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近十年特定寵物 (犬隻) 繁殖買賣寄養爭議相關新聞     ( 2004年1月1日 至 2014年6月16日 )　　　     整理：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編號 縣市 日期 隻數 主要爭議 事件起因 摘要 出處

1 台中市 20040530 2隻 遺傳疾病、 消費者投訴

消費者從寵物店買拉不拉多幼犬，後來發現狗無生育能力，向寵物店索賠，業者贈

送另一隻幼犬做為補償。第二隻狗養到六個月大，走路開始跛腳，檢查發現是髖關

節病變。

聯合報╱第09版╱新象╱記者喻文玟

2 台北市 20040608 未知 無照賣狗
動保員機動

稽查

在廣州街夜市查獲非法販狗業者，業者態度惡劣極不配合，並辯稱只是賣幾隻狗而

已。

聯合報╱第20版╱北市綜合╱記者陳智華

民眾日報╱第18版╱北市新聞╱記者許亞第台北報導

3 彰化縣 20041003 數隻 無照賣狗 媒體發現 大學生趁著家中的名犬生寶寶，轉賣他人。 聯合報╱第35版╱寵物╱校園特約記者張雅婷

4
雲嘉南

地區
20041104 未知 胡亂配種 媒體報導

迷上可魯，棄養風潮跟著來？市面出現雜種拉不拉多犬，飼主買到血統不純小狗，

丟棄任其流浪。
民生報╱第26版╱雲嘉南新聞╱記者吳再欽

5 高雄市 20050319 未知
虐待、動物

福利
媒體報導 六合觀光夜市有寵物業者，於販售犬隻時以手抓犬隻叫價販賣，涉嫌虐待動物。

台灣時報╱高雄市特區╱呂珮琍

台灣新聞報╱第5版╱每日剪報

6 新北市 20050325 未知
犬隻斷食冒

充迷你犬

民眾向媒體

投訴

民眾向新莊一家寵物店購買迷你型約克夏，半年發現狗長成標準體長，質疑業者用

禁食方式，讓狗變瘦小，再以迷你犬高價賣出。
蘋果日報╱投訴組╱台北報導╱第A4版

7
雲嘉南

地區
20050607 未知 血統不純 媒體報導

隨著寵物的需求提高，各種血統不純，以假亂真的「假寵物」紛紛出寵，除狗、

貓、兔外，連雞、鴨、鵝也不放過。
民生報╱第26版╱雲嘉南新聞╱記者吳再欽／報導

8 台南縣 20050619 十餘隻 棄養 動保團體
清潔隊從將軍鄉載了十隻米格魯，送到台南縣流浪動物保護之家（公立收容所）。

三月時也被送進來二十幾隻的混種吉娃娃，最後均遭安樂死。

中國時報╱第E3版╱動物伴侶╱陳玉敏（台灣動物社

會研究會主任）

中國時報╱第E3版╱動物伴侶╱陳彥宏（台灣動物社

會研究會法務）

9 台南市 20050822 未知 無照賣狗
媒體報導、

動保團體

台南市連鎖寵物飼料店，長期給黑市非法繁殖業者張貼買賣廣告，明顯觸犯「寵物

管理營業辦法」，向市政府主管單位反映，卻推說要「勸導」，幾年下來一直不取

締，公權力蕩然無存。

民眾日報╱第10版╱南市新聞╱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台灣時報╱南市╱鄭德政

中華日報╱南市要聞╱林雪娟

10 桃園縣 20050830 20餘隻 倒閉
里長、鄰長

通報

平鎮市中豐路一間寵物店倒閉，店內貓咪相繼餓死，經當地里長、鄰長救出送市公

所，再由清潔隊送交新屋動物保育園區。
中國時報╱第C2版╱桃園新聞╱記者楊宗灝

11 新北市 20051030 未知 惡性倒閉 民眾投訴

新莊一大型寵物店惡性倒閉，民眾寄放在店內的寵物不翼而飛。一位民眾表示以1

萬5000元向此店購買一隻哈士奇，但發現狗重病，店家表明會換一隻健康的狗，但

狗未斷奶遲遲未交貨。

自由時報╱第B04版╱殷偵維、黃立翔、張協昇╱綜

合報導

12 台北市 20051211 1隻
棄養、動物

福利
動保義工

保護動物協會義工在新店寶中路發現了一隻流浪犬，全身傷痕累累。獸醫師檢查發

現，寶寶的乳房下垂，陰部腫大，這是剛生過小狗的徵狀，指甲長而彎，表示牠是

長期在籠子裡豢養。

種種跡象顯示，寶寶是非法繁殖業飼養的「種母」，生過三至四胎，因體能不佳而

遭到淘汰棄養。

民生報╱第48版╱寵物新天地╱記者吳光中／報導

13 台北市 20060114 2隻
遺傳疾病、

棄養問題

民眾向動保

團體舉報

目前才一歲多的黃金獵犬「小寶」，因髖關節病變無法站立，去年9月間被棄置在

基隆市的街頭，愛狗人士發現牠時，已經癱瘓，身上還有皮膚病。

中央社╱地方新聞

聯合報╱第17版╱北市．文教╱記者詹三源／台北報

導

中華日報╱台北都會╱于慧蓮

14 台北市
20060126

20060204
3隻

動物福利問

題、消費爭

議

民眾投訴
兩歲大的大丹犬，因主人出國而寄養至繁殖場，20天後發現狗的腳掌與屁股潰爛，

獸醫師一看就懷疑大型狗被關在過小的籠子裡長期受壓迫而造成褥瘡。

青年日報╱第9版╱青年生活╱郭曉蓓╱台北報導

民生報╱第02版╱新聞前線╱記者梁欣怡／報導

中央社╱地方新聞╱中央社記者郭美瑜台北四日電

中國時報╱第A6版╱社會脈動╱黃筱珮



編號 縣市 日期 隻數 主要爭議 事件起因 摘要 出處

15 高雄市 20060429 未知 偽裝名犬 民眾陳情
寵物業者將某些狗染色偽裝成名犬，再以高價販售謀取暴利，已有許多民眾上當受

騙。

民眾日報╱第Q11版╱高市要聞

台灣時報╱第11版╱大高雄焦點╱吳榮偉

16 未知 20060507 1隻 血統證明 媒體報導

近十萬元一隻的冠軍長毛臘腸犬後代，雖然業者有提供血統證明文件，但買者懷疑

可能不是冠軍犬繁殖的後代，向業者索取冠軍犬和其愛犬的唾液檢體，申請血緣鑑

定。

中國時報╱第A8版╱綜合新聞╱趙國明

17 台北市 20060517 未知 棄養 媒體報導
永康市最近接連發現多隻身上有手術痕跡的流浪狗，義工媽媽及獸醫師懷疑有種犬

繁殖場將已沒有生育價值的種犬棄置。

聯合報╱第18版╱台南縣新聞╱記者修瑞瑩／永康報

導

18 屏東縣 20060607 70隻
棄養、非法

繁殖場
動保團體

屏東縣九如寵物店「台灣之星」，除了販賣也非法繁殖犬隻。被動保團體發現寵物

店內有些狗已餓死，甚至有狗吃狗的情形，其他犬隻骨瘦如柴，氣若游絲，毛髮髒

得像棄犬。

蘋果日報／第A08版／要聞／記者洪振生／屏東報導

19 新北市 20060615 10多隻 繁殖場棄養 媒體報導

民眾發現一輛發財車在烏來山區新烏路沿途丟棄10多隻黃金獵犬，經一個多月流浪

，這些狗被熱心網友救援就醫，僅剩6隻存活。存活的狗形銷骨立，眼睛因長期營

養不良畏光，狗毛糾結，身上都有皮膚病，其中5隻母犬乳房又垂又皺，研判是繁

殖場丟棄。

聯合報╱第C5版╱記者馮復華╱台北報導

20 新北市 20060625 3隻 遺傳疾病、
民眾向媒體

投訴

三隻黃金獵犬在四到六個月大時，經獸醫檢查，皆確認罹患遺傳性疾病──犬髖關

節形成不良症（簡稱 CHD）。巧的是，三隻都是購自位在台北縣永和市中山路的

某家知名犬舍，只是購買時間不同。

中國時報╱第B5版╱動物伴侶╱玫函

21 屏東縣 20060629 未知 動物福利 動保團體

多個民間團體昨天質疑國內管理寵物業者法令過於簡陋，無法杜絕寵物業者炒作名

犬，虐待種犬過度懷胎、生產，要求主管機關比照美英，將非法繁殖、買賣寵物處

以徒刑。

蘋果日報╱陳智仁／台北報導

聯合報╱第06版╱焦點╱記者許麗珍／台北報導

22 台北市 20060629 未知
動物福利、

違法虐殺
業者爆料

寵物業者昨天爆料，台北縣有寵物繁殖業者炒作名犬賺錢，另將已無繁殖能力或利

潤的大型犬，賣給羊肉爐業者當食材，行徑殘忍也損害消費者健康。
聯合報╱第06版╱焦點╱記者許麗珍／台北報導

23 台北市 20060805 7隻
遺傳疾病、

動物福利
動保團體

四歲的迷你約克夏不到十三公分的身型十分討喜，但卻患有常見的侏儒症，在業者

不當繁殖販售下，幾乎集所有遺傳疾病於一身。飼主吳小姐表示，當初花了四萬五

，從一家自稱「專業繁殖臘腸」的犬舍買狗。另一位飼主表示購買的黃金獵犬患有

髖關節炎，張姓飼主則說，她先後買三隻黃金獵犬都不健康，第二隻甚至買回家翌

日即因犬瘟病發作死亡，不當繁殖買賣讓名犬變流浪犬。

中央社╱國內社會╱中央社記者陳鈞凱台北五日電

中華日報╱第5版╱社會脈動

聯合報╱第06版╱生活╱記者許麗珍／台北報導

24 嘉義縣 20060830 10多隻 繁殖場棄養 媒體報導

嘉義縣赤蘭溪防汛道路出現10多隻拉不拉多、黃金獵犬的幼犬，犬隻瘦骨如柴、皮

膚潰爛，清潔隊懷疑是繁殖場惡意棄養，嘉義正德護生慈善會獲悉，願意收容該批

幼犬，將上網公告認養。

25 桃園縣 20060925 5隻 無照賣狗 民眾舉報

斗大的看板矗立在路邊，相隔不到10公尺，一輛箱型車後方擺放著兩個簡陋籠子，

公然違法販售寵物幼犬，桃園縣動物防疫所稽查員前往取締時，業者態度惡劣公然

恐嚇，絲毫不把公權力放在眼裡。

中國時報╱第C3版╱大台北萬象╱甘嘉雯

26 桃園縣 20061006 32隻
棄養、非法

繁殖場
動保團體

遭桃園縣政府開單告發並限期改善的平鎮非法養殖場，飼主雙手一攤說無力改善現

況，簽下切結書，將32隻受虐犬丟給桃園縣動物保護教育園區，桃園縣動物防疫所

說，這些狗兒長期受虐，恐怕無法在法定的十天內被領養，難逃安樂處死。

中國時報╱第C1版╱桃園焦點╱甘嘉雯

27 未知 20061022 未知
無照賣狗、

偽裝名犬
民眾舉報

陳先生花了一萬多元在夜市買狗，老闆宣稱是純種約克夏，不料買回家後才養三個

月，應該是二、三公斤的小小狗，卻長成近十公斤的大狗。
中國時報╱第A5版╱社會脈動╱黃筱珮

28 桃園縣 20061024
六、七十

隻

虐待致死、

動物福利及

棄養

動保團體
十餘天前，一位自稱愛心媽媽人士透過清潔隊將三十三隻吉娃娃全數送往動物保護

園區棄養。
民眾日報╱第F14版╱桃竹苗綜合



編號 縣市 日期 隻數 主要爭議 事件起因 摘要 出處

29 桃園縣 20061103
五、六十

隻
棄養 動保團體

蘆竹山區產業道路最近出現大批棄犬，動保團體由犬隻體型、品種研判，極有可能

遭繁殖場業者惡意丟棄。桃園縣推廣動物保護協會志工指出，遺棄數量約在5、60

隻左右，其中不乏哈士奇、黃金獵犬、拉不拉多等珍貴犬種。

中國時報╱第C1版╱桃園焦點╱楊宗灝

30 台北市 20061124 1隻
棄養、動物

福利
動保團體

「流浪動物花園」網站的網友上月底在汐止一處垃圾堆發現一隻奄奄一息的柯基犬

，染有嚴重皮膚病外，肚子還留有剖腹產線頭。
聯合報╱第05版╱話題╱記者許麗珍／台北報導

31 新北市 20061128 1隻 遺傳性疾病 動保團體

民眾花4萬5千元向專門繁殖長毛臘腸狗的「傳奇犬舍」購買一隻長毛臘腸狗幼犬，

數月後發現該犬走路搖晃，後肢彎曲，走路痛得哀嚎，甚至癱在地上。經中興大學

附設獸醫院診斷出罹患遺傳性髖關節發育不全症。

蘋果日報╱第A3版╱記者楊雅靜、何豪毅／連線報

導

32 宜蘭縣 20061224 50隻
虐待、動物

福利
媒體報導

遊客在礁溪林美山區一處哈士奇繁殖場，聞到惡臭，發現場內鐵籠關了很多哈士奇

，籠內滿是糞便，食盆空無一物，很多狗看起來瘦弱不堪，連叫都叫不出來，籠內

還有一隻沾滿蒼蠅的狗屍。

蘋果日報╱第A14版╱記者潘岳／宜蘭報導

33 雲林縣 20070119 百餘隻
業主自殺、

動物餓死
媒體報導

斗六市「法老王」寵物店負責人疑似債務問題燒炭身亡八天，飼養在3-5樓的百餘

隻貓狗八天來無人餵養，許多幼犬、幼貓及生病的貓狗已經死亡。
中國時報╱第AA3版╱記者j王建訓／雲林報導

34 桃園縣 20070213 40餘隻

非法繁殖

場、棄養問

題

動保義工
因為非法繁殖場惡意棄狗，桃園縣新屋鄉動物保護教育園區中目前有多達40多條流

浪狗，且大部分都是名種狗。
聯合報╱第18版╱桃園縣新聞╱記者吳佩玲

35 桃園縣
20070314

20061013

四次遺棄

近百隻
棄養問題 收容所義工

桃園市公所虎頭山上流浪動物收容所，9日下午又被人棄置了19隻吉娃娃成犬，這

是半年來的第四起，總計被棄置的吉娃娃達94隻，且都是公狗，桃園縣動物防疫所

懷疑是非法繁殖場所為。

聯合報╱第17版╱桃園．文教╱記者吳佩玲／桃園報

導

自由時報╱第B06C版╱社會新聞地方╱陳文正

青年日報╱第12版╱桃竹苗(北綜)╱陳華興

中國時報╱第A10版╱社會新聞╱甘嘉雯

中央社╱地方新聞╱中央社記者邱俊欽桃園縣十三日

電

36 台南縣 20070317 32隻

虐待、動物

福利與棄養

問題

動保團體
又見繁殖場受虐犬！關廟清潔隊將寵物繁殖場內三十二隻割除聲帶、罹患皮膚病的

受虐犬，送入善化流浪動物之家，兩隻杜賓瘦成皮包骨，即將被安樂死。
自由時報╱第A13E版╱南縣焦點

37 嘉義縣 20070908 17隻
棄養、割聲

帶

民眾向媒體

投訴

正德護生慈善會從嘉義縣收容所帶回17隻，被棄養在山區的黃金獵犬，犬隻聲帶被

割掉，生產過度、皮包骨，滿身皮膚病，虛脫站不穩。

蘋果日報╱第A8版╱記者徐彩媚、李宗祐／嘉義報

導

38 台南市 20070911 34隻
棄養、動物

福利
媒體報導

一處寵物繁殖場因狗叫聲引起鄰居抗議而搬遷，飼主卻棄養34隻病犬，台南市動物

防疫所收留這群病犬醫治，希望善心人士整批認養。

聯合報╱第18版╱台南市新聞╱記者鄭光隆／台南報

導

39 台南市 20071120 未知 無照賣狗 民眾舉報
農委會最近接獲數百件網路販售檢舉案，南市就有十幾件待追查。鑒於不少民眾不

知上網賣狗犯法，得付五萬起跳罰款，初犯將以切結方式給民眾一次機會。

中華日報╱台南焦點╱鄭佳佳

自由時報╱第A13F版╱南市焦點╱洪瑞琴

中國時報╱第C3版╱雲嘉南綜合

40 台北市 20071221 40隻

繁殖場倒

閉、惡意遺

棄

媒體報導
一犬隻繁殖場疑似欠債落跑到中國，將長毛臘腸犬、聖伯納等40隻名犬棄置犬舍2

個月，犬隻嚴重脫水、一隻黃金獵犬、一隻米格魯被餓死在籠內。
蘋果日報╱第A12版╱專案組／台北報導

41 台南縣 20080107 1隻 純種問題 消費者投訴

寵物業者貼出三張紅貴賓照片出售，但買主在取貨時，在紅貴賓胸口有一撮白毛，

頓時有受騙感覺，他事後向業者反應，業者反應冷淡說出「紅貴賓和紅貴賓配種，

也會生出摻有白毛的紅貴賓」，業者還認為自己不可能為了區區四千元把自毀信

用。

中國時報╱第A10版╱社會新聞╱潘杏惠/ 南縣報導

42 新北市 20080226 40隻

非法繁殖

場、動物福

利問題

媒體報導

中和前天深夜1處繁殖犬舍慘遭祝融，不僅活活燒死關在狗籠的數十隻名犬，還燒

出犬舍違法繁殖問題。儘管網路上隨處可見設址北縣的繁殖中心，無奈全縣竟連1

張合法寵物業繁殖許可證都沒有，各地犬舍全部違法繁殖。

中國時報╱第C2版╱北縣新聞╱許俊偉、顏玉龍

43 新北市 20080505 未知 無照賣狗
農業局稽查

網路

台縣永和市民在網路販賣寵物犬，縣府農業局查出他並未申請寵物業營業登記許可

，依違反動物保護法裁罰五萬元。
聯合報╱第15版╱社會╱記者黃福其／台北縣報導



編號 縣市 日期 隻數 主要爭議 事件起因 摘要 出處

44 嘉義縣 20080516 十幾隻
違法繁殖販

售
民眾舉報

男子在新港鄉嘉北公路旁養狗，小小鐵籠竟關了9隻名犬，由於每隻都是骨瘦如柴

，全身皮膚病，遭愛狗人士上網檢舉虐待動物，防治所據報查察屬實，昨天當場開

單告發，處以1萬5000元罰款，並限期要求改善。

聯合報╱第17版╱嘉義．教育╱記者朱惠如／新港報

導

45 台南市 20080523 至少三隻 無照賣狗
防疫所稽查

網路賣狗

台南市動物防疫所查獲數件網路無照販狗案件，受罰學生問說，在網站裡也有人賣

貓、兔和鳥，為什麼只罰賣狗的。台南動物防疫所長李朝全說，根據農委會的公告

規定販狗必須申辦寵物業許可證，販賣其他寵物是屬商品，不在取締之列。

聯合報╱第18版╱台南市新聞╱記者鄭光隆／台南報

導

中華日報╱台南萬象╱鄭佳佳

民眾日報╱第M03版╱南綜

中國時報╱第C3版╱雲嘉南綜合╱趙家麟

自由時報╱第A13F版╱南市焦點╱洪瑞琴

台灣時報╱第14版╱社會焦點╱鄭德政

46 台南市 20080627 3隻 棄養 媒體報導

東興路菜市場二十六日發現三隻名貴犬隻，但非老即殘，其中兩隻病重的甚至是被

直接丟在路上，差點成了車下亡魂。好心攤商及保育人士將狗兒送醫治療後，暫時

豢養於市場內，據稱這已不是首次發生。

中華日報╱南市要聞╱吳孟珉

47 新北市 20081014 90隻
動物福利 (割

聲帶)
民眾舉報

北縣板橋文化路某寵物美容店，十三日遭學員爆出疑似計畫集體割除近百隻貴賓狗

聲帶，縣府動物疾病防治所獲報前往勘查，發現已有四隻貴賓狗聲帶遭割除，另有

八十六隻疑似準備接受手術，立即告誡業者不得施行手術。

中國時報╱第C3版╱社會新聞╱陳俊雄

48 高雄市 20081127 未知 無照賣狗 民眾舉報

高雄市建設局家畜衛生檢驗所人員這個月接到檢舉函，指網路上有高雄市人賣狗狗

，相關人員上網查到資料後找到對方，那名男子承認賣狗，檢驗所人員開了一張5

萬元的罰單給那名男子。

聯合報╱第18版╱大高雄綜合新聞╱記者楊濡嘉／高

雄報導

49 台北市 20081129 未知 無照賣狗 動檢所稽查

台北市動檢所十一月份聯合市府產業發展局及警察局組成稽查專案小組，分別至北

市建國假日花市及各大夜市強力掃蕩非法販售犬隻業者，迄今執行三次稽查行動，

開罰一位業者，裁處五萬元罰鍰，並陸續約談五位涉嫌違法業者到案說明；另調查

三十位涉嫌網拍販售犬隻民眾，目前已查獲一位有具體交易事實，裁罰五萬元，一

位未在廣告中標註寵物業許可證字號 ，亦裁罰一萬五千元。

青年日報╱第12版╱大台北地區╱洪永成

中國時報╱第C4版╱北部都會

50 新北市 20081209 未知 違法寄宿 民眾檢舉

北投區一家寵物美容工作室，因違法在網站上刊登提供犬隻付費住宿訊息遭民眾檢

舉，台北市政府動物衛生檢驗所經查屬實，依違反動物保護法處業者5萬元罰款，

這也是北市首次針對不法寵物寄宿開罰。

聯合報╱第18版╱北市綜合新聞╱記者陳志豪／台北

報導

51 嘉義縣 20090422 30隻
棄養、動物

福利

嘉義縣野鳥

協會

嘉縣野鳥學會成員在八掌溪嘉南交界處，發現柴犬等棄犬20隻，其中3隻暴斃發臭

，14隻已由民眾認養；台南縣後壁鄉公所獸醫師21日獲報處理善後，依棄犬已割聲

帶等特徵，懷疑是不肖繁殖場所為。

自由時報╱第B05H版╱嘉義焦點╱楊國棠

聯合報╱第08版╱綜合╱記者魯永明、吳政修／連線

報導

中華日報╱南瀛鄉情╱施宏政

聯合報╱第C2版╱大台南綜合新聞╱記者吳淑玲／善

化報導

52 台北市 20090607 15隻

棄養、虐待

，非法營業

務

民眾檢舉

「寵物用品店」店主失聯，任十五隻貓犬在沒水沒食物的悶熱環境中受罪，北市動

物衛生鄉檢驗所發現，半數貓犬已脫水，有的還脫毛、有皮膚病，若晚一步搶救，

後果不堪設想；由於十隻犬都未植入晶片，而且店家沒有寄養動物的許可，檢驗所

將追蹤並重罰。

中國時報╱第A10版╱社會新聞╱唐榮麗

中央社╱地方新聞

53 台南市 20090718
四、五十

隻
噪音

民眾檢舉、

議員勘查

仁和路宅區內有人租屋當狗狗繁殖場，一棟透天厝內養了四、五十隻大小狗，鄰居

反映狗吠擾人安眠。

中華日報╱南市要聞╱姚正玉

民眾日報╱第M14版╱大台南要聞

台灣時報╱第10版╱地方焦點╱鄭德政

54 高雄縣 20091111 500隻

動物福利及

虐待動物致

死

民眾向動保

團體舉發

在旗山嶺口經營犬隻繁殖場的男子，疑將賣不出去大型狗隔離，任由牠們活活餓死

渴死，屍體就直接裝進麻布袋丟排水溝；十日高縣動物防疫所人員前往突檢，對宛

如人間煉獄的慘況相當驚訝，將現場近五百隻狗全送收容所照護。

中國時報╱第A13版╱社會綜合╱林宏聰



編號 縣市 日期 隻數 主要爭議 事件起因 摘要 出處

55 新北市 20091214 未知

非法繁殖

場、動物福

利

民眾向動保

團體檢舉

北縣蘆洲市正和街某民宅頂樓疑設有非法小型犬繁殖場，部分犬隻聲帶甚至遭割除

，行徑惡劣，環境髒亂不堪，且確有犬隻聲帶遭割除及罹患皮膚病；但飼主嚴詞否

認，強調犬隻都是朋友「寄放」。

自由時報╱第B06G版╱北部新聞╱郭顏慧

聯合報╱第B1版╱北縣基隆．運動╱記者林昭彰／蘆

洲報導

56 高雄縣 20100115 30多隻
動物福利及

虐待動物
民眾舉報

高雄縣旗山鎮一處狗繁殖場虐待犬隻，縣動物防疫所沒入近400 隻寵物狗，並罰款

新台幣25萬元；繁殖場最近又被檢舉養狗，縣府相關單位今天勘查，吳姓業主表示

狗兒將送人。

中央社╱國內社會╱中央社記者陳守國高雄縣15日電

台灣時報╱第11版╱高雄市要聞╱洪創夫

中央社╱地方新聞╱中央社記者陳守國高雄縣21日電

自由時報╱第B06C版╱高縣新聞╱蔡清華

中國時報╱第C1版╱南部都會？運動╱鄭緯武

57 彰化縣 20100521 16隻 非法繁殖場 民眾檢舉

田中鎮山腳路贊天宮附近一處廢棄養雞場已淪為狗兒繁殖場，昨天動物防疫所獸醫

藥政課長楊清鎮前往現場了解，發現場內共有16隻馬爾濟斯犬或西施犬，但是飼主

否認有販賣圖利，並願意將場內10隻狗兒交由志工飼養。

自由時報╱第B06J版╱彰化新聞╱顏宏駿

58 桃園縣 20100722 12隻
棄養、動物

福利
媒體報導

蘆竹鄉清潔隊13日送了12隻老弱的米格魯、臘腸犬、迷你杜賓到桃園縣動物保護教

育園區，由於都是母狗，研判是繁殖用犬，因身體狀況太差，無法再生育，整批慘

遭丟棄郊區。

另有讀者上網發現13日登記的59隻犬隻，幾乎都是名犬，懷疑是不肖繁殖業者惡意

遺棄，希望媒體曝光，讓這些老犬有繼續生存的機會。

聯合報╱第B1版╱桃園？運動╱記者楊德宜／新屋報

導

59 桃園縣 20100729 1隻 無照賣狗
消費爭議投

訴

有民眾在網路上買一隻柴犬，因血統問題鬧上縣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縣府動物防

疫所調解時發現業者無照賣狗，立即開罰5萬元。動物防疫所提醒民眾，只要無照

賣狗，就會遭罰5萬到25萬元。

自由時報╱第B06R版╱桃園新聞╱陳文正

60 桃園縣 20100729 3隻 無照賣狗 民眾檢舉

女子在網路上販賣3隻紅貴賓，遭人檢舉。女子表示，她只是因家裡飼養的紅貴賓

生了4隻小狗，除了一隻自己保留外，其餘3隻在網路上販售，共得款2萬5000元，

她並不知道無照賣狗違法，動物防疫所考量她非職業賣狗業者，也是初犯，因此罰

了2萬5000元。

自由時報╱第B06R版╱桃園新聞╱陳文正

61 高雄縣 20101116 未知
無照經營寄

養
動檢所稽查

高雄市動物衛生檢驗所/依動物保護法規定，對一家無照經營的寵物旅館開罰五萬

元，希望提醒民眾正視寵物旅館的合法性。

台灣時報╱第11版╱大高雄萬象╱呂明正

自由時報╱第AA2C版╱高雄都會生活╱葛祐豪

62 台北市
20101231

20110101
1隻

無照繁殖販

賣、遺傳疾

病

動保團體

貓狗非法養殖場買賣氾濫，不少被當成「種母」、「種公」的貓狗聲帶被割除，

「摺耳貓」等近親繁殖更導致動物遺傳病變，動保團體質疑政府取締不力。農委會

坦承動保檢查員執行技巧不足，將商請檢警訓練，但刻意繁殖摺耳貓問題，目前無

法可管。

中央社╱國內國會╱中央社記者周永捷台北31日電

中國時報╱第A16版╱話題╱鄭閔聲

聯合晚報╱第A16版╱生活╱記者蔡佩芳/台北報導

台灣時報╱第5版╱綜合╱張振峰

63 台北市 20110314 5隻 無照賣狗 媒體報導
飼主將家中邊境牧羊犬產下的5隻幼犬上網販售，一隻要賣3萬元，但因沒有寵物買

賣業的許可證，即屬無照販售，台北市動保處決定要罰5萬元。
自由時報╱第B02版╱社會焦點╱記者林相美

64 新竹縣 20110319 1隻 動物福利 民眾投訴
婦人花1萬5000元在寵物店購買「茶杯型貴賓」，養半年夭折，質疑買到體弱多病

的小狗，才會長不大。

聯合報╱第B2版╱竹苗綜合新聞╱記者王慧瑛／竹東

報導

65 高雄市 20110320 未知 無照賣狗 民眾檢舉

農業局日前接獲民眾檢舉指稱，網路無照販售犬隻案件增多，夜市也是無照販售管

道之一，農業局表示，將對民眾違法販賣寵物主動不定期稽查，一經查獲將依動物

保護法處五萬元以上至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台灣時報╱第11版╱高雄都綜合╱周國忠

66 台南縣 20110325 1隻 無照賣狗 動保處稽查

男子因公寓不准養狗，上網賣狗被查獲裁罰五萬，他上法院喊冤，說明自己並非以

賣狗營利為業，被處罰款不符比例原則。法官認為此案，僅因個人事由無法照顧而

為偶發性出售所屬寵物行為，裁罰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中華日報╱台南萬象╱葉進耀



編號 縣市 日期 隻數 主要爭議 事件起因 摘要 出處

67 高雄縣 20110428 近百隻 非法繁殖場 民眾投訴

鳳山保成二路道路遭非法狗場長期佔用，環境髒亂不堪，鳳山區公所昨天表示，今

天將會同環保局清潔隊清除違規地上物，犬隻基於尊重生命和有飼主現況，並不會

立即捕捉，將由民間動物保護團體前往了解，與高雄市動物保護處人員到場，就安

置、醫療絕育、仲介收養，協助狗場飼主另找合法場地飼養。

台灣時報╱第11版╱高雄都綜合╱周國忠

68 台北市 20110629 未知 無照賣狗 動保處稽查

動保處在「飛格寵物家族」、「寵寵微積」等知名寵物網站查獲8件，一共裁罰34

萬元。動保處統計自九十七年到一○○年（截至五月三十一日）間民眾因棄養動物

或飼養不當遭罰的案件總計有四十四件，沒入動物三十九隻，罰鍰累計金額高達六

十八萬元。

聯合報╱第B2版╱北市綜合新聞╱記者陳瑄喻／台北

報導

69 屏東縣 20110703 至少三隻 無照賣狗 防治所稽查

屏東縣一名陳姓警察日前在網路ＰＯ賣狗訊息，遭屏東縣家畜疾病防治所約談，才

知未依法申請許可證就販售小狗，已違反動物保護法。另名卅三歲陳姓男子在街上

撿到懷兩胎的母狗，為賺「外快」將賣狗訊息ＰＯ上網，同樣被檢舉網路上非法賣

狗。

聯合報╱第A10版╱話題╱記者劉星君／屏東縣報導

70 桃園縣 20110824 36隻 動物福利 動保團體

動保團體在八德市崁頂路發現鐵皮屋內飼養近40隻狗，現場還有炊具、大鍋器具，

懷疑是「屠狗場」。桃園縣防疫所人員昨天據報前往查勘，證實當地為暫時寄養的

寵物狗繁殖場，並非「屠狗場」。

聯合報╱第B1版╱桃園．運動╱記者游文寶／八德報

導

71 台北市 20110901 未知
無照賣狗、

動物福利
動保處稽查

北市多處觀光夜市常有違法販售犬隻情形，動物保護處昨日稽查通化街夜市周邊寵

物店，查獲有些店中待售的幼犬鼻頭破皮、貓的兩眼有較多分泌物，開出兩張勸導

單。

中國時報╱第C1版╱台北焦點．運動╱陳秀玲

72 台北市 20110901 2隻
動物福利、

非法營業
動保處稽查

台北市動保處昨天前往通化街，首度針對寵物健康稽查，發現兩家寵物店，各有一

隻貓、狗，疑似生病及受傷，動保處開立勸導單，要求業者一週內帶寵物看病，並

改善販賣環境。目前該處已查到七家違法業者，正在約談處理中，他呼籲業者須先

申領合法執照才能營業，以免遭到重罰。

中國時報╱第C1版╱台北焦點．運動╱陳秀玲

自由時報╱第AA2T版╱台北都會生活╱劉榮

73 高雄市 20111109 上百隻

無照賣狗、

動物福利問

題

動保團體

左營一家二手車買賣車行，在後方空地搭建鐵皮屋非法繁殖吉娃娃，經清點至少上

百隻，三隻狗擠在一個小籠子裡，根本沒有活動空間；高雄市關懷流浪動物協會志

工佯裝購買前往蒐證，發現他們的幼犬售價低於市價至少一成，成犬也可販賣，還

「買二送一」，出清生產力較差的狗。

自由時報╱第A14C版╱高雄都會焦點╱童涵旎

74 台南市 20120125 4隻 晶片註記
動保義工檢

舉

動保志工與台南市政府動保處突檢市區老字號寵物店「燕翬寵物」，當場發現4隻

狗未植入晶片，質疑是被用來繁殖的種公、種母犬，沒有利用價值後打算棄養；黃

姓負責人喊冤，表示不可能棄養名種狗。

聯合報╱第B2版╱大台南綜合新聞╱記者修瑞瑩／台

南報導

75 台北市 20120625 未知 無照賣狗 民眾陳情
民眾上網搜尋寵物認養資訊，卻發現出養人公然寫明認養價格，更指定必須到特定

獸醫院進行結紮，索取手術費用。
聯合晚報╱第A10版╱焦點╱記者甘芝萁/台北報導

76 台北市 20121019 未知
非法繁殖、

動物福利
民眾檢舉

違法家庭式犬隻繁殖場隱身住宅區，業者為免狗吠聲曝光，竟殘忍割除犬隻聲帶，

北市動保處多半查無事證，動保團體昨批市府稽查不力。動保處說，將修法結合警

力稽查。

蘋果日報╱第A28版╱大台北綜合新聞╱郭美瑜

中國時報╱第C1版╱台北焦點‧運動╱蘇瑋璇

自由時報╱第AA1T版╱台北都會新聞╱劉榮

聯合報╱第B1版╱北市．運動╱記者郭安家／台北報

導

77 台北市 20121110 10隻 動物福利 民眾檢舉

內湖區已歇業的寵物業者「小龍的家」經營不善，將多隻狗兒置於店內，造成環境

惡臭、髒亂，疑涉虐待動物，動保處人員九日至店內緊急救援安置，數隻狗兒餓得

皮包骨或感染嚴重皮膚病，令人不忍，已要求限期改善。

中國時報╱第C1版╱台北焦點‧運動╱邱文秀

78 桃園縣 20121113 53隻 動物福利
民眾向動保

團體檢舉

龜山鄉一處犬舍，裡面飼養了50多隻狗，骨瘦如柴，被關在狹窄的空間裡，狗籠內

堆滿糞便，環境髒亂不堪，現場還有一隻死亡多日紅貴賓，屍體腫脹，有如狗的煉

獄，桃園縣動物防疫所人員昨天前往檢查，確認飼主有虐待動物的情況，將依法開

罰。

蘋果日報╱第A8版╱社會╱石明啟

自由時報╱第A14K版╱桃園焦點╱周敏鴻



編號 縣市 日期 隻數 主要爭議 事件起因 摘要 出處

79 台北市 20121218 7隻 無照賣狗 民眾檢舉
男子臉書留下空軍退役等個資，留言拍賣博美犬遭檢舉；農委會根據他在臉書留的

資料，行文請空軍總部提供楊的資料，交新北市府開罰5萬元。

聯合報╱第B1版╱新北市．運動╱記者黃福其／板橋

報導

80 新北市 20121224 1隻 動物福利
民眾向媒體

投訴

女子因搬家照顧寵物不便，花2900元把愛犬送寵物旅館寄宿13天、除蚤；因領回時

仍有跳蚤，且疑染病造成耳朵發炎，憤而向消保官申訴。
聯合報╱第B2版╱都會╱記者黃福其／板橋報導

81 嘉義市 20130201 10多隻

非法繁殖、

偽造文書、

動物福利

動保團體
民宅設非法繁殖場，繁殖混種貴賓狗又偽造證明文件，10多隻小狗被關在小籠內，

動保人士不忍小狗遭虐到場蒐證，以針孔拍攝並通知市政府查處。

聯合報╱第B2版╱雲嘉綜合新聞╱記者梁雅雯╱嘉義

報導

82

新北

市、宜

蘭縣

20130203 未知 動物福利 媒體報導

新北女子付費將愛犬交給網友寄養，一周後才得知愛犬後腿受傷骨折，須開刀治療

，質疑對方照顧不周。宜蘭王小姐送愛犬委外寄養，結果接獲業者通知愛犬左眼異

常，經醫師診斷為角膜穿孔合併眼內炎，卻無從證實是業者照料疏失。

蘋果日報╱第E7版╱投訴

83 新北市 20130303 未知 棄養 媒體報導
寵物業者指出，紅貴賓犬價格已從原本一隻4萬至5萬元，狂跌9成只剩4千到6千

元；街頭最近也出現疑似遭棄養的紅貴賓犬，在垃圾堆中覓食，相當可憐。

聯合報╱第B1版╱新北市•運動╱記者孟祥傑、鄭朝

陽、游明煌╱綜合報導

84 新北市 20130408 50隻
無照繁殖、

買賣
民眾檢舉

民眾檢舉違法販犬案，現場疑似非法繁殖販賣住戶，發現有吉娃娃、貴賓、臘腸、

瑪爾濟斯、約克夏等多種常見之純種狗，約有五十隻左右，惟飼養密度過高，該住

戶又無特定寵物業販賣許可證，動保處稽查人員將蒐集相關事證，依相關法律規定

及程序處理，

台灣新生報╱第00版╱@人物采風

85 雲林縣 20130501 2隻 遺傳疾病 民眾投訴

長毛臘腸狗是犬漸進性全面視網膜退化症

(CanineGeneralizedProgressiveRetinalAtrophies-Clinical簡稱PRA)最為好發的犬種，發病

會逐漸惡化失明無法治癒。雲林慶德犬舍稱販售犬隻保證無此基因，卻遭消費者投

訴，都買到有PRA基因的狗，怒控業者惡劣。業者稱品質難管控。消基會指業者明

顯廣告不實，可協議減價款。

蘋果日報╱第E9版╱投訴

86 台東縣 20130630 148隻

非法繁殖、

動物福利、

虐待致死

民眾檢舉

都蘭村一處地下寵物犬繁殖場疑似虐狗，逾百隻身價不菲的犬隻骨瘦如柴，甚至還

有狗兒活活餓死。縣防疫所接獲檢舉，將現場的犬隻全部沒入。由於許多犬隻系出

名門，才兩天時間就有五十隻被民眾預約領養。

中央社╱地方新聞

中國時報╱第A6版╱社會新聞╱黃力勉

更生日報╱第18版╱台東新聞

民眾日報╱第F18版╱基宜花東新聞

台灣時報╱第7版╱國際╱頭家心聲

87 新竹縣 20130630 3隻
動物福利、

棄養
民眾檢舉

疑遭棄養。義民廟2天發現3病狗，都是年齡偏高的名種母狗，渾身傷疤、皮膚病，

懷疑繁殖場惡意棄犬。 新埔鎮民不忍，暫收養家中。

聯合報╱第B1版╱新竹．運動╱記者莊旻靜╱新埔報

導

88 高雄縣 20130720 未知 無照賣狗
動保義工檢

舉

一名男子常在高雄農十六附近兜售柴犬，動保人士錄下證據，向動物保護處檢舉，

動保處隔天果然發現男子帶狗出現在公園，但他堅稱未販賣寵物。
蘋果日報╱地方版╱涂建豐

89 桃園縣 20130829 未知 噪音、惡臭 民眾檢舉

大溪鎮仁和路一家寵物店自前年開業以來，店內犬貓叫聲擾人，還飄出尿糞惡臭，

鄰居們反映「沒一天好眠」；縣府環保、衛生兩局指出，噪音與惡臭若違規將開

罰。

自由時報╱第A14K版╱桃園焦點╱王英傑

90 台南市 20130905 39隻 棄養 媒體報導

新市一名寵物業者因無法繼續照顧三十九隻狗狗，將全部犬隻送往台南市動物之家

善化站，消息在網路傳開來，網友及愛心民眾踴躍認領，三十九隻狗狗順利找到愛

心主人。

自由時報╱第AA2D版╱台南都會生活╱林孟婷

91 苗栗縣 20130922 40多隻 棄養 媒體報導

通霄鎮白沙屯發生紅貴賓、吉娃娃等小型犬遭集體棄養，白東里巡守隊員前天找到

30隻/巡守隊昨繼續在山區尋找，凌晨時還找到1隻已死亡的紅貴賓。上周苑裡鎮流

浪犬收容所附近有十幾隻紅貴賓也被集體遺棄

聯合報╱第B1版╱苗栗． 運動╱記者黃婕╱通霄報

導

92 台中市 20130930 4隻 棄養 媒體報導

清泉崗地區二十九日出現四隻疑遭棄養的紅貴賓犬，狗兒毛色髒亂，其中二隻還會

狂吠，路過民眾認為可能還有更多隻躲在草叢裡，民眾訝異可愛又搶手的紅貴賓已

出現棄養潮，懷疑是繁殖場棄養。

自由時報╱第A13J版╱台中都會焦點╱張軒哲



編號 縣市 日期 隻數 主要爭議 事件起因 摘要 出處

93 台中市 20131109 未知 詐欺 被害人報案

以繁殖、買賣法國鬥牛犬聞名的「寬寬名犬館」，負責人以繳房租、籌措小孩學費

為由，3周之內陸續對外借貸上千萬後，竟帶著妻小、和多名飼主寄賣或寄養的名

貴鬥牛犬潛逃無蹤。被害人痛批，「根本就是計劃性犯案！」目前已有4人向警方

報案，並在臉書公布負責人相片，要他盡速出面解決。

蘋果日報╱地方版

94 新北市 20140320 6隻
無照賣狗、

動物福利
動保處突檢

非法貓狗繁殖、買賣猖獗，新北市動保處前晚突擊板橋區湳雅夜市，發現兩個違法

賣狗攤販，把五、六隻紅貴賓、雪納瑞、吉娃娃等名犬，硬塞進長寬不足一公尺大

小的塑膠箱內，每隻喊價三至四千元；動保人員表示，這兩個攤販都是「累犯」，

今年初才被罰過兩次，但就是罰不怕，行徑囂張。

自由時報╱第A14S版╱新北都會焦點╱陳韋宗

95 新北市
20131216

20140401
91隻 非法繁殖

動保團體檢

舉

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去年底在動保團體檢舉下，在新莊青山路某鐵皮屋內

查獲非法養殖場，共救出74隻狗並開放認養完成。 動保處3月中旬再次突擊檢查這

處養殖場，再度救出17隻狗，由於受到惡劣對待及持續繁殖下，有2隻身體虛弱，

其中一隻不幸死亡，另一隻仍救治中。

蘋果日報╱第A8版╱要聞╱李定宇 張貴翔

自由時報╱第A13S版╱新北都會焦點╱郭顏慧

中央社╱地方新聞╱中央社記者王鴻國新北市1日電

96 台北市 20140409 26隻 非法繁殖 民眾通報
疑似非法犬隻繁殖場隱身市區，動保處4次赴現場查察，迄今均尚無發現案址有以

營利為目的，經營犬隻繁殖行為之事實，本案尚持續追蹤調查中。

自立晚報╱大台北╱黃秀麗

台灣時報╱第9版╱台北都綜合╱陳漢明

97 新北市 20140425 10餘隻 家犬絕育 民眾報案

愛狗女子未幫寵物結紮，三年來交配生下不少毛小孩，無力管理下就讓十多隻狗擠

在民宅內，一有人按電鈴就會狂吠不停，鄰居不堪其擾報案，檢舉她經營非法繁殖

場，差點被開罰，最後只好含淚託養貴賓狗、馬爾濟斯等六隻名種犬。

蘋果日報╱第A34版╱大台北綜合新聞╱曾佳俊

98 高雄市 20140430 月售15隻 無照賣狗
農業局稽查

網路賣狗
動保處查獲江姓業者網路無照賣狗，月售鬆獅萌犬15隻，開罰新台幣5萬元。

中央社╱國內社會╱中央社記者程啟峰高雄30日電

更生日報╱第16版╱西部綜合新聞

中華日報╱高雄市╱吳門鍵╱高雄

台灣時報╱第11版╱高雄都綜合╱洪創夫

中國時報╱第B2版╱高雄市澎湖新聞╱林宏聰

99 桃園縣 20140506 30餘隻 棄養 動保團體
三十多隻年老名犬遭遺棄大園荒地，為近年最大宗集體遺棄案，動保團體救回十八

隻。桃園動物防疫所及警方調查，將嚴罰遺棄者。

台灣時報╱第11版╱大社會╱吳玲瑜

中華日報╱第A4版╱綜合／財經╱中央社╱桃園縣

五日電

聯合報╱第B1版╱桃園．運動╱記者曾增勳╱大園報

導

自由時報╱第A11版╱生活新聞╱蘇金鳳、薛翰駿

100 高雄市 20140506 10隻
無照賣狗、

動物福利

動保團體檢

舉

高雄市關懷流浪動物協會向動保處檢舉，左營一家鎖店把狗關在悶不通風的櫃子內

，昨天稽查人員到場清查，在類似鞋櫃裡共養了10隻狗，雖然兩側都有挖洞，但仍

悶不通風，飼養環境非常差。

聯合報╱第B1版╱大高雄．運動╱記者謝梅芬╱高雄

報導

101 台北市 20140614 50隻 無照賣狗
動保團體檢

舉

八里區龍米路一段11巷內，發現一間非法繁殖場，鐵皮搭建的違章建築中，僅有兩

排鐵籠，內有4、50隻小型犬，品種包括柯基、博美與長毛臘腸等。

自由時報電子報

蘋果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