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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保護動物不受不必要的騷擾、虐待或傷害，是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動保
法）一項重要的任務。動保法於第 5 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飼主對於其管領之
動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四、避免其遭受惡意或無故之騷擾、虐待或傷害。」
第 6 條則規定：「任何人不得惡意或無故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在這兩條行
為規範外，另於第 25 條及第 30 條規定違反時的罰則，其中不乏以刑法加以規制
之情形。然而，關於「騷擾、虐待或傷害」之定義，除了第 3 條第 8 款規定了虐
待之法定定義：「指除飼養、管領或處置目的之必須行為外，以暴力、不當使用
藥品或其他方法，致傷害動物或使其無法維持正常生理狀態之行為。」此外，就
騷擾及傷害則未明確加以定義。因此，實務上第一線工作人員面對實際案例時，
對這三種行為態樣要如何認定往往有很多疑問。
在人類社會中也有騷擾、虐待及傷害的規定。然而由於人類具備對於自身
與他人的感知能力，因此雖然每個人分屬不同個體，但是對於騷擾、虐待及傷害
對每一個人所會造成的利益損害如何，我們仍可透過對他人的投射來加以理解或
想像。相反地，在以動物為保護對象之時，因動物與人類不是同種生物，也不使
用同種語言，故人類對於自身所受到的騷擾、虐待或傷害所產生的那種感覺，是
否就「等同於」動物受到同樣對待時會產生的感覺，尚有待研究。即使現在有狗
狗語言翻譯機，但人類想要了解動物語言及思想，進而據此定義對動物所為的騷
擾、虐待及傷害行為，仍是行不通的。簡而言之，以目前的狀況而言，同理心的
預設僅能適用到同樣是人類的身上；人類與動物在情緒性的感受上平等性的主
張，與理性的平等性的主張相同，都是人類的想像。如果僅憑這些想像及道德論
述，即要求於法律中承認動物與人類的平權，則諸種衝突的利益內容將會變得非
常不穩定，進而導致法律系統安定性的破壞。
再者，我國的動物保護法是個奇妙的法律，是一個在毫無動物保護的文化
環境下基於外力所制定的法律。立法者，更正確而言應該是推動立法的個人或團
體，其用心值得稱讚，但是民眾對於動物的觀點，實在與本法所參考的西方國家
的不同，因此在實際執法上必須特別注意在現實社會的可行性與接受度。
當然，我們也可以主張就一個脫離社會現實的法律，不妨利用強而有力的
政府資源來加以實施，進而創造一個空前的法文化。然而政府並沒有多少資源可
供實施之用，在這樣的現實下，若強行要求人民遵守事實上無法實現的保護動物
義務的程度，這會嚴重地影響到法律系統的尊嚴或實效性。當一個法律規定了大
部分的人民都無法遵守的義務時，執法單位若不是將法律規定視為無物，則是會
進行惡質的選擇性執法。特別是後者，這會嚴重地損及人民的遵法意識。反之，
有些民眾也會利用一些大部分的人民都無法遵守的法律規定進行私人的人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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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上報復，這當然也會使得法律成為惡法。尤其動物保護法是以一般民眾為規制
對象的法律，其與法文化愈是背離，則禍害即會愈深。
據此，為了要讓動物保護法維持其可實踐性及法律尊嚴，本文主張應將動
物保護之重點放在對應於該動物權利的保護而設計的人類的義務(而非動物原
權)，與人類可能負擔起的義務相對應的動物法律上權利的內容究竟為何。首先
可以確認的是，動物雖無所謂的（狹義）人格權，但是應得以部分擁有所謂的「人
身權利」，亦即其生命、身體以及自由應該受到相當的尊重；其次是這種尊重可
以要求甚麼程度的問題。這裡利益衡量的標準不外乎是：關於人與動物、人與人
間的關係（法文化的背景在此會顯著彰顯）。在利益衡量的要求下，人類在需求
範圍之內，應該儘可能不去給與動物不必要的痛苦；在這個標準中，我們得以發
覺其法律要求人類必須要對自己負責，不要因為人類自己對於動物的自私行為，
而造成其他人類的負擔或不悅。如此便可利用法技術將動物的利益轉為法律上利
益（法益），進而賦予其法律上的權利意義、賦科人類相對應的義務。如此，透
過釐清於如今的社會現實下，動保法關於動物保護之規範有哪些重點得以實踐，
才能將此一脫離社會現實的法律，重點式地落實到冷漠的社會，讓一般人能漸漸
理解到動物保護的重要性，讓動物們可以在這個社會中繼續地、有尊嚴地活存下
去1。
以下，本文擬從法律上優越利益衡量的觀點出發，放棄對動物內心世界的
揣測，而是從外界客觀情事來觀察，就動物保護法「騷擾、虐待及傷害」此一不
確定法律概念，予以適當的解釋與定義。尤其，動保法就騷擾、虐待及傷害動物
之行為定有刑罰，在刑法罪刑法定主義的要求下，亦有必要提出明確的定義，以
符合刑法所要求嚴格的法律明確性檢驗，並提供執法人員或日後主管機關函釋或
修法方向的參考。

貳、行為規範
一、條文結構
動物保護法在禁止對動物騷擾、傷害及虐待的保護義務規範之架構上，首
先於第二章「動物一般保護」中規定行為規範，並依行為主體區分飼主及任何人，
1

關於更完整的動物權論述，筆者另有專文論述，請詳參：李茂生(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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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頁 155-180。另外，就有關動物的法文化
之議題，筆者亦有一篇翻譯自日文的文章，請參閱：青木直人著, 李茂生譯(2007), 〈有關動物
的法文化─從日歐比較的視點觀察〉, 《月旦法學雜誌》, 150 卷, 頁 13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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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二者對動物之保護義務分別規定於第 5 條和第 6 條：
第 5 條
動物之飼主，以年滿二十歲者為限。未滿二十歲者飼養動物，以其法定代
理人或法定監護人為飼主。
飼主對於其管領之動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提供適當之食物、飲水及充足之活動空間。
二、注意其生活環境之安全、遮蔽、通風、光照、溫度及清潔。
三、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必要防治。
四、避免其遭受惡意或無故之騷擾、虐待或傷害。
五、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
飼主飼養之動物，除得送交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
定之場所收容處理外，不得棄養。
第 6 條
任何人不得惡意或無故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條文中可看出，對於動物之騷擾、虐待或傷害行為之禁止，第五條及第六
條除依行為主體區分外，還區別了行為態樣：第 6 條是任何人不得以積極的作為
來侵害動物，是一「作為犯」之規定（處罰的是身體的「動」）
；第 5 條則規定了
飼主應「避免」動物遭受惡意或無故之騷擾、虐待或傷害，也就是說，動保法於
此課予飼主一個積極防止動物受侵害的作為義務，當飼主未盡此義務即為觸法，
是一「純正不作為犯」之規定（處罰其不作為之「靜」）。
當飼主積極為騷擾、虐待或傷害行為而侵害動物，此時該當哪一條文之構
成要件呢？此時應認定飼主亦在廣義的「任何人」之範圍內，也就是動保法規定
任何人（包括飼主） 不得以積極作為侵害動物，因此飼主以外的其他人只要消
極不侵害動物，即已盡其保護義務；相較之下，飼主除不得積極侵害動物外，還
須避免動物遭受來自於外的騷擾、虐待或傷害，如外出時妥善關閉門欄、遛狗時
避免狗狗之間的衝突等，才算盡了對動物的保護義務。因此，當飼主積極騷擾、
虐待或傷害動物時，其行為違反的是第六條之規定。

二、騷擾、虐待及傷害的個別概念定義
在對騷擾、虐待及傷害行為個別加以定義之前，我們先確立這三者中有一
個核心的共通點，也就是三者皆是針對動物的生理習慣或生活習性予以暫時性或
永久性的改變，而其中動物的生理習慣及生活習性，即是我們要保護的核心部
4

分。因此，在為騷擾、虐待及傷害行為進行定義時，皆應朝這個方向來討論。以
下進入個別討論：
(一) 傷害行為
首先討論較無爭議的傷害。基本上與刑法上的傷害罪相同，是以強暴或其
他方法使動物的精神或肉體感到相當程度痛苦的行為，對動物生理機能及心理狀
態的妨害，不論有形、無形、積極、消極均屬之。
在此必須注意的是，刑法於傷害罪的規定是「傷害人的身體以及健康」
，此
處「健康」是指生理與心理機能調和的狀態，因此傷害、重傷的保護法益是以生
理機能（身體）為主，並將保護範疇擴張到心理機能以及生理心理的調和狀態（健
康）。所謂生理機能，是指感官、四肢、消化、泌尿…等器官，及此物理組織所
能發揮之機能；心理機能則牽涉到個人的精神狀態，如失神、不安、躁鬱、PTSD
（心理性的外傷後壓力徵候群）等，雖然此部分較難界定，不過這屬於訴訟上證
據證明的問題，例如長期以無聲電話騷擾的行為，導致被害人失眠、恐懼，陷入
相當的心理壓力（亦須相關醫療鑑定）之下，導致生理與心理無法調和，此行為
則仍可認定傷害罪。
在動物的傷害行為亦應做此解釋，是造成動物生理及心理的個別機能以及
之間的調和狀態的行為。我們雖然無法探知動物的內心世界，但若從外顯的外觀
或行為能認定動物處於相當大的壓力下，如看到特定人即顫抖瑟縮、緊戒低鳴、
失禁，甚至焦慮撞籠子欄杆、身體不停搖擺徘徊、吸咬毛髮致大面積掉落…等足
以證明其心理機能上受到傷害的現象，亦可認定其身體法益受侵害，該當傷害動
物之結果。然而這方面須借助大量動物行為學的研究，並累積相關的案例及實務
經驗，才能形成可行的判準。
至於傷害的程度輕重，刑法上有區別普通傷害罪及重傷罪，動保法亦在罰
則中區別第 25 條第 1 項「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之
虐待或傷害行為，及第 30 條「未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
亡」之騷擾、虐待或傷害行為（第 30 條）
，並於第二項定有「致重傷或死亡」的
加重結果犯，此二者如何區別，本文詳述於後。
(二) 虐待行為
相較於單純的傷害行為，虐待行為則較為複雜。目前動保法雖於第 3 條第 8
款規定虐待的法定定義，然而條文文字中「虐待：指除飼養、管領或處置目的之
必須行為外，以暴力、不當使用藥品或其他方法，致傷害動物或使其無法維持正
5

常生理狀態之行為。」不論在行為態樣或結果，皆看不出與傷害有何差異。在法
院相關判決中，也可看到僅將虐待、傷害二者並呈，而未多加區別與論述的判決
書2。
虐待行為是個集合行為，由多個傷害、忽視、使其挨餓受凍等行為而組成，
並造成使其自然發展受到妨害的結果。所謂集合犯，是指立法者所制定的犯罪構
成要件中，本質上即預設由數個同種類行為反覆實行而構成之犯罪；客觀上應斟
酌法律規範本來的意涵、實現犯罪目的之必要手段、社會經驗中該犯罪必然反覆
實行之常態、及社會通念等，主觀上則視其反覆之行為是否出於行為人一個犯罪
決意，加以判斷。3例如家長長期凌虐子女，反覆實施多次行為，而產生許多未
至妨害自然發育程度的個別實害，當這些多數行為到達妨害自然發育的程度時，
只構成單一的凌虐構成要件（刑法第 286 條）；相反地，在結果上只要這些個別
的實害沒有到達妨害自然發育的程度，則只能個別依較為輕微的傷害罪、強制罪
等加以問責。
此一「妨害自然發育」的結果要件在對象為動物時，是指違背了動物自然
生存的方式，使其活得不像其他同種的動物，也就是將動物本身的生活習性徹底
的改變，並使其生理狀態偏離其原本的狀態，在此必須先擬制一個「自然發育下
應有的狀態」，再將動物當下的狀態與之相較，這必須借重許多的動物生理學來
加以分析，才能判斷。然而在此廣泛的定義下，人類豢養動物或許就構成了虐待，
因而還要再注意前述「以人類觀點來認定」的判斷方法，所以受到豢養的動物已
經不再是野生動物，則所謂自然生存方式也是由人類來予以認定，變成是與人類
生活相結合後的動物生活與生理習性，並且在判斷上，無可避免的仍要與人類的
利益加以利益衡量。
1. 虐待行為的類型─以兒童虐待行為為例
這些達妨害自然發育程度之行為，有哪些態樣呢？參考我國 2003 年發布的
2

如新竹地院 101,簡上,61：
「本件被告姜禮煥於上述時間、地點，手持鐵棍以由上往下毆打 10

餘下之方式，惡意虐待、傷害證人湯運錢所飼養之黑色土狗致死之行為，係犯動物保護法第 30
條第 2 項前段之違反同條第 1 項第 3 款保護規定惡意虐待、傷害動物致動物死亡罪。[…]被告不
知尊重動物生命及保護動物，竟僅因曾遭該犬咬傷及追趕，即以殘忍之手段虐待該犬致死。」另
如桃園地院 101,壢簡,747：
「於 101 年 1 月 7 日上午 8 時 30 分許，在桃園縣新屋鄉社子村 4 鄰
社子 23 號之住處附近，見鄰居鄧巧玲所飼養之黑色犬隻從圍網縫隙中鑽出，進入到其養鵝之池
塘區域，竟基於惡意虐待、傷害動物之犯意，遂持長柄鐮刀（未扣案）砍殺上開犬隻，致使該犬
隻當場死亡。」
3

請參閱實務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第 787 號判決、96 年台上字第 4761 號判決、97 年台上字第
22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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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兒童少年保護執行概況編制說明」此一通告中的分類，就「虐
待」採取了符合國際標準的分類，分成遺棄、身心虐待及其他三類，而身心虐待
再下分成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及疏忽四個類型，各地政府在通報時，就
個案可複選上述的虐待類型。
身體虐待是客觀上最容易被認知到的類型，因為這類行為通常會產生一些
可被觀察到的外傷，如燙傷、刺傷、內出血、骨折等，嚴重時也會造成生命危險，
而經常引起社會注目。這類暴行如：踹、摔、澆熱水、倒吊、溺水、冬天逐出家
門、用繩索綑綁於密室造成幼童自然發育受到妨害等。心理虐待行為，其態樣如：
言語上的威脅、忽視兒童或採取拒絕的態度、反覆訴說會傷及兒童心靈的言辭、
為有損其自尊心的舉動、採取與其他兄弟姐妹有顯著差異的差別對待等。性虐待
行為則如諸種性交與猥褻行為、性方面的暴力、強制令其觀看生殖器或性交行
為、拍攝裸體或其他猥褻影像等。
疏忽行為則屬最難定義、類型也最為繁複的行為態樣。首先是輕忽兒童的
健康與安全的行為。例如禁足（違反兒童意願而阻止其上學）、重大疾病不令就
醫、屢屢將幼兒留在家中而外出、將幼兒放置於車內等。其次是對於兒童必要的
情緒要求不為妥適回應的行為，亦即不為必要關愛等的感情遮斷行為。第三是對
於兒童衣食住方面表現出極不妥當且有損其健康狀態的漠不關心或怠慢的態
度。例如，不給與充分且妥當的飲食、令兒童長期穿著極為不潔的內衣、令其生
活於極端骯髒的環境。其他事例另有一般的棄養等行為，不過被認為是虐待的特
殊事例還有因沉迷於電動賭博，而將嬰幼兒放置於汽車內導致中暑（死亡）或被
誘拐的事件、將嬰幼兒置於家中外出卻失火而導致嬰幼兒被燒死的事件等。4
2. 虐待動物的行為態樣
上述類型中那些可以運用在動物虐待的認定上呢？以下一一討論之。
(1) 身體虐待：
造成身體傷害並到達妨害自然發育程度的身體虐待，屬於虐待動物的行
為類型應無疑義。而由於這從外觀上容易察覺，因此也是最常被認定的一類。
(2) 心理虐待
在人的身體法益的保護範圍，如前面同傷害部分的論述，應該是以生理機
4

詳參李茂生(2012), 〈妨害幼童自然發育罪釋疑－兼評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3481 號判
決〉, 《法令月刊》, 63 卷 12 期, 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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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身體）為主，並將保護範疇擴張到心理機能以及生理心理的調和狀態（健康）
。
因此保護範圍應該包含心理機能。然而動保法第 3 條第 8 款：
「虐待：指除飼養、
管領或處置目的之必須行為外，以暴力、不當使用藥品或其他方法，致傷害動物
或使其無法維持正常生理狀態之行為。」明文將行為結果的範圍限定於「致傷害
動物或使其無法維持正常生理狀態」，因此，上述將導致動物生理、心理受傷害
的集合行為，皆視為虐待行為的法律解釋，會逾越法條文意可涵蓋的範圍。
由於雖然亦有主張「虐待動物」的虐待行為與刑法上「虐待人」的虐待行
為可採取不同的解釋，然而，一來，相同的法條文字即使出現在不同部法典中，
仍應盡量採相同的解釋，以避免歧異性，二來，動物因人類不當的行為而造成其
心理機能受損的結果，並非不可能，即使我們無法透過詢問動物的感受而得知，
然而若我們能從動物的表現於外的外觀或外在行為（如看到特定人即顫抖瑟縮、
緊戒低鳴、失禁，甚至焦慮撞籠子欄杆、身體不停搖擺徘徊、吸咬毛髮致大面積
掉落…等現象），能以動物科學的觀點認定動物處於相當大的壓力下，那麼動保
法對於此種造成動物心理機能受損的行為，不應一概放棄規制。因此，本文以下
提出兩種解釋方式，提供行政機關在修法之前以行政解釋的方式解決心理傷害行
為未納入規範的問題。
第一種解釋方法較為取巧。由於動保法未將傷害行為也限於「生理」機能
的受損，因此可將動保法第 3 條第 8 款中虐待行為的結果分為「傷害動物」
、
「使
其無法維持正常生理狀態」兩部分，後者專指生理機能受損，前者則引入前述對
傷害行為的解釋，「以生理機能（身體）為主，並將保護範疇擴張到心理機能以
及生理心理的調和狀態（健康）」
，將「心理機能失調」納入虐待行為的結果範疇
內。
第二種解釋方式則是將虐待行為的結果限縮於「生理機能損害」
，而將導致
動物「心理機能失調」的集合行為，以及「未達傷害程度的暫時地造成其生理或
精神上的干擾」集合行為，一同歸於騷擾行為的範疇。然而，若能證明（請獸醫
師或動物專家學者進行鑑定）其心理上的「騷擾」已導致動物生理上的傷害、妨
害其自然發育5，則可認定是虐待行為。這樣的解釋方法或許較貼近立法者立法
時的原意，但會使體系較為混亂。不過話又說回來，「心理機能失調」在實務上
證明的難度及成本較高，也較容易產生恣意的問題，為避免對個案過於空泛的認
定，將「心理機能失調」此一行為結果移至法律效果較輕微的「騷擾」行為中，
或許亦有其優點存在。

5

在 102 年 12 月 13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舉行的〈102 年度動物保護諮議小組法制及提升執行
力工作分組第二次會議〉中，諮詢委員黃秘書長慶榮（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提供的案例中，
狗狗因長期受飼主的大聲責罵而膽怯怕人，且因心理因素而導致免疫力下降、皮膚大片潰爛，花
了許多時間照護才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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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虐待：
此部分則有較大的討論空間。從我們前言中所確立的討論途徑，亦即「從
人類的利益衡量的觀點出發，放棄對動物內心世界的揣測，從外界客觀情事來加
以觀察」此一視角來看，我們要檢討「人獸交」等具有性意涵的行為是否是一種
虐待行為，仍需視動物是否有身體外傷，例如以不當的道具為之，導致動物的外
生殖器或體內臟器受到損傷的情形，或動物是否有足以認定其心理機能上受到傷
害的外顯行為產生…等客觀外在情勢來判斷，而不是以人的角度去揣測動物（因
人類的性行為所產生）的內心創傷，而泛道德地譴責甚至處罰人獸交的行為。
(4) 疏忽：
至於疏忽行為，由於此概念太過廣泛，而且必須找出人類對於動物有一「照
護、看管的義務」
，才能處罰其違反義務的「疏忽」
，因此此處應參考動保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1、2、3、5 款所規定的飼主責任加以判斷，才能概略地確立其所涵
射的範圍。在此，法律觀點只能提出一個界線，至於未來第一線動保行政與執法
實務上所需的更加細緻的量表，還須針對不同地區、不同動物種類進行動物科學
的研究及實務資料上的蒐集，經過一段時間的累積和研究，才能制定出。
第 5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提供適當之食物、飲水及充足之活動空間。」
首先就食物方面，所提供的食物是否衛生、充足，是否適合該種動物的生理特性，
即是一觀察點；另外又如在一個有數隻狗狗的籠子中只放一個飼料碗或水碗，這
樣的情形則無異要狗狗們去爭奪食物，若體型力氣較小、體力較虛的狗長期因搶
不到食物而孱弱、奄奄一息，則可認定屬虐待行為。在充足活動空間方面，若狗
籠過於擁擠或飼主長期使用過短的狗鍊或過於狹小的狗籠，使狗無法轉身或稍微
走動、甚至只能以兩腳站立，導致狗狗的脖子不斷勒拉、四肢肌肉萎縮而失去站
立行走的能力等，亦為虐待行為；又如狗籠底座的鐵條過細，使狗狗的腳掌無法
平穩地站在鐵條上，而導致其腳掌關節受傷、無法再好好站立，亦屬之。另外，
將具有攻擊性的犬隻予以分欄飼養，亦是飼主責任，若未將有攻擊性的狗狗隔
離，而放任其攻擊其他狗狗，亦可能構成虐待。
第 5 條第 2 項第 2、3、5 款要求飼主要提供安全、遮蔽、通風、光照、溫
度及清潔的生活環境和其他妥善之照顧；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必要防治。動物
的生活環境直接影響到其健康狀態，例如在多雨強風氣候的地區，應特別避免狗
狗長期暴露在風雨之下，防止疾病的產生，氣溫較低時亦應提供適當保暖。若飼
主使動物長期處於不適當的環境，導致動物染病甚至相食等情況，除違反飼主責
任，亦構成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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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意的是，要因未提供適宜的飼養環境而構成疏忽類型的虐待動物行
為，仍須符合該動物出現生理上或心理上的傷害作為結果要素，才可加以認定。
若飼養環境不佳的疏忽在未達導致動物生理心理機能受損的程度時，則需只能在
騷擾中討論之。例如：一位婆婆以撿拾廢棄物、資源回收，其住處堆滿四處蒐集
來的物品，並將狗養在木板搭出的小空間中，餵以廚餘。這樣的案例中，若狗狗
於生理上並沒有損傷，也未出現因心理傷害而出現的其他異常行為，則並不能認
定他違反了飼主責任而構成虐待動物。
茲將上述虐待動物的行為態樣整理成表格：
虐待動物的行為類型及例子
（還需符合「使動物生理上自然發展受妨害」之虐待結果）
身體虐待

造成動物身體傷害並到達妨害自然發育程度的行為，屬之。
若能證明嚴厲責罵的行為已導致動物生理上的傷害並使其自然

心理虐待

發育受妨害，則屬虐待；若沒有這樣的生理傷害結果或無法證明
因果關係，則認定為騷擾行為。

性虐待

除非動物出現生理上的傷害、自然發育受妨害，否則不處罰。
未 提 供 適 1. 不衛生、充足，成分不適合該動物的生理特性，
當 之 食
使動物生理上自然發展受妨害。
物、飲水 2. 在一個有數隻狗狗的籠子中只放一個飼料碗或水
碗，放任部分的狗長期搶不到食物而孱弱、奄奄
一息。

疏忽

未 提 供 充 1. 狗籠過於擁擠或長期使用過短的狗鍊，使狗無法
足活動空
轉身或稍微走動、甚至只能以兩腳站立，導致狗
間
狗的脖子不斷勒拉、四肢肌肉萎縮而失去站立行
走的能力等，亦為虐待行為。
2. 狗籠底座的鐵條過細，使其腳掌無法平穩地站在
鐵條上，而導致其腳掌關節受傷、無法再好好站
立，亦屬之。
3. 未將具有攻擊性的犬隻予以分欄飼養放任其攻擊
其他狗狗，對於受攻擊的狗亦構成虐待。
未提供安全、遮蔽、通風、光照、溫度及清潔的生活環境和其他
妥善之照顧及法定動物傳染病之必要防治

(三) 騷擾行為
關於騷擾，動保法並未賦予法定定義。不過在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3 條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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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則將騷擾定義為「以藥品、器物或其他方法，干擾野生動物之行為。」6所謂的
騷擾，指的是並未變更動物本身長期的生活習性，但暫時地造成其生理或精神上
的干擾。騷擾行為與虐待行為一樣是集合行為，是由一連串輕微干擾動物的行為
所組成，判斷的方法須視動物的日常生活習性是否有受到改變或干擾，並從外觀
上生活習性地變化來認定，若其生理或生活上的次序受到延遲或提早觸發，即可
判斷有騷擾地情事。此種定義方式甚為廣泛，因此社區警衛驅趕進入社區的野
狗，可能就構成騷擾行為，因此在實際個案認定時，需特別注意比例原則的問題。
在此提出「可罰違法性理論」作為實際個案裁罰與否時的判斷依據。
當國家要對某個人發動處罰之時，不論是行政罰或刑罰，都會動用許多成
本，諸如：員警到場、對相關人士做筆錄、通知地方政府動保處、檢察官…等，
進入法院審判後更是有一連串的程序，不僅是一種資源的花費、排擠到其他事件
使用這些資源的機會，對於牽涉其中的個人而言，也耗費其時間、金錢，甚至造
成名譽的侵害及精神壓力等損害。因此，在我們對其違規行為發動調查及處罰
時，必須衡量其違法的程度（包括所造成的損害、對社會的影響等因素）是否大
於上述這些成本很多，且大到我們足以花費這些資源去加以確認，以否定此一違
法行為的方式去維護法律秩序？若否，則這個行為未達「可罰」的程度，不應對
其處罰。
若不經這層「可罰違法性」的判斷，即隨意對輕微騷擾的行為加以裁罰，
不僅浪費社會成本，使資源無法用再有需要的地方，更嚴重的是，事實上我們根
本沒有這麼多動保稽查人員可進行此項業務，最後導致的結果是選擇性執法，法
律的尊嚴亦因而蕩然無存。
(四) 騷擾、虐待與傷害行為的區辨─由個案觀之
騷擾、虐待與傷害這三個行為類型如何區別呢？首先較明顯的區別是，傷
害行為是單一行為單一結果即可成立，虐待和騷擾則都是集合行為，由多次行為
所構成，後兩者之間的界線則是由集合的行為性質和結果來認定。虐待是由數個
有潛力造成動物生活與生理習性永久性改變的行為，而其結果則是自然發育受妨
害，使原本的生活習性永久地受到改變；若未達此結果，則不構成虐待，而是個
別認定各個傷害行為。相對地，構成騷擾的數個行為，必須是「不可能」造成動
物生活與生理習性永久性改變的行為，若其中有「有潛力造成動物生活與生理習
性永久性改變的行為」，應該另認定傷害行為，而不可認定屬騷擾此集合行為的
一部份。
此三行為類型，依輕到重排序是騷擾、傷害、虐待，並以表格依序整理上
6

其他有騷擾概念的法律，還有性騷擾防治法，但在此參考價值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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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行為態樣及結果（至於結果之程度，亦即傷害與重傷的區別，容後闡述）：
行為內涵
騷擾行為

結果

由數個「不可能」造成動物生活 暫時性地干擾動物
與生理習性永久性改變的行為所
構成的集合行為
單一行為

傷害動物生理機能（身體）
，以
及生理與心理機能調和的狀態
（健康）。

傷害行為

虐待行為

由數個有潛力造成動物生活與生 使 動 物 生 理 上 自 然 發 展 受 妨
理習性永久性改變的行為所構成 害，而使其原本的生活習性永
的集合行為

1.

久地受到改變。

以鞭炮驅趕野狗之例

在前述社區警衛驅趕狗的案例中，其驅趕的行為暫時性地干擾動物而屬騷
擾行為，然而若其僅將狗趕出社區，未造成狗狗生理上的傷害，則衡量其維護社
區安寧的職務及對其處罰需耗費的成本，此行為在違法性的判斷上，應屬「不可
罰」的程度。與此相對的事例是，曾有清潔隊因為要捕捉流浪狗，但流浪狗跑到
野草堆裡掩蔽起來，而使得清潔隊員無法捕捉，清潔隊員遂以鞭炮驚嚇狗狗使其
離開草叢，而此行為是否屬於虐待或騷擾，不無疑問。捕捉狗狗其實有許多辦法，
縱然其躲到草叢堆，仍沒有使用鞭炮使其驚嚇而逃出的必要（此處的判斷即是「捕
到狗對人類的利益」與「狗狗被鞭炮所驚嚇或傷害的損害」相較，在前者沒有明
顯優於後者的情況下，此手段不被允許。），因此，在這個案例中，清潔隊員的
行為已經構成騷擾；若狗狗因此而受傷，則此行為則構成傷害行為。
2.

袋裝放生鳥之例

另外一個案例是放生鳥販賣業者將鳥裝在布袋中運送的情況。布袋不是適
宜的飼養管理鳥的環境，動保法第 9 條第 1 項亦就動物的運送有所規範：「運送
動物應注意其食物、飲水、排泄、環境及安全，並避免動物遭受驚嚇、痛苦或傷
害。」然而，袋中的小鳥若經檢查皆無生理上的傷害、亦未出現生理傷害的異常
行為，此時我們只能認定此行為有造成動物傷害的潛力，但因傷害結果未發生，
因此只能算是個未遂行為，而動保法並不處罰未遂，因此只能考慮成立騷擾行為
了。
3.

慶典、儀式中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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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台灣傳統民俗祭典、原住民的慶典或一些嘉年華會上，為了文化
上的目的有造成虐待動物的可能，因此產生是否公然違法虐待動物的疑義。然
而，動物的保護，某程度上還是繫於人類生活之中，再如何宣稱要保護動物，人
類必然不會為了保護動物而完全拋棄自身的利益，而是在人們認為值得保護的情
形使加以保護，所以必定有著人類觀點下人類利益與動物利益的比較。在上述的
案例中，利益衡量的一端，是原住民生活及其歷史文化保存的必要性，另一端是
動物的痛苦程度。若動物只是受到痛苦，那可以說因為其實質上無傷害，而得以
進入下一個判斷。就生活必要性來說，其實嘉年華會就已經表達了這不是原住民
平常從事的行為，而是以儀式來彰顯，於是，嘉年華儀式關於文化保存必要性的
問題，亦隨之浮現。而此種文化保存必要的問題，則要由歷史學家進行判斷。若
認為是值得保留的文化，則動物的利益將會萎縮，而無法與人類的利益相抗衡，
故不會被認為屬於虐待動物的行為。此結論並非意指這些行為「不屬虐待」，其
仍通過虐待的構成要件的檢視，只是在違法性的討論下，由於人類的自私自利而
犧牲動物的權益，而我們又認為這些自私自利基於某些文化保存的考量是必要
的，因而對這樣的行為「不加以處罰」。
還有像是馬戲團的動物，或是鬥牛活動的討論一般，不僅涉及人類社會文
化的利益，連經濟利益亦會成為考量的一環。但必須注意的是，不論是訓練動物
從事表演，或者動物從事表演本身，即屬於虐待。因此，若我們僅以經濟利益豐
厚為由，即認為此舉非為虐待，極為不妥當，而必須納入社會文化的觀點考量，
判斷此種活動是否有文化上的意義，才能使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利益衡量結果更具
正當性。例如在南法、西班牙的鬥牛活動，不僅有淵遠的歷史，還代表了地區特
色、支撐起整個地區的觀光及經濟收入；相較之下，我國一些地區的鬥雞賽、賽
神豬等活動，對當地社會而言經濟規模不大、所包含的傳統意涵亦較少，因而相
較這些活動存續，一邊會損害到動物的生命身體，另一邊則有維繫的文化傳統及
經濟等人類利益；這些人類利益是否重大到須犧牲這些動物來維繫及成就，還須
歷史文化方面的研究。類似的情況還有動物園的動物，我們犧牲了動物的自由，
許多動物亦因活動空間不足而躁鬱（心理機能受損），但我們為了人類自身的教
育、娛樂等需求，而欣然接受這樣的設施存在。
4.

導盲犬之例

人類因自己利益而犧牲動物利益更明顯的例子，是關於導盲犬的討論。在
訓練狗狗作為導盲犬的過程中，以及牠開始執行其任務的階段，狗狗所有活潑的
習性，都會被去除，而此舉完全違背動物生活的習性。然而，於此必須衡量在社
會中處於弱勢的盲人，因為缺少各種軟硬體使其生活便利，以致於我們必須要犧
牲一隻狗狗的一生，來替我們來彌補盲人。在現實上導盲犬的使用，或許是在無
法立即採取其他社會扶助措施下，而不得不然的辦法。因此，狗狗的利益於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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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我們認定其必須為人類的利益而犧牲，而不稱之為虐待。

參、罰則
一、概說
違反上述保護規定之法律效果，動保法規定於第六章「罰則」中的第 25 條
及第 30 條，分別如下：
第 25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公布其姓名、
名稱或照片：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或第六條規定，故意使動物遭受虐待或傷害，致動物肢體
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
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或第三項第一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禁止宰殺之動物。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情節重大或二年內再犯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
元以下罰鍰。
五年再違反第一項各款情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下罰金。
第 30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使其所飼養動物遭受惡意或無故之騷擾、虐
待或傷害，而未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
二、違反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棄養動物而未致有破壞生態之虞。
三、違反第六條規定，惡意或無故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
違反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致動物重傷或死亡，或五年內違反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
情事二次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把第二次行政違規轉變為刑事違法的規範模式之檢討
動保法第 25 條第 3 項規定：「五年再違反第一項各款情事者，處一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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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第 30 條第 2 項後段則規定：
「五年內違反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情事二次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此
二者的刑罰皆是以第一次的行政違法為前提，對行為人一定期間內第二次同樣違
反保護規定的行為則改以刑罰來規制。這種「先行政罰後刑罰」的規範模式不只
見於動物保護法，也散見於野生動物保護法，是基於類似刑法上對累犯7加重處
罰的想法，姑且不論刑法在累犯規定上的種種問題，事實上，累犯之立法是以過
去已經被判決確定之犯罪作為加重量刑之事由，也就是一種前科的加重，有違刑
法上雙重評價禁止原則；而此一加重量刑的結果，可能超過犯罪之罪責程度，亦
有違反罪責原則之虞。但是刑法累犯加重的規定，至少前後兩者都是違犯刑法的
罪行，然而在動保法上卻是把再度的行政違規轉變為刑事違法的規範模式，就產
生了更大的問題。
首先，將第二次的違規行為以刑法的判斷流程加以判斷時，就會面臨一個
問題：與此違規行為毫不相關的第一次違規行為，究竟是處於判斷流程中的哪一
個要件呢？由於第一次違規行為是其轉變為刑事不法的前提，那麼應該是犯罪成
立的要件，然而在刑法理論中卻沒有相對應的環節能夠分析之；申言之，第二次
違規行為相較於其他次的違規而言，並沒有更擴大的侵害，因此此種「加重」的
規定只是一種對行為人的惡性的譴責，是所謂懲罰慾望的展現，屬於一種「行為
人刑法」的規定。
其次，在不同法領域間有不同的違法判斷標準和認定程序。例如行政違法
的認定中，就沒有刑事審判中的審判流程、證據嚴格證明的要求…等，對行為人
的侵害程度亦有所不同，因此，行政違法與刑事違法之間並非「量」的改變（亦
即行政違法並不是一種「輕刑法」
，多次的行政違法也不會因而變成刑事違法），
而是一種「質變」。因此，此種把再度的行政違法轉變為刑事違法的規範模式應
予以廢除。這並非指本文反對行政刑法，而是若行政法中想對某行為態樣課與刑
罰，應符合刑法之原理原則，以獨立的構成要件規範之8，如此才不會產生解釋
上的諸多問題。

7

刑法第 47 條：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
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第九十八條第二項關於因強制工作而免其刑之執行者，於受強制工作處分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
執行而免除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以累犯論。

8

質言之，刑法並不會以「不可殺人。違反前項規定者，處…。」的方式來規範。在行政法中以
獨立構成要件規範行政刑法的例子，如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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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25 條與第 30 條之區分
在動保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使
其所飼養動物遭受惡意或無故之騷擾、虐待或傷害，而未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
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將違反飼主保護義務的行為限縮於未達動物肢體嚴
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的程度；但是在同條項第 3 款卻指規定：「違
反第六條規定，惡意或無故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就違反第 6 條的消極保護
義務的行為則未對結果的程度加以限制。然而再看到第 25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規
定：「違反第五條第二項或第六條規定，故意使動物遭受虐待或傷害，致動物肢
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相較之下可發現，第 25 條將違反第
5 條和第 6 條時的法律效果合併規定，並且限於「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
官功能喪失或死亡」的結果。
在體系上，既然第 25 條已將「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
死亡」之虐待或傷害行為（並不包含騷擾行為）予以規範，則不論是違反第 5
條還是第 6 條的動物保護義務，皆只剩「未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
喪失或死亡」之騷擾、虐待或傷害行為部分未被法規所涵蓋，因此本文認為第
30 條第 1 項第 3 款的結果程度應與同條項第 1 款相同，而非立法者的有意排除。
如此解釋可發現，動保法依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嚴重程度，而將違反前
述保護規定之行為分為「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之虐
待或傷害行為（第 25 條）
，及「未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
亡」之騷擾、虐待或傷害行為（第 30 條），分別給予輕重不同的法律效果。
刑法對人的生命身體法益的保護體系，依照侵害程度由輕而重依序規定了
普通傷害罪（包含致死致重傷的加重結果類型）、重傷罪（包含致死的加重結果
類型）及殺人罪。在重傷與死亡間，由於身體法益與生命法益間有明確的區別，
因此在認定上較無疑義；然而，在傷害與重傷之間，由於傷害程度是一種量的改
變，因此如何劃出一條清楚的界限，則出現困難（類似動保法第 25 條及第 30
條間「致」與「未達」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之間如何劃分的
問題）。刑法在此採取的方法是，以法定定義確認重傷害的範圍，此範圍之外則
全為普通傷害。
刑法與動保法有相當的體系類似性如前所述，以此為前提，以下將第 25 條
第 1 項的對應於刑法上的重傷罪，第 30 條則對應於傷害罪以及致重傷、致死亡
的加重結果類型，並援引刑法上相關的規定及學說，對動保法第 25 條及第 30
條提出區分的判準，以期能對動保法此侵害輕重之區別進一步細緻化、具體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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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以下先討論傷害之有無，再討論傷害與重傷的區別。
(一) 「未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的行為結果（第 30
條）
1. 虐待及傷害行為
首先要處理的是傷害的有無此一問題。生活中我們經常使用「虐待」這個
字眼，例如有的飼主喜歡驚嚇貓狗，將牠們拋高或是快速旋轉來玩耍，我們可能
就會以不要虐待動物來勸阻他，然而相同的字眼作為法律概念與生活用語則有不
同的意涵，造成法律實際執行面與社會期待有所落差，某程度也加深了動保員與
受勸導的民眾甚至是陳情民眾之間的認知差異。
第 30 條第 1 項的「未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之
騷擾、虐待或傷害行為，對應於刑法則是未達重傷程度的普通傷害罪。也就是說，
必須是行為人以有傷害潛力的行為（拍頭、以掃把頭推狗屁股以驅趕之等行為，
則不足稱之），造成未達重傷程度（至於怎樣算是到達重傷程度，詳見後述）的
傷害結果，亦即造成動物生理及心理的個別機能以及之間的調和狀態的行為，才
該當傷害動物的構成要件；而多個傷害的集合行為並使得動物原本的生活與生理
習性永久地受到改變，則構成虐待。因此，前述將貓狗拋高、抱其快速旋轉的行
為，我們於日常生活中會將其斥責為虐待動物，然而在法律的判斷上，這種手段
並無造成傷害的潛力，即使動物因而失禁或嘔吐，由於只是一時性的不適或緊
張，還不到造成動物生理機能損害的程度，因此不構成傷害或虐待動物。此外，
有造成傷害潛力的行為，若未實際對動物造成一定的傷害結果，則屬傷害動物的
未遂行為；由於本法不處罰未遂，因此亦不能以此條論處。
2. 有疑義的騷擾行為
較有問題的是騷擾行為。如前述，騷擾指的是並未變更動物本身長期的生
活習性，但暫時性地造成其生理或精神上的干擾的行為。行為態樣是輕微干擾動
物行為的集合行為，行為結果則是動物的生活習性受到改變或干擾。此概念非常
空泛，侵害也較輕微，因此在本條只規定了法益侵害的上限（未達…程度）的情
況下，可能天氣變熱幫黃金獵犬全身剃毛而使狗狗自卑不敢出門的情形，飼主也
該當騷擾的要件了，這樣社會承受得了嗎？政府有足夠的人力及資源來處理這些
案件嗎？
因此除了以前述「可罰違法性理論」來作為實際個案裁罰與否的判斷依據
外，政府相關部門應以行政函釋的方式對各個執法部門就騷擾、傷害及虐待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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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類型及傷害程度訂出統一的裁罰基準，並將對騷擾行為的處罰壓到接近罰金下
限，避免執法的恣意及不公平之爭議。另外在修法的層次則應將騷擾及虐待、傷
害分開規範，賦予動保員對騷擾動物的行為進行稽查、訪視、勸導、多次勸導未
改善後如何處罰的權限及法源依據，如此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二） 第 25 條之解釋
1. 「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之虐待傷害行為
首先，第 25 條第 1 項的「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
之虐待或傷害行為，在判斷上，殺死動物的行為較無疑義，然而重傷行為的認定，
何謂「肢體嚴重殘缺」
、哪些是「重要器官功能」
，則有較大的問題。參考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的法定定義，所謂重傷是指下列之傷害：「
一、 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
二、 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
三、 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味能或嗅能。
四、 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
五、 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
六、 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概括條款）」
此法定定義中列舉的生理機能，有視能、聽能、嗅能、四肢機能、生殖機
能；此外，若針對頭部攻擊，基本上能肯認重傷的實行行為性（當然還要綜合考
慮具體的事例中，其所使用的工具、力道等其他因素）
。另外，此處所謂「毀敗」，
是指視覺、聽覺、發聲、味覺、嗅覺、生殖等器官或身軀肢體受到重大傷害，而
完全且永遠喪失機能。若未達完全喪失功能之程度，但例如造成他人視力大幅減
退、無法回復但尚未全盲的情形，則屬「嚴重減損」，也是重傷行為。最後，第
6 款概括條款則必須是不能治療或難以治療的傷害，且必須是重大，例如針對軀
幹的傷害，還需考量損及的器官功能為何，例如傷及橫膈膜以上的心肺，則為重
傷；橫膈膜以下的消化器官，可能就不屬之。
對應到動物的部分，由於動物種類不同，生理機能及生活型態亦不同，因
此仍必須就各種動物的生活習性，以及其被侵害的生理機能對動物的生活是否造
成重大障礙等因素加以考量，輔以動物科學的相關研究及實務案例的類型化中，
才能慢慢形成具體的標準，而不可一概而論。
舉例言之，由於人以兩腳行走，且雙手的功能在生活中非常重要，因此減
損任一肢對人類即有極大的影響，因而列為重傷，然而對四肢行走的貓狗而言，
可能要到減損兩肢的程度才算是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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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又如前述列舉之「語能」對於人類生活而言，至為重要，但對貓狗
而言重要性則沒這麼高，因此割去家中寵物聲帶的行為，應尚未達重傷程度（也
就是第 25 條的「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而為普通傷害。此一結
論其實並非完全以動物生理學為依據，還另外考量了「在我們這個社會中人類願
意為一同存活於社會中的動物做多大的退讓」這個價值判斷。詳言之，若我們將
損害與能之割聲帶行為是為重傷行為，那麼對於住在都市水泥叢林中的飼主而
言，若因寵物的叫聲而被鄰居抗議時，只能選擇搬家到棟距大的別墅或郊區，而
無經濟能力或其他因素無此選項者，要不是割去動物聲帶並受罰，就是將動物棄
養或送到收容所，這樣是否能達到我們保護動物的目的呢？亦即若我們不考量法
律現實的執法可能性，則不僅無法達到最原初保護動物的目的，反而使得人們飼
養動物的可能性及意願降低，造成大量動物被安樂死或被棄養而流浪街頭，這應
該不是我們所樂見的。因此，本文在這裡做了妥協，否定割去聲帶、毀敗動物的
語能是一重傷行為，而只是傷害行為；此時即能對此行為進行優越利益衡量，就
個案討論此一造成了動物生理傷害的行為，是否保全了某些動物或人類的重要利
益。
相同的價值判斷更顯現在生殖機能的討論上。以人類而言，生殖機能毀敗
或嚴重減損是重傷的程度，但對於動物我們反而鼓勵飼主對寵物結紮以及對流浪
動物採取ＴＮＲ（亦即對流浪動物誘捕、絕育、釋放，透過絕育來降低流浪動物
的數量）政策，對推廣者而言，某程度也是以流浪動物的「生育」來換取其「生
存」、不被安樂死的妥協。
最後在概括條款的部分，對動物而言可特別考慮的是皮膚病的問題。若有
嚴重的皮膚病、大片毛皮潰爛，對貓狗這類動物而言，會因無法保暖禦寒而難以
生存，這樣的問題人類較不會出現，因此在動物的部分應該特別予以考量。
2. 第 25 條第 2 項與第 3 項的解釋
第 25 條第 2 項對於該當第 1 項違反保護規範的行為，於情節重大或於兩年
內再犯時加重罰鍰的金額，是行政罰的量的增加，然而第 3 項卻規定「五年再違
反第一項各款情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除了有前述把再度的行政違規轉變為刑事違法的問題外，由於第 3 項的條
文規定過粗糙，在現實的法律適用上亦會出現很大的矛盾。
首先若行為人是於兩年內再犯，則要適用第 2 項的行政罰還是第 3 項的刑
罰則有疑義，在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
「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因此 2 年內再犯的情形只能適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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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項的刑罰；更有疑義的是，在行為人第一次違法後又於第三至五年之間再犯的
情況，則只能適用第 3 項以刑罰論處，然而「以一定期間內再犯」作為加重事由
背後的規範目的，不外乎是認為在這麼短的期間內再犯代表了行為人不知悔改，
惡性重大，因此應該是間隔期間越短之再犯，加重的幅度越高，如此才能彰顯對
其較重大之惡性的負面評價。而此處，行為人於 2 年內再犯時，尚能選擇（或只
能）處以第 2 項的行政罰，然而在行為人於第 3-5 年之間再犯卻必須處以第 3 項
較嚴厲的刑罰，顯然輕重失衡而有所矛盾。
深究立法者原意應該是指，行為人該當第 2 項情節重大或於兩年內再犯之
情況，之後又於五年內再犯（犯第三次）的情形，然而由於第 3 項只規定「五年
再違反第一款各款情事者」，因此既然條文文意明示要直接適用第 1 項的情形，
在法律解釋上就無法把第 2 款的適用解釋進去，要解決此問題仍必須透過修法，
將刑罰的構成要件獨立成一條，才能一勞永逸。

肆、結論
本文針對騷擾、虐待及傷害動物之行為所提出的定義及判準是，傷害行為
是損害動物生理及心理的個別機能以及之間的調和狀態的行為，單一行為單一結
果即可成立，而虐待和騷擾則是由多次行為、多個實害所構成集合行為，後兩者
之間則是由集合行為的性質和結果來區別。虐待是由數個有潛力造成動物生活與
生理習性永久性改變的行為，而其結果則是自然發育受妨害，使原本的生活習性
永久地受到改變；若未達此結果，則不構成虐待，而是個別認定各個傷害行為。
相對地，構成騷擾的數個行為，必須是「無法」造成動物生活與生理習性永久性
改變的行為，若其中有「有潛力造成動物生活與生理習性永久性改變的行為」，
應該另認定傷害行為，不可認定屬騷擾此集合行為的一部份。
騷擾行為
行為
內涵

傷害行為

由數個「無法」造成動物 單一行為
生活與生理習性永久性
改變的行為所構成的集

虐待行為
由數個有潛力造成動物生
活與生理習性永久性改變
的行為所構成的集合行為

合行為
結果

暫時性地干擾動物

傷害動物生理機能
（身體），以及生理
與心理機能調和的
狀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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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動物生理上自然發展受
妨害。
限於生理，心理的損傷除了
能證明亦造成生理上的損
害，否則視為騷擾行為。

Ｘ
重
程 傷
度

第 25 條第 1 項：
「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
官功能喪失或死亡」
參考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之定義並考量動物生理
及生活習性之特性後，加以認定。

有疑義，建議修法將騷擾 第 30 條第 1 項：
「未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
輕 之概念與傷害、虐待分開 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
傷 規範，並另外賦予動保員 未達重傷程度之傷害，即屬之。
對騷擾行為進行稽查、訪
視、勸導、多次勸導未改
善後如何裁罰的權限及
法源依據。
即使本文花了許多篇幅試圖釐清騷擾、傷害、虐待之概念，然而以法律的
觀點只能特定到一定的行為態樣及結果，並建立判斷之框架；至於實務操作所需
的清楚確切的答案仍需要動物學方面的專業以及長期的個案累積與分析，才能形
成更具體的判斷標準。在此之前，政府相關部門仍能對本文所提出的騷擾、傷害、
虐待三種行為的輕重區別訂出裁罰基準或上下限，避免各地方執法單位欠缺具體
參考而產生恣意及不公平之情形。
最後本文上述提到的諸多問題，再再彰顯出動保法採取「於前面章節規定
保護規範，後面再就違規之行為規定法律效果（罰則）」這種條文編排方式的弊
病。因此在修法方向上，應以獨立的構成要件規範行政刑法，並刪除把第二次行
政違規轉變為刑事違法的規範模式，以符合刑法的原理原則，避免體系的混亂及
解釋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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