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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98 年各縣市補助家犬絕育措施一覽 

整理、製表：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編號 縣市 主管單位 絕育補助措施 

1 基隆市 產業發展處 網站無公告 

2 台北縣 動物疾病防治所 網站無公告 

3 台北市 動物衛生檢驗所 

（一）犬貓絕育 

實施日期：1/1～12/31 

動物：家犬、貓 

條件：已辦寵物登記，有效狂犬病疫苗。 

絕育補助費：公 800 元/隻，雌 1,500 元/隻。 

補助總金額：361 萬 

（二）民間團體辦理街貓誘捕、絕育、回置（TNR） 

實施日期：1/18～12/31 

動物：街貓 

條件：合法申請團體 

絕育補助費：公 1,300 元/隻，雌 2,400 元/隻。（含耳號註記、晶片植入、狂犬病

預防注射、除蚤點藥、絕育手術、術後照顧） 

補助總金額：106 萬 2500 元 

4 桃園縣 動物防疫所 

實施日期：1/1 起 

動物：犬、貓 

絕育補助費：家犬、貓（公 500 元/隻，母 1000 元/隻）；認養犬、貓（公 700 元/

隻、母 1200 元/隻）（註 1） 

開放名額：不詳 

5 新竹縣 家畜疾病防治所 網站無公告 

6 新竹市 產業發展處 

實施日期：6/1 起 

動物：家犬、貓 

條件：已辦裡寵物登記 

絕育補助費：公犬（貓）500 元/隻；母犬（貓）1000 元/隻。 

開放名額：不詳 

7 苗栗縣 動物防疫所 

實施日期：即日起至 6/30 

動物：家犬、貓 

條件：未說明 

絕育補助費：公犬（貓）500 元/隻，母犬（貓）1000 元/隻。 

開放名額：公犬（貓）100 隻，母犬（貓）250 隻。 

8 台中縣 家畜疾病防治所 

實施日期：11 月以前申請 

動物：犬、貓 

條件：寵物登記（可現場辦優惠價 100 元） 

絕育補助費：直接向該所申請或透過簽約醫院申請後，到簽約醫院做絕育手術，

補助金額未說明。 

開放名額：不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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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 主管單位 絕育補助措施 

9 台中市 動物保護防疫所 

實施日期：1/1～12/20 

動物：家犬、貓 

條件：已辦寵物登記及狂犬病預防注射 

絕育補助費：公 800 元/隻，母 1,200 元/隻。 

開放名額：不詳 

10 南投縣 家畜疾病防治所 

實施日期：6/17 起 

動物：犬 

條件：已辦寵物登記 

絕育補助費：公 500 元/隻、母 1,000 元/隻 

開放名額：不詳 

11 彰化縣 動物防疫所 

實施日期：1/1～11/30 

動物：家犬 

條件：已辦寵物登記 

絕育補助費：公 500 元/隻、母 1,000 元/隻。 

開放名額：不詳 

12 雲林縣 家畜疾病防治所 網站無公告 

13 嘉義縣 家畜疾病防治所 網站無公告 

14 嘉義市 建設處 網站無公告 

15 台南縣 家畜疾病防治所 網站無公告 

16 台南市 動物防疫所 

實施日期：自 11/30 

動物：犬 

條件：已辦寵物登記 

絕育補助費：犬隻體重 10 公斤以下免費；10 公斤以上，每 1 公斤，動物醫院酌

收 50 元麻醉費。 

開放名額：公犬名額 200 隻、母犬 280 隻，共計 480 隻。 

17 高雄縣 動物防疫所 

（一）犬貓絕育補助 

實施日期：5/1 起 

動物：犬、貓 

條件：注射狂犬病疫苗、辦理寵物登記 

絕育補助費：母 1,000 元/隻，公 500 元/隻。 

開放名額：第一階段預計發放 330 隻（220 隻母犬貓、110 隻公犬貓）。 

（二）防疫所和菩提護生協會舉辦免費為犬、貓絕育巡迴活動。 

18 高雄市 動物衛生檢驗所 

（一）犬貓絕育補助 

實施日期：2/9～11/30 

動物：犬、貓 

條件：有效狂犬病疫苗與植入晶片完成寵物登記 

絕育補助費：母 1,000 元/隻，公 500 元/隻。 

開放名額：1,000 隻。 

（二）6~8 月在旗津區共辦理 4 場免費貓犬絕育暨狂犬病宣導活動，設籍該區年滿 15

歲飼主，可帶動物到現場，免費絕育、寵物登記及狂犬病注射，預計為 160 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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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 主管單位 絕育補助措施 

19 屏東縣 家畜疾病防治所 網站無公告 

20 宜蘭縣 動植物防疫所 網站無公告 

21 花蓮縣 動植物防疫所 

實施日期：1/1～12/31 

動物：犬 

條件：已辦寵物登記，有效期限內之狂犬病預防注射。 

絕育補助費：家犬（公 300 元/隻，雌 700 元/隻）；中途之家領養流浪犬（公 600

元/隻，雌 1,500 元/隻）。 

開放名額：不詳 

22 台東縣 動物防疫所 

實施日期：5/5～12/31 

動物：流浪動物收容中心的犬隻 

條件：絕育手術及其他醫療費，狂犬病疫苗及其他疫苗費用，晶片植入及寵物登

記，皆可申請，但一定要含絕育手術。 

絕育補助費：依實際單據金額申請，至少超過 1000 元才補助。 

開放名額：30 隻 

23 澎湖縣 家畜疾病防治所 網站無公告 

24 金門縣 動植物防疫所 網站無公告 

25 連江縣 建設局 網站無公告 

上述網站已公布絕育補助政策的 13 個縣市，若確實執行，依開放名額加總今年官方至少會補助 5,250 隻以上的犬貓

做絕育手術。 

註 1：98 年月 1 月 1 日，中國時，C4 版報導。 

資料來源：各縣市主管單位網站，惟桃園縣資料係根據 98 年 1 月 1 日，中國時報 C4 版報導。（查詢日期 2009 年 7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