來源：自立晚報，2016年 3月 5日，https://goo.gl/eSybeu 

  

http://www.idn.com.tw/productimage/2016/20160305joanne0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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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錢得來速 情侶檔走私象牙藝品 
2016年 02月 20日 04:09  

洪榮志／台南報導 

 

 
 栽跟頭  台南市調查處等專案小組，18 日破獲非法輸入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

品案，查獲亞洲象及非洲象產製品 400 餘件（重約 28 公斤）。（黃仲裕攝） 

 
台南市一對專門經營西洋古董藝品網路拍賣的情侶檔，陸續從國外古董拍賣網

站標得 400 多件象牙工藝品後，化整為零利用國際郵包寄回台灣。台南市調處

接獲海關通報循線起出這批象牙製品，並將 2 人約談到案，初估這些貨品市值

上千萬，他們坦承合法申請太慢，才以此方式走私，昨依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

送辦。 

49 歲郭男與 39 歲賴姓女友，專門在網路買賣西洋古董藝品。從國外古董拍賣

網站競標購得象牙製品後，透過住在英、法等國的友人，以國際郵包分批寄送

來台，再於奇摩拍賣網站上架販賣。 

市調處指出，被查獲的象牙製品，大件的有雕像、扇子、珠寶盒，小件的有串

珠類，依郭某網站販售的西洋工藝品，訂價從數百元到近百萬元，這批象牙工

藝品，上架後總訂價至少千萬元。 

郭某供稱，由於先前曾有 1 件象牙製品，依法向農委會申請同意輸入時，因手

續繁複讓他覺得時間拖太久，因此之後購入的象牙製品，才沒有提出申請。 

台南市調處日前接獲高雄關通報，指查驗國際進口郵包時，發現有 4 批分別從

英、法等國進口，內裝為餐具、雕刻品、相框等 45 件物品的郵包，疑似為象牙

製品。經鑑定確認這批物品與亞洲象或非洲象的象牙相符，都屬保育類野生動

物產製品。 

專案小組前天會同台南市農業局人員，搜索郭姓情侶處所，又起出 377 件象牙

製品，與先前的象牙製品，合計重達 28 公斤。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2016年 2月 20日，https://goo.gl/0eKyGv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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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國際象牙保育大事記 

  

時間 國際象牙保育大事記 

2014年 

9月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刊登針對非洲象群數量與盜獵關係的調查結果發現，

2010年至 2012年的三年內，估計約有十萬隻的大象遭到獵殺取牙，平均每 15分鐘

就有一隻大象慘死。 

2015年 

9月 

美國總統歐巴馬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美國白宮發表聯合聲明，兩國將致力於打擊

國際非法象牙貿易，並進一步限制國內象牙市場。 

2015年 

11月 

25個非洲國家組成的非洲大象聯盟(African Elephant Coalition)聯合發表「柯多

努宣言(Cotonou Declaration)」，決議將制定、實施和執行立法禁止聯盟國內象牙

交易，呼籲國際支持提議和行動，關閉全球各地「國內象牙市場」。 

2016年 

6月 
中國承諾將於 2016年底發佈禁止國內象牙市場的期程表。 

2016年 

6月 
香港政府表示預計於 2021年 12月 31日全面禁止象牙貿易。 

2016年 

7月 
美國頒布近乎全面性象牙買賣禁令。 

2016年 

8月 
法國以行政命令全面禁止法國境內的象牙原牙及未經雕刻的犀牛角貿易。 

2016年 

9月 

於夏威夷召開的 IUCN「世界保育大會」中，經出席來自超過 160 個國家、約 1300

位的團體和國家代表投票核准通過 007號動議「關閉國內象牙市場」。 

2016年 

10月 

於南非召開的第 17 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締約方會議(CITES CoP 

17)，182 個締約方達成協議，「建議所有締約方和非締約方中，其管轄範圍內有合

法的國內象牙市場而導致盜獵或非法貿易者，需採取一切必要立法、管制和執法之

措施，以關閉國內營利性原牙及加工象牙的市場，此為當務之急。」 

   製表時間：105年 11月 25日 

http://www.pnas.org/content/111/36/13117.abstract
http://goo.gl/mYHfER
http://goo.gl/QDQTJv
http://www.lca.org.tw/news/node/6096
http://www.developpement-durable.gouv.fr/Segolene-Royal-renforce-l,483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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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全球象牙銷毀紀錄 

 

項次 地區 國家 時間 
重量 

(噸,tons) 
備註 

1 

非洲 

肯亞 1989 12 全球首次象牙焚毀行動 

2 肯亞 1991 6.8   

3 尚比亞 1992 9.5   

4 肯亞 2011 5   

5 加彭 2012 4.8   

6 查德 2014 1.1   

7 衣索比亞 2015 6.1   

8 肯亞 2015 15   

9 剛果共和國 2015 4.7   

10 莫三比克 2015 2.4   

11 肯亞 2016 105 
目前全球象牙銷毀數量最

大的行動 

12 南蘇丹 2016 1.2   

13 

亞洲 

菲律賓 2013 5 
象牙主要消費國家首次進

行象牙銷毀行動 

14 中國 2014 6.15   

15 香港 2014 28   

16 中國 2015 0.662   

17 斯里蘭卡 2016 1.5 

南亞國家首次象牙銷毀行

動；全球第一個對象牙貿易

正式道歉的國家 

18 新加坡 2016 8.7   

19 越南 2016 2 
 

20 

美洲 

美國 2013 6   

21 美國(紐約) 2015 1   

22 
歐洲 

法國 2014 3 歐洲首次象牙銷毀行動 

23 比利時 2014 1.5   

24 
中東 

阿聯 1992 12   

25 阿聯 2015 11   

     
製表時間：105年 11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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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登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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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林務局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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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中華民國野生動物產製品註記(象牙)  
 

 
圖片來源：「精雕細琢─長毛象牙雕」臉書社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