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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 2014 年 12 月 26 日發生河馬「阿河」發生跌落道路流淚事件，
《動物保護法》
乃修法並授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立管理展演動物業辦法。本研究以其於 2015 年 6 月
25 日公布之《展演動物業者設置與管理辦法》草案與 2016 年 2 月 5 日公告的辦法為
研究主軸，檢討展演動物業之設置範圍及其管制手段間之關係，以及管制業者手段可
否達到保障展演動物福利之目的。
其中，辦法強制業者繳納保證金，作為處理遺留動物之費用，姑且不論手段之實
效性，保證金之級距以動物數量為基準，其合理性令人質疑。末以，動保團體所提出
之評鑑制度易淪為文書作業，外行人審內行人，徒然增加業者作業負擔，最終僅有華
麗文字或數據可端上檯面，如同國王新衣，無法真正保障展演動物福利。
Because of the Hippo "Ah-he" dropped tears after falling down the road on December
26, 2014. "Animal Protection Act " was therefore amended, and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of the Executive Yuan was authorized to establish means for management of performing
animals industry. This study uses the " A Regulation for the Reg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erforming Animals Industry " the organization noticed on February 5, 2016 as the research
focus to revie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stration scope of the performing animals
industry and the managerial approachs, as well as whether the means of administration in the
draft can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protecting the welfare of animals used for exhibition and
performance.
Moreover, the Regulation imperatively requires industry participants to pay a security
deposit for the expenses of disposing of animals left behind. Regardles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an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fact that the tier of the security deposit i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animals is questionable. Finally, the fact that the system is dominated by layman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becomes merely paperwork will only increase the industry
participants’ burden, which can not truly protect the welfare of performing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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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中天馬牧場園區在運送河馬(阿河)之過程中，未有相關安全防護措施，致河馬從
運送車上跳落地面受傷，引發人民及動物 保護團體對於展演動物福祉之討論。該次修
正即響應民間之聲音及補 足現行法制之缺漏，於《動物保護法》授權主管機關應審查
設置並管理展演動物業者。主管機關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 將草擬展
演動物業設置及管理辦法，原預計於 2015 年 7 月底開始實施，但各方仍有不同意見
未能達成共識，遲至民國 105 年 2 月 5 日發布授權規範。本研究即以農委會採行的
政策工具，檢討展演動物業之設置範圍及其管制手段間之關係，以及草案可否達到保
護展演動物之目的。
目前我國憲法未規定「動物權」
，但參照《動物保護法》第 4 條規定，遴聘專家、
學者、相關機關及立案之民間動物保護團體代 表，研擬動物保護政策、動物福祉指標、
動物福祉白皮書，並每季檢討政策成效。準此，我國以動物福祉為討論動物權益之基
礎，且 動物福祉政策偏重寵物、收容所或經濟動物等之討論居多，鮮少關 於表演或
展示動物之部分。雖然依動物之一般保護原則，其享有之 動物福祉方向應屬一致，但
因動物所處環境或本性不同，細節上著重不同之福祉要求。展演動物係因展示或表演
目的而存在 之動物，關於其福祉之要求重點亦有別於寵物、經濟動物等，且當以野生、
保育動物為展示或表演時，其所受有之福祉政策是否與一般動物有別？其中有哪些利
益之考量？本研究將探討並整理關於展演動物應有之福祉政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 1：本研究之架構

二、

展演動物與展演動物業之定義

於《動物保護法》之修法過程中，關於展演動物及展演動物業定義有諸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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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動物保護法》第 3 條第 14 款規定，展演動物業係以娛樂為目的，在營業場所以
動物供展演及騎乘之業者。然而，依文義解釋「以動物供展演『及』騎乘」
，係指該動
物既可供作展演又得為他人騎乘之，如此一來，即為排除河馬、海生哺乳類動物、野
生猴子、兔子、老鼠等動物為展示或表演之業者，如此解釋之下，使得符合《動物保
護法》規定之業者恐寥寥無幾，更甚者，此似已脫離立法者預設管理業者之範圍。現
實上有以動物展示或表演獲利之業者，所在多有，若未將所有相關業者(像是寵物餐
廳、街頭藝人、海生館、馬場、釣金魚等)均列入管理，是否妥當亦屬本研究探討的問
題。
從實現展演動物福祉之立法意旨而言，是否需特意區別教育與娛樂目的，本研究
以為並無太大實益，就如成語「寓教於樂」之解釋，教育與娛樂本可融合，無須細分
動物園是以教育還是娛樂為目的。況且，我國管理展演動物業者之目的，是為保障動
物福祉，與場域存在目的如何或是否以利用動物達到教育或娛樂目的，並無實質關連。
因此，依展演動物福祉觀點，只要業者有提供娛樂之目的，以營利方式讓動物為展示
或表演行為，基於保障動物權益，即定性為展演動物業而為管理。
關於「以動物供展演及騎乘」要件，
「騎乘」二字在立委提出之版本中已有，但是
當時是配合「餵食、表演、騎乘、釣撈 或展示」行為，是考量不同動物特性之展示或
表演模式，但最 後增訂版本卻只有「展演及騎乘」，造成解釋上疑慮。本研究以 為，
細觀立法過程中，關於動物為所有之展示及表演行為均應 是管理範圍，故可直接於立
法文字中體現出來，至於「展示」 及「表演」型態之說明可交由行政機關研討之，如
此一來可避 免上開疑慮，又能使行政權發揮專業之解釋空間，例如：觀賞者與動物間
有一定距離，僅得以眼神和聽覺感受動物狀態，此舉屬展示；若是讓動物與遊客有肢
體上觸摸或其他身體上互動行為即屬表演之態樣。
另一方面，限定在「營業場所」之業者，是否有排除自然人即有討論空間。本研
究以為，展演動物業不應排除自然人，蓋母法授權並未禁止自然人為展演動物業者，
且自然人亦可以展示或表演動物為職業，如：街頭藝人、流動攤販等。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第 655 號解釋即肯認記帳士為專門職業人員，時任之林子儀大法官亦認為對記帳
士之限制是涉及人民選擇職業自由之限制，而街頭藝人是依各市(縣)政府訂立之管理辦
法申請許可執照始得於公共場所表演，意指其具有專業表演之能力，可向大眾演出並
收取費用，係屬營利為業務類型之一。再者，目前僅有犬寵物須為強制登記，其他動
物則非強制登記，於此，若依農委會見解認為展演動物是兼有伴侶目的而持有，卻非
政府強制管理之範疇，是有漏洞，故基於保護展演動物之目的，自然人所持有之展演
動物是有管理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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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 2：展演動物業與展演動物間之概念圖

貳、展演動物之動物福祉
人類與動物間關係是動物法之核心價值，其確立至為關鍵，而此在哲學上或道德
上向來有爭議 。Bonnie Steinbock 在〈Speciesism and the Idea of Equality〉認為，即使
具感受的動物沒有「權」，並不代表沒有辦法討論動物的道德地位，因為該如何對待
「他」
，並非只取決他有沒有「權利 」
。因此本研究先釐清動物道德地位於「動物權利」
與「動物福祉」觀點下之差別，再進一步以法律觀點研析我國《動物保護法》保護之
客體如何。

一、動物福祉與動物權利理論
(一) 動物福祉理論(Animal welfare)
古典效益主義之父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是動物福祉理論主要的哲
學家。邊沁(1823)認為人類對動物的道德目的是減少痛苦，因為動物能感受疼痛，
所以人類不應惡意或虐待動物，意即感知能力是動物不應被殘忍對待的關鍵。其
後彼得‧辛格(2002)以邊沁的思想為根基，提出「所有動物都是平等」(Equal
Consideration Theory)，以物種具有感覺的能力作為應將其立於平等利益及地位之
基礎，只要能感受到痛苦，就沒有道德上理由拒絕將其痛苦納入考量。更指出，
任何行為所影響到每個對象的利益，都應該受到考慮，並且要跟其他對象的利益
給予相同重要程度考慮；所謂之「平等原則」並非要求平等或是相同的對待
(treatment)，而是平等的考慮(consideration)。
基於每一個體的身體特徵及能力不同以致其所擁有的利益的內涵會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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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若是不顧這些差異而一律給予同等的對待或同等的權利，不符平等原則。例
如豬沒有讀書識字的能力，給豬和兒童同樣受教育的權利是沒有必要的；狗不能
理解選舉的意義，讓狗和人同樣有選舉權也是亳無意義的。平等考量的關鍵是我
們在決定如何對待不同的個體之前，把每一個個體的利益(不論它的利益是什麼)
都考慮進去，對於相同的利益都給予同樣的重視，始符平等原則。簡言之，彼得‧
辛格認為不只有人類在生活中可以表達快樂和痛苦，許多非人類的物種也具有感
覺(setient)，所以在行為或政策上做決定時，人類和動物應該被立於平等的道德地
位(moral status)及利益(interests)考量。
本研究以為，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一書出版後，有關動物道德地位的
意識全面轉變，並引領全球反動物歧視的風潮。但是比起是否承認動物權利，彼
得‧辛格更看重動物的利益是否被平等對待，即在處理人與動物間的利用關係，
不是在乎動物是否有權利或有無被保障，而是動物的利益是否被平等視之。以實
驗動物為例，如果僅有一項實驗可挽救數人性命，而此只需犧牲一隻動物的性命，
那麼這項實驗是正確的，不過彼得‧辛格認為這是少有的情形 。
美國法學教授 Cass R. Sunstein(2015)在「動物的權利」議題上，認同邊沁觀點
─動物的受苦值得受到重視，以最低限度而言，任何讓動物受到痛苦和傷害的作
法，都應該要有足以讓人信服的理由。Sunstein 雖不認同「素食」及「動物自主權」
主張，認為動物在人類掌控和利用下可能會過著基本品質的生活，但也認為人類
應關心經濟動物的生前利益，實驗動物是否真的能夠、或在何種程度上能為醫學
進步提供巨大可能性 。本研究以為，Sunstein 駁斥動物自主權的極端想法，與彼
得‧辛格相同都是以邊沁的「痛苦」理論為基礎，認為重點是動物之「福祉」和
「痛苦」
，也發現人類的利益往往壓過動物利益，都認為在動物對待上應考量動物
之利益。
(二) 動物權利理論(Animal right)
動物權利理論又可稱為地位平等觀(Equal Status View)，以湯姆‧雷根(Tom
Reagen)為代表(2004)，其認為每一個人都能享有相同的權利，因為每個人都是「本
有價值(Inherent Value)」
。雷根的思考方式是援引「康德式」
，所謂「value」義同於
康德的「worth」
，是指擁有利益的個體才具有的價值 (不過康得認為動物不具理性
及意識，牠們不像人一樣能主張或爭取權利，所以人類對動物僅負有間接義務，
有別雷根直接義務之主張。)。
雷根(2004)以本有價值作為個體平等的起點，並認為動物具有自我意識和感覺
能力，與人類相同都是享有權利之主體 。人類不應只考量自身利益或計算最大利
益總和作為利用動物之基礎，強調尊重動物的本有價值才是正義的對待。動物有
其自身的天賦價值與生存目的，超越人類對其所作的價值判斷，故否定人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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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利用動物。
(三) 小結
動物權利與動物福祉並非是絕對對立，其所追求之動物利益方向大體上是一
致，在概念運用上也有重疊的地方，都認為對動物非機器、能感受痛苦、不應被
無理對待，只是在保護程度之差別。當討論人類可否利用動物時，這兩個概念即
可看出差異，動物權利觀較為激進，主張動物具有本有價值，以任何情形都無法
利用動物為最終訴求；動物福祉觀則較保守，認為只要符合人性化(Humanely)之
下，是可允許利用動物為目標 ，亦認為死亡並不會傷害這些動物，動物也不在乎
(care)人類殺牠、吃牠或基於其他目的得利用牠，動物只關心人類如何對待牠和用
什麼樣的方式殺牠。
長期研究動物倫理之近代法哲學教授 Gary L. Francione(2010)傾向動物權利觀
點，認為在動物福祉觀點下即使增加產品銷售的困難度，利用動物之情形仍會持
續發生，雖然在過程中動物受一小時痛苦比二小時好，但完全可以不受痛苦才是
最好最終的方式，也認為死亡對任何具感受能力之生命都會造成損害(harm)。
Francione 採類似廢除奴隸制度的看法，認為動物不應被視為財產(property)，批評
動物福祉某程度上仍將動物視為財產(因為可被人類所利用)，訂立法規範之福祉制
度僅是讓人類在利用動物時更為安心，動物福祉的主張會讓動物(Nonhuman)的倫
理價值低於人類，無法提供動物較完足的保護。
不過，Francione(2010)也知道到要立即改變現況且全然斷絕所有利用動物行
為，這是一件不可能馬上做到的事，為試圖連結激進的動物權利與動物福祉之觀
點，Francione 提出「新動物福祉主義」運動。為了能廢除(abolish)所有的動物利用
(不將動物視為財產)，在短期內最好的方式是降低動物利用及其承受之痛苦，不過
建立廢除利用動物運動才是遠程的唯一(olny)目標 。
本研究認同「動物權利觀」見解，一旦出現「利用」動物之行為，無非即形
成動物為「客體」的地位，不論設有多少規則或限制都無法抹剎其客體之地位，
那些規範只是包裝人類本位主義的美麗衣裳。但是，就法律層面而言，若將動物
賦予法律上權利主體，則意味著賦予動物於憲法之基本權，承認其具有權利能力。
對此，仍有許多的關卡須突破。據此，或可參酌參考 Francione 提出分長短程目標，
為實行動物法律權利的目標─短程以動物福祉觀點處理人與動物間之利用關係，
但長遠的目標仍是要解決動物法律權利所面對之法律問題，並逐步實踐之。

二、展演動物之動物福祉
動物福祉與動物本性及其所處環境有密切關係，討論動物福祉時，須先了解
動物存在之環境及其被利用態樣。展演動物通常是在公開場合為「展示觀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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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活動」之兩大被利用模式，又動物表演多發生於馬戲團，展示動物之行為
則以動物園為大宗，故本研究從外國組織或政策方向，對「動物園」深入探討，
以瞭解展示動物的管制；分析「馬戲團」的動物表演，以解明動物表演管制的問
題，最後提出關於我國展演動物福祉應有之方向。
(一) 動物園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基於保護野生動物，堅持反
對業者利用教育名目對動物進行訓練 ，但現行仍有多數業者持續利用動物娛
樂大眾，故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參考英國世界動物保護協會及加拿大動物園
監督委員會提出「動物園哺乳類動物」提出動物福祉評鑑手冊，以監督和促
進動物園，並提醒社會反思動物園展示之正當性。該評鑑手冊共有 8 個評鑑
查核指標：外觀、行為、空間、地面環境、豐富化設施、遮蔽及隱私、周遭
環境及遊客行為與心態觀察，每個指標都有詳盡之細項欄位提供勾選及觀察
筆記欄位可記錄實況，以便於判定被評鑑之動物園是否符合指標。
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World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簡稱
WAZA) 呼籲各動物園及水族館應積極實現高標準動物福祉，並提供環境以滿
足動物身理及行為需求。WAZA 在 2015 年發表動物園與水族館動物福祉的實
踐策略 ，以科學研究價值測驗動物福祉的實行成效。其中，為能讓現代動物
園實踐動物福祉 WAZA 以系統和結構化方式評估動物福祉，並提出架構─「五
大領域模式(Five Domains Model)」
，分別為營養、環境、健康及行為之四項生
理/功能領域，以及精神狀態的第五領域。在這模式中，「營養、環境、健康」
是一組影響動物心理因素，像是口渴要喝水、意識到痛苦就會避免再觸碰；
而「行為」是另一組反映主觀感受，這涉及到動物對外部的經驗，例如：環
境散發出威脅，動物就會害怕；富有安全感的環境則有信心與樂趣。因此，
這模式提供內部和外部條件如何導出動物的主觀(正面或負面)，綜合作用結果
來評估動物園的動物福祉狀態，亦作為 WAZA 動物福祉策略基礎。
(二) 馬戲團
2007 年，台灣動物保育上有個重大的里程碑，《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
案第 24 條，禁止馬戲團輸入或輸出保育類野生動物活體作為表演之理由。換
句話說，台灣立法禁止了剝削虐待野生動物的馬戲團，即停止野生動物保育
法授權馬戲團合理戲謔動物，台灣將不能從國外進口「動物表演」型態的馬
戲團。
不過仍有國家進行馬戲團表演，紐西蘭的國家動物福祉諮詢委員會認
為，基於確保馬戲團裡的動物福祉標準，馬戲團應建立「品質保證系統(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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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rance System)」，而該系統中應提供團內評估動物福祉的方式、提供適當
且足夠的水、食物、及住所、適合各種類動物之設施、足夠的運動及自然行
為表現、動物健康計畫(疫苗、預防措施)、動物疾病或意外詳細紀錄、繁殖紀
錄。另外，完善的紀錄保存也是該系統重要一環，馬戲團經營者應妥善保存
下列紀錄：動物基本資料、取得動物的日期及來源、每個動物的族譜及繁殖
紀錄、健康及飲食狀態資料、馬戲團的總數量及每隻動物死亡原因、動物轉
出(入)批准紀錄。若馬戲團於保證動物福祉品質之系統健全，足見動物受到完
善照護且福祉狀態良好。

三、小結
依上所述，考量人類為娛樂目的利用展演動物之關係，再綜合前開 WAZA 及
紐西蘭動物福祉諮詢委員會分別就動物園、馬戲團裡動物提出之福祉內涵，本研
究依利用者的「經營條件」及被利用者動物之「基本條件」角度，建構及整理展
演動物的福祉內容。前者要求利用者對於動物之專業，後者則著重在利用關係中
動物的基本條件的保障，兩者間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一) 業者經營條件
1.

業者設立：法人或組織應經我國合法設立登記；個人亦須具備專業表演
執照(如：街頭藝人執照)。

2.

管理紀錄：業者應詳實記錄各動物之所有資料(尤其醫療、來源、動物習
性)及內部管理模式。

3.

專業人員：與動物直接接觸之人須具有維持動物福祉標準及發現動物異
樣能力，且業者應定期安排進修或培訓課程。

4.

場地空間：動物所處之場地或休憩之處所，環境應維持乾淨舒爽且空間
保持得以讓動物自然伸展或轉身之大小。

5.

設備或設施：設置符合動物福祉之設備或有提供輔助動物表現自然行為
之設施。

(二) 動物之基本條件
1.

動物取得及轉移：自他處取得之動物，須確保取得來源之合法性及人道
標準，且接收轉移之業者有足夠之能力(專業人員及硬體設備)得以照顧該
動物，尤其動物屬野生保育類動物之情；動物轉移至他處時，應將該動
物的相關資料一併移交，並確保他處有足夠能力接收該動物。

2.

日常生活：動物應有足夠的食物、營養、水；充分且適當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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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然行為：有足夠的場域、時間、設施可讓動物表現自然行為，保持動
物本性(如：群聚行為)。

4.

展示方式：展示之場域須符合各動物之生存條件，且須有設置動物的隱
蔽空間，並確保旅客與展示動物間之安全距離，禁止非專業人員任意接
觸動物。

5.

表演及訓練：禁止以「飢餓」及「處罰」等造成動物痛苦之方式訓練，
須以動物之生理及心理狀態個別評估各動物訓練表演之工時及程度。經
觀察發現動物有無法適應之情，應立即停止訓練或表演；生病或受傷之
動物非有獸醫師准許，不得進行訓練或表演。

6.

動物運輸：除須符合動物運送管理辦法規定外，駕駛人或隨同陪行之人
應有能力處理運輸途中動物發生的緊急狀況；動物應在可以伸展及轉身
空間之運輸籠中並放置於運輸車輛之拖櫃中。若長時間之運輸旅途，應
定時查看動物情況並記錄。

7.

專業醫療照護：當動物有生病或受傷時，應立即有獸醫師之專業照護，
且有獨立空間為休養。除節育手術外，不得對動物施以不必要之醫療行
為或手術。

8.

死亡或釋回：應詳實記錄動物死亡原因。經獸醫師診斷後，基於解除動
物痛苦之目的，始可對動物施以人道處理。依 RSG 組織提出之具體準則
判 斷 可 否 將 動 物 釋 回 自 然 界 (RSG Guidelines for Non-human Primate
Re-introductions)。

再者，本研究以 Broom 教授(2006)定義動物福祉─動物對環境的生理與心理
之調適為基礎，提出外在環境對動物福祉的影響。動物福祉的判準可從動物的「心
理」、「生理」與「自然」層面分析，不論是哪個層面都應被要求符合動物本性需
求(natural need)。以猴子為例，其最低動物福祉標準是給予猴子足夠飲食(生理)、
有樹可以攀爬(自然)、有同伴相隨、足夠空間活動不受精神壓迫(心理)。當人類利
用猴子時亦應該提供這些需求，若該猴子面對外界環境或是人類給予動物生存狀
態的挑戰或限制越多(如：沒有豐富設施表現自然行為、長期拘禁、無法正常飲食)，
造成猴子難以調適，此時越容易使動物福祉標準導向不良。相對地，若提供越能
符合其本性需求的環境，動物越不用適應外在的挑戰或限制，充分表現其自然行
為並與人類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顯然其動物福祉標準越是良好。
據此，動物福祉的好壞端視於動物對外在狀況(包含環境與人類的對待)關係間
的調和結果，若調和無法達到平衡而造成動物有所犧牲或痛苦，動物所受之福祉
是惡劣的，此時需要增加保護手段甚至轉移新環境，以保護動物福祉；反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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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和結果是正面，動物能自然展現行為且主觀表達善意時，即見此時的動物福祉
標準為良好。

外在條件
挑戰 限制
高

依三項標準
符合五大自由
最低動物福祉標準



☺

動物受傷、生病或感到
痛苦、沮喪、低落。
業者：瞭解因素.原因
實行改善計畫。
政府：督促是否改善。

動物福祉

低

動物身體健康、活力充沛、積極、自
信、安全感，充分表現自然行為。
業者：如何再為提升標準。
政府：監督有無低於標準線。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3：動物福祉標準與外在條件之關係圖

參、管制展演動物業之可行與方向
我國法制中並非無實現展演動物福祉之規範，本研究將整理散見於各體系之法
規，並檢討其是否以展演動物之保護為內容：

一、擬定專法之必要性
由於是業者為娛樂目的利用展演動物進行演出，故基於其間之利用關係，業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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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動物的福祉保障負有實踐的直接義務，但是在《展演動物業設置及管理辦法》訂
立生效前，業者對於展演動物的福祉實踐僅多是道德上義務要求，農委會無直接管制
展演動物業者之法規依據，以管制手段實踐其福祉標準，更甚者，農委會根本未能掌
醛現行展演動物業之現行經營情狀，即使發生虐待展演動物或損其福祉之事件，僅得
依相關的《動物保護法》或《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要求業者改善，足見展演動物的
福祉並未真正落實。
有認為《野生動物保育法》相較於《動物保護法》係屬特別法，若客體為該當野
生動物時，應

先適用《野生動物保育法》
，其中有關規範野生動物之保育、輸出入及

管理方面，雖有明訂保育類野生動物有條件為展示及表演，但就其他一般類野生動物
應如何為展示方式則未有規範，故關於一般性野生動物的保護仍應適用《動物保護
法》，

《動物保護法》又未規範動物展示或表演之福祉特

公立動物園相較其他場域設置

性，顯見係有漏洞。

重展示動物的福祉要求(動物生存的環境應通

風、舒適；動物醫療照護；環境的豐富化保有動物之自然行為；動物來源合法性等)，
不僅將展演動物福祉列為施政重點，亦於年酒及保育研究計畫中持續研討動物福祉之
實踐成效。
我國目前一律禁止以保育類野生動物為展示或表演，但對於其他動物之展演情形
卻漏未規範，雖然於各領域中訂有相關組織設立標準，不過多是設立程

、業者管理

規範等行政設置標準，未有進一步說明動物本身的福祉標準，導致展演動物的保護僅
得依《動物保護法》處理。農委會就民眾檢舉國內某私立動物園發生動物不當

養管

理案件，亦回應依《動物保護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處理 即為一例。基於不同目的利
用動物之態樣，動物所受之損害及福祉實現不同，酀僅有《動物保護法》的一般保護
規範，

未能完足實現展演動物之保護。況且一般性保護規範多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方

式立法，亦造成解釋上討論，較難有一致性之標準，故為補足現行之缺屺並實現展演
動物福祉，訂立專法規範顯然是

在必行。

二、各界建議採行之管制方向
社團法人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TSPCA)就展演動物之福祉規
見相關外國法規，

格要求第一

制手段之實效性等。而

及照護要求可參

動物管理人員之專業性、與獸醫師之配合及政府管

灣動物社會研究會除為實現展演動物福祉而要求業者義務

外，也主張業者應事先提出營運計畫書及保證金，事後應定期接受評鑑，以確保展演
動物之福祉標準。
有業者認為母法已明確定義「展演動物業」
，若
之

，又動物園或其他展示

意

大解釋有

反法律保留原則

養動物是基於「教育」目的，非娛樂之目的，應不受草

案之規範。多數業者質疑制定保證金之依據及目的，並指出如此管制無異提高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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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剝

業者生存空間。反觀動保團體則樂見農委會限

降低業者利用動物展示或表演之意

展演動物業之申請資格，

，亦肯認農委會提出之管制手段，也要求主管機

關須進一步加強監督方式(評鑑或提高保證金金

)。據此，顯見討論立法

段時對於「是

否列為管理」及「該如何管理」想法歧異。
本研究以為，回

最

之立法根本精神，設置並管理展演動物業之目的，是為實

現展演動物之福祉。因為「阿河事件」而引發大眾對展演動物福祉之關
政府管理展演動物業者，達到保護展演動物之福祉標準。又自
立委於

團協

，所以要求

屰解釋觀之，

中表示所謂「展演」即指展示與表演二種 ，另

美

守中委員亦說明授權

由農委會訂立管理規範是因為教育部或其他酀位所審核之場域設置均未涉及「動物保
護」規範，僅有行政管理之申請程

或要件，並無任何規定處理動物福祉，因此這

漏須由農委會訂立之規範補足之。於此，本研究以為不論是以何種目的利用動物，只
要有以動物為展示或表演之動物園或觀峒遊樂者，均屬立法者當

為管理之範疇，

管理主要內容並非著重如何設置規範，而是展演動物福祉之實現。

、評析《展演動物業設置及管理辦法》
農委會訂立管理展演動物業規範，期以

過行政管制業者方式，達到保護展演動

物基本福祉標準之目的。此公告的版本與先前預告草案內容也調整多處。本研究完成
時

未通過《展演動物業設置及管理辦法》(以下稱本辦法)，正值該法草案預告

段。

因此有一併檢討預告草案之規範內容。
依《動物保護法》第 3 條第 13 款的文義解釋，卻無法
即使

立法者所

管理之對象，

及既往適用，引發問題之天馬牧場都可能非在該法管制範圍。在預告草案版本

(2015 年 6 月 25 日公布)中有納入觀峒旅遊業、休
反法律保留原則，故其後已遭
物業者，應有

農場業者及社會教育機構，但顯已

除。此外，該法草案第 3 條規定：
「申請經營展演動

定營業場所，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一、依觀峒遊樂業管理規則第

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經發給觀峒遊樂業執照之觀峒遊樂業者。…」。要求觀峒旅遊業、
休

農場業者及社會教育機構範須係「合法設立」及「

定營業場所」之要件，本研

究以為雖是增加法所未有之限制，但依限制營業自由之中度
條非屬

憲之限制，且該限制是提高展演動物業者之門

讓照護展演動物之資源得以

憲審查標準，草案第 3

，減

展演動物之利用，並

中，以符保護動物及實現動物福祉之目的。

《動物保護法》第 6-1 條授權辦法以執照核發，作為管理業者之手段， 念
醶提到此種管制往往是以「結合全體的共同意

，

式出現，目的是要

息，使大眾減少

出某一種「門

品質」

個體行為」這種

體公

(2006)
的方

酦成本，另一方面

對業者經營能力與動物福祉亦獲得相對認證。然而，在審查執照所需之文件資料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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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執照後農委會之管制手段，是否能達到實現展演動物福祉之目的，將於下分析之：

一、提交申請取得執照
本辦法中雖有規範業者申請資格、核發酀位、營運計

書之內容，又要求業

者提出展演動物之相關保護措施，確保業者了解展演動物之福祉標準。但對於展
演執照核發之標準卻屃之
法中顯已

，本辦
如，預告草案版本之第 4 條明文規範「經核准」

除核准字眼，顯然業者只要有申請即可取得執照。本研究以為，即使

個案上展演動物所要求之動物福祉標準不一，辦法中仍應訂立概

性之標準，如：

展示或展演動物應享有「五大自由」權益、環境應保持乾淨、舒適或空
規範性文字，保有個案上適用之

性，又可

流通等

明執照核准之動物福祉標準。

本辦法第 13 條規範展演動物業者取得之執照不得超過 5 年期限，意即部分業
者會取得 1 年、3 年或 5 年不等期限之執照，執照年限雖屬行政

量範疇，但此立

法模式之目的與標準如何，令人費解。綜觀我國其他法規，
《引水人管理規則》 及
《

重

規則》 有相似立法方式，是經國家考試認證後，每 5 年更換一

次，無需再經過換照考試，申請換發時，僅繳驗最近 5 年內醶擔任引水人 1 年以
上職務證明文件即可 。展演動物業者是經申請審查核准，換發執照時，仍需再提
出相關資料經核准後始得展

，且每次期限不超過 4 年，足見二者之管理模式不

同，難以參酌；而後者規範有明定考量證書期限之因素，故為此管制方式。據此，
本研究以為展演執照之期限應有明確之期限，否則亦應說明影響執照期限長短之
基礎與標準，於規範上始足明確。

二、人員設置與定期申酒
本辦法第 6 條規範動物經理人員，主要工作是負
尭

及安排日常各活動及維持籠

等範圍

生整

照顧展演動物，包

餵

、

，動物經理人員往往是和動物最

近的人，需有知識基礎、細心與觀察力，能於第一時間察覺展演動物異樣並通知
療，所需之專業性不
理解。除了資格

於獸醫師或其他專門

選外，應與獸醫師及

牧

術人員，因此要求任職之資格，非難為
師或水產養殖

師相同，訂立規範要求

續教育或培訓課程，以確保動物經理人員之專業度。
本研究以為，《動物保護法》應參照實驗動物規範授權子法設置照護委員會或小
組，而主管機關可依草案第 6 條之專家學者資料

中挑選委員，組成展演動物照護委

員會或小組，該委員會或小組可編著管理人員訓練教

、

酀位之動物福祉項目，定期公開查核結果，此方式不僅可
避免球員兼
準之依

對疑義解釋及審核監督各
補前述專業性不足之缺漏、

判之問題，該委員會或小組之議決可為各業者酀位判斷展演動物福祉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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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應每

紀錄展演動物之一般事項、每季

動物管理表及每年

自我評估

表，該文件紀錄資料保存 10 年。本研究相當認同動物日常生活之紀錄，一方面參照紐
西蘭國家動物福祉諮詢委員之「品質保證系統(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要求業者應
定期紀錄展演動物之基本資料、疾病與來源等紀錄，另一方面業者可

過記錄更能掌

醛展演動物之習性、生理及心理狀況，以具體反應其動物福祉。但是，動物管理表中
動物數量之欄位卻未就動物死亡因素未詳實說明，實屬未當，蓋動物死亡之因素，可
判別展演動物福祉落實之問題何在，以避免下一個動物深受相同之傷害，故了解動物
死亡原因是相當重要的事。
細觀自我評估酒告之具體項目，是業者依各面向自我岌分數之模式。以營運計畫
書類別為例，提問：
「我工作地方的動物展演(展示)行為，符合營運計畫書之規 。」，
業者有 2 分到-2 分級距可選擇。對於該提問不僅不明確，且就如同「
「開車是否應

讓行人？」般的道德考驗，實

選-2 分選項表示：「沒

難期待業者會高標準道德

我就是未符合營運計畫書之規畫」，

道德標準自我評估，那麼又

可以

會發生展演動物福祉尨

？」
、
實公開勾

鄔若每位業者都具高

之情。

三、保證金
行政機關向人民收取保證金之方式有二：行政
政處分形式是依行政程

之

定 、行政處分之

法第 93 條第 3 款規定，行政機關於

量處分時，得以「

擔」方式命繳納保證金 。主管機關核發展演動物業者許可執照係屬
非與業者合意訂定行政
後續安置作業，強化業者對

款。行
負

量性行政處分，

，故得基於動物保護及保障動物福祉，為使動物受到良好
養動物

主

任，以行政處分

款命業者繳納保證金。

原先預告草案第 10 條與本辦法第 5 條均明文規範展演動物業者應繳納保證金，且
其屬執照核准之要件之一，實與行政處分「
為執照核發之要件，此規範即有

負擔」形式有別。草案將收取保證金作

反法律保留疑慮，蓋除

於財產權限制仍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只是標準較為
權草案訂立保證金收取，草案第 10 條

法外，我國釋憲實務對
。因此《動物保護法》未授

自規範保證金收取，係有

憲疑慮。

再者，預告草案版本第 10 條依動物數量分級要求業者繳納保證金，直至業者執照
經廢止後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
作為收取保證金金

還保證金。該制度引起業者反

之依據，實過於

，像是展示小

，有認為依動物數量

魚業者之保證金金

計算，又有認為不一定要向業者收取保證金，參照營利性野生動物
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要求業者提出停業、

養繁殖

該如何
加工

業時遺留動物處理計畫及

動物處理切結書即可。
本研究以為，主管機關收取保證金之計算依據以動物數量為基準，確實有討論空
間。本研究

斷原先預告草案未將母法的「展演及騎乘」之要件考量進去，想要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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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魚類。不過即使如此，我國地理環境豐富，所有
示之動物，存有之動物界
33 公尓之

里動物門 4182 種動物 ，小至 10 公分之小

，足見物種之

置大鄊地區

里動物都可成為業者展演或展

及多樣性，實與《

員許可及管理辦法》 管理峊

灣地區

魚，大到超過

主境外

人數制度有別，故

以數量

斷。另草案第 10 條所採之級距依據如何，亦未為說明，何以 99 隻小
所需之保證金同等，其二種類之動物都僅須新台

用及接駁
分

魚與 99 隻

足以尟屃將來業者不處理

30

時，行政機關代為處置之費用。據此，本辦法公告時即改變保證金運作機制，改以五、
隻的級距，收取保證金。
即使行政管制實務上，常以繳交保證金之方式管理業者，但仍須符合法律保留原
則，且在手段上應再為細
展演動物依生物

化。

管

灣物種

，仍可依生物類別區別，故或可將

、目、科、屬、種類別區分作為保證金級距依據，較為妥適。一方

面可依動物本性及照護成本考量保證金數

，以落實展演動物福祉並符合比例原則；

另方面較能令業者信服，以避免發生展演相似物種動物，卻繳交不同保證金數
形。除要求業者提出安置計畫與交保證金外，亦可參照《營利性野生動物
加工管理辦法》

的情

養繁殖

切結書，確保展演動物將來之福祉實現。

四、評鑑制度
我國不少領域是以評鑑作為提
醫評會等，但實行至

品質或監督之手段，如 2006 年開始之高教評鑑、

相關檢討和質疑之聲

從未停息。

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指出

以「獨尊 SCI、SSCI」、「計算論文點數」方式評鑑高等教育學者的表現，高等教育已
日益「產業化」和「市場化」 。根據

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

大學老師及行政人員對這個評鑑制度

現負面看法，其中 8 成 9 教師認為評鑑

重

教學和研究。高教工會指出，評鑑委員太過主觀、缺局專業，既無法在短期內了
解系所的現況，也無法對系所面對問題和未來發展方向提供確切意見；有近 4 成的大
專教師認為這種評鑑是酀
職員的時間；2 成 5 受
硬

的表面功

者痛

由外部監督提

書作業，且讓人

者認為評鑑應廢除、取

酚評審委員，

或停止 。據此，評鑑制度

品質，但若未能掌醛評鑑方式及專業性要求，

容易淪為文

病外行人審內行人，使得增加業者作業負擔，更無法實質控管業者

經營情形，最終僅有華麗文字或數據端上檯面，如同

著新衣的國王。

就過往之經驗發現，評鑑制度無法完全掌醛受評者之實
過度重視書面而

費國家的預算和系所教

評鑑變成作文比 、形式主義，甚至需要

學生配合演出等；3 成 3 受

雖然可

，不僅沒有意義，也

略實

觀察。為解決實

運作情形，主要因素在

觀察之困境，農委會或可機動性屦

動保團體或專家共同合作，組成評鑑小組，

自前往各業者處所查核動物福祉及照護

情形。而組成之成員須過屜數為民間動保團體，蓋我國動物保護團體是一群
的人所聚

，他們

意不尟

地

民間
護動物

心動物權益，監督動保科或動物檢查員是否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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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亦長期研究動物議題，就連草案之起點都是他們去遊說委員
保團體實質的審查權，成為評鑑小組成員一峏子，或可節

動，若真正給予動

行政資源，降低外界官

勾結之批評。
但是，參照特定寵物業者於《動物保護法》第 22 條之 1 規定授權訂立《寵物業查
核及評鑑辦法》中，規範每 2 年 1 次為評鑑，並由聘請之專家學者及動保團體協助加
強寵物業查核，發現受評業者的問題，給予業者建議，並限期改善評鑑缺屺，促使業
者改善寵物

養環境，增進動物福祉。

此看似美好制度下，卻有被評為「
寵物繁殖紀錄表、寵物

等」之寵物業者表示，評等主要查核許可證、

紀錄表與寵物醰尴使用情形表，因為是看文件，所以評鑑

結果不見得能反映業者的照顧情況，有些業者動物照顧得
格沒

好，評等就往下

好，但因許可證沒

。業者更直言表示，行政機關查不到非法業者，

接受檢查之業者也沒因評鑑良好而獲得任何助益 。顯然

使

，表
登記且

各專家或動保團體參與

評鑑，仍無法達到評鑑效果，此無法達到確認動物福祉目的之制度，又讓業者

費成

本製作之評鑑結果，該如何讓人信服。在評鑑特定寵物業都無法發揮評鑑效果，又何
以期待評鑑展演動物業能有效作為管制手段，實令人費解。
主管機關對於評鑑之內容不外乎包含業者硬、
福祉情形等，多

體設施；文件建

及保存；動物

中於業者經營模式，與業者之營業方式自由息息相關。業者為了符

合評鑑制度的標準，在營業方式上會有所限制，可能影響或限制展演動物業者之營業
自由，且利用評鑑制度管理展演動物業者，無形中增加業者的營業成本。就此評鑑制
度可否增進或有助於動物福祉的實現，不無疑問。

五、管制實效性
依法律保留原則，
《動物保護法》未授權草案訂立相關罰則限制業者權利，故草案
未訂定法律效果(處罰)規範。僅於草案第 21 條規定，業者停業超過一年者視為
主管機關得廢止其執照 。主管機關並無訂定廢止業者執照或其他
據，對該管制手段是否有其效果，實令人

疑。

業，

反管制手段效果依

先，以「廢止業者執照」為討論，

主管機關可否於本辦法中訂定廢止業者執照之規範，以作為展演動物業者取得主管機
關合法核發之執照後，

後因相當事由須廢止業者執照之依據，即主管機關廢止經許

可登記執照之性質，是否屬行政罰法之「

罰性行政處分」？

本研究以為，草案中訂廢止執照處分屬「酀

不利處分」
，並非對過去

法行為所

作之處罰。經主管機關核准執照後，若業者多次發生未定期申酒動物管理紀錄表、未
申請核准之重大變更、事後一直尨缺專業人員之設置或

造專業人員之

等情，雖

然不必然對動物造成實害，但業者處於一種可能製造損害展動物福祉風

的狀況，故

可預見將來展演動物福祉之峤害，基於保護展演動物之目的，主管機關因而中斷(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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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往後之執照，可預防將來損害之發生或

大，此非以制

業者行為目的之處分，

屬「預防性不利處分」
。另方面，以行政管制角度，母法授權農委會管理展演動物業者，
並由農委會核發執照，此時基於管制目的，亦應由核發機關廢止其執照，屬「管制之
不利處分」 ，此亦我國行政管制實務上之常態。
司法院釋字 394 認為

告處分既發生「

銷登記證書」之法律效果，亦屬行政處

罰種類之一，而營造業管理規則等尨缺法律明確授權之依據 ， 行訂定對營造業
性行政處分，故屬

憲之限制；但司法院釋字 612 號解釋對於公民營廢

機構管理輔導辦法 已廢止 之「
有導致重大

環境或峤害人體健康之

執行職務之範圍內者，主管機關應
廢

銷其合格證書」
，則認為是廢

物清除處理

物清除、處理機構

法或不當營運情形，而在清除、處理

銷清除、處理

罰

術員合格證書規範並未

物清理法第 21 條 之授權範圍，乃為達成有效管理輔導公、民營廢

術員
越前開

物清除、處

理機構之授權目的。
從司法院釋字 394 到 612 號解釋之觀察，我國釋憲實務要求管理規則之處罰須國
，《動物保護法》第 6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亦僅規定：「前項展演動物

會保留已逐

業設置及管理辦法，由中屹主管機關定之。」
，與釋字第 612 號解釋相當。因此，農委
會於草案中應可訂立廢止執照之規範。況且依《行政罰法》第 4 條所謂之「法律」
，解
釋上包含經法律就處罰構成要件或法律效果為具體明確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 ，自《動
物保護法》之立法目的，及整體規定之關

意義為綜合判斷，已授權草案得以對展演

動物業為必要管制手段，其中也包含廢止執照之權限，因此草案中訂立明確構成要件
及法律效果之處罰規範，並無

反法律保留原則。

預告之草案並無對業者廢止執照規範，

一旦再發生如同阿河事件時，業者仍可

續利用動物表演，主管機關又兩手一攤說沒有依據得以廢止其執照，核發機關無權
限為廢止執照之決定，草案所定之管制手段即成空
服。不過所

，

能令人信

於其後通過之本辦法第 11 條已有明訂廢止展演動物業執照之相關規定，

但是本研究以為其仍屬業者的行政效能管制，缺少關於
定，是屬遺

難發揮其作用，

反照護展演動物福祉之規

。

峆、結語
法律是人類社會之產物，動物無可能

守人類之法律，為保護展演動物福祉，只

能

由人類與動物間之關係，制

人類對動物之行為，將其利益反

至動物身上，故

須

由管制展演動物業者之行為，實現展演動物福祉政策。綜觀我國目前關於展演動

物業者管理規範，僅有公立動物園較重視展示動物之福祉政策與落實，其他領域之僅
有完整之組織設置規範，未有相關展演動物保護之規定，導致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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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動物保護

法》規範，故為補足現行之缺屺並實現各領域展演動物福祉，是有必要訂立專法。
制定草案過程中，動物保護團體提出意見或研擬法條。對比該意見內容與後續預
告之草案，可發現有不少相似之處，如：營運計

書、動物管理人員資格要求、保證

金等，顯見農委會採納動物保護團體之部分想法。更甚者，於草案預告後，財團法人
灣動物平權促進會等團體在立法委員陪同下再與農委會研討，要求增加「評鑑」制
度，提出應多方面且客觀之管制展演動物業。但相關業者則認為，申請資格標準過高，
已岌壓其生存空間，影響其生計。但是本研究以為，未有管制業者前，動物福祉之實
現多是峍

其自我道德要求；制定本辦法後，雖然部分手段存有缺屺，但以提高成為

展演動物業之門

、專業性要求及執照管理之方式，程度上確實可發揮保障展演動物

福祉之作用。
動物保護研究領域，相對於伴侶動物和實驗動物，展演動物仍是較少人關
題，但其所受之傷害不
醭

於伴侶動物和實驗動物。

大眾都認為其應該都受到良好的照護，

訓練，屺去自由，展演動物承受

鄔，看似有吃有喝的展演動物，

知這正是展演動物福祉被

又進一步考量展演動物之來源，部分是被強迫

的議

略之因素。

離原生環境，一生就此被人類

養或

重的精神壓力。準此，基於保護展演動物福祉之觀

點下，管制方向應要求業者對待展演動物之行為，以實現其福祉政策，若無法妥善照
護展演動物者，即應廢止業者利用動物為娛樂目的之營業執照。
或許有認為「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
，本研究以為，採「動物福祉」觀點，本即

顯人類本位主義之思想，以人類測量觀點解讀動物所需或應享有的福祉標準，是否
真的符合動物本性，這當然會被檢討。但是我國在現行肯認，人類於符合動物福祉標
準之下可利用動物寵物、實驗動物

或展演動物，對此，

供檢驗，因此乃不得不之為。當然隨著科

必須提出一

福祉標準以

發展之演變，也許將來能設計一

更適合

之福祉標準。
即使我國於法制及社經發展上，都

未成

得以主張動物之法律權利，但有越來

越多團體呼籲業者正視展演動物福祉問題或積極提出法律權利主張，也隨著草案之訂
定，逐

改變

統多傾向討論寵物和實驗動物權益之情形，此對動物保護更加細

且往前

進一步。雖然草案仍有部分缺屺，但也展現各方認同管制展演動物業之共識，

在動物保護運動屰上

下新的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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