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物利益與緊急避難法 

摘要 

動物法律地位的提升，關鍵在於是否能夠以主體的地位直接享受利益。本

文認為應肯定作為獨立生命體的動物為「準權利主體」，但其權利範圍須以

人類應負擔的義務為限。緊急避難法作為利益優越原則的體現，在涉及動

物與人類利益衝突時，動物能否單獨享受利益為利益衡量標準建構的前

提。於利益衡量時，首重人類的動物保護義務界限。關於緊急避難法中社

會連帶義務的分配與妨害人責任基礎，亦是利益衡量時不可忽視的要素。 

 

關鍵詞 

動物非物、準權利主體、利益衡量、風險分配、權利義務 

 

 

 

 

 

 

 

 

 

 

 

 

 

 



壹、 緒論 

  為完善動物法益的保護，近年來動保團體致力推動動保入憲以及

動物非「物」的立法改革。但是，由於法秩序是一連串人類的權利義

務關係建構而成，一旦更動法秩序中任何權利義務關係，必然連帶造

成其他法制重大的影響。 

  欲提升動物法律地位，首要面對的問題即是，誰要負擔因此所生

之義務？無可諱言者是，權利與義務為一體兩面，由於動物欠缺人類

獨有的「理性」而無法承擔義務。如賦予動物權利，必然將由人類承

受所生之義務。此時，人類承受的義務範圍，也就是動物的權利範圍

為何？ 

  其次，動物如何享受利益？傳統的動物為「物」的思維，將使動

物的利益附屬於人類，至多僅為人類的「財產權」。惟此種框架不僅讓

動物無法享受利益，反而是由人類享受動「物」之利益。 

  最後，若動物得享受其應有之利益，在法秩序中必然將有與其他

利益衝突的可能。此際，應考量哪些因素，找出何種利益權衡標準，

去檢驗何者的利益更值得保護？人類的利益必然應優先被保護嗎？ 

  動物保護的終極目的，應是讓動物享受應有的權利或利益，絕非

課予人類無限上綱的義務，而影響法秩序甚鉅。本文將檢討現行法已

承認的動物權利為何，並探討動物如何享受所生之利益。最後以「緊

急避難法」為例，從動物的主體性出發，提出實定法上涉及動物利益

的權衡標準。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在提升動物法律地位的同時，界定一個合

理的利益權衡標準，找出動物法益保護以及人類義務的衡平。希望能

敦促落實動物保護，使動物真正享受其應有的利益，而非空有一紙人

類無法兌現的沉重義務。 



貳、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就研究範圍而言，本文以實定法為核心，而非動物權利或利益的

法哲學的爭論。故有關於此部分的論述，本文將不會進行深入的探

討。其次，礙於篇幅限制，本文的「動物」主要限於陪伴動物或野生

動物。最後，緊急避難法在學說上有許多討論，不過本文僅就通說承

認的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並且輔以一些重要的法理基礎進行論述。

對於緊急避難法中深奧的法哲學與學說爭議，將不會進行詳細的討

論。另在利益衡量上，將主要以財產利益作為研究的標的。 

  本文將透過閱讀多篇關於動物權或動物法益的文章，並且參考緊

急避難法的相關文獻，綜合各篇文獻的研究成果，嘗試提供一個全新

的論述，建構有關動物法益的緊急避難利益權衡標準。並且透過實際

案例或是假設的案例，討論動物與人類利益衝突時的緊急避難問題。 

參、 研究內容 

一、 動物非「物」：享受權利的獨立生命體 

（一） 獨立的生命體 

  德國早於一九九○年時，即修訂其民法第 90a 條之規定，宣示：

「動物非物，享有法律上之特殊保護」。而在一九九二年，瑞士亦於法

律上確認動物為生命（beings），而非物品（things）。相較之下，我國

並未於法秩序中明確宣示動物的法律地位，導致動物權利在傳統民、

刑法的領域中，無法得到落實。1不過，雖說如此，已有判決考量現行

社會觀念，認為動物非物，而是介於「人」與「物」之間獨立的生命

體，試圖突破動物僅為「權利客體」的框架。2 

  法院見解值得吾人肯認，蓋動物為獨立的生命體之意義，即在於

                                                      
1
 林明鏘，評臺灣動物保護法二○一五年之修正，月旦法學雜誌，249 期，頁 138，2016 年 1 月。 

2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消上易字第 8 號判決 



動物並非受人類直接支配並享受其利益之物，而可能享有獨立的權

利，確實符合今日社會通念以及動物保護法的基本精神。惟在我國法

秩序中，此種見解僅具拘束個案之效力，仍無法徹底奠定動物的法律

地位，且易導致與傳統法律定性的衝突。 

  本文認為為避免上述問題，應先界定動物的權利範圍，始能維持

法律秩序的穩定，形成法學界以及民眾的共識，而於民法甚至憲法明

確宣示動物的法律地位。 

（二） 人類社會秩序下動物享有的權利 

  法律是一套社會制度，規範人們的權利義務關係。動物欠缺理性

與認知能力，因此並不具有負擔義務的能力。於是，想用法律保護動

物時，被承認的動物權利即成為人類的法律義務。3因此，界定動物的

權利範圍時，應考量人類基此負擔義務的正當性，否則該動物權利必

然無法得到落實。 

  人類社會秩序下的動物權利，必須限於人類得以負擔之範圍，且

須與人類的利益相互衡量之，以決定是否應設定此種義務。其衡量之

標準，在於人與動物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4是以，在人類需

求以及效益主義的考量下，動物福利論者成為主流的觀點。5 

  隨著社會觀念的變遷，人們逐漸接受動物應享有一些基本權益，

產生尊重、保護動物的觀念。例如動物應享有生命權、身體健康權以

及自由權等，甚至有認為動物得享有財產上的權利。6本文十分樂見動

物保護法早已針對動物的生命、健康等權利做出規範，課予人們保護

動物的義務，且有一定程度落實。7也就是說，我國目前已於實定法中

                                                      
3
 李茂生，動物權的概念與我國動物保護法的文化意義，月旦法學雜誌，94 期，頁 158，2003 年 3 月。 

4
 同前註 3，頁 166。 

5
 動物權利論與動物福利論的爭論，即在於判斷應如何對待動物時，人類的利益是否應納入考量。本文認

為法律既是人類建構的社會秩序，必然得將人類的利益納入考量。 
6
 民間有些許將財產移轉與寵物的主張，諸如寵物接受贈與或繼承，甚至要求扶養的可能。 

7
 參動物保護法第 5 條關於飼主之義務及第 6 條及第 10 條一般人之義務與第 25 條以下之罰則。 



肯認動物應享有生命、健康與自由等基本權利，這些權利並未對人類

造成過苛的義務。至於其他的動物權利，則有待社會共識的形成以及

法律體系的磨合，或許有朝一日，動物將得享有肖像權，而由飼主代

理主張侵權行為。 

（三） 動物的主體性：如何享受利益 

  吾人已確認目前法律已經賦予動物的權利範圍大致為何，進一步

應討論者是，動物要如何享受基此而生的利益。倘若人們無法落實義

務，動物無法享受利益，那麼縱使法律明文規定動物權利，不過是紙

空談。 

  利益有分為直接利益與間接利益，前者如本身痛苦或自我意識的

感受，後者則為親人的痛苦或其他成員的感受。8關於直接利益，有疑

問者為動物是否能感受到痛苦？大多數動物雖有感知能力，但並無理

性且無法表達其感受。儘管如此，吾人仍能以人類觀點，合理的給予

其痛苦或快樂的評價。至於間接利益，以寵物而言，飼主因寵物的生

命、身體健康受侵害而生的痛苦即為典型。又或者無正當理由獵捕野

生動物，將減損社會成員對於生物多樣性利益。9 

  法律秩序下利益孰輕孰重，人類利益的考量不可或缺，動物利益

的享受體現於實定法中的利益衡量。本文認為，動物直接利益偏重於

人與動物間的關係，可能得經由「代理」而主張。間接利益則為人與

人或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對動物而言僅是一種反射利益，此際，動

物將難以「主體」的地位享受之。 

  兩者區分實益在於，「主體性的有無」對動物法律地位是否確實提

升，扮演關鍵的角色。亦即，本文認為「主體性」是利益權衡標準建

構的前提，將於下段以緊急避難法為例說明。 

                                                      
8
 陳彥宏，論動物利益的平等考量與衡量，碩士論文，2002 年 6 月，頁 20-50。 

9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 條之立法目的為維護物種多樣性與生態的平衡。 



二、 重新建構利益權衡標準：以緊急避難法為例 

（一） 淺談緊急避難 

  緊急避難係指法益面臨緊急的危險，為救助該法益不得已犧牲他

人利益。欲主張緊急避難，須有緊急之危難情狀，且避難手段應符合

必要性與衡平性。 

  一般認為，緊急避難是優越利益原則的體現，為保全優越利益，

得例外阻卻不法。10因此本文選擇以緊急避難法為例，說明動物利益與

其他利益發生衝突時，利益權衡標準應取決哪些因素。 

  通說認為，得否阻卻違法的標準應有所區分。在攻擊性緊急避難

時，保全之利益需重大優越於犧牲利益，蓋此時將法益的侵害轉嫁至

無辜的第三人；於防禦性緊急避難時，為維護自己的權利不受侵害，

只要犧牲法益與保全法益間非不成比例，即得通過衡平性的檢驗。11 

（二） 動物作為利益衡量的主體？ 

  我國刑法關於緊急避難的規定，似乎限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12又

在動物為物的傳統法律思維裡，動物的利益顯然無法直接與其他法益

相衡量，且很難找出得以合理支撐「動物法益」的論據。因此傳統上

如涉及犧牲或救助動物利益的緊急避難問題時，皆須以「財產法益」

抑或是「社會法益」的形式進行權衡。13曾有判決在處理飼主因救助犬

隻生命而違反交通規則時之主張，即指出寵物之生命至多該當於刑法

第 24 條中的「自己財產」。14 

                                                      
10
 薛智仁，阻卻不法之緊急避難：法理基礎、適用範圍與利益權衡標準，臺大法學論叢，48 卷 3 期，頁

1149，2019 年 9 月。 
11 王效文，刑法中阻卻違法緊急避難的哲學基礎，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26 期，頁 170，2008 年 9

月。 
12 中華民國刑法第 24 條：「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

不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13 蔡承諭，與動物相關的法益－論動保法與野保法中刑事處罰之檢討，台灣林業，41 卷 4 期，頁 60-63，

2015 年 8 月。 
14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5 年交字第 18 號行政判決。 



  本文認為，如果在法律體系中明確的宣示動物的法律地位，賦予

動物「準權利主體」15的地位，即得將「動物法益」獨立出來進行利益

衡量。蓋緊急避難為解決社會成員的利益衝突，社會連帶義務的承受

當然為重要法理基礎。16倘若動物為「準權利主體」，即可認為動物屬

於社會的一員。其權利的行使應透過代理為之，其權利範圍，則應限

於人類於實定法中應負擔的義務。 

  由此可見，賦予動物法益主體性並未牴觸緊急避難法之法理基

礎。因此，我國刑法關於緊急避難之主體，不應拘泥於文字之「自己

或他人」，作為「準權利主體」的動物亦應涵攝在內，如此將能確實反

映出動物法律地位的提升。 

（三） 利益衡量的參酌因素 

  動物的主體性若得證立，動物的法律地位因而確實提升，即得單

獨享受利益。由於人類負擔保護動物的義務，因此支撐起動物法益。

也就是說，在涉及動物法益的利益衡量問題時，人類的負擔義務界限

即為重要的考量因素。另應區分攻擊性緊急避難以及防禦性緊急避

難，蓋合法侵害被避難者權利的正當性基礎，並非完全一致。 

  試以飼主獨留寵物於車內或住宅，而有致死之虞為例。如救援人

員未經飼主同意，即破窗或破門救援，得否主張緊急避難而阻卻毀損

罪或侵入住居罪的違法性。 

  在破門救援案中，所侵害之法益係飼主的財產權或屋主權，所欲

保全之法益為動物的生命。且動物面臨的生命危難係肇因於被避難

人，乃一種防禦性緊急避難類型。 

  法務部認為17，救援人員得否主張緊急避難而阻卻違法，應個案認

                                                      
15 同前註 1，頁 18。 
16 同前註 10，頁 1153-1180。 
17 法務部（107）年法律字第 10703512600 號函。 



定為妥。蓋目前動物之定性尚未明確，建議應於動物保護法增列詳細

的要件18，避免適法性的疑慮。 

  依傳統動物為物的見解，本案涉及飼主自身利益的衝突，僅能依

推測承諾而阻卻違法19。不過，一旦確認動物法益的主體性，所欲保全

的動物生命利益，將可以擺在天平的另一端，與飼主的其他利益作為

衡量，並干預其個人自主。而且，通常優越於飼主的多數財產利益，

因為飼主具有保護寵物的義務，應承擔財產利益受侵害的風險。 

  另假設路人甲發見一流浪貓即將遭汽車駕駛乙撞擊，為避免該貓

被撞死，情急之下搶奪正在停等紅燈之騎士丙的機車並騎車衝撞乙，

致該機車毀損。
20
此時，甲可能得對於無辜之第三人丙，主張緊急避

難。由於該貓面臨的危難並非源自於丙，故本案為攻擊性的緊急避

難，阻卻違法係基於被避難人的社會連帶義務，是路人甲所欲保全的

利益需重大優越於所侵害之利益。 

  在傳統動物為物的定性下，流浪動物的生命安全無法該當於「為

救助自己或他人」的要件，在動物法律地位提升至「準權利主體」後

已足當之，前已述及。至於動物的生命法益與無辜第三人的財產法益

孰輕孰重，應考量第三人是否有義務保護該動物的利益，亦即是否必

須承擔法益被犧牲的風險。 

  本文認為，目前法律僅要求非飼主消極不侵害動物權益，並未課予

積極保護或是免其危難的義務；又動物雖可以認為屬於社會成員，但欠

缺負擔義務的可能。由於動物無法參與社會風險的分配，且「非飼主」

並無積極保護動物的義務，故基於權利義務的合理分配考量，應認為在

攻擊性緊急避難的利益權衡上，無辜第三人丙之財產利益仍優越於流浪

貓的生命利益。因此，本案甲不得據此主張緊急避難而阻卻毀損罪的違

                                                      
18 動物保護法第 32 條關於主管機關得逕行沒入動物之規定。 
19 同前註 10，頁 1180-1182。 
20 類似「為閃避突然竄出之動物而撞毀他人機車」，皆為救助動物生命法益而侵害第三人的財產法益。 



法性，蓋犧牲財產利益而積極救助動物，已超出無辜第三人丙義務界限。

如允許路人甲阻卻違法，無辜第三人丙將無法對之主張正當防衛。 

  綜合以上，當動物的法律地位提升後，動物利益即不再需要附屬於

人類，而能在利益衡量中發揮一定影響。而動物利益與人類利益發生衝

突時，並非一概以人類利益為優先，衡量標準應以人類義務為核心。 

肆、 結論 

  在「動物為物」的傳統思維下，人類與動物的關係，是主體直接

支配客體，並享受其利益的關係，僅受到動物保護法規的限制。在這

樣的法律架構下，動物的利益享受將只能是反射利益，若是動物保護

法律無法被執行，動物保護即成為空談。尤有甚者，動物保護法規外

的民、刑法領域中，動物根本無從享受利益！ 

  動物為「獨立的生命體」的突破，賦予動物享受利益的可能，即

使是在以人類權利義務為核心的法秩序中仍必須受到諸多限制。基於

此種「主體性」，本文在「準權利主體」說的架構下，在傳統的刑法領

域中，將動物利益從人類利益（包含社會或環境法益）獨立出來，擺

在天平的一端直接與人類的利益進行衡量。是故，在緊急避難法中，

關於「為救助自己或他人」的要件，應將動物涵攝在內。 

  由於動物無法承擔義務並參與社會風險的分配，因此就算肯認動

物作為社會成員的一員，亦應將其權益範圍限縮於人類應負擔的社會

義務內。否則，法律若設定人類無法承受的義務去保護動物，將欠缺

實效性而淪為空頭支票。在緊急避難法中，屬於飼主之被避難人，通

常需承擔其財產為救助寵物利益而被犧牲的風險，蓋飼主被課予積極

保護與管理寵物的義務；屬於非飼主者僅具有消極不騷擾以及尊重動

物之義務，故不應令無辜第三人承受不平等的社會風險分配。除非，

該第三人的行為係危難的肇因，始能依妨害人責任合理化第三人之利



益被犧牲的風險。 

  本文認為動物的法律地位提升若要在我國實踐，必須有更多在傳

統民、刑事領域甚至新興的智財領域中的討論，去分析、假設各種涉

及動物權益的情境，提供一些方向供立法者、法學界與民眾參考。思

索用何種方法提升動物的法律地位，不至於對現行的法律秩序有過鉅

的影響而遭致反對的聲浪。如此我們能夠看到更多完善動物權利與保

護的曙光，並且讓動物真正成為「獨立的生命體」。 

 

 

 

 

 

 

 

 

 

 

 

 

 

 

 

 

 

 

 



參考文獻 

王效文，刑法中阻卻違法緊急避難的哲學基礎，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26

期，頁 155-214，2008 年 9 月。 

李茂生，動物權的概念與我國動物保護法的文化意義，月旦法學雜誌，94 期，

頁 155-180，2003 年 3 月。 

林明鏘，評臺灣動物保護法二○一五年之修正，月旦法學雜誌，249 期，頁

136-159，2016 年 1 月。 

陳彥宏，論動物利益的平等考量與衡量，碩士論文，2002 年 6 月。 

蔡承諭，與動物相關的法益－論動保法與野保法中刑事處罰之檢討，台灣林

業，41 卷 4 期，頁 55-64，2015 年 8 月。 

薛智仁，阻卻不法之緊急避難：法理基礎、適用範圍與利益權衡標準，臺大法

學論叢，48 卷 3 期，頁 1147-1221，2019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