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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年本會重點工作與影響 

 整體動物保護政策 

本會長期推動政府制定「國家動物保護政策綱領」，希望政府能依據綱領，規

劃、制定各項動物福利指標暨短中長程推動計畫。農委會今年召開制定各項「動

物福利白皮書」會議！ 

台灣自民國 87 年公告施行動物保護法至今近 20 年，政府從未制訂「動物保護國家政

策」，導致法規、政策長期忽略犬、貓外的動物議題，難以落實尊重生命、保護動物的立

法精神。 

本會於 99 年即提出動保法第 4 條修正意見，遊說立委修法增列「中央主管機關應訂

定動物福利指標，並每年定期公布動物福利白皮書，以定期檢討政策成效」規定。將「動

物福利白皮書」作為國家動保政策的願景與目標，並建立各項「動物福利指標」，以檢討

政策施行成效，並定期檢討調整、資訊公開。 

經立法院邱議瑩、李昆澤、邱志偉等 25 位委員提案，歷經多年審查、協商，終於在

104 年 1 月 23 日三讀通過，於同年 2 月 4 日公布施行。農委會於 105 年開始研擬「動物

福利白皮書」、「動物福利指標」，並於今(106)年 7 月開始進行分組討論會議，分為寵物、

經濟動物、實驗動物、遊蕩犬貓、法制等組，預計年底完成白皮書初稿後，明(108)年上傳

公共政策參與平台廣納公民意見後正式公告，往後每 4 年將修正一次。 

 農場動物議題：推動改善農場動物處境，提升動物福利。 

一、努力不懈！推動「解放格子籠蛋雞」行動！改善蛋雞生命處境。 

1.持續遊說、抗議麥當勞，要求落實全球動物福利採購政策，公布改採動物

福利雞蛋期程。 

本會自 2015 年開始遊說麥當勞公司落實全球動物福利採購政策，停止使用格子籠雞

蛋。2017 年 4 月台灣麥當勞公司轉換經營團隊，本會再度號召社會人士及學生，穿著雞

裝、手持標語，前往麥當勞總部抗議麥當勞持續使用格子籠雞蛋，要求麥當勞善盡社會企

業責任，善待消費者健康及農場動物福利--「解放蛋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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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高層隨後與本會聯繫會面討論，回應「維護農場動物福利為該公司明確的採購

政策」。該公司目前已展開「友善雞蛋採購」評估，本會將持續遊說溝通。 

詳細內容請見：http://east.org.tw/that_content.php?s_id=6&m_id=27&id=624  

 

本會號召志工前往麥當勞總公司，呼籲麥當勞盡速落實全球動物福利採購政策，公布改採動物福利

雞蛋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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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友善雞蛋聯盟」，推動消費者支持「友善雞蛋」、協助蛋農投入轉型。
今年新增二場放牧蛋雞場及三家平飼蛋雞場。 

為提升台灣民眾對經濟動物福利認知，改善經濟動物處境，並推動農民轉型投入友善

飼養，鼓勵消費者支持友善畜牧。本會串聯所有全場轉型並符合農委會「友善雞蛋生產系

統定義與指南」的牧場，於今年正式成立「友善雞蛋聯盟」。 

此外，本會持續推動蛋雞場轉型，今年新增二場放牧蛋雞場及三家平飼蛋雞場。 

「友善雞蛋聯盟」 網站：https://eastfree0511.wixsite.com/cagefreealliance 

 

  

今年新增兩場放牧蛋雞場及三家平飼蛋雞場！分別是：南投森活牧場、新竹三鶯農業生產合作社「雅各

農場」、南投樂寶牧場、雲林松田牧場、雲林菊鳥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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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母親節前夕召開「為六十萬母豬（親）請命」記者會，呼籲農委會跟上

國際動物福利腳步，逐步廢除殘虐母豬身心的「母豬狹欄」。 

猪肉是國人最常吃的肉類，平均每人每年食用量約 38 公斤，近九成都是國產。根據農委

會統計，全國約有 60 萬隻母猪被用來生產仔猪以供應猪肉市場，但這些母猪終其一生都被囚

禁在窄小的狹欄和分娩欄裡。本會於母親節前夕召開「為六十萬母猪（親）請命」記者會，

呼籲農委會提升台灣畜牧產業，跟上國際動物福利腳步，制定政策期程，逐步廢除殘虐母

猪身心的「母猪狹欄」。 

母猪在約莫七個月大性成熟後，就會被關入「狹欄」裡準備「人工授精」。「狹欄」大小

與母猪體型相仿，長約 2 公尺、寬 0.6~0.7 公尺。在「狹欄」內母猪僅能站立、趴下及側身躺

臥，無法前進、後退，也不能轉身。母猪在狹欄內待到懷孕過程的 114 天，即將生產前，又

會被趕往另一個限制行動的「分娩欄」，生產及哺育仔猪。不論「狹欄」或「分娩欄」，都是

以鐵架禁錮、限制母猪的行動，母猪一輩子被囚禁在窄小的空間裡不斷懷孕生子，連放產假

的福利都沒有。 

歐盟自 2013 年起，規定母猪應採群養，禁止全程使用狹欄，只允許在配種後四周與分娩

前一週內使用狹欄，以利安胎及準備分娩。其他時間，母猪應採群養，有充足活動空間，可

以與其他同伴互動接觸，並提供玩具或可操弄物品，以及給予高纖維和高能量的食物(例如麥

桿)，以滿足母猪攝食和咀嚼的需求。 

台灣已有少數養猪場轉型為友善飼養，逐步採用替代狹欄的飼養方式，包括：放寬個別

狹欄空間、懷孕或待配母猪群養等。遺憾的是，這些轉型猪場並不受政府重視，畜產品也缺

乏市場區隔，消費者也無從辨識與選擇。 

相關內容請見：http://east.org.tw/that_content.php?s_id=6&m_id=26&id=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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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農委會制定函告「豬隻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令農民有所依循，
制定計劃鼓勵、輔導農民轉型。 

本會繼 2015 年底推動農委會公告「雞蛋友善飼養系統定義與指南」後，又於今年推動農

委會訂定「猪隻友善飼養系統定義與指南」，6 月 13 日農委會發文各縣市政府、養猪產業團

體、各大專動物科學相關科系，函告農委會繼蛋雞友善飼養後又一針對改善農場動物福利的

措施。 

此份指南內容涵蓋種公猪、種母猪、仔猪、保育猪、肥育猪各個階段友善飼養的規定，

以及動物飼養照護應遵守的原則。農委會除將據以獎勵國內養猪產業朝向友善生產、動物福

利方向轉型外，並將比照雞蛋友善飼養推廣：建立示範戶、配套獎勵並輔導友善畜產銷售。 

遺憾的是，此定義與指南受限於國內養猪產業現況，農委會仍允許種母猪單獨關欄飼養，

但飼養面積必須大於 2.25 平方公尺（約為傳統狹欄面積的 2 倍 -- 原為 0.6x1.2 公尺，亦即

不到 1 平方公尺）。本會將持續推動政府擬訂廢除狹欄的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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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遊說全國最大養豬場－台糖公司全面提升豬隻友善飼養系統，獲台糖公司

四項承諾，全面提升豬隻飼養的動物福利。 

本會與長期關心動物福利的立法委員林淑芬，邀請全國最大的養猪場－台糖公司、農委

會家畜生產科、動物保護科等，共同討論改善台糖畜殖動物福利事宜。台糖公司態度積極於

會中做出四項允諾： 

1.2024 年起台糖公司所飼養的懷孕母猪，將可離開傳統囚禁其行動的「狹欄」，改為可自

由活動的群養（group housing）。 

2.生產與泌乳母猪改用「可調整式分娩欄」，飼養面積至少 6 平方公尺，以符合農委會所

訂「猪隻友善飼養系統定義與指南」（2017）。 

3.台糖公司猪隻飼養管理將遵守「猪隻友善飼養系統定義與指南」，包括幼猪剪齒、磨牙、

去勢、剪耳等侵入性操作，及各項豐富化措施。並以歐盟規範為標竿。 

4.台糖公司猪瘟防疫計畫停止使用犧牲活兔所製造的「兔化猪瘟疫苗」。 

相關內容請見：http://east.org.tw/that_content.php?s_id=6&m_id=26&id=637  

  

2024 年起台糖公司所飼養的懷孕母猪，將可離開傳統囚禁其行動的「狹欄」，改為可自由活動的群養 
（group housing）。 

 

台糖公司猪隻飼養管理將遵守「猪隻友善飼養系統定義與指南」，包括幼猪剪齒、磨牙、去勢、剪耳等侵
入性操作，及各項豐富化措施。並以歐盟規範為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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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糖屏東「泗林種豬(繁殖)場」因違反環保法規，遭縣府停止地下水權，
場內豬隻在酷夏嚴重缺水，經本會發起抗議並介入協調後，台糖允諾將增

加豬隻充足、乾淨供水，並盡速向屏東縣府提出豬舍改建及環保改善計畫。 

本會 7 月底實地走訪台糖位於屏東萬巒的「泗林種猪(繁殖)場」，確認該場遭屏東縣府停

止地下水權，場內 17,000 多隻包括正在泌乳及待產中的母猪、仔猪、肥育中的成猪，在炎熱

酷暑中飽受缺水之苦，不但飲用水不足，畜舍清潔用水亦不足，導致猪隻無法降溫，有些呈

現熱緊迫、中暑現象。 

隨後本會積極與屏東縣環保局、縣府主任秘書、台糖公司高層主管聯繫溝通，希望盡早

解決水源不足問題，維護動物福利。台糖公司在接獲大量民眾陳情抗議後，緊急採用每日槽

車運水，在水權尚未恢復前，供應場內猪隻足夠的飲用水及沖洗猪舍的清潔用水，同時積極

向縣府提出猪舍改建及環保改善計畫，讓場內 17,000 隻猪隻能夠免於缺水之苦。 

   相關內容請見：http://east.org.tw/that_content.php?s_id=6&m_id=26&id=636  

 
本會人員前往台糖泗林種猪場，發現幾乎所有肥育中的猪隻，全身都沾滿糞便，多數猪隻因供水不足，
熱到躺在地上一動也不動、毫無活力，有些猪隻明顯出現呼吸急促、張口喘氣、側躺或躺在糞溝的狀況，
疑似發生熱緊迫。場內工作人員坦承 : 場內猪隻的暴斃死亡數已漸漸攀升！ 

六、持續推動 2016 年的倡議：「備受折磨的台灣豬！──讓豬隻活體拍賣走入
歷史吧！推動農委會儘速研議「屠體評級交易」落實期程。今年農委會已

委託學者到國內屠宰場收集豬隻屠體資訊，作為未來屠體計價公式建立之
依據。 

 

台灣八成五以上的猪隻在成為盤中肉前，都得經歷一連串運輸、驅趕與活體拍賣的折磨。 



8 
 

七、持續推動廟宇改革「神猪重量比賽」。於 2017 世大運期間及全國客家大會

等，以各式行動籲求改革「尊重生命、創新祭拜文化」。 

2017 世大運期間正值新竹義民廟舉行神猪重量比賽，本會配合運動賽事製作「為世大運

選手加油！沒事多運動，不要比超重，」中英文短片，透過社交媒體傳播，並印製「什麼都

可以比就是不要比殘酷」海報，開放店家、民眾免費索取張貼。 

相關內容請見：http://east.org.tw/that_content.php?s_id=6&m_id=38&id=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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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動物議題 

一、本會要求農委會應將《台灣實驗動物管理與使用指南》法制化。農委會回

應本會訴求，已完成《實驗動物照護與使用指引》草案。！未來公告後，

動物實驗的管理將更具體、細緻，且有法源依據。  

動保法公布施行後，農委會 89 年委請中華實驗動物學會編輯《實驗動物管理與使用指南》

作為各機構進行動物實驗，及外部查核之「參考」，但並無法源依據，規範效力甚低。 

本會在 105 年公布台灣以犧牲活兔製造「乾燥兔化猪瘟疫苗」調查報告時，呼籲農委會

應盡速將《實驗動物管理與使用指南》法制化。 

農委會終於在今年底重新彙編《實驗動物照護與使用指引》草案，計畫送動保諮議小組

會議報告後，依法公告。 

二、本會長期呼籲：實驗動物機構應設置專責實驗動物獸醫師，及實驗計畫由

中央審查，以避免各實驗機構「球員兼裁判」情形。農委會同意修訂「實

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IACUC)設置及管理辦法」，要求實驗機構

內部 IACUC 成員應有獸醫師，及非受雇於該機構的外部公正人士各一人。 

農委會於今（106）年 11 月 3 日召開會議，討論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

置及管理辦法修正草案，決議： 

1. 將獸醫師列為各機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IACUC）」必要成員，意即

不得再以現行規定所謂「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動物實驗管理訓練合格之專業人員」充

數。 

2. IACUC 需有外部公正人員參與，且以「不具參與動物科學應用背景人士」優先。 

3. IACUC 需設執行秘書，並需定期接受動物實驗管理相關訓練。 

4. 涉及嚴重疼痛等級及已有動物實驗替代方案之實驗計畫，需經外部相關領域專家提供

意見。 

三、持續推動各項實驗動物替代方案！促使環保署公告「生物急毒性檢測方法

－斑馬魚胚胎半靜水式法」，落實動保法第 15 條之替代原則，以魚類胚胎

代替現行以成魚進行生物急毒性檢測之方法。 

環保署環境檢測方法中，環境生物類「生物急毒性檢測方法」仍有「羅漢魚靜水式法

（2013）、鯉魚靜水式法（2013）、粗首鱲靜水式法（2013）、廣鹽性青鳉靜水式法（2015）」
等 4 種以脊椎動物用於水體之生物急毒性檢測。 

但現行動物保護法第 15 條規定：「使用動物進行科學應用，應儘量避免使用活體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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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之必要時，應以最少數目為之，並以使動物產生最少痛苦及傷害之方式為之。」而國

際上，早已應用「斑馬魚胚胎」於水體與化學毒性測試之替代方法。 

本會遊說立委林淑芬國會辦公室提案，要求環保署盡速研擬公告斑馬魚胚胎檢測方式，

環保署於 106 年 3 月 28 日公告，同年 7 月 15 日生效。未來將監督環保署推廣「生物急毒性

檢測方法」，避免任何不必要的動物犧牲。 

相關內容請見：http://gazette2.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3056/ch07/type1/gov60/num22/Eg.htm 

            

本會要求農委會應將《台灣實驗動物管理與使

用指南》法制化。農委會回應本會訴求，已完成《實

驗動物照護與使用指引》草案。未來公告後，動物

實驗的管理，將更具體、細緻，且有法源依據。 

推動各項實驗動物替代方案！促使環保署公

告「生物急毒性檢測方法－斑馬魚胚胎半靜水式

法」，落實動保法第 15 條之替代原則，以魚類胚

胎代替現行以成魚進行生物急毒性檢測之方法。 

 四、持續推動 2016 年的倡議：《停止不必要的動物痛苦與犧牲----檢視農委會

持續犧牲活體白兔，製造「乾燥兔化猪瘟疫苗」的荒謬與不正當》。促使

農委會修訂《清除猪瘟暨口蹄疫所需疫苗之種類及其管理辦法》，將不使

用活體動物的「E2 次單位疫苗」納為主管機關同意使用之疫苗。家畜衛

生試驗所並將於 111 年全面停產以犧牲活體白兔製造的「乾燥兔化猪瘟疫

苗」，並完成組織培養猪瘟疫苗之設備興建。 

農委會防檢局自 1997 年訂定《清除猪瘟暨口蹄疫所需疫苗之種類及其管理辦法》，規定

農民每年必須幫每頭猪施打猪瘟疫苗，至今已歷二十年「乾燥兔化猪瘟疫苗」是以讓活體白

兔承受巨大痛苦、犧牲而製成。農委會要求農民施打疫苗至今，仍無法像德、英、美、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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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能有效消滅猪瘟疫情，造成農民負擔與動物無謂犧牲。且坊間已有可區別病毒來源、有助

於撲滅猪瘟疫情的「E2 次單位疫苗」上市後，農委會還是持續製造並供應「乾燥兔化猪瘟疫

苗」，以致每年無謂犧牲數千隻白兔。 

農委會轄下家畜衛生試驗所為我國最高防疫科學機關，至今只生產 1950 年代所研發的

「乾燥兔化猪瘟疫苗」 -- 縱使該所於 2005 年及 2011 年已具有生產不需使用活體動物的「組

織培養」疫苗及「E2 次單位」疫苗製造技術；卻仍持續犧牲動物生命。可以說已違反動物保

護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在已有替代方案或產品的情況下，動物科學應用「應盡量避免使用

活體動物」。 

本會與立法委員林淑芬國會辦公室合作，促使農委會修訂《清除猪瘟暨口蹄疫所需疫苗

之種類及其管理辦法》，將 E2 次單位疫苗納為主管機關同意使用之清除猪瘟的疫苗。家畜衛

生試驗所亦將於 111 年全面停產「乾燥兔化猪瘟疫苗」，並完成「組織培養猪瘟疫苗」之製備。 

  

五、本會執行長朱增宏前往西雅圖參加第 10 屆「世界生命科學動物利用與替

代大會」（ＷＣ10），農委會亦指派兩位專家－－國家衛生研究院實驗動物

中心代理主任周京玉獸醫師及中華實驗動物學會秘書長陳燕輝博士參

加。三人並在會議結束後，在美國動保組織協助下，前往多處動物實驗機

構、非活體實驗方法推廣機構拜訪、學習，預計在明（2018）年 1 月 13

日辦理講座，分享此行觀察心得，並邀請農委會動物保護科長江文全共同

對談，督促政府早日設立「3R」中心，推廣、研發非活體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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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演動物議題 

一、為加速動物保護法「展演動物」相關條文修正，提升展演場域動物之福利，

本會邀集台灣動物園暨水族館協會、農委會及動保組織共同討論母法、子

法修正建議。並由蘇震清、蔡培慧兩位委員聯合提出修正案，現已通過一

讀付委待審。 

立法院 2015 年修訂動物保護法，納入「展演動物業」管理條文，但相關文字卻嚴重

限縮規範對象，以致農委會於今（2016）年 2 月 5 日根據母法所公告的「展演動物業設置

與管理辦法」，適用對象被限縮到必須同時利用動物「展演」及「騎乘」之業者，才需納

管。估計全台符合此「條件」的業者大概只剩下屈指可數的「馬場」，甚至可能不到三家！ 

本會於今年透過立法委員蔡培慧針對此項漏洞提出修正案，但展演動物業者對此修正

案仍有疑義，因此修法屢遭阻礙。 

為促進社會對話、溝通，降低社會成本以加速修法，提升展演場域動物之福利。本會

出面邀集台灣動物園暨水族館協會旗下會員、主管機關農委會及關心此議題之動保團體，

召開長達一年且多次的討論會議，共同修訂母法修正文字及後續子法「管理辦法」，包括

展演動物業範圍，業者申請許可、經營管理之各項規定等，尋求三方共識，減少後續修法

的社會成本，並協助行政部門後續能有效執法。目前修法提案已由蘇震清委員及蔡培慧委

員聯合提案，並經一讀通過，付委待審。 

   

本會邀集台灣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農委會及動保組織共同討論母法、子法修正建議，並拜訪蘇震清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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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動物議題 

一、 為促進農民不以傷害野生動物方式進行農作防護，本會遊說立委於審議

「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法」時，提出臨時動議，並獲經濟委員會通過：要求

林務局一年內完成並提出報告。 

1.建置各地保育類及有危害農作物之虞之野生動物造成農林作物及畜牧養殖損害之

通報系統，包含通報專線、負責窗口、通報項目、第三方獨立評估或研究機制等。 

2.鼓勵研發符合動物福利之防治方法、設施或工具。 

3.鼓勵農民使用符合動物福利之防治工具。 

4.協助推廣友善動物農林畜產品，鼓勵消費者支持野生動物保育與動物福利。 

相關內容請見：http://east.org.tw/that_content.php?s_id=5&m_id=25&id=622 

  

二、進行「體檢野生動物通報案件系統與處置問題」調查，並與立法委員林淑

芬召開記者會公布調查報告，要求行政院必須重視自然保育「前瞻計畫」，

建立野生動物救援、檢舉、收容通報案的專業制度、系統。 

小小台灣島，面積僅 3.6 萬平方公里，多樣的地理環境蘊育出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但也由於地狹人稠，野生動物棲地與人類活動範圍高度重疊，除「捕蜂抓蛇」外，各式野

生動物相關救傷、衝突、侵擾等通報案件頻繁。隨著民眾保育意識、動物福利觀念提升，

各縣市政府處理通報野生動物受困、傷亡等案件也日益增加。 

政府面對及處理民眾通報案件，其專業處理人力、流程、經費、救傷與收容系統...等

是否完備，關乎野生動物存活與是否能放歸自然的機會。因此各縣市政府對通報案件的類

型、處置、收容等紀錄是否詳實，除能讓民眾增進對野生動物族群、棲息環境、生態系統

的瞭解外，更重要的是，可作為政府各項涉及道路及國土開發、環境保育、疾病防疫、生

態教育等政策之重要參考依據。 

為促使行政院及各縣市政府重視此專業系統建立，本會展開各縣市處理機制現況調查

盤點，並提出修法與政策建議。 

相關內容請見：http://east.org.tw/that_content.php?id=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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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為本會調查每年野生動物通報案件動物去向比例圖。右為即將生產但遭路殺的斑龜。 

 海洋保育 

一、呼籲漁業署研擬相關配套措施，逐步公告禁捕「鬼蝠魟」、「巨口鯊」、

「大白鯊」、「象鮫」，並召開「大型海洋生物」保育與學術研究策略會

議，研擬相關配套措施。 

本會於 2012 年與多個保育組織共同召開「沒了鯊魚，人類更危險！為大白鯊、象鮫、

巨口鯊請命，呼籲漁業署比照鯨鯊列入禁捕名單」記者會，漁業署於 2013 年 3 月 5 日公

告【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漁獲管制措施】，又於 2016 年 5 月 24 日公告：「鬼蝠魟漁獲

管制措施」。依據二項管制措施，漁民只要捕獲鬼蝠魟、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後，應於

返港後一日內，向相關單位通報。經科學採樣登錄後，始得拍賣利用，違者將處以罰鍰。 

2013～2014 年間共有 4 尾大白鯊捕獲紀錄。巨口鯊至今全世界只記錄到 87 尾，其中

43 尾就在台灣花蓮近海被捕獲，2013～2014 年間並通報了 32 尾，為世界之最，且多被被

花蓮的流刺網漁業所捕獲，地點多在近海。2016 年公告後也接獲漁民主動通報捕獲 9 尾

雙吻前口蝠鱝（Manta birostris）。 

由於噬人鮫（大白鯊）、象鮫（姥鯊）、巨口鯊、鬼蝠魟在台灣並不是主要漁獲對象，

捕獲的個案多是混獲（by-catch）或意外捕獲（incidental-catch ）。這些物種被捕獲上岸，

對於台灣漁業的產值影響非常微小，但是牠們的生態地位卻非常重要。 

鑑於國際日漸重視鬼蝠魟、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的保育，本會呼籲漁業署比照鯨鯊

保護措施，以禁捕為目標，並應召集相關業者、學者等討論「大型海洋生物」保育與學術

研究策略會議，以研擬相關配套措施，例如制定標放作業準則、漁民通報補助等，以鼓勵

漁民協助保育「鬼蝠魟、巨口鯊、大白鯊及象鮫」。最後則應由由林務局公告將之納入保

育類名錄，禁止商業利用。 

相關內容請見：http://east.org.tw/that_content.php?s_id=16&m_id=0&id=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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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漁業署公告【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漁獲管制措施】。（圖片作者：JennyHuang 授權協議：Creative CommonsAttribution） 

 同伴動物 

一、本會針對農委會公告特定寵物業管理辦法草案、寵物登記管理辦法草案，

提出修正建議。 

農委會於民國 88 年訂定「寵物登記辦法」及 89 年訂定「特定寵物業管理辦法」，分

別針對飼主及特定寵物繁殖買賣業者訂定應遵守的規定，以期從源頭控制犬隻數量，但成

效不彰。農委會於 105 年 12 月底公告修訂「特定寵物業管理辦法」草案，及 106 年 2 月

公告修訂「寵物登記辦法」草案，本會分別提供書面意見。 

針對「特定寵物業管理辦法」草案，本會重點意見如下： 

1.特寵業之負責人、專任人員及特約人員若有記錄不實情況需有罰則。 

2.繁殖用犬超過七歲不得繁殖，且應將其絕育。 

3.有關初生之特定寵物應植入晶片規定，須將「初生」定義清楚。 

4.特寵業停、歇業之寵物安置說明書應有制式規格。 

5.針對曾被廢止許可之特寵業者(連續兩次評鑑為丙等)，若業者重新再申請許可後，

應提高評鑑標準為第一次評鑑為丙等即可廢止許可。 

6.應新增繁殖犬隻不得近親繁殖。 

 

針對「寵物登記辦法」草案，本會意見如下： 

1.營利性寵物繁殖買賣業者在特定寵物初生植入晶片時，應一併辦理寵物登記。 

2.寵物登記、狂犬病預防注射登記、絕育登記應整合在同一個資料庫，減少第一線

人員行政成本。 

3. 農委會應公布符合「公立收容處所管理規則」第十七條規定之委託代養個人或民

間團體名單，及符合動保法第十二條之指定收容處所名單，讓民眾了解各縣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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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收容所與民間收容單位合作的真實狀況。 

4. 農委會補助各縣市辦理辦理之家犬絕育計畫，不論三合一、下鄉巡迴絕育等，應

一律植入晶片、辦理寵物登記。 

5.地方政府補助之 TNR 犬隻應植入晶片、辦理寵物登記；或採取植入晶片、統一列

冊管理的方式。 

農委會分別於 106 年 10 月 16 日正式公告「特定寵物業管理辦法」，106 年 12 月 15 日

公告「寵物登記辦法」。 

  

本會調查檢舉非法繁殖場飼養環境惡劣、動物福利無法獲得保障！ 

二、為改善台灣動物處境，本會與路殺社共同推動「系統化全台同步路殺動物

及遊蕩犬貓大調查」。 

為改善台灣野生動物與流浪犬處境，本會與「南投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台灣動

物路死觀察網」共同推動「系統化全台同步路殺動物及遊蕩犬貓大調查」，於 2017 年 7 月、

10 月進行兩次前測，並計畫於 2018 年 1 月正式上線。 

希望邀請想為台灣動物福利、生態保育、野生動物傳染病監測、環境毒害調查等盡心

力的「公民科學家」共同參與！並計劃透過此公眾參與： 

1.估算全台每年動物路死總數量與分佈情形，以尋求改善方法。 

2.監測不同季節及不同年度之間動物路死數量變化（含犬貓及寵物路殺）。 

3.評估動物受路殺威脅程度，積極協助改善受脅物種或大量死亡事件。 

4.了解國內遊蕩犬貓總數量及分佈，做為流浪犬族群控制、狂犬病防疫、交通安全改善及 

  管理政策制定依據，預防各種人、犬與野生動物及畜牧農業之衝突。 

    相關內容請見：https://roadkill.tw/spa-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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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台灣野生動物與流浪犬處境，本會與「南投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共同推動「系統化全台同步路殺動物及遊蕩犬貓大調查」。 

 教育 

   籌備設立「台灣動物保護學院」，並將於 2018 年春季正式開班，課程包

含動物倫理、人與動物關係、法律、社會學、文學、公共行政、生命教育

等不同領域。 

為深化台灣動物保護運動，培養從事或參與動物保護工作之人才、普及台灣民眾動

物福利觀念及意識、建立長期推廣動物保護各項智能與技能的教育基地，本會於今年籌備

成立「台灣動物保護學院」。 

「動保學院」除了開展各式動物議題的課程，提供社會大眾、青年學子多樣性的動

保觀念、理論、知識，甚至技術的學習管道外，更希望推動不同學科與領域的「動物研究」，

帶動華人社會對動物議題關注的廣度與深度。並讓台灣動保運動的理論與實際，能有更多

討論、交流或傳承。 

相關內容請見：https://eastfree0511.wixsite.com/tapc  

 

二、全年舉辦動物福利研習及講座共 7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