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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世界深受疫情影響，動物保護工作更加充滿挑戰，但這完全影

響不了我們努力推動「人與動物健康一體、福利一體」的決心。2021 年

我們持續創造了無數成功改善動物處境，為動物爭取更好福利與權益的

戰績，並為了能真實改善經濟動物處境，動社正式推出「動物福利標章

EAST Certified」，並成立認證及稽核部門，擴大認證物種，以改善更

多包含：乳牛、豬隻、肉雞…等農場動物處境。 

「動物福利標章」驗證制度，除了促進改善牧場的動物處境、增進動物

福利，更可影響人們思考、珍惜食物的來源，瞭解農場動物的飼養、運

輸和屠宰方式等，如何影響動物與其自身的食品安全，進而選擇適量而

不過度的飲食，作出更好的消費選擇。

改善農場動物處境，維護農場動物福利，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台灣動

物社會研究會致力推動「少吃肉」，鼓勵人們盡量減少動物性產製品的

使用；我們也投入改善現存的畜禽飼養、運輸、屠宰等環節的動物福利。

兩條路都在為改善農場動物處境而努力，相輔相成。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是一個全方位投入改善各式動物生命處境的組織，

二十多年來，我們透過法律制定、監督政策，與企業與產業溝通，投入

產業輔導與大眾的教育宣導等，成功改變無數動物的命運，期待您能成

為我們的後盾，支持我們持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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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Naomi Goddard、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   封面圖：We Animals、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https://www.east.org.tw/support/donate_method
https://www.east.org.tw/support/donate_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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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改革—為產蛋母雞爭取更好的福利 !
成功推動農委會修訂〈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

沒有最好的動物福利，只有更好的動物福利—為持續改善蛋雞動物福利，本會

推動農委會修訂〈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標準，成功為蛋雞爭取更好

的飼養動物福利，修訂重點如下 :

 ■ 不可執行「強迫換羽」，且淘汰後母雞不得再被送入籠飼系統續養

 ■ 禽舍應設置隔離病房，提供傷病母雞不受打擾的休息養病空間

 ■ 放牧與平飼的飼養密度由 12 隻 /m2，下修至 10 隻 /m2，減少過度 

密集飼養，避免因緊迫危害動物福利

 ■ 明確規定巢箱地板材質及棲架形式，更符合動物天性與需求

 ■ 放牧區條件規範更嚴格，具體規範遮蔭及躲避設施的大小，有效發揮 

放牧功能

 ■ 「豐富化籠飼」條件調整至歐盟標準，符合國際規範

經濟動物議題

推動政府制定並完備
「友善畜禽水產」法規、政策

|   圖：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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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公告的指南，和本會「友善雞蛋

聯盟」、「動物福利標章」所制定的蛋

雞動物福利標準相比，還是比較低，指

南中最低標準的「豐富籠」飼養，更是

「友善雞蛋聯盟」、「動物福利標章」

不推薦生產系統。消費者買蛋請務必認

明有通過「友善雞蛋聯盟」、「動物福

利標章」稽核的商標蛋品。

保障動物福利非籠飼代碼

O：有機生產 | Organic

F：放牧生產 | Free range

B：平飼生產 | Barn

無法保障動物福利籠飼代碼

E：豐富化籠飼生產 | Enriched cage 

C：一般籠飼生產 | Cage

       沒有噴的怎麼認？

仔細看包裝上是否有標明「放牧」、「平飼」！

由於目前政府僅先指定「洗選蛋」須全面噴印，針對未洗選的蛋品，消費

者仍可認明外包裝是否清楚標示「放牧」或「平飼」字樣，以確保蛋品來

自善待母雞牧場。或是認明本會的「友善雞蛋聯盟」及「動物福利標章」

雙標章，更能保障高標嚴謹的動物福利！

本會繼 2015 年推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法，以利友善生產的雞蛋產品外包

裝能清楚標示友善生產系統，以供消費者辨識及與格子籠蛋進行市場區隔外，

今年更多次與食安辦、衛福部、農委會畜牧處座談溝通，要求雞蛋蛋殼外能比

照歐洲「全面噴印溯源＋標明生產系統」，以保障消費者食物知情權，知道自

己買的雞蛋是來自何種飼養系統。

本會成功推動農委會正式公告「雞蛋蛋殼噴印溯源」，並自 2022 年 1 月 1 日

起由「洗選鮮蛋」優先開始實施以代碼標示蛋雞飼養方式。

?
政策改革—推動農委會制定雞蛋逐顆噴印溯源政策，
從洗選鮮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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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推動農委會制定蛋雞與豬隻的友善飼養規範後，本會歷時 3 年再推動政府制

定〈牛乳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以利產業依循，維護乳牛基本動物福利 

 

█   改善台灣乳牛處境・一步一腳印的歷程

 本會自 2017 年起走訪四大酪農區乳牛場，深入調查台灣乳牛於密集化工業飼

養 下的處境，並於 2019 年 4 月召開記者會公布「台灣乳牛五大痛苦指標」。

呼籲農委會應制定「牛隻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帶動產業重視動物福利。

 

本會並研擬提出民間版草案，與官方、專家、酪農、乳品產業代表討論，在歷

經 2 年數次的會議討論後，終於促成農委會於今年 4 月函告〈牛乳友善生產系

統定義與指南〉，讓產業有所依循，提升改善乳牛動物福利。

 

兩年中與官方、產業冗長的討論過程，以及少數業者對乳牛動物福利標準基本

線的意見分歧，加速本會思考由民間動保組職發展「台灣乳牛動物福利標準」

的決心。我們參考了國內外動物福利規範及科學研究，更親自赴英國最具公信

力的動物福利認證團體 RSPCA Assured 學習，並參觀及認證牧場。透過嚴謹

研究及實地考察，於 2019 年底完成「台灣乳牛動物福利標準」草稿，並向乳

牛專家、酪農場展開公眾諮詢。

 

我們將動物福利標準發展為「台灣乳牛場動物福利評分機制」，列出 11 項動

物福利指標、50 個評分項目，更在農委會協助下，邀請 六大乳品公司給予回

饋意見，並實際到牧場試行評分。終於在 2021 年完成全台第一份公平、公開、

公正的「台灣乳牛場動物福利評分機制」，於 3 月底與「動物福利標章」申請

辦法同步公開。 

 

█  乳牛動物福利規範 對乳牛有什麼影響？

台灣每年約飼養 11 萬隻來自溫帶的荷蘭乳牛，台灣長年炎熱多濕，加上乳牛

多被飼養在工廠化的畜舍裡，讓生活在台灣的乳牛十分辛苦。

 

世界乳業大國如英國、丹麥、加拿大、紐西蘭、澳洲、印度….. 等，早已制訂

乳牛動物福利法規，以保障乳牛「基本」動物福利，同時也有許多大企業及通

路，如菲仕蘭、M&S 等，都制定企業的動物福利政策，要求來源牧場提供乳

牛更好的照顧。

政策改革—
推動農委會制定〈牛乳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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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來國際社會日漸重視「友善畜禽水

產」的推動，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更與全球動

物福利科學家合作，制定相關法規與政策，

呼籲各國政府重視經濟動物福利。但台灣政

府對此議題始終消極以對，導致許多投入「友

善生產」的農漁民，因現行法規是依據「慣

行飼養」設計，要更改畜禽舍以符合動物福

利都困難重重，加上友善畜牧政策不明確，

進而影響農民轉型意願。

本會長期推動「友善畜禽水產」，與立委 陳亭妃共同召開「催生友善畜牧、

水產養殖專法座談會」，邀集產業、專家學者及官方代表等，提出友善飼養所

遭遇到的政策窒礙與困難。座談會後立委要求農委會一個月內成立專案小組討

論平台，納入民間參與，三個月內（2021 年 7 月 7 日前）提出「立專法、修法、

管理辦法修正」等促進動福利之法規檢討。

本會後續參與農委會畜牧處召開的友善畜牧法規平台會議，促使農委會推動下

列事項：

■ 公告「畜牧場主要設施設置標準」修正，納入蛋雞放牧飼養模式。

■ 公告「畜禽飼養登記管理辦法」第 7 條，修正納入友善飼養系統。

■ 預定（111）年度起訂定友善雞蛋生產目標。

■  盤點我國畜禽飼養場對病弱動物之處置樣態，蒐集國際農場動物緊急人

道處理建議或作法，以完備台灣法規及現況之不足。

■  著手進行友善生產涉及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

管理辦法的法規完備修正

本會繼 2009 年調查公布，北中南大型土雞非法屠宰場調查，促成台中大雅、

高雄仁武非法屠宰場關閉，台北、新北、鳳山家禽市場後續申請為合法屠宰場

後。今年本會再度完成台北市家禽市場、新北市家禽市場的殘忍的「活禽交易」

調查，呼籲農委會應盡速停止活禽交易方式，防堵人畜共通傳染病，保障人與

動物健康。

在人口密集的雙北都會區，每天有多達十幾萬隻雞鴨，被塞在狹小的鐵籠中，

從散落在中南部各地的畜牧場被大混雜後，備受折磨的被運送到雙北家禽市場

交易。這種「南雞北運」的運銷模式，不僅帶給動物不必要的痛苦，更增加禽

流感病毒傳播、重組的風險，成為人畜共通疫病的大破口，多數先進國家都已

廢除。

本會於 7 月召開記者會，公布台北環南家禽批發市場及新北泰山家禽運銷合作

社，活禽運輸交易、屠宰的調查影像，要求政府應正視新冠病毒的警訊，盡速

廢除活禽交易制度，建立現代化肉品產銷制度：

 ■ 落實「就近、在地屠宰」

 ■ 落實「屠體交易」制度

 ■ 落實「屠體冷鏈運銷」系統

立法遊說—
與陳亭妃委員共同召開催生台灣「友善畜牧、水產養
殖專法」座談會

全方位改善經濟動物處境—
更多議題調查與行動倡議

調查與行動倡議─
要求停止活禽交易，保障人與動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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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2016 年完成台灣豬隻肉品市場活體拍賣調查，召開「備受折磨的台灣豬 --

讓豬隻活體拍賣走入歷史吧！」記者會。呼籲農委會儘速研議「屠體評級交易」

落實期程。當時時任農委會副主委的陳吉仲公開表示支持屠體評級，但卻遲無

具體政策、目標與配套措施。

2022 年因應美豬輸台，政府編列百億養豬基金，農委會決定投入 20 億元，將

嘉義朴子肉品市場改建為新式屠宰場，導入 HACCP 認證制度，以自動化監測

設備推動屠體分級，建構肉品冷鏈物流系統，將成為全國第一座沒有活體拍賣

的公立肉品市場。

朴子肉品市場現址預計 111 年 6 月停止拍賣、拆除，新廠計畫於 113 年運轉，

未來場內不會再有活體豬隻拍賣。本會將持續推動全台肉品市場改革，廢除殘

虐豬肉的「活體拍賣」制度。

經過好幾小時的日曬雨淋、顛簸車程，許多家禽

在送達目的地前，已在籠內奄奄一息甚至死亡

家禽市場內工作人員將塞滿雞隻的雞籠從貨車高

處向下扔擲

 | 圖：We Animals Media、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推動廢除豬隻活體拍賣制度第二步─ 
農委會設立全國第一座沒有活豬拍賣，改採屠體評級
的示範肉豬屠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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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八成五以上的豬隻在成為盤中肉前，都得經歷一連串運輸、驅趕與活體拍賣的 

折磨！這些近乎虐待的折磨，不僅增加豬隻的損耗率，更讓台灣動物福利跟不上國際

腳步，並影響肉品品質與安全，也影響農民提升養豬品質的意願，可以說「活體拍賣」

制度與民眾對「溫體肉比較好」的迷思，是讓台灣豬肉生產遲遲無法「現代化」的 

關鍵

豬被運抵肉品市場後，往往已是緊迫與疲憊不堪，但牠們得接續面臨充滿暴力的不當

驅趕與分欄繫留。以【電擊棒】驅趕豬隻是台灣肉品市場最常見的方式

本會與國際動保團體—世界農場動物福利協會 (CIWF) 共同行動，要求蘇格蘭

政府停止鮭魚養殖業的擴張，公布蘇格蘭鮭魚養殖場的調查影像，呼籲台灣民

眾一人一信給蘇格蘭政府表達反對擴張鮭魚養殖業，以降低飼養密度、重視動

物福利。

鮭魚是台灣民眾常吃的魚類，工業化密集飼養鮭魚的動物福利、海洋汙染問題

日益受到重視。蘇格蘭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大西洋鮭魚養殖出口國，台灣約有

一成鮭魚來自蘇格蘭。根據 CIWF 公布證據，蘇格蘭鮭魚採海中箱網飼養，除

了無法滿足鮭魚長途洄游遷徙的天性與本能，加上飼養密度過高，易有海蝨寄

生，經常造成魚皮膚受傷、免疫力下降，且密集飼養下魚群的摩擦、衝突也讓

生命無處可躲，常導致鮭魚鱗片及吻部磨損、魚鰭殘破。

而本會自 2016 年起即開始倡議水生動物福利，然台灣的魚類養殖、運輸、屠

宰等動物福利規範仍是一片空白，本會持續推動農委會訂定魚類的人道飼養、

運輸、屠宰規範。

推動水生動物福利，與國際組織共同行動，
要求蘇格蘭政府停止鮭魚養殖業擴張

飼養密度過高導致鮭魚易遭海蝨寄生。

海蝨以魚類身上的黏膜、皮膚及血液為

食，被寄生的魚會遭受疼痛、傷口感染

與免疫力下降等痛苦。 |  圖：CIWF

為提升經濟效率與價值，養殖業者以箱

網將鮭魚圈養在海上，違反鮭魚迴游的

天性。 |  圖：CI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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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疫情，唯有更重視動物處境，才能維護人與動物「健康一體」！繼 2018

年本會成立友善雞蛋聯盟，開始進行蛋雞畜牧場友善飼養的驗證稽核後，為了

改善無數龐大經濟動物處境，與願意重視動物福利的畜牧業者共善共好，本會

今年正式推出動物福利標章，擴大驗證畜禽物種，完成並公告〈台灣乳牛場動

物福利評分制度〉稽核標準，包含 11 項指標，50 個評分項目，開放乳牛場申

請動物福利驗證，邀請農民和消費者一同給動物更好的生活。

11 項動物福利指標包括：畜舍環境及空間、食物及水、熱緊迫紓解、躺臥環

境舒適度、牛隻飼養相關紀錄、泌乳牛疾病預防與治療、繁殖配種與懷孕牛管

理、仔牛管理、病倒牛處理及牛隻疼痛管理、飼養員素質、牧場防疫。

 ■ 深入了解指標內涵

 ■ 認識／申請「動物福利標章」

為利產業提升、重視動物福利，
本會正式推出「動物福利標章」，
除驗證蛋雞友善生產外，
再推乳牛動物福利標準

來自溫帶的乳牛，最適宜生存的溫度是 -5 到 18 度，但高溫多溼、空間有限的台灣，讓乳牛

一直飽受熱緊迫與蹄病、乳房炎等威脅與疾病痛苦。2019 年 2 月，本會深入調查全台四大

酪農區乳牛場，召開記者會公布「台灣乳牛五大痛苦指標」  |  圖：Naomi Goddard

https://bit.ly/34GD7JA
https://eastcertified.ea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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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針對消費者最常接觸的消費管道─超市、量販店，進行「蛋雞動物福利調

查評比」。根據 2019 年通路營業額與分店數，選出全聯、美廉社、頂好、家

樂福、大潤發、好市多 六大通路，於六都抽樣調查，以三項指標進行評比，

呼籲通路企業重視動物處境、食物倫理。促成全聯開始販售非籠飼雞蛋，並於

部分門市設立專區。

【指標一】賣場供應「非籠飼蛋品」占比

 ■  全聯、美廉社墊底  

 ■ 表現最好的是大潤發與家樂福

【指標二】企業是否制訂「非籠飼蛋品」政策、期程

 ■ 大潤發表現最優

 ■ 全聯、美廉社、好市多墊底  

【指標三】賣場是否設置非籠飼專區，並進行顧客溝通與宣導

 ■ 家樂福表現最優、大潤發其次  ，此兩家量販店都已推出自有品牌非籠

飼雞蛋

 ■ 全聯、美廉社、頂好、好市多皆墊底  

持續不懈推動
蛋雞友善飼養

進行超市、量販六大通路善待蛋雞 的評比
召開「疫情當前，誰最在乎動物福利？」記者會 
呼籲通路企業重視動物處境、食物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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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進入三級警戒下，本會倡議企業全面使用非籠飼雞蛋行動仍不停歇。我

們發起線上「和母雞一起飛」行動，要求速食連鎖業者全面使用非籠飼雞蛋。

邀集各領域名人與民眾連署為台灣格子籠蛋雞發聲，集氣響應。

並於疫情趨緩後，持續舉行實體到店行動，我們穿著母雞服裝，代表全台灣

四千多萬隻產蛋母雞，到麥當勞、漢堡王、肯德基、摩斯四大速食連鎖業者門

市，遞交公開信「要求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善待母雞，宣布全面使用非籠飼雞

蛋期程」。

和母雞一起飛行動，獲得多位名人共同發聲

發起「和母雞一起飛」行動，邀請名人參與，
要求速食連鎖業者公布非籠飼雞蛋政策及期程

https://eastfree0511.wixsite.com/flywith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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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持續遊說台灣的連鎖速食業使用非籠飼雞蛋，10 月完成並公布連鎖速食

業蛋雞動物福利評比。評比指標：

 ■ 是否制訂非籠飼雞蛋採購政策

 ■ 台灣落實期程是否與國際多數門市同步

 ■ 非籠飼雞蛋使用現況

評比結果：

 ■ SUBWAY 早在 2019 年即宣布將在 2025 年全面使用非籠飼雞蛋，獲得

第一。

 ■ 肯德基、漢堡王則在今年確定將於 2030 年前全面使用非籠飼雞蛋，名

列二、三名。

 ■ 營收與店數規模最高的麥當勞與摩斯漢堡，雖宣稱在乎「企業社會責

任」、食材來源與消費者健康，卻不在乎上千萬產蛋母雞的痛苦。

本會呼籲消費者發揮影響力，要求企業重視動物福利。

公布國際連鎖速食業 重視蛋雞動物福利評比 與家樂福持續合作，促成家樂福宣布 2025 年起，
量販、超市只販售「非籠飼雞蛋」

本會與家樂福合作，2018 年領先國內通路提出「四大非籠飼雞蛋承諾」：

 ■ 設置非籠飼雞蛋專區

 ■ 自有品牌採用「平飼」雞蛋

 ■ 家樂福嚴選採用「放牧」雞蛋

 ■ 2025 年以前自有品牌商品完全停賣籠蛋

在雙方努力不懈朝目標前進下，家樂福逐一實踐承諾，並在收購頂好惠康超市

後，所有頂好分店也陸續成立「非籠飼雞蛋」專區，其中 Jasons Marketplace

台北 101 分店更在今年六月份停止銷售籠飼雞蛋，成為全台第一家只販售「非

籠飼雞蛋」的超市。在雙方秉持共好心念的持續努力下，更因此促成家樂福積

極宣布 2025 年起全通路只販售「非籠飼雞蛋」。

此外，家樂福主動將店內的茶葉蛋及便當全面改採非籠飼雞蛋，也影響自身供

應商開始用非籠飼雞蛋做產品加工。

本會致力產業遊說，促成通路轉型，帶動更多蛋農、通路、餐飲及加工業者轉

型非籠飼雞蛋，促使大家共同重視人與動物健康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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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更多農民轉型友善飼養，協助全台各地蛋農強化飼養技能，本會今年

分別和花蓮縣友善農牧生產合作社、屏東縣府農業處舉辦二場友善雞蛋聯盟交

流工作坊，數十位傳統籠飼蛋農場參與工作坊，了解轉型平飼、放牧飼養方式

之技術、知識、行銷通路等經驗。

本會與花蓮縣友善農牧生產合作社合辦友善雞蛋聯盟交流工作坊

舉辦友善雞蛋聯盟交流工作坊，
促成更多格子籠蛋農轉型，強化友善飼養蛋農照養技能

終止虐養虐殺神豬
|   圖：We Animals Media、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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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會長期倡議推動下，新竹義民廟義民祭典今年輪值區枋寮本庄參加神豬重

量比賽的豬隻約為 22 頭，相較 15 年前參賽頭數 171 頭，已大幅減少。相較

於活體神豬，以米、麵、沙其瑪、蘋果醋、啤酒製作的創意神豬、創意神羊 

則至少有 10 組，信徒亦獲廟方所頒發的「優等」獎狀。現場供俸米豬祭拜的

信徒表示，「我們志在祭拜，不在比賽」。

以蘋果醋麵線做成二隻創意神豬的信徒表示，15 年前當時爺爺有殺豬公來祭

拜，但今年輪到爸爸這輩，大家都覺得麵線豬和蘋果醋豬，拜完後可以分送親

朋好友更方便。

一位在義民廟附近開公司的信徒，「因為重視動保環保四年前開始用米豬，拜

完的平安米會分送給每位員工，員工的反應都很好」。

本會倡議終止虐養虐殺神豬重量比賽已超過十九年，近年來許多廟宇和信徒的

改變，不只停止對動物的傷害，更激發出意想不到的創意，讓民俗文化得以調

整、創新，以最適合時代的樣貌傳承下去。但只要仍有虐養虐殺活體神豬的狀

況存在，本會仍會努力不懈倡議，直到宗教也沒有虐待動物的特權，尊重生命

被落實。

本會為受虐活體神豬發聲第十九年，促成以創意神豬、神羊祭祀的數量增加！

新竹義民廟所有董事也準備創意米豬獻給義民爺

為受虐神豬發聲第十九年—推動創意神豬、神羊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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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多年來積極倡議動物實驗替代、減量、精緻化 (3R)，推動政府成立「動物

實驗 3R 中心」，今年正值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本會於

5 月份立法院審查「科技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時，遊說立委洪申翰、吳思瑤、

黃國書、周春米、陳椒華委員，提出多項附帶決議，包括：

 ■ 將「動物實驗替代方案、研究倫理」、「動物福利科學」納為國科會掌

理事項

 ■ 改組後的國科會應設置「動物實驗替代、減量及精緻化 (3R) 中心」，或

「3R 專案推動辦公室」

作為跨部會推動實驗動物替代、減量、精緻化的官方主責單位，本會並將持續

推動後續工作落實進行。

現行法規要求進行的動物實驗或測試，

很多已有非活體替代方案或已屬不合

時宜之規定，例如：健康食品的功效性

評估方式仍採動物實驗結果，亟需國家

級動物實驗3R中心來擬訂法規、政策、

研究、驗證等整體國家目標。

大鼠、小鼠等齧齒類是最常見的實驗動

物，2020 年台灣共有 109 家動物科學

應用機構，全年使用了 2020 年共使用

了齧齒類動物達 73 萬隻。實驗動物議題
|   圖：We Animals Media、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1 成功推動政府成立
「動物實驗 3Rs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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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動政府成立「動物實驗 3R 中心」，本會除了立法、政策遊說外，更積

極與學術研究、產業團體溝通，凝聚對於動物實驗 3Rs 替代方案推動策略與共

識。

今年首次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台灣毒物學學會、中華實驗動

物學會合作舉辦【挑戰與地圖—推動台灣動物實驗 3Rs 替代】線上研討會，

邀請到賴清德副總統開幕致詞，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 國家新穎轉譯科學

中心 (NCATS)、整合微生理系統或器官晶片發展的 Danilo Tagle 博士進行專

題演講，以及國內在各類非活體動物實驗替代研發領域有成的學者發表研究報

告，共有來自國內毒理學、實驗動物科學、生醫研發產學研學者專家及相關領

域工作者，共計 700 多人報名。

本會更促成未來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等機構，每年持續舉辦「動

物實驗 3Rs 替代研討會」，以接軌國際先進發展，鼓勵台灣相關替代研究。

賴清德副總統於開幕致詞時表示，發展更精準的跨領域人類醫療臨床前測試體系，同時符合

動物福祉與人類精準醫療需求，將是生醫研究與臨床醫療躍進的關鍵。鼓勵國內研究團隊

發展非活體替代方法，也將透過創新創業輔導能量，協助相關研究成果商品化，取得國際

與國內法規認可。期望未來在跨部會、跨領域技術發展的合作之下，逐步完備國內動物實

驗替代方法的研究環境，推動動物實驗的取代 (Replacement)、減量 (Reduction) 及精緻化

(Refinement)，開啟全新的試驗價值鏈。

Tagle 博士介紹美國 NIH 器官晶片計畫於安全性與功效測試之現況與成果，本會朱增宏執行

長擔任與談並主持討論。

推動跨界舉辦第一屆
【挑戰與地圖—推動台灣動物實驗

3Rs 替代】 線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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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2018 年完成〈檢視台灣「健康食品」動物實驗的荒謬〉調查報告，發現

衛福部健康食品「小綠人標章」產品，竟有 7 成的保健功效宣稱來自動物實驗，

與國際「保健宣稱」應奠基於人體試食結果相反，本會與立法委員林淑芬共同

召開記者會，要求衛福部健康食品保健功效評估應以人體試驗結果為依據，安

全性試驗則以活體動物替代為優先。

在本會與林淑芬委員持續與衛福部溝通下，衛福部今年修正「健康食品之抗疲

勞保健功效評估方法」，將原本「游泳測試」及「跑步機測試」的動物實驗廢

除，全面改為應依人體食用結果為依據。

成功推動衛福部
逐步廢除健康食品動物實驗，
減少不必要的動物犧牲

跑步機測試則是將大鼠置於末端釋放電擊的跑步機上，

「用逐漸增加速度與坡度的方法直到老鼠力竭」，讓大

鼠「落入電擊區中，而經多次電擊仍無法起身往前跑即

判定已經力竭」。圖片來源：網路截圖

圖為荒謬的健康食品保健功效動物實驗—所謂宣稱可以

抗疲勞的保健食品，竟是以白鼠進行「游泳測試」及「跑

步機測試」為證明有效的依據。

在讓老鼠的游泳測試中，每組 8 隻的實驗鼠逐一被放

入踩不到底的水缸中，強迫其游泳掙扎，看哪隻老鼠體

力先消耗殆盡下沉溺死，藉以證明吃了抗疲勞保健食品

的老鼠可以游的比較久。有的研究甚至為了縮短試驗時

間，研究人員還會在老鼠背部綁上鉛絲加重其負擔，好

讓老鼠可以早點溺死，以獲得荒謬的實驗證明。來源／

Smart FST 影片截圖

持續監督
實驗動物管理制度

推動建立實驗動物獸醫師養成訓練聘用制度

動物實驗讓無數動物生理產生缺陷或罹患各式腫瘤、疾病，藉以試驗各類醫

藥，成千上萬的實驗動物因此承受難以想像的身心痛苦，但台灣的動物實驗機

構卻沒有專任獸醫師的設置規定，以專業醫療照護減緩動物的痛苦，並設定疼

痛與痛苦的人道終點。

為此，本會遊說陳亭妃、陳椒華等委員於五月份審查獸醫師法時提出附帶決

議，要求農委會設置實驗動物獸醫師專案推動小組，以建立實驗動物獸醫師之

養成、實習訓練、證照及聘用制度。

█ 本會參與農委會辦理之「實驗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監督查核」，透過實地稽

查及書面審查，監督科學應用機構是否遵守動物保護法規定及〈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指引〉，落實減量、替代、精緻化之 3Rs 原則。

實驗動物的生命品質需有實驗動物專責獸醫師

為其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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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長期主張憲法應保障各族群權益，亦要求國家保護環境生態，尊重原住民

人權，不等於應無限度開放狩獵。三月司法院大法官受理原住民族狩獵聲請釋

憲案將召開言詞辯論庭之際，本會與全國各地動保組織到司法院遞交陳情書，

提醒大法官：狩獵行為不該是任何特定族裔與個人的「權利」，憲法平等保障

各族群文化與台灣生態環境，希望大法官們衡平考量原住民族文化與生態保護

價值，做出有利維護族群和諧與生態保育之決定。

憲 法 法 庭 召 開 言 詞 辯 論 前 夕， 本 會 與 全 國 各 地 動 保 組 織 到 司 法 院 遞 交 陳 情 書。 

圖｜動物保護立法聯盟野生動物議題

保育野生動物，
反對任何擴張獵捕野生動物的行為

前往司法院遞交陳情書 
要求大法官衡平考量原住民族文化與生態保護價值

|   圖：JustinCY (Flickr)

https://www.flickr.com/photos/justin1211/4773709837/in/photolist-2nkXpCW-47Qh5k-GbLouc-2n2WFqV-2gUNaEe-mNWxXr-twVFn-FNP9C-2mW2cHh-3QbNhf-fdDNRZ-UcDvVR-2mfZMQR-21M9SUj-Ddjzo6-2nvS7bn-2nvS7cu-6F6ZVb-6F2RNz-yC5GUj-5UwzCk-zxY3EQ-24bh6HM-8gQvC2-6f3d52-2mVVHok-CR6wBU-2ko4TQk-2ko4TYX-47Umu1-47e7wQ-6f7nPU-ehpn5o-27cY9Ab-2kj4izA-2kj4SGi-2kj4iE5-2kj4iHM-22ohD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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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原住民委員在大法官原住民狩獵釋憲案結果公布前，突襲安排審查野保

法修第 21-1、19 條修正案，要求放寬原住民狩獵限制，除了基於傳統文化、

祭儀之外，可因「非營利自用」獵捕野生動物，且新增禁止使用獵捕野生動物

的工具「鋼製吊索」，但若屬原住民族傳統獵具則可不受限制。

本會和其他動保團體發聲明抗議，呼籲立法院在大法官釋憲結果未公布之前，

不應草率通過野保法修正案，聲明重點：

 ■ 任何人都不應使用不人道的獵捕工具，不該有任何身份例外

 ■ 尊重原住民族文化傳統，但反對「狩獵行為」的過度擴張

█  支持「修法嚴禁販售山豬吊，停止戕害動物」

 ■ 支持林務局所提野保法第 21 條修正建議，採用精準陷阱及陷阱實名制，

建立精準、人道的陷阱獵具之規範，並主張所謂「人道陷阱獵具」應會

同專家學者研商，有科學證據支持。

 ■ 要求林務局應建立農害動物通報捕捉 SOP，且應禁止農害動物作為飼

養、肉用及買賣。

農委會為維護本土生態，宣布移除外來入侵種動物政策，例如綠鬣蜥、多線南

蜥…，卻未訂定人道移除、安樂死的作業規範及移除人員之資格與教育訓練，

導致民眾自行捕捉移除時，各種虐待、虐殺、甚至錯殺動物的亂象叢生，更有

人販售外來種動物供食用，讓動物遭受無謂痛苦犧牲，又增加人畜共通疾病傳

播的健康風險。

本會於 3 月份與立法委員林淑芬召開記者會，要求農委會盡速制定「外來入侵

種動物移除規範」，明定人道移除、安樂死等作業方式，並嚴禁移除動物再進

入皮、肉等商業利用，以避免形成「永續」的產業鏈。

農委會公告綠鬣蜥移除政策，卻未公布人道移除的規範，導致虐待、騷擾、傷害動物之不當

行為層出不窮。圖｜來自網路

抗議原民立委提案修野保法，
要求放寬原住民獵捕野生動物目的與工具

憲法保障原住民權益，亦要求國家

保護環境生態，但尊重原住民人

權， 不 等 於 應 無 限 度 開 放 狩 獵。 

 

圖｜動物保護立法聯盟

推動農委會制定「外來入侵種動物
移除規範」，落實人道移除、安樂
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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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於網路上大肆分享「獵龍經驗」，引發民眾群起效仿。圖｜來自網路

5 月份再度與林淑芬委員共同召開座談會，邀集農委會、漁業署、林務局及其

委託移除團隊，及關心此議題的民間團體與民眾討論，會中做出六項決議：

 ■ 農委會畜牧處、林務局、漁業署應於三個月內召集各縣市動保及野保主

管機關、專家學者及移除工作執行團隊，針對陸生、水生等個別物種，

研擬外來入侵種動物移除之綱要、指引及標準作業程序 ( 或作業準則 )，

並予以法制化。

 ■ 請農委會畜牧處、林務局於半年內，針對虐待一般類野生動物或非犬貓

無主動物行為無法可罰的現況，提出《動物保護法》及《野生動物保育

法》修正草案，彌補法律漏洞。

 ■ 針對虐待一般類野生動物或非犬貓無主動物行為之裁罰，在未完成修法

前，農委會應研議，就動物保護法及野生動物保育法涵蓋不足與執法權

責之分工與整合問題，統一函釋，以利類似虐待案件可依法裁處。

 ■ 請農委會研議訂定「外來生物管理法」。以利從源頭管理高入侵風險物

種，相關資訊應公開。

 ■ 衛福部、農委會應公告並宣導，外來種動物之安樂死、移除與處理，不

可供人食用，以維食品安全及國民健康。

 ■ 針對市售非犬貓寵物，農委會應盤點高入侵風險物種，分類分級加強繁

殖買賣管理。

本會與林淑芬委員共同召開「外來入侵種動物移除規範」座談會，邀集農委會、漁業署、林

務局及其委託移除團隊，及關心此議題的民間團體與民眾討論。



38   2021 重點工作與影響 2021 重點工作與影響    39

■ 若水牛不適合陽明山氣候環境，基於動物福祉須審慎考量逐步進行移地

安置為宜。若牛隻持續存續於擎天崗，需採適當且良好的管理方式，以維

護動物福祉、民眾安全，並設定牛隻族群數量控制。

■ 陽管處應加強牛隻外表健康觀察，如有異常，由獸醫師予以必要診治；

並同步強化基礎調查研究及持續監測牛群數量、結構及分布情形。

■ 建議將刺絲圍全數更換為電牧器。

█  協調台北市動保處為四頭在平等里的水年安排健檢及後續安置地點

1 月份有四頭水牛離開擎天崗，下到海拔較低的「平等里」，由里長及里民提

供暫時安置所。本會請耿葳議員協調北市動保處安排醫療健檢，以評估後續可

能必須面對的移地安置問題。1 月 13 日由中興大學獸醫系莊士德副教授帶領

學生為牛健檢。

監察院認定陽明山管理處設置擎天崗地區之刺鐵絲圍籬決策輕率，提出糾正

█  促使 11 月監察院糾正：陽明山管理處設置擎天崗地區之刺鐵絲圍籬決策

輕率，導致水牛枉死

本會揭露陽明山水牛異常死亡案，促使監察院主動調查此案，在今年 11 月對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提出糾正，認為陽管處 2019 年設置擎天崗地區之刺鐵

絲圍籬，忽略水牛於冬季有遷徙避寒之習性，決策過程流於輕率，致虛耗公帑，

要求陽管處檢討改正。

陽管處後續改善情形：

 ■ 已全面拆除刺鐵絲圍籬。

 ■ 11 月已啟動野化牛隻人道關懷及緊急救護，設置營養補給點，並備妥乾

草、舔磚，及和大型動物獸醫師合作，隨時進行醫療救護之人道關懷作

為。

 ■ 執行野化牛群健康監測與生態調查研究計畫。

水牛健檢情況

救援擎天崗
野化水牛後續

本會參與「擎天崗野化水牛跨領域專家小組會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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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1日
本會與 TSPCA 等動保團體、立委共同召開記者會，反對台南頑皮世界動物園

從非洲史瓦帝尼進口 18 隻長頸鹿及羚羊等野生動物。並公布台南頑皮世界動

物園五大缺失及歷年來飼養長頸鹿的死亡紀錄，要求應優先改善目前園內圈養

動物的狀況，而非進口大批野生動物。

動物展演議題

成功阻止頑皮世界動物園從史瓦帝
尼引進 18 隻長頸鹿等野生動物

成功阻止頑皮世界動物園從史瓦帝尼引進 18 隻長頸
鹿等野生動物

7月 7日
本會和 TSPCA 邀請國際長頸鹿專家再度召開記者會，提出證據呼籲林務局、

國貿局勿助長國際非法野生動物貿易，應駁回頑皮世界野生動物輸入案。指出

林務局審查野生動物輸入案時過於草率，根本無法確認頑皮世界欲引進的長頸

鹿是否為瀕臨絕種的亞種。

記者會並邀請 IUCN 長頸鹿評估報告共同作者、第 18 屆 CITES 會員國大會首

席長頸鹿專家代表的 Fred Bercovitch 線上出席，公布跨國證據呼籲三立集團

停止輸入 18 隻長頸鹿動物，勿成為野生動物盜獵幫兇：

 ■ 史瓦帝尼並無原生種長頸鹿，質疑頑皮世界將輸入的長頸鹿來源是否 合

法。

 ■ 此批長頸鹿等野生動物來自 Big Game Parks，握有史國狩獵法、CITES

所有權限，球員兼裁判，以販售活體動物獲取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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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瓦 帝 尼 Big Game Parks

的長頸鹿據了解多為南非長

頸鹿，且可能有近親交配、

基因窄化疑慮。

圖｜ Big Game Parks 官網

史 瓦 帝 尼 Big Game Parks 

從他國引進犀牛，並倡議以

麻醉方式取得犀牛角並讓犀

牛角貿易合法化。

圖｜ Big Game Parks 官網

本會 8 月 10 日接獲民眾通報，桃園春天農場疑似虐待動物，馬匹餓得奄奄一

息、倒地不起，甚至有馬匹已經死亡。經查春天農場並未取得動物展演許可，

乃違法經營動物展演。農場現場仍有馬匹、雞、鴨、兔等動物，本會與其他動

保團體要求農委會與桃園市動保處立即緊急安置動物，並調查業者違反動物保

護法事證。

經本會及其他動保團體聯繫救援，春天農場飼養的四匹馬送到清境農場之專業

馬場暫時收容，兔子由台灣愛兔協會謝助安置醫療，雞鴨則由農場轉送他人。

本案後續，桃園市動保處依違反動物保護法第6-1條，未經許可公開展示動物，

裁處 10 萬元，業者訴願遭駁回。同時業者將涉及虐待動物致死涉及刑責部分，

證據送交桃園地檢署調查中。

8月 24日
本會多次與頑皮世界代表溝通，促使頑皮世界動物園公開宣布終止此次動物引

進計畫，成功阻止 18 隻長頸鹿及其他野生動物進入台灣。

緊急救援桃園春天農場受虐動物，
要求農委會立即清查
全國違法展演動物之場所與業者

遊客發現春天農場幼馬倒地死亡，其他存活

馬匹骨瘦如材，緊急通報本會及動保主管機

關。圖｜網友提供

春天農場飼養的四匹馬送到清境農場之專業

馬場暫時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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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匹成馬一抵達專業馬場，即享有安全的馬

廄空間，乾燥舒適的墊料及專業的醫療營養

照護

台灣愛兔協會協助，將四隻兔子帶到動物醫

院檢查、醫療並接手後續照顧。圖｜台灣愛

兔協會

兔子安置後受到愛兔協會妥善照顧。圖｜台

灣愛兔協會

其中一匹馬虛弱到無法自行站立，須以腹帶

吊掛支撐，但經過 2 天的專業照護與點滴注

射及醫療後，已能撤除腹帶自己站立、行走

參加農委會召開的動物展演管理辦法修正研商會議，及台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

例納管寵物咖啡廳等相關業者申請動物展演許可評估會議。

寵物餐廳。圖｜鳥語獸躍

參加中央與地方針對動物展演
相關法規、政策的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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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育議題
|   圖：DaugaardDK

參與國際防堵 IUU 漁獲行動

與國內外保育團體聯合發函給日本政府，支持其制定
「特定水產動植物內銷與進口管理法」新法，監管水
產捕撈與銷售

非法、未報告、未受規範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IUU) 的漁業

捕撈行為是對漁業資源永續與海洋生態系最大的威脅之一。為了有效杜絕 IUU

非法漁業行為，海產貿易大國如歐盟、美國都已制定相關進出口管制。

本會與國內外 16 個保育團體於發布聯合聲明，支持日本政府於 4 月公告「特

定水產動植物內銷與進口管理法」施行細則，並將於今 (2022) 年 12 月開始施

行。

此次聲明除了支持日本政府打擊 IUU 決心外，跨國保育組織更提出五大建議，

希望日本政府能逐步採納，更完備漁業監管系統。

台灣輸日海產以遠洋漁獲如

鮪魚為大宗，未來台灣出口

日本漁獲勢必須遵守日本新

法規定，提供確實的漁獲證

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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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農委會將漁業資訊公開議題列入管考項目後，漁業署 4 月 8 日邀請本會召

開「臺灣遠洋漁業管理資訊透明」會議，針對本會完成的「體檢台灣漁業管理

資訊周延與透明度 -- 以七大遠洋漁業之管理作業為例」報告提出與說明。

此調查報告促成漁業署將編列預算及評估資訊技術，建立漁船註冊資訊公開查

詢系統（公共船舶註冊超連結），以利外界查詢。

 ■ 擔任漁業署沿近海漁業管理「白帶魚科學調查諮詢小組」委員。

 ■ 針對漁業署預告「沿近海延繩釣漁船作業管理辦法草案」提送意見，建

議該署評估公告禁捕已由國際自然保育聯盟 (IUCN) 公布為瀕危 (EN)、

易危 (VU)、極度瀕危 (CR) 的「 淺海狐鯊、深海狐鯊、路易氏雙髻鮫 」。

本會擔任漁業署沿近海漁業管理「白帶魚

科學調查諮詢小組」委員，推動科學研究

調查

持續推動
漁業管理資訊公開

推動沿近海
漁業管理機制更完備

路易氏雙髻鮫

針對漁業署預告「鮪延繩釣漁船赴印度洋作業管理辦法草案」提送意見，建議

該署增列應漁船應使用海龜避忌措施，以避免誤捕海龜；漁船轉載魚獲申報表

新增船籍、船舶識別碼及特殊船舶識別碼，讓漁獲資訊更完備。

推動遠洋漁業
管理機制更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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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於 8 月 19 日在台南安平外海查獲「順發 866」號漁船，滿載 62

個運輸籠，共走私 154 隻包括布偶貓、緬因貓、俄羅斯藍貓等品種貓，

農委會防檢局考量防疫於 22 日將貓全數執行安樂死，動物因人為的錯飽

受痛苦與無謂犧牲。

本會與立法委員陳亭妃共同召開記者會，公布現行特定寵物業管理機制

缺失，要求正視現行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的漏洞，本會提出政策建議，

呼籲農委會應建立寵物飼養「白名單」與「黑名單」，限制可販售物種

與品種；建立全國一致的特定寵物業電子通報系統，所有繁殖、買賣、

晶片使用紀錄電子化；核發繁殖許可證應限定繁殖品種，禁止單場繁殖

多種品系；嚴禁販售 4 月齡以下幼犬貓。

同伴動物議題

監督體檢台灣特定寵物
繁殖買賣業法規與制度漏洞

要求從源頭杜絕非法走私犬貓洗白的管道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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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品種犬貓因人們刻意繁殖出不同外觀、特徵，而飽受身體畸形、殘缺之苦，這些涉及「基

因虐待」的犬貓如：摺耳貓、法鬥…等，完全忽視動物福利及動物終生所會承受的痛苦

〈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規定，業者利用種犬貓繁殖，滿一歲以上始可交配，母犬貓每 2 年

生產不得超過 3 胎，ㄧ生不得超過 7 胎。但這些數字都由業者自行以紙本表單填寫，若有母

犬貓被「超限繁殖」，或將繁殖出的幼犬貓數量亂填，再混充進非法繁殖或走私的犬貓，政

府根本無法確實查核

屏東縣春日鄉發生比特犬咬死 3 歲幼童

悲劇，本會與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聯合立委陳亭妃、

吳思瑤、蔣萬安、洪孟楷召開記者會，

公布各縣市「不當飼養犬隻」調查影像，

呼籲農委會正視「不當飼養犬隻」造成

的「人犬衝突與傷害」，儘速公告飼養

犬貓的「飼主責任指引」，並將指引法

制化，各縣市動保機關應加強宣導、嚴

格執法。

台灣常見飼主將狗長期關籠拴綁，只將

狗視為看家、看工廠、看果園的「工

具」，或任其遊蕩、放養成為流浪犬

貓的源頭。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DC）研究指出，無數犬隻攻擊人的

事件，極高比例發生於飼主的不當飼養，

如以鐵鍊長期拴綁犬隻，或將犬隻長期

關籠囚禁飼養。動物因無法有正常社會

化的互動，導致長期焦慮、恐懼，甚至因無法逃離威脅、危險而引發攻擊行為。

被鍊犬攻擊人的機率是非被鍊犬的 2.8 倍，顯示「不當飼養」除了嚴重剝削動

物福利外，更是造成狗咬人的潛在不定時炸彈，讓動物福利與公共安全雙輸。

本會發起「終結不當飼養犬隻全民通報行動」，呼籲民眾若發現有長年被栓綁、

關籠的狗，可拍照記錄後填寫表單回報，本會將向各縣市動保機關檢舉，要求

依法處置。

監督全台因「不當飼養犬隻」造成
的「人犬衝突與傷害」

圖｜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

圖｜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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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到世界級的頭足類

生物專家，也是系統神

經 科 學 家 — 焦 傳 金 教

授，介紹「頭足類動物

的驚奇世界」，頭足類

動物跟脊椎動物一樣會

痛，有思考能力，包括

歐盟、英國皆在研擬在

動物福利法規的保護對

象納入頭足類動物。

在人類刻正遭受嚴峻人

畜共通疫情威脅下，邀

請被紐約時報譽為「台

灣抗疫武器」的陳建仁

前副總統演講，分享「從

人畜共通傳染病省思人

類與動物的關係」。

教育宣導
|   圖：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台灣動物保護學院今年推出
【動社 21 週年】系列講座，

邀請大家一起【為動物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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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多場市集擺攤活動，
推廣動物福利！

參與市集，實際與消費者接觸，推廣動物福利。

參與教育部《動物保護教育－
經濟動物》教材編撰

參加 BuyLocal 消費覺醒 論壇 / 市集，推廣

動物福利！

|   圖：We Animals Media、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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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政府欲推動修憲的時刻，遊說立法院跨黨派委員召開「動物保護

入憲公聽會」，邀請民間團體、學者、法務部、農委會、科技部、

教育部、衛福部等機關共同討論、對話，尋求動保入憲的共識。 

 

截止 12 月底，四黨各有委員提出動物保護、動物福利憲法修正案共八

案，為跨黨派委員最有共識的修憲議題之一。

 ■ 為促使國會更重視動物保護議題，與多個動保組織共同舉辦「優秀動物

保護立委」評選，第十屆第三會期由陳亭妃（民）、洪孟楷（國）、羅

致政（民）、陳椒華（時）、楊曜（民）、蘇巧慧（民）、蔡適應（民）、

林奕華（國）、洪申翰（民）九位委員獲得。

圖｜動物保護立法聯盟

推動動物保護立法運動聯盟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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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決算表

款 項 名稱 合計 總計

1 經費總收入 14,919,519

1      入會費 -

2      常年會費 -

3      捐款 14,834,811

4      利息收入 35,473

5      其他收入 49,235

2 經費總支出 13,761,060

1      人事費 5,080,214

2      辦公費 715,139

3      業務費 6,908,810

4      雜項支出 35,092

5      購置費 207,113

6      年度基金提列 470,000

7      各項折舊費用 344,691

3 本期餘絀 1,158,459

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收入比例

入會費

人事費

常年會費

辦公費 業務費 雜項支出

捐款

利息收入

購置費

其他收入

年度基金
提列

各項折舊
費用

支出比例

50.2%

99.4%

36.9% 2.5%

3.4%

5.2%

0.3%

0.2%

0.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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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價表
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 負債﹑基金暨餘絀

科目 小計 合計 科目 小計 合計

流動資產 16,602,854 流動負債 1,094,157

     現金 47,812      應付費用 1,080,714

     銀行存款 15,475,443      代收款 300

      基金定存 1,035,649      暫收款 13,143

應收帳款 41,676 基金 4,485,160

暫付款 2,274      提撥基金 4,265,218

固定資產 1,034,076      基金孳息 219,942

     辦公室設備 1,755,150 餘絀 12,137,613

     備抵折舊 -721,074      累積餘絀 10,979,154

其他資產 80,000      本期餘絀 1,158,459

     存出保證金 80,000

合計 17,716,930 合計 17,716,930

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其他資產

流動負債

基金

餘絀

資產

負債﹑基金暨餘絀

93.7%

68.5%

6.2%

25.3%

5.8%

0.5%



|   圖：We Animals Media、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eastfree@east.org.tw

02-2236-9735~6 

02-2365-1701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62號3樓之3 

ea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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