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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個國家的道德水準，取決於對待動物的態度。」─	印度聖雄甘地

「問題不在於動物能不能理性思考或說話表達，而在於牠們也會感受
痛苦。」─	英國哲學家、法學家邊沁

「一切的殘酷行為，不論在傳統中如何根深柢固，有思考能力的人都
必然反對；只要我們有所選擇，就該避免造成其他動物受苦受害。」
—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

隨著社會進步，加上國際浪潮的影響，政府以公民凝聚的動物保護意識為
基礎，自 1993 年起致力推動立法，延攬學者專家、畜牧獸醫及民間動物保護
團體等，成立「動物保護法起草小組」，歷經多次會議討論，徵詢相關機關意
見，逐步完成《動物保護法》( 草案 )，送請國會審議。立法院於 1998 年 10
月 13 日三讀通過《動物保護法》，並於同年 11 月 4 日由總統公布正式施行，
開啟我國尊重生命、保護動物之新紀元。

動物保護的實踐，需要結合動物福利學、生態學、獸醫學、倫理學、法學、
社會學等領域知識。而在不同社會之間，人與動物互動的方式及影響，往往與
主觀意識、傳統觀念、文化習俗等因素息息相關，所面臨的挑戰也大不相同。

為能解決我國地理與自然、社會與人文環境脈絡下，各種動物保護議題所
面臨之問題，並接軌國際發展動物福利之趨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下稱農委
會 ) 研提我國首部《動物福利白皮書》( 下稱本《白皮書》)，擘劃未來逐步完
善國內動物福利發展的策略架構。

本《白皮書》檢視國內現行動物保護措施與挑戰，提出「結合在地經驗與
國際趨勢，邁向自發、合作、創新的動物友善社會」之願景，以教育、規範制度、
創新科學研究三大面向為基礎，致力推動我國的動物福利發展，並訂定七項策
略方向，以期解決施政挑戰。

本《白皮書》提出的策略方向，將成為國家推行動物保護政策的最主要依
據，並配合政府資源及計畫預算，以落實所定願景與目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主任委員

謹識
108 年 12 月

主委的話

動物在現代人的生活中逐步佔有重要地位，重視動物福利不僅為國際趨
勢，保護動物、教育對動物方式及提供友善環境亦為普世價值。身為動物保護
工作的法定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深刻了解，引領社會大眾一起思考、探究，
持續建構友善動物的環境及制度是我們的責任，才能讓所有動物－不只是多數
人關注的犬、貓，包括經濟動物、實驗動物等，都能在日常中就獲得應有的對
待與尊重。而這些問題的討論與答案，就在我國首次公布的「動物福利白皮書」
中具體展現。

《動物福利白皮書》先透過動物福利的國際發展趨勢及我國環境分析，確
立國家在動物福利提升的三大目標「紮根教育鏈，建立尊重生命價值觀」、「完
善規範制度，落實動物保護精神」、及「鼓勵創新科學研究，提升動物福利」，
並檢視我國動物保護施政現況與問題，針對解決當前問題再結合未來發展，具
體提出七大策略，紮實且全面性的描繪出能鏈結國際趨勢，擘劃出符合我國在
地經驗與條件的動物福利政策藍圖，讓政府攜手民間共同邁向自發、合作、創
新的動物友善社會。

     最後，謹代表農委會致上最真誠的敬意，
感謝本會第三屆動物保護諮議小組共 17 位委
員與許多曾參與的政府部門、學者專家、動
物保護先進、縣 ( 市 ) 政府動物保護工作同仁
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的工作團隊，以 2
年的時間，召開了 34 次的會議，逐字用心的
再三討論書寫此書到付梓，付出諸多心力，
再次誠摯的感謝大家為台灣動保福利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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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一：紮根教育鏈，建立尊重生命價值觀
為培養社會大眾尊重生命的價值觀，依適用對象擬定不同形式與管道的教

育方案。其一是透過家庭、學校、社區、社群到社會，完整不斷鏈的正式及非
正式多元管道，推廣生命教育；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動物專業及相關從業人員的
專職培育與進修教育途徑，保障動物之福利，亦可藉此傳遞正確對待動物的觀
念。

策略一：建置動物保護及動物福利之完整教育體系
策略二：完善動物相關專業與從業人員教育訓練及證照制度

目標二：完善規範制度，落實動物保護精神
為確保各類動物應用行為，全程符合動物福利，除研擬具科學基礎之動物

福利原則、標準或指標外，更須健全相關的動物福利管理措施，包括：寵物、
飼主及相關商業行為，經濟動物之人道對待與處理，動物科學應用機構之監督，
運用動物展演之行為，動物收容處所之管理，遊蕩 ( 流浪 ) 動物減量等。

策略三：建構寵物之動物福利標準、深化飼主與業者管理
策略四：健全並落實各動物類別之應用原則、指標及人道管理機制
策略五：提升動物收容品質及強化遊蕩動物之減量措施

目標三：鼓勵創新科學研究，提升動物福利
整合各方資源投入動物福利之科學研究，除建立動物福利標準之基礎外，

更期待能透過新興及創新科研提升動物福利，解決我國特有的動物保護問題，
避免動物之身體傷害、疾病和精神痛苦，減少人為活動對動物造成的壓力。

策略六：強化本土化、國際化及問題導向之科學研究
策略七：推動提升動物福利之新興科技與創新研究 

圖 1：《動物福利白皮書》整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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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動物福利之未來趨勢
近代人類、動物與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發展多元，對人類運用動物

之行為有許多反思，亦衍生各種討論。面對各種有待解決的衝突與競合問題，
普世的基本原則強調動物運用應符合動物福利之精神；所謂動物福利，其核心
在於盡量減少動物承受不必要的痛苦，進而提升動物的生命品質。換言之，所
有運用動物的行為不可肆意而為以滿足人類利益，應基於尊重動物生命，以符
合人道之管理與處置方式、「避免動物不必要的痛苦」為基本目標。動物福利
不僅是倫理觀念，也是國際間普遍認同之共識，多數國家已根據相關科學發展，
逐步立法並落實政策推動。

「動物福利」雖是常見用語，但仍須取決於飼養或管領動物之目的，依不
同動物的習性特質、維持動物身心健康與正常生長所需的條件，立基於科學方
法，以制訂符合動物生活福利的規範。因此，不同的動物運用方式各有不同的
福利標準，不過，當前國際間最普遍接受的原則，是 1992 年英國「農場動物
福利委員會」(Farm Animal Welfare Council; FAWC) 所確立的「五大自由」
(five freedoms)，亦是各國落實動物福利的重要參考。五大自由之基本概念如
下：

1. 免於飢渴的自由：容易取得清水及食物，以維持健康與體力。
2. 免於不適的自由：提供適當的環境，包括遮蔽處與舒適的休息處所。
3. 免於痛苦傷病的自由：疾病預防措施或迅速提供診斷及治療。
4. 表達天性行為的自由：提供充足空間、適當設施及同伴。
5. 免於恐懼壓力的自由：適當的環境及對待，避免造成心理痛苦。

從國際發展及我國未來環境的兩個構面而言，動物福利的趨勢概況如下：

一、國際發展
(一 )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Epizooties; OIE) 於各項動物
福利綱要中，明訂以動物福利五大自由為依歸，推動會員國制訂相關法律與政
策。此外自 2001 年起，OIE 亦將動物福利列入優先策略要項，2005 年起於其
公布的《陸生動物健康法典》(Terrestrial Animal Health Code) 及《水生動物
健康法典》(Aquatic Animal Health Code) 中亦納入各類動物福利專章，並依
國際發展趨勢持續增修擴充。

《陸生動物健康法典》就「動物福利」之定義，是指動物能夠因應所處之
生活條件，基於科學證據得以認定動物為健康、舒適、營養良好、安全，自然
表現天性行為，免於不愉快的狀態 ( 如疼痛、恐懼、痛苦 )，即是良好的動物福
利。法典中亦分列 10 個陸生動物專章，針對陸生動物的陸海空運、屠宰、防
疫撲殺、遊蕩犬控制、研究與教育之動物運用及肉牛、肉雞、乳牛生產系統等，
提出應遵循的動物福利原則。

OIE 自 1990 年以來通過 6 個五年期之動物福利策略規劃，最新一期計畫 
( 第六期，2016–2020) 揭示「採取適當風險管理以保障動物健康與福利、藉由
透明化及溝通以建立互信、確保獸醫服務體系之量能及永續發展」三大願景，
希冀到 2020 年除了鞏固 OIE 在全球動物健康及福利管理的領導地位，更能透
過各項策略措施，強化陸地與水生動物福利與健康管理，最大限度減少對動物
健康的危害，保護環境和生物的多樣性。同時，OIE 將採用最新技術和標準，
例如在獸醫公共衛生方面 ( 人畜共通疾病在動物間的控制、動物生產的食品安
全控制、慎重使用抗菌藥物等 )，採用指南、意見調查等基礎，以最低成本方
式向會員國快速傳遞相關資訊，進一步提高全球疾病控制，改善衛生與食品安
全條件，以利人類與動物之間共存共榮。

為達成前述目標，具體策略需加強三個交叉領域的投入，包括 (1) 科學卓
越性 (Scientific Excellence)；(2) 多樣性、包容度、參與度、透明度 (Diversity, 
Inclusiveness, Engagement, Transparency)，更有效連結獸醫、專家及動物
工作小組和相關工作人員，提高組織工作效率；(3) 治理 (Governance)，包括
資源規劃及夥伴關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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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歐洲聯盟
歐洲聯盟 ( 簡稱歐盟，EU) 推動動物福利，最早起源於英國 1822 年公布

的《馬丁法》(Martin's Anticruelty Act) 及 1876 年的《反虐待動物法》(Cruelty 
to Animals Act)。形同歐盟憲法的《里斯本條約》(Lisbon Treaty)，定義動物
是「有感知的生物」(Sentient beings)，指出各會員國應致力推動動物福利的
保護與尊重，包括農場動物、實驗動物、野生動物及伴侶動物。此外也指出，
動物福利的維護，有賴於立法和執法、溝通和教育、支援國際活動、研究、風
險評估及風險管理。

歐盟最近一期公布的動物福利策略發展方向，是 2012 年的「動物福利及
保護策略 2012–2015」(EU Strategy for Protection and Welfare of animal 
2012-2015)，其中涵蓋五大重點方向：1. 以通則處理泛歐問題，簡化規範並
改進執法；2. 改善動物照護員及農場檢查獸醫師訓練；3. 協助會員國遵守歐盟
法規；4. 促進國際合作以改善動物福利；5. 改善消費資訊，促進消費者自覺行
動。策略中指出，歐盟致力推動現有動物保護與福利項目，除採取更為周延的
立法和措施外，亦積極透過雙邊協定和國際組織平台，推動國際合作，例如與 
OIE、世界衞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聯合國糧食暨農業
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國
際食品法典委員會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dex)、世界貿易組
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等機構的國際合作。

動物福利是歐盟的重點項目，陸續推動相關政策，例如 1999 年訂定產蛋
雞之動物福利指令，規定 2012 年起，蛋雞養殖禁止使用傳統巴達利籠 ( 俗稱
格子籠，battery cage)；2013 年起禁止懷孕母豬狹欄，規定母豬只能在配種
後四週、分娩前一週關入狹欄，其餘時間必須採群養方式，給予母豬充足的活
動空間；2004 年起禁止化妝品成品之動物實驗，2009 年更進一步禁止銷售經
過動物實驗的化妝品成品，也禁止化妝品原料的動物實驗，2013 年 3 月全面
禁止化妝品相關之動物實驗及銷售；2013 年起全面統一歐盟境內有關動物運
送過程中改善動物福利之規定。

2017 年設立歐盟動物福利平台 (EU platform on animal welfare)，主要
目的為鼓勵主管機關、企業、民間社會、學術界、科學家、國際政府間組織就
動物福利相關議題展開對話，交流動物福利的經驗、科學知識及創新良好實
務，促進歐盟有關動物福利的立法。2018 年設立第一個歐盟動物福利參考中
心 (European Union Reference Centre for Animal Welfare)，致力提供科學
和技術專業知識，展開研究，開發評估動物福利標準的方法及其改良，並推廣
研究成果。

二、我國未來發展環境
動物福利是普世精神，不僅是國際貿易與動物保護的重要課題，更涉及科

學、倫理、經濟、文化、社會、宗教、政治等諸多方面。我國公布施行《動物
保護法》宣示尊重動物生命及保護動物的政策方向，隨著社會風氣發展，國人
動物保護意識提升，除積極關注動物福利之公共議題或社會事件外，亦省思社
會變遷下的動物福利訴求。以下敘述影響我國動物福利未來發展方向之環境因
素：

( 一 ) 飼養寵物數逐年增加，帶動新興產業多元化
相較 2003 年的統計調查結果，2017 年家犬飼養數量從約 135 萬隻增加

到約 166 萬隻；家貓飼養數量從約 24 萬隻增加到約 78 萬隻；另據 2017 年全
台飼養寵物調查情形，推估全台飼養寵物戶中，養犬戶數約占 20%、養貓戶數
約 7%，其他種類約為 9% ( 以鳥、魚為大宗 )，顯示國人整體飼養寵物數量增
加且種類多元，非僅限於犬、貓類別。

在邁入少子化、高齡化社會之後，越來越多民眾將寵物視同家人，市場需
求也刺激寵物服務內容更加多元化，除常見的寵物醫療、美容外，住宿與托收
照顧、行為訓練、殯葬服務等服務紛紛出現。寵物服務市場持續擴大，也衍生
消費糾紛，例如動物活體網路買賣行為、美容服務消費爭議等，須積極建立管
理規範及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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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定期辦理遊蕩犬數量調查
基於維護動物福利、公眾安全、公共衛生與生活環境品質，政府的遊蕩

犬隻管理政策，最終目標是達到無遊蕩犬存在。改善我國遊蕩犬問題是長期的
過程，需要時間循序漸進。為明確控制並減少遊蕩犬數量，需要有效掌握國內
遊蕩犬數量，方能配合調整政策工具，執行有效的控制策略。農委會每五年
辦理遊蕩犬變動情況調查，自 1999 年開辦至今已辦理 4 次，調查方式均依照 
WHO 於 1993 出版之《狗族群管理指南》(Guidelines for Dog Population 
Management)，前三次調查以住宅區為採樣範圍，2014 至 2015 年調查則擴
大採樣，除住宅區外，另增加市場、公園、商業區、工業區及農業區，以六大
地理特徵為採樣範圍，並改以人口數量比例分配區域採樣數，調查犬隻明確定
義為「遊蕩犬」(Roaming street dog)，凡無人看管、遊蕩街頭的犬隻均納入
計算，包括可自由出入家戶、民眾長期戶外餵養無人管理或確實無主的犬隻。
2015 年遊蕩犬數量調查推估結果，全台遊蕩犬超過 12 萬，相較 2009 年的 8 
萬多隻，增加 4 萬多隻遊蕩犬。

( 三 ) 發展兼顧國際趨勢與本土問題之經濟動物福利標準
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抗生素和人工合成維生素 D 的發明，傳統畜牧走向

密集化、工業化的動物飼養，提供都會人口大量又廉價的動物產製品。然而隨
著新興動物傳染疾病出現，氣候變遷議題的反思，以及越來越多消費者注重動
物福利相關的食物倫理，政府為呼應國際對經濟動物福利和永續畜牧的重視，
乃著手研擬符合人道精神的動物生產規範，也漸有進展。

除了 2015 年公告採行《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多年來也對產
業進行宣導推廣，轉型為友善生產之牧場逐年增加，但仍有需要努力的空間。
《豬隻友善飼養系統定義及指南》於 2017 年訂定並函告後，目前已開始推行，
部分養豬業者也自覺啟動轉型。然而我國畜禽飼養規模多屬中小農企業，要達
到友善飼養之永續發展，必須克服許多問題，例如：擔心提高動物福利可能增
加生產成本，故而對動物福利仍持觀望態度。因此，我國經濟動物福利議題仍
需考量國內特殊的人文、地理及氣候環境，產品之供需平衡等等各面向，逐步
發展本土化之動物福利生產模式。

( 四 ) 建構逐步實踐	3R			精神之實驗動物福利管理體系
1962 年英國動保團體設立第一個由民間經費支持的替代方案科學研究基

金，此後動物實驗 3R 原則逐漸成為全球共識，各國開始反思以解決人類健康
問題為目的之動物實驗。

部分國家已由政府主導，開始推動動物實驗替代方案，成立替代方案確效
機構。例如：1985 年美國由國家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及 國 家 環 境 衛 生 科 學 研 究 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NIEHS) 等 15 個政府機構組成替代方案確效跨部會協調委員
會 (Interagenc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the Validation of Alternative 
Methods; ICCVAM)，投注政府經費推動動物實驗替代方案；1986 年歐盟
公布第 86/609/EEC 號指令 (Directive 86/609/EEC)，更明確要求動物實驗
必須優先考慮替代方案，其後 2010 年 9 月歐洲議會通過第 2010/63/EU 號
指 令 (DIRECTIVE 2010/63/EU) 修 正 案， 再 次 強 化 實 驗 動 物 的 保 護， 並 於 
2011 年成立歐洲替代方案確效中心 (European Centre for the Validation of 
Alternative Methods; ECVAM)，推動替代方案的科學研究計畫。2007 年，
日本國立醫藥食品衛生研究所成立日本替代方法驗證中心 (Japanese Center 
for the Validation of Alternative Methods; JaCVAM)，做為安全性生物試驗
研究中心的安全性預測評估部門。2009 年，韓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在韓國國家
食品藥品安全評估研究院設立韓國替代方法驗證中心 (Korean Center for the 
Validation of Alternative Methods; KoCVAM)。

在國際間，先進國家已陸續就生醫產品之化學物質 ( 包括生物藥品、化學
品、農藥、動物用藥、飼料添加物等 ) 推動立法，禁止相關活體動物測試，並
全力發展動物替代方案，以進行相關毒理或安全性試驗。例如：歐盟 2013 年
禁止化妝品之動物實驗測試；荷蘭更進一步訂立 2025 年廢止動物試驗之目標，
挹注資源開發替代方法，支持產業研發需求，都是近 10 年備受關注的動物福
利議題。

我國衛福部食藥署 2016 年 11 月 9 日修訂公布《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禁止國內化粧品成分及原料以動物試驗進行安全性評估，自 2019 年 11 月 9 
日起實施。另外，衛福部食藥署也陸續修訂《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藥
物優良製造準則》、《藥物製造工廠設廠標準》等相關法規，要求藥廠操作熱
原試驗時，應以非活體動物替代方式優先，亦持續修訂《中華藥典》之相關
規範與國際同步。此外，環保署於 2012 年修訂《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並建
立化學品登記管理機制，明訂凡在國內製造、輸入之化學物質，自 2015 年底
起皆須依照《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進行登錄作業，其中
登錄所需的毒理及生態毒理資訊，業者可依循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rganiza-
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測試規範 (Test 
Guideline, TG) 進行毒性測試，並檢附測試報告由管理機關審查。



12 13

動物福利白皮書 Animal Welfare White Paper

貳、我國施政現況與問題檢討
推動動物福利是國際的趨勢，亦是民眾高度關切的議題，我國雖較歐美各

國起步晚，但整體動物福利現況相對《動物保護法》立法初期已有明顯進步，
多年來的努力已奠定良好基礎。以下簡述我國現行動物保護規範制度、人力資
源配置，再就政府各項措施，包括寵物登記、犬貓絕育、收容所概況、特定寵
物業管理、經濟動物運送、人道屠宰業管理、動物科學應用機構之管理、動物
保護教育等政策，逐一說明我國動物保護施政之全貌，最後分析動物保護政策
施行至今所面臨的問題。

一、我國施政現況
(一 ) 現行規範與制度

我國與動物相關的行政法規甚多，管轄目的及範圍亦不盡相同，其中包括
以動物福利為立法意旨的《動物保護法》，輔助規範有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
種多樣性及自然生態平衡之《野生動物保育法》，管理輔導畜牧事業、防範畜
牧污染、促進畜牧業發展之《畜牧法》，防治動物傳染病之《動物傳染病防治
條例》及《獸醫師法》等規定，亦有透過主管機關訂定的法規命令，以為施政
依據。歷年發布的動物保護相關法規命令，請參見附件一。

( 二 ) 人力資源配置

我國動物保護行政，中央主管機關為農委會轄下畜牧處動物保護科；地方
則是各縣市地方政府轄下之動物保護單位 ( 名稱多元，如動物保護處、動物保
護防疫處、動物防疫所、家畜疾病防治所等 )，負責所有業務。動物保護行政
為新增業務，成長幅度大，涉及工作種類繁多，包含寵物管理、違反《動物保
護法》案件稽查、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經濟動物防疫作業、寵物繁殖場及寄
養業者定期查核評鑑、寵物食品製造稽查與業者違法開罰等，要確切落實相關
業務，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此外，從事動物保護的人員，不論是獸醫師、動物
保護檢查員、管理及管制人員等，都需具備高度專業知識與技能。

為協助動物保護檢查員稽查取締，有效執行職務，農委會辦理動物保護檢
查員及動物管制人員教育訓練，以提升動保執法人員專業職能；另外亦辦理動
物保護檢查員實務技能交流研習，與國際動物保護組織接軌。然而，調查統計 
108 年 3 月全國動物保護檢查員共計 136 人 ( 其中專職 76 人、兼職 60 人 )，
若以 107 年全年接獲民眾檢舉及自行稽查 ( 例如：寵物登記、飼主未辦理寵物
絕育案等 ) 計有 360,975 案，平均每年、每人辦理各類動物保護申訴檢舉及稽
查案件數為 3,111 案。各縣市動物保護檢查人力分配請見表 1。

表	1：各縣市動物保護檢查人力調查表

註：調查時間：2019 年 3 月 ( 截至 2018 年 1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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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統計截至 107 年 12 月各縣市公立動物收容所人力配置，現行
公立收容所駐場獸醫師計有 114 人 ( 專職 81 人、兼職 33 人 )，管理人員 258 
人 ( 專職 243 人、兼職 15 人 )，以 107 年 12 月全國各收容所的動物在養量數
量 6,948 隻計算，平均每位駐場獸醫師須照護約 60 隻收容動物，管理人員則
須照護約 26 隻。各縣市公立動物收容處所管理人力分配，請見表 2。

表	2：各縣市公立動物收容處所管理人力資源

(三 ) 預算資源配置

我國動物保護業務相關預算，係由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編列公務預算推動
執行。中央公務預算部分主要亦係協助縣市政府不足之動物保護資源，由縣市
政府研擬年度需求後提報農委會統籌規劃並核定年度計畫予以執行。

近 4 年動物保護業務預算，主要核心係農委會提報行政院核定之「104 至
107 年度加強動物保護行政效能計畫」及「103 至 109 年度改善政府動物收
容管制設施計畫」二大計畫，用以協助縣市動保資源、強化犬貓源頭管理、寵
物業管理、經濟動物及實驗動物人道運用管理並全面改善政府動物收容飼養環
境。兩大計畫之預算總額與其佔農業預算總法定預算之佔比可見下表 3 與表 4，
從中可以看出，雖然動保行政業務相關預算，在整體農業預算之佔比不高，但
皆呈現上升趨勢。

表	3：105	至	107	年度強化動保行政效能計畫佔農業管理科目總法定預算額度

 年度	 105	 106	 107
  強化動保行政效能計畫 126,105 174,275 184,759
  農業管理總預算 3,635,126 3,462,958 3,500,102
  比例 3.47% 5.03% 5.2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單位：千元

註：調查時間：2019 年 3 月 ( 截至 2018 年 1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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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動物保護行政效能計畫：為落實動保案件稽查、招募與培訓義務動保檢
查員及志工執行任務、推廣飼主責任及動物福利教育，並因應各類新興動物
保護業務之推展，分年度編列預算用以充沛相關人力，或辦理推廣宣導活動、
課程、講座，以提升國人動保意識，並增進行政效能。

圖 2：犬貓絕育計畫－ 105 至 107 年度中央與地方經費比例
資料來源：農委會 單位：元

核定數 配合款 核定數 配合款 核定數 配合款

15,861,000

58,463,000

29,884,000
35,219,000

31,740,000

17,300,000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犬貓絕育加強計畫
圖 3：加強動物保護行政效能計畫－ 105 至 107 年度中央與地方經費比例
資料來源：農委會                                                                                 單位：元

表	4：105	至	107	年度改善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佔農業發展科目總法定預算
											額度

		年度	 105	 106	 107
  改善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 288,000 294,912 285,180
  農業發展總預算 30,143,749 32,276,983 24,901,190
  比例 0.96% 0.91% 1.1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單位：千元

上述兩大計畫可分為以下三大執行項目，各項目之執行費用可參見 105 
至 107 年度之中央核定數與地方配合款經費比例圖：

1. 犬貓絕育加強計畫：落實犬、貓絕育乃是遊蕩犬貓源頭管理、動物疾病防治
等工作的重要環節，需要大量資源投入，尤其是零撲殺實施後，源頭管理、
犬貓絕育的成效將直接影響收容品質、遊蕩犬貓等動物福利問題。因此，各
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在零撲殺政策實施前，即開始投入大量預算，進行犬貓絕
育工作，農委會亦逐年提高中央補助金額，直接將經費及專業人力、資源投
入地方，以期快速達到目標，同時減輕各地籌措資源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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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為因應零撲殺實施後所可能增加之收容數，
並提升各地公立動物收容所之收容品質，特於各年度分別補助各縣市，以新
建、改建、增建、重建等方式進行收容所升級，完善相關軟硬體設施，以提
升收容動物之動物福利。

圖 4：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 105 至 107 年中央與地方經費比例
資料來源：農委會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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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別施政措施
《動物保護法》歷經多次修正，陸續新增多項法定業務，以利推行施政措

施。多年來農委會持續推動之措施，主要為犬貓源頭管理及源頭減量、加強寵
物業管理、遊蕩動物收容、經濟動物及實驗動物之人道管理、動物保護觀念教
育宣導等。我國動物福利相關政策，於公告《動物保護法》後內容逐漸完善具
體，有利整體動物福利之提升，以下分述我國動物保護施政之概況：

( 一 ) 動物保護政策之公開透明
隨著資訊科技快速發展普及，政府大力借助資訊與通信科技，以提高民眾

對於動物保護政策形成的信任感。農委會為便於向民眾宣導正確觀念及推行重
要政策，分別建置「動物保護資訊網」、「寵物登記管理資訊網」、「全國動
物收容系統」、「我挺動保來逗陣」等相關資訊平台，使施政資訊更加公開透
明、易於傳播，也有助於提高民眾對政策的信任。必要時，亦製作飼主教育宣
導短片，以利民眾清楚瞭解相關政策內容，並透過社群網路、電影院及電視廣
告公益託播等多元之媒體管道，擴大宣導效益。對於網路較不普及之地區，則
透過當地社區、學校或動物收容所，公私協力合辦多元宣導活動。

( 二 )	寵物登記政策
為建立國人的寵物終身照顧觀念、杜絕棄養，自 1999 年 9 月起實施寵物

登記制度，民眾飼養犬隻應為其植入晶片並辦理登記，貓隻目前採鼓勵登記。
為提高登記率，農委會簡化寵物登記流程及線上便民登記，結合戶政資料規劃
寵物登記歸戶管理機制，累計至 2018 年底，全國完成寵物登記犬數約有 214 
萬隻。2011 至 2018 年各地方政府犬貓寵物登記及調查情形，請參見表 5。

為督促飼主依法完成寵物登記，農委會督導各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加強
執行公共場所寵物登記稽查工作，截至 2018 年底，全國辦理稽查 130,63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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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犬貓絕育政策
犬貓絕育為管控遊蕩動物族群數量之重要措施，農委會及各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長期均編列預算，辦理絕育推廣工作，主要方式分為三種，一是由地
方政府依區域特性，推動犬隻族群控制計畫，深入社區從源頭處理。二是積極
結合民間獸醫師、公會及動物保護團體，並協調大學院校獸醫系所成立絕育服
務團隊，動員一切可能資源，下鄉巡迴絕育；亦舉辦全國家犬絕育大賽活動，
深入村里宣導及短期密集絕育，推動族群控制工作。三是由地方政府針對轄區
荒廢工地、河川區、樹林等大範圍空曠區域，易有犬隻群聚之處，重點執行絕
育。統計至 2018 年底，絕育犬貓總數達 18 萬多隻，2015 年以來年成長率達 
6 成以上，2011 至 2018 年度各地方政府犬貓絕育數量請見表 6。

表 5：2011	至	2018	年各地方政府犬、貓寵物登記及調查情形

 年 度
     犬隻寵物登記及調查情形

新增登記隻數 累計登記隻數 累計除戶數 家犬調查隻數 登記率 %
  2011 80,257 895,586 72,709 1,241,910 66.26

  2012 72,782 968,368 76,603 - 71.81

  2013 148,499 1,116,867 91,238 1,741,612 58.89

  2014 124,469 1,241,336 342,108 - 51.63

  2015 115,699 1,357,035 384,894 1,714,238 56.71

  2016 118,079 1,475,114 437,812 - 60.51

  2017 99,727 1,574,841 474,402 1,777,252 61.92

  2018 115,580 1,690,421 518,182 - 65.96

年度
貓隻寵物登記及調查情形

新增登記隻數 累計登記隻數 累計除戶數 家貓調查隻數 登記率 %

  2011 19,805 82,941 2,930 302,864 26.42

 2012 27,543 110,484 3,428 - 35.35

  2013 39,803 150,287 4,090 578,993 25.25

  2014 42,800 193,087 7,908 - 31.98

  2015 52,002 245,089 10,292 567,939 41.34

 2016 61,364 306,453 14,399 - 51.42

  2017 68,067 374,520 18,167 733,207 48.60

 2018 78,400 452,920 29,898 - 57.69

表 6：2011 年至 2018 年度各地方政府犬貓絕育數量

 地方政府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新北市  3,268  5,530  5,695  9,787  8,880  12,334  11,156  11,405

 臺北市  4,933  11,017  8,643  10,028  10,716  9,540  10,015  9,466

 臺中市  8,266  13,155  13,379  8,774  13,622  23,052  22,085  21,415

 臺南市  6,595  4,937  4,880  9,116  9,851  8,277  11,608  10,428

 高雄市  10,545  5,973  5,615  5,288  11,805  12,542  15,130  15,113

 桃園市  5,207  6,320  10,633  8,857  10,118  10,595  8,534  10,385

 宜蘭縣  204  383  481  366  1,147  2,257  2,596  1,665

 新竹縣  70 6 7  89  179  457  634  2,112  2,326

 苗栗縣  1,002  247  1,349  212  658  2,798  4,107  3,456

 彰化縣  688  494  487  1,595  2,477  3,760  5,015  5,431

 南投縣  604  696  606  508  1,773  2,531  4,029  4,960

 雲林縣  942  955  1,639  2,329  3,374  2,406  4,734  5,070

 嘉義縣  749  578  515  1,099  1,851  2,309  3,063  2,975

 屏東縣  133  113 4 9  282  1,335  896  4,258  4,269

 臺東縣  687  1,152  729  403  1,342  2,293  3,462  4,054

 花蓮縣  825  165  399  183  1,711  4,304  2,765  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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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動物收容所之管理措施
現有公立動物收容所多數設立於 1999 至 2002 年間，由於硬體環境限制，

難以對入所動物進行隔離檢疫，或提供傷病動物照顧專區，因而所內疾病傳染
控制不易，欄舍或籠具設計不符動物福利，且環境不良無法吸引民眾參訪而影
響認養率。因此，為全面提升動物收容管理品質，有效推展我國動物福利，農
委會提出「公共建設計畫 － 2014 至 2018 年度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
畫」，協助地方政府執行收容所改建工程。

2017 年 2 月 6 日起全面施行零撲殺政策，動物收容需求增加，除鼓勵民
間資源投入動物收容工作外，農委會與各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亦積極推廣動
物多元認領養，提高犬、貓認領養率。例如：於大賣場或民眾日常頻繁接觸的
場所辦理認養活動，推廣認養代替購買之觀念；辦理動物收容所犬隻行為矯正
種子教師培訓，開發多元工作犬項目；開發更具能見度、參與可能性之認領養
模式，擴大送養社群，如公私立老人或兒少等安養機構、海巡單位、獄政單位
及其他可行的送養管道等。2009 至 2018 年度全國公立動物收容所收容處理情
形，請參見圖 5。

圖 5：2009 至 2018 年度全國公立動物收容所收容處理統計

* 收容隻數為當月進入收容所之動物數量 ( 包含捕捉、民眾送交、拾獲等 )。
* 依法人道處理率 = 當月依法人道處理數 / 當月入所動物數。
* 所內死亡率 = 當月所內死亡數 / 當月入所動物數。
* 以上數據皆為滾動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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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特定寵物業之管理
我國於 2000 年 7 月發布施行《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 舊法稱「寵物業

管理辦法」)，立法目的為保障動物福利及業者管理的需要。地方政府為特定
寵物業許可證之主管機關，以許可證之審查及核發做為管控犬隻買賣流向、杜
絕不肖業者棄養犬隻的管理手段，截至 2017 年核 ( 換 ) 發 1760 張營業許可證
照。此外，2016 年度農委會於寵物登記系統增加特定寵物業之特定寵物繁殖
用及買賣用註記功能，並於寵物登記內部作業系統建置寵物業管理專區，供各
縣市政府管理特定寵物業商用繁殖、買賣用寵物數量及流向。

《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原僅適用於犬隻，2017 年 10 月修訂後擴大適用
範圍，將貓隻繁殖、買賣、寄養業者納入管理，並規範買賣犬貓來源為合法業
者種犬、強制出生寵物登記、買賣移轉應交付資訊等規定，以建立犬貓商業繁
殖源頭及流向管理機制。

( 六 ) 經濟動物相關專業或從業人員之教育訓練與行政管理措施
經濟動物人道管理主要涵蓋飼養、運送及屠宰三大面向，在畜禽飼養管理

部分，分別於《動物保護法》規範飼主責任，於《畜牧法》原則性規範牧場管
理與設施。針對經濟動物運送，訂有《動物運送管理辦法》，除明訂運輸工具
及運送方式外，農委會亦辦理運送從業人員職前及在職講習之配套管理，規定
以運送豬、牛、羊為職業的從業人員應接受運送職前講習，經評定合格取得證
書後，始得執行動物運送業務；證書效期 3 年，每 2 年須再次接受在職講習，
證書效期始得展延，以提升動物人道運送之專業職能。

關於經濟動物人道屠宰管理，畜禽屠宰場須符合依《畜牧法》授權訂定之
《屠宰場設置標準》及《屠宰作業準則》等規定；此外，依《動物保護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發布《畜禽人道屠宰準則》，亦規範屠宰場自卸載、繫留、
驅趕、保定、致昏、放血等作業流程，所應遵行之人道管理事項。

( 七 ) 動物科學應用機構及從業人員之教育訓練與行政管理措施
自 2000 年起，每年針對全國應用動物科學研究人員，舉辦實驗動物人道

管理講習訓練，2015 年度辦理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IACUC) 成員基礎訓練及繼續教育，以降低
評核不良比例。

為落實實驗動物人道管理，明確各機構查核執法準據，農委會於 2018 年 
6 月 22 日發布《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適用於動物科學應用機構之主
管、實驗動物設施管理人員、使用動物之科學研究人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委員會或小組成員、獸醫師、監督管理機關及動物保護團體，提供實驗動物照
護使用之管理制度中應符合的實驗動物人道照護基準規範。另為強化動物科學
應用機構自主管理，加強對機構之監督，於 2016 年修訂動物科學應用監督查
核方式，將原本的一階段實地查核改為三階段之書面審查、實地查核及重點查
核，以促使各機構提升實驗動物之人道管理，提升照護委員會或小組素質，落
實應用 3R 原則於動物之飼養照護及實驗過程，減少實驗動物不必要之犧牲。

查核方式分為外部及內部查核，外部查核由實驗動物倫理委員會委員以任
務編組方式組成，會同直轄市或縣 ( 市 ) 政府動物保護檢查員、實驗動物相關
專家，依據動物科學應用機構外部查核表，實地查核輔導。內部查核由動物科
學應用機構之動物實驗管理小組辦理，依據機構內部查核表所定項目，每半年
查核一次，並在研究單位設置內部監督單位，管理動物之科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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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題與檢討

(一 )	動物福利及生命教育未全面普及
近年來，報章媒體報導民眾不當飼養動物或虐待、傷害動物或大量飼養犬

貓案件頻傳，棄養動物案件亦時有所聞；又飼養寵物種類多元，除犬、貓以外，
也有民眾基於新奇心態飼養鳥類、魚類、浣熊、兔子、鴨子等動物，但往往欠
缺飼養知識，未能提供符合動物需求的飼養環境。此類情況顯示國人的動物福
利及生命教育有待強化，才能有效避免因動物飼養知識、尊重生命觀念不足而
導致動物受害受虐案件。政府雖提高檢舉獎金鼓勵民眾舉報，以提高成案率，
嚇阻動物受害虐待及棄養案件，但全面提高民眾動物保護意識，瞭解動物福利
及生命的本質，才是根本解決之道。過去政府和民間團體曾推出動物福利線上
課程與教材，以及動物保護宣導影片，但實際使用點閱率並不高，推廣效果有
限。如何善用線上平台，擴大動物保護教育影片使用及曝光率，以提升民眾動
物保護意識，是後續動物保護措施的重要環節。

動物相關領域專業及從業人員之再教育，是動保教育另一項重要議題。政
府目前針對經濟動物與實驗動物從業人員及動物保護檢查員，雖提供動物福利
教育培訓課程，成效也日益顯現，但仍缺乏完整的教育培訓機制；再者，動物
相關領域之專業及從業人員並不僅限於前述幾種，尚包含寵物業、獸醫業、動
物展演業、動物行為訓練、動物保護工作者等等。我國現行獸醫師就業長期偏
重於特定寵物及小動物，因此如何進一步提升動物相關領域專業及從業人員之
教育，擴大行業類別及動物類別，建立全面的職業教育機制，皆應列入後續施
政規劃。

( 二 ) 公立動物收容所收容量已達臨界值
2015 年 2 月公佈修正《動物保護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7 款，廢止「收

容於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經通知或公告超
過十二日而無人認領、認養或適當處置之動物，得予以宰殺」之規定，亦即俗
稱之「十二夜條款」，並設 2 年緩衝時間，正式宣告我國自 2017 年 2 月起實
施「零撲殺政策」。收容動物除經獸醫師檢查患有法定傳染病、重病無法治癒、
嚴重影響環境衛生或其他緊急狀況，允許執行人道處理外，各公立動物收容所
全面停止人道撲殺。零撲殺政策全面實施後，公立動物收容所面臨極大壓力，
現有 33 處公立收容所收容量上限合計約 7,000 隻，最適收容量約為 6,000 隻。
農委會啟動「103-107 年度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措施計畫」，補助各地公

立收容所改善環境，2019 年 2 月底全國收容所在養量占留容量比例平均高達 
95%，收容空間已屆臨界值，幾乎沒有收容周轉空間。然而依《動物保護法》
規定，行政機關負有接收無主動物、民眾送交不擬飼養動物，或執法没入如緝
獲非法繁殖場犬貓、民間狗場不當飼養大量動物之責。地方政府透過各種配套
措施，包括推廣多元認領養、擴大絕育、精準捕捉、改善收容環境等入所源頭
減量及提高出所率等，將收容量勉強維持不超過最適收容量的範圍，以符合法
律要求。但公立收容所收容量已達臨界值，可能衍生遊蕩犬數增加、人犬衝突
之社會公共安全、環境影響擴大等風險，因此仍亟待處理。

( 三 ) 寵物登記率有待提高
自 1999 年立法執行寵物登記迄今，雖然政府 2018 年寵物登記率目標訂

為 75%，但迄未能詳實掌握全國寵物數量，難以落實寵物絕育及飼主棄養等管
理，導致寵物源頭管制有所疏漏。現行寵物登記需要克服的問題，包括如何提
高飼主主動辦理登記之意願、提高飼主對法律規定遵守程度、補足地方政府執
法人力缺口等。最大瓶頸仍是飼主缺少主動登記之意願，為持續提升寵物登記，
後續宜擴大寵物登記窗口、便利民眾辦理寵物登記、強化獎勵登記等，多管齊
下推動動物保護政策。

( 四 ) 偏鄉地區之犬貓絕育有待提升
基於維護動物福利、公眾安全、公共衛生及生活環境品質，我國長期投入

經費實施犬貓絕育，惟參酌現有國際經驗，尚無短期措施可達到長期控制之效
果。鑒於改善是長期的過程，需要時間循序漸進，是以犬貓絕育政策即為減少
遊蕩犬貓之手段。我國動物保護業務，不論在中央或地方的組織架構及人力配
置都相當緊縮，各地預算分配也有差異，因此推行犬貓絕育仍先以都會區為主，
繼而擴及偏鄉區域。

考量偏鄉地區放養犬貓之飼養習慣，民眾對家中犬貓絕育及飼主責任等觀
念尚未普及，加上偏鄉獸醫資源匱乏、交通不便、經濟條件較差等不利因素，
造成偏鄉地區的放養犬貓鮮少接受絕育。因此後續應持續進行下鄉絕育行動 
(Rural Area Neuter Action; RANA)，尤其著重偏鄉區域之放養犬貓，進行短
期密集之絕育任務，以提高我國施行絕育措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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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經濟動物產業生產過程未完善落實動物福利
目前經濟動物福利議題多聚焦於飼養管理、運送及屠宰，但除此之外，尚

應涵蓋家禽家畜及水產動物之育種、養殖、醫療、防疫、撲殺、銷售等各層面，
以落實產業生產之全程注重動物福利。近年來，歐盟積極倡議人道飼養及友善
畜牧生產，OIE 亦逐步訂定畜禽生產飼養系統之動物福利原則性規範，因此友
善畜牧產品之標示或認證制度在歐美先進國家快速發展。我國則尚未全面推廣
適用，仍須加強教育宣導，提升業者自覺，逐漸建立共識以持續推動。

( 六 ) 動物科學應用機構之監督管理仍待加強
根據《動物科學應用機構查核輔導要點》規定，管制方式除了應用機構的

內部查核之外，尚包含由動物保護檢查員、外部專家、動保團體進行外部查核。
然而，不同的應用目的各有不同的主管機關、查核標準及查核流程，缺乏一致
的管理措施，容易產生查核上的疏漏。首先，應用機構的內部查核方面，研究
計畫的事前與事後評估不夠嚴謹，利益與傷害分析未能落實，或是未及時察覺
違規事項立即改善，自主管理流於形式。其次，外部查核可能因動物保護檢查
員的專業能力不足、專家查核覆蓋率不足、查核頻率過低、專家查核標準不一、
缺乏應用機構退場機制等因素，導致查核成效不彰，難以發揮外部監督的效果。
若再加上應用機構動物照護管理不足，無專業獸醫師參與實驗動物的科學應用
及實驗後動物照護，皆嚴重影響動物科學應用之動物福利。

參、願景與施政主軸目標

我國為 OIE 正式會員國，OIE 制訂的指導原則及長期發展策略計畫，亦是
我國動物保護相關政策與計畫之重要依據。而 OIE 亦強調，各國由於倫理、文
化、宗教、社會、經濟發展之差異，動物福利發展程度不一，建議應結合各界
專業人士，在「法令規範、產業推動、專業訓練、研究發展、教育宣導」等面
向積極進行策略規劃，基於國家特性、現有資源、動物福利現況與實務需求，
設定漸進、可達成之具體目標，並透過國際資訊即時交流學習，推動整體動物
福利之提升。

以上述規劃原則為基礎，並考量接軌國際、迎接未來挑戰及解決我國現有
問題，擘劃本白皮書的政策發展架構，其施政總願景、政策主軸與具體目標，
簡要概述如下：

一、願景
未來我國的動物福利施政，以「結合在地經驗與國際趨勢，邁向自發、合

作、創新的動物友善社會」為願景。

二、施政主軸目標
為達到施政總願景，本白皮書將聚焦於三大施政主軸：

( 一 )	紮根教育鏈，建立尊重生命價值觀
(二 ) 完善規範制度，落實動物保護精神
(三 ) 鼓勵創新科學研究，提升動物福利

三大施政主軸之目標，在於建立全民的尊重生命價值觀，落實我國《動物
保護法》的精神－尊重動物生命及保護動物，改善所有動物之動物福利。

動物們好，人也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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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建置動物保護及動物福利之完整教育體系

動物保護及動物福利的落實與
提升，取決於民眾看待動物生命的
觀念，唯有建立尊重包括動物在內
的生命價值觀，才可能改變民眾對
待動物的態度及行為，達到友善對
待動物的結果。因此，策略一提出
的政策方向，除提升動物保護行政
效能外，更希望透過家庭、學校、
社區、社群到社會，完整不斷鏈的
教育過程，從正式與非正式的教育、
課程、學習等多元管道，推廣建立
尊重動物生命的價值觀。

一、跨領域及部會整合動物福利教育資源，增強推廣教育效能
各動物保護相關業務涉及不同專業領域，故需集中事權且與其他行政單位

合作推展，才能真正處理動物福利相關問題與建置完整的動物保護及動物福利
教育體系。

1. 跨部會整合不同專業資源，共同合作建置動物保護及動物福利教育體
系。

2. 各地方行政組織跨領域結合民間資源，加強推廣生命教育課程與其他
相關動物知識。

二、紮根校園尊重動物生命教育
包括學前教育在內的各級學校，不僅是孩童及學生的學習場所，更是家庭

外最重要的生活空間；因此，落實保護及尊重動物生命的教育，最高目標應是
培養下一代自幼年起，便能理解動物和人類皆是具有感官、會感受到痛苦的生
命個體。

1. 開發教學模組，針對不同學齡層編製動物保護及福利相關教案，並推
廣應用。

肆、策略發展方向

依據施政願景與策略目標，未來我國動物保護行政與措施，將從教育、規
範制度、創新科學研究三大面向，分為七大策略，具體落實動物保護、促進動
物福利：

策略一：建置動物保護及動物福利之完整教育體系
策略二：完善動物相關專業與從業人員教育訓練及證照制度
策略三：建構寵物之動物福利標準、深化飼主與業者管理
策略四：健全並落實各動物類別之應用原則、指標及人道管理機制
策略五：提升動物收容品質及強化遊蕩動物之減量措施
策略六：強化本土化、國際化及問題導向之科學研究
策略七：推動提升動物福利之新興科技與創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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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動物實驗課程依循替代、減量、精緻化的 3R 原則，逐步採用多樣
化之教學訓練用途動物實驗替代方案 ( 例如動物擬真模型等 )。

3. 培育動物保護生命教育種子教師，建立種子教師資料庫。
4. 鼓勵教師於各種教育現場，透過融合教育或通識教育紮根動物保護觀

念。

三、以解決問題為導向，推動多元廣宣，普及民眾動物保護意識
民眾不正確對待動物之態度與行為，許多是出自錯誤的觀念與認知；因此，

必須釐清民眾對動物保護及動物福利的認知、觀念、態度、行為背後之相關問
題，以解決問題為導向，設計有效的教育宣導方案與強化措施。

1. 針對常見之動物保護問題及錯誤認知，提出相關教育宣導措施，提升
民眾的動物保護認知與意識。

2. 善用社群網路及其他多元媒體管道，徴求社會創意構想，辦理全國性、
長效期之動物保護廣宣專案。

3. 鼓勵動保及動物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組成具多元觀點及議題之虛擬
學院，開設各類動物保護相關議題課程，提供與民眾交流討論之平台。

4. 鼓勵社區大學、終身教育學習平台及各類軍公職人員教育體系開設動
物保護相關課程。

四、強化消費者動物福利教育，引導市場新趨勢
消費者對動物福利的認知與態度，以及願意支付之價格，能夠引導市場發

展，鼓勵動物來源產製品相關業者以符合動物福利之標準生產，朝完整產業鏈
全程符合動物福利的方向發展。

1. 宣導各類動物友善生產行為之定義與內涵、福利標準、指標或指南，
以及動物福利產品之價值與意義，藉由消費者教育，提高動物福利認
知、認同及願付價格。

2. 提供即時、完整與易懂之動物運用相關資訊，協助消費者瞭解動物生
產、加工及運銷過程，與動物福利、民眾健康、食物安全與品質等議題
之關聯，促進選擇動物友善產製品，帶動產業發展方向。

3. 推動學校及公部門選購符合動物福利的產製品。
4. 建構消費者認識各種動物運用、正確飼養相關之動物福利學習平台。

策略二：完善動物相關專業與從業人員教育訓練及證照制度

動物保護教育的紮根，除落實於
一般教育體系外，也應落實於動物飼
養或運用相關從業人員的專業養成與
進修教育。不論是獸醫業、寵物業、
經濟動物養殖運銷屠宰業、產製品販
賣業、動物展演業、收容處所工作人
員、科學應用機構人員、動物保護工
作者等，都應建立並強化生命教育、
動物保護及動物福利的觀念與新知，
進而落實於專業職能。相關人員不僅
是第一線接觸動物者，須有正確知識
與觀念，確保其運用行為符合動物福
利，並可藉由直接面對消費者或民眾
的機會，傳遞正確對待動物的觀念，
有效提升全民的動物福利意識，達到
增進動物福利與健康之目的。

一、建構各領域動物專業及從業人員共通的核心專業職能
為厚植各類應用或運用目的之飼養與管領動物相關人才資源，確保所有繁

殖、飼養、照護、運銷與屠宰等，使用動物或其他接觸動物者，均具有必要的
動物福利專業知能，應評估各領域之就業市場，掌握相關業別人才需求，擬定
基礎動物通識課程與學習地圖。如此，人才供需兩端得以採用相同標準，提升
動物相關工作人員之基礎動保意識；並規劃完整體系以銜接核心專業學習，有
利於相關人員之職能發展，強化動物從業人員之專業形象。動物專業及從業人
員之基礎動物福利知能教育訓練，規劃措施重點包括：

1. 盤點動物相關專業及從業人員之職類、職務及職能需求，檢討相關教
育及專業訓練之法源基礎，建置共通核心職能體系與訓練重點。

2. 結合人才培育政策、產業發展政策、勞工福利政策、職業訓練制度等，
規劃並推展共通核心職能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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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動物管領、應用或運用相關專業及從業人員之教育訓練體系
動物福利專業知能除對動物健康與生產效能有正向影響，亦會影響相關產

業、國民健康及環境保護。為確保未來動物專業人員適才適所，且各領域之動
物應用或運用行為之起始點至末段階段 ( 育種、飼養、醫療、防疫、運送、人
道處理等 ) 全程符合動物福利，須完整規劃動物專業及從業人員教育鏈。

1. 結合動物保護施政之實務方向與人才市場缺口，持續完善專科獸醫師、
獸醫護理師、畜牧技師等養成教育，以及執業繼續教育培訓體系，以拓
展人員的專業深度及技能。

2. 建置各領域之動物專業及從業人員教育學習體系與學習地圖，訂定訓
練項目、方式、合格標準等。訓練課程應涵蓋生命教育、動物福利標準、
法規，並含學科教育、實務訓練等。

3. 舉辦各領域專業及從業人員之多元化訓練與活動，善用現代化科技，
優化訓練內容及教材，擴大課程管道及參與度。

4. 強化動保行政創新、溝通、資源整合、資訊共享及新興科技相關職能。

三、建置各種動物管領、應用或運用相關專業、從業人員之證照制度
應用或運用動物相關領域，包含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寵物、動物收容、

動物展演等，均應建置養成教育與培訓課程，為達到各領域之動物應用或運用
行為全程符合動物福利，就利用或運用動物各階段如育種、養殖、醫療、防疫、
運送、展演、實驗、屠宰、人道處理、撲殺或安樂死等，視需要逐步推動各類
動物專業、從業人員之證照制度：

1. 建構研訂各專業、從業人員之專業標準及專業表現指標，展現人員養
成及專業發展各階段應具備的能力與職業規範。

2. 研調各類業別需求及經營趨勢，視需求建立專業、從業人員認證制度
或職業證照制度。

3. 接軌國際動物福利趨勢，定期辦理國內外學習工作坊、鼓勵成立學習
社群或成長團體等活動，將學習成果持續深化與落實，提升專業知能。

策略三：建構寵物之動物福利標準、深化飼主與業者管理

基於國人飼養寵物情形、保障動物福利及管理業者的需要，擬定強化飼主
責任及教育、特定寵物業管理、
因應飼養習慣與趨勢所需之管制
措施等相關策略，確保寵物從繁
殖出生、飼養到死亡各階段之動
物福利，打造寵物之動物福利友
善環境。

一、跨部會合作完善戶政與寵物
登記管理系統，落實寵物源頭管
理業務

為持續落實源頭管理、飼主
責任，應強化寵物登記資料之全
面性和即時性。農委會於 2017 年與內政部戶政司協調，跨部會規劃建立寵物
登記資料與戶役政資訊系統資料整合，以利落實寵物飼主資料主檔比對、勾稽、
校正，並建置地圖化應用介面，進行「寵物歸人、飼主歸戶」的視覺化動態管
理。並將強化運用：

1. 加強寵物植入晶片與寵物登記政策誘因，鼓勵飼主辦理寵物登記、絕
育、施打疫苗等，有效完善寵物管理機制。

2. 整合部會資源，積極擴大辦理寵物登記動態歸戶作業之統計，持續完
善寵物登記系統。

3. 運用相關寵物統計之數位資料庫，追蹤分析寵物飼養情形，強化寵物
管理政策之基礎。

二、強化動物保護執法，提升案件稽查成效
我國近年發生多件重大故意虐待動物致死個案，為回應社會期待，已修法

提高虐待動物的刑責，並增列食用犬貓、以汽機車牽引寵物之處罰，彰顯對動
物生命價值的尊重，並遏阻虐待動物。然而，仍需結合民間力量，公私協力加
強動物保護教育及執法，以提高行政成效與落實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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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善用民間力量，強化動物保護執法成效。
2. 善用動物保護稽查之行政調查權，加強與警方之橫向合作，提升證據

保全及處理效能。

三、建構商業行為源頭至末端之犬貓等管理機制，落實源頭管理與教育
建構源頭至末端之犬貓等寵物整體商業管理機制，逐步發展商用犬、貓及

其他寵物源頭及流向管理制度，鼓勵產業優質化，減少各項基因繁殖缺陷，達
到寵物商業行為管理、寵物福利及維護消費者權益等實質管理。

1. 著眼於商業行為源頭至末端之整體管理，建構犬、貓等寵物商業繁殖
源頭及流向等相關管理機制。

2. 因應多元交易方式與型態，輔導寵物產業團體，提升產業自主管理，
加強取締非法跨境交易，以落實動物福利及消費者權益。

四、因應寵物相關商業模式多元，擴大管理寵物食品、用品及服務等其他寵物
新商業型態

與時俱進加強管理寵物各式商品及服務業者，建立寵物食品安全與品質之
源頭管理法源，以及寵物食品履歷與食品申報機制。

1. 建立寵物食品申報機制，強化法規遵循，以落實寵物食品、用品業之
管理。

2. 建立現有及未來其他新興寵物服務業如長照、生命紀念等之相關管理
機制。

策略四：健全並落實各動物類
別之應用原則、指標及人道管
理機制

基於動物福利，針對各類別之
動物應用或運用行為積極訂定原則、
標準或指標，提升動物照護管理品
質。

一、推動全程落實動物福利，以符經濟動物之人道運用
宣導與輔導並進，鼓勵畜牧產業自主管理，逐步提升經濟動物人道運用品

質。

1. 完善各類經濟動物之人道養殖、屠宰、運送、交易與防疫撲殺作業等
相關法規制度。

2. 檢討我國產業現況及實際需要，結合產官學研各界擬定重點輔導措施，
促進業者自覺自律，推廣符合動物福利理念之畜牧生產。

3. 完善各類經濟動物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鼓勵業者施行友善飼
養，並輔導推廣動物福利產品，協助建立完整之友善動物產製品產銷
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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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監督機制，落實動物實驗	3R	原則
專業的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管理，是取得高品質研究成果的基本要件，優

良的實驗動物科學應用機構應有完整的實驗動物照護作為與考核，以推廣實驗
動物保護與 3R 原則，提升我國實驗動物福利，接軌國際發展現況與趨勢。

1. 整合部會資源，建立全國性動物實驗 3R 方案管理措施，並依國際趨勢
與發展，定期檢討、評估與調整。

2. 完善實驗動物專業獸醫照護、再應用 (re-use)、開放認領養 (re-home)
與退休終養機制，落實實驗動物福利標準。

3. 推動非活體動物或非動物模式替代方案與指標，應用於法規測試
(regulatory testing) 、教育訓練，及生醫科技與基礎科學研究。

三、完善動物展演或執勤工作等其他行為之管理制度
針對因特定目的或活動，而運用動物進行展演、依法執勤國家任務或其他

行為，將適時參酌國際經驗，持續完善相關動物福利原則、標準或指標，並建
構符合實務需求之管理模式，落實保障動物福利。

1. 積極檢討與完善動物友善展演行為定義、福利標準與指南，建構評估
符合實務需求之管理模式。

2. 通盤檢討包含政府部門執勤犬在內之動物友善工作行為定義，研擬相
關福利標準與指南，完善建置管理模式。

3. 鏈結國際趨勢，建置國內外之討論平台機制、學研網絡，定期檢視相
關動物福利之標準，完善我國動物福利之管理制度。

4. 未來依國際趨勢，長期將朝向管制特定動物表演行為。

策略五：提升動物收容品質及強化遊蕩
動物之減量措施

基於公共安全、環境與生活品質、財政
條件、措施可行性與成效等考量，透過積極結合或善用民間資源，建立共同夥
伴關係，加強提升動物收容之品質，減少遊蕩動物數量。

一、提升動物收容之品質，兼顧發揮生命教育功能
完善動物收容體系，促進功能多元化，兼具教育功能，提高民眾參訪意願，

落實動物保護與生命教育。
1. 持續改進動物收容所軟硬體，加強動物身心評估與訓練，提升醫療資

源，加強作業流程，促進健康友善之收容環境，轉型為具動物保護或
生命教育功能之環境教育場所。

2. 推動民間大量飼養或收容動物場所法制化，並建置資源共享平台，鼓
勵收容動物之相關資訊公開化、透明化。

3. 建立以生命教育為核心之動物收容場域，落實生命教育與飼主責任教
育之策略需求。

4. 擴展公私協力機制，推動公立收容所委外經營。

二、善用民間資源，完善收容動物認領養機制
發展公私協力，推動多元認領養方案，鼓勵建構動物送養後的通報、追蹤

與訪查機制。
1. 提升公立動物收容所中途送養機制，擴大多元送領養管道。
2. 鼓勵民間建置全國收容動物送領養及飼養媒合平台。
3. 鼓勵民間舉辦具創新與教育精神之動物認領養活動。

三、推行適地適性的犬、貓族群控制計畫
集中資源於遊蕩犬、貓群聚熱點區域，加強絕育及寵物登記，以有效降低

犬、貓群數量。
1. 系統性推動重點區域犬、貓絕育方案，持續監測、調查，控制遊蕩犬、

貓數量。
2. 建構友善動物溝通處理機制，降低區域人犬衝突。
3. 建構犬、貓與野生動物衝突議題之處理機制，維護自然生態棲地環境

與物種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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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六：強化本土化、國際化及問題導向之科學研究

因不同目的而運用動物時，如何訂定應有的動物福利標準？如何衡量運用
動物是否全程符合動物福利基本要求？這些問題的答案有賴於不同專業領域的
科學研究，例如：動物生理學、心理學、行為學、生態學等，或其他新興科學
技術領域。透過這些研究成果，能夠深入瞭解動物的生理與行為，並進一步確
認哪些知識、能力、技術、設備及科技得以提升動物福利。加上動物福利與動
物健康密不可分，維護動物健康亦可保障人與環境的安全衛生，並帶動相關產
業正向發展。

一、擴大對動物相關科學的長期研究經費投入
為鼓勵國內相關研究人員投入新知識、新技術的科學研究工作，將擴大對

於動物相關科學的長期研究經費投入：
1. 鼓勵所有動物相關科學的基礎研究工作，促進與國際研究機構的合作

交流，以增進對動物生理、心理、行為及整體生態的新知。
2. 鼓勵本土動物相關科學研究，逐步建構全面化、科學化之評估分析流

程，尤其聚焦於我國各類動物應用或運用之特殊問題研究，以提出改
善解決方案。

3. 鼓勵探討我國特有之經濟動物福利問題，如：閹雞、神豬、鱸魚綁繩、
畜禽活體拍賣等議題，整合社會、人文、文化觀點，以解決長久以來
備受爭議之福利問題。

4. 鼓勵或獎勵產官學研等各界投入我國遊蕩動物問題研究，例如：族群
控制方案、行為特性、形成原因、公衛安全、動物虐待問題等，藉由
科學研究發現及數據，作為研擬解決遊蕩動物問題之政策參據。

二、建立具國際性及本土性之動物福利指標
依據各類動物的行爲、習性及適合之生態環境，基於維護動物身心健康所

需，以科學研究發現為依據，必要時參照國際經驗與體例，制訂評估各類動物
及產業之動物福利標準、福利指標或飼養照護指南，以期真正維護動物福利，
並供動物專業或從業人員遵循。

1. 鼓勵專家學者組成長期合作研究網絡，著重於各類動物福利指標、飼
養照護指南及動物福利評估方式之研究。

2. 善用動物科學研究發現，考量接軌國際並兼顧我國本土之適用性，逐
步建立各類動物福利指標，並適時檢討更新。

3. 鼓勵動物福利研究團隊參與國際研討會，交流新知和經驗；並適時舉
辦國內研討會及學習工作坊，促進知識廣宣及跨領域學群經驗交流。

三、整合產學研之科研能量、特定研究主題之合作網絡
在動物福利相關主題研究初期即鼓勵結合業者，以利將國內外動物認知或

動物福利研究成果導入相關動物運用產業應用，促進落實動物福利。
1. 鼓勵各類動物福利主題式研發計畫，形成產學研合作研發團隊，並於

早期研究設計階段，納入相關產業與團體意見與經驗，提高未來研
究成果落實於產業的適用性及可行性。

2. 鼓勵學界研究搭配產業合作，進行成果導入試行計畫，既可檢驗研究
實際成效，反饋回研究的修正與調整，亦可鼓勵業者配合採用科研
新知、新技術與創新解決方案，達到改善動物福利、產業創新轉型
的雙贏目標。

3. 鼓勵產學研合作計畫接軌國際，運用台灣在地可行之創新技術與解決
方案，擴展國際合作和技轉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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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七：推動提升動物福利之新興科技與創新研究

順應國際趨勢，政府將持續鼓勵運用新興科技提升各類動物福利，建構開
發與技術平台，走出傳統對產量之追求，著重發展兼顧動物福利之高品質產品，
讓產業發展能在經濟面和動物福利面間取得平衡。

人類藉由動物解剖與實驗增進生物知識，促進科學及醫藥等領域之發展，
已有長久的歷史。我國迄今雖仍透過各領域的實驗動物研究，取得知識與技術，
惟因應各國成立替代方案確效機構以促進生命科學、改善人類和其他動物福利；
我國亦應逐步發展動物實驗替代方案之策略，提出符合替代、減量、精緻化 3R 
原則的措施。

一、推動新興科技與創新研究，促進動物福利
持續運用新興科技與創新研究，強化或改善犬隻數量控制、經濟動物生產

系統、動物實驗管理程序、實驗動物之行為或感官監測、動物展演等其他應用
目的之動物福利，藉由開發產業關鍵技術與平台，強化動物福利水準，並促進
無動物實驗生物醫學與科技產品。

1. 推動及媒合符合 3R 之動物科技研發，並連結產業需求、服務及人才培
育。

2. 本於 3R 原則，促進動物科技產業國際合作與連結，協助整合技術與資
源，發展行銷策略。

3. 鼓勵動物倫理、動物法學、人與動物互動、動物文化或動物社會學研
究，以為動物保護或動物福利政策參據。

二、鼓勵學研機構建置動物實驗	3R	研究網絡
綜觀國際發展趨勢，3R 已不僅是動物實驗倫理的一環，本身也成為一門

新興科學技術，其目的不僅只為改善動物福利，更可帶動生技、醫藥及相關科
技產業的創新與應用。參考國際經驗，鼓勵學研機構就國際動物實驗替代、減
量、精緻化之理念、方法、知識與技術，展開研究、確效及推廣應用，不僅符
合 3R 人道精神，傳遞尊重生命價值觀，亦可協助產研學界的技術創新。

1. 鼓勵動物科學應用相關產學研團隊合作，投入非活體動物實驗替代、
動物實驗侷限性之補強 、人體生醫材料研究模式等 3R 相關科技之
創新研發。

2. 鼓勵大學及研究機構聘用具 3R 相關科技人員，促進廣泛運用，並落實
於研究與教學。

3. 鼓勵產學研機構促進 3R 科技研究，對相關科技政策提出評估，發展國
內外替代實驗確效與驗證規範，強化教育推廣，培育相關人才，建立
倫理守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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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我國首部動物福利白皮書，以 OIE 規範的綱要原則及其長期策略計畫方向
為基礎，為所有動物類型、不同教育對象和行動領域，擘劃中長期動物保護與
動物福利整體政策發展架構，以期達到「結合在地經驗與國際趨勢，邁向自發、
合作、創新的動物友善社會」之願景。

《動物福利白皮書》之公布，期能讓全民清楚瞭解未來在動物保護及動物
福利相關政策的發展方向，並帶動公眾、各方利害關係人、動保組織團體、與
相關行政機關的積極參與，共同促進保護動物與尊重生命。

附件一	歷年發布動物保護相關法規命令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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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研擬依據與程序

2015 年 2 月 4 日公布《動物保護法》修正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主
管機關應遴聘專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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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福利指標、動物福利白皮書，並每季檢討政策成效；其中專
家、學者及立案之民間動物保護團體不具政府機關代表身分者，不得少於遴聘
總人數之三分之二。」，賦予農委會研擬本白皮書之法定義務與程序。

農委會於 2016 年間，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物保護諮議小組設置及作
業要點》規定，啟動公開徴求與遴選程序，遴聘專家學者及動物保護團體代表
共 17 名 ( 含相關機關代表 )，組成動物保護諮議小組。諮議委員分組進行討論，
並透過多項多元「公民參與」方式進行社會溝通，逐步歸納凝聚共識，完成我
國首部動物福利白皮書，完善動物保護策略藍圖。其產出過程有三個階段：

一、草稿研擬：先由動物保護諮議委員依其個人專長領域及意願，組成動
物福利政策撰寫小組，分為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展演與勞役動物、遊蕩犬貓、
寵物與法制六組。各組進行近 25 場次之利害關係人意見會議後，共同提出白
皮書初稿。

二、共同對話：白皮書初稿經 2018 年 5 月 3 日動物保護諮議小組會會議
通過後，再分別透過公民咖啡館、產官學研討論會議及網路徵集等公共諮詢活
動，收集各方意見，並彙整融入修訂初稿。

三、定稿產出：彙整及研析「共同對話」階段收集之意見，增修初稿內容，
並經動物保護諮議小組決議通過後，公告本白皮書定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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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動物福利白皮書》產出過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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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道德水準，取決於對待動物的態度。」   
─ 印度聖雄甘地   

「問題不在於動物能不能理性思考或說話表達，而在於牠們	
也會感受痛苦。」				
─ 英國哲學家、法學家邊沁   

「一切的殘酷行為，不論在傳統中如何根深柢固，有思考能力
的人都必然反對；只要我們有所選擇，就該避免造成其他動物
受苦受害。」	
─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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