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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032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5月2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869 號

案由：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19 人，台灣導盲犬施行多年，但卻僅有對
於相關輔助犬之規定，卻僅兩條法規定有相關規範，且附帶
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中，完全漠視對使用者及輔助犬
權益保障，目前現行法規中雖明文規定導盲犬等相關犬隻能
自由出入公眾場所，但身障者與導盲犬生活圈並非僅限於公
眾場所，諸如職場、租屋住宿方面，雇主、租賃人是否能以
輔助犬為由拒絕，目前我國現行法規皆無規定，特擬具「身
心障礙者輔助犬法草案」，以期完善我國輔助犬權益，落實
友善社會之目標。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劉建國
連署人：莊瑞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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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輔助犬法草案總說明
一、犬隻作為工作犬，協助人類進行各種輔助，如導盲、導聾、搜救、緝毒、檢疫等等工作，然而
我們對於這些犬隻的法令保障卻分散在各法之中，甚至有些只有一紙行政命令，牠們縱然是
協助人類工作，但牠們並非工具，而是活生生的生命，應以具體法令給予保障。
二、目前對於輔助犬雖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第六十條及第一百條之罰則，然而公共場所拒絕
服務輔助犬的案例層出不窮，就連公家機關都傳出對輔助犬不友善的新聞事件，顯示第六十
條至民國 96 年修正以來，九年間推動成效低落，民眾對於輔助犬的認知疏遠陌生。
三、日本於 2002 年通過「身体障害者補助犬法」，透過完整的法律制定，規範輔助犬隻的身分認
定、機構管理、健康衛生等等，然而臺灣至今仍然只有依附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的畸
零條文，對於輔助犬隻的機構管理、健康衛生等規範，明顯不足。
四、而工作犬於轉職、退役等相關規範，目前也處於沒有法規規範，導致機構、寄養家庭、使用者
對於犬隻服役期滿或不適任時，該如何安排都無所適從，足見訂立專法之迫切性。
五、本法第二章中特別規範政府責任之所在，長期以來對於身心障礙者輔助犬的相關作為，政府一
直處於怠惰，導致台灣施行身心障礙者輔助犬以來，卻只有兩條相關法規，也因為政府作為
不積極，才導致社會屢傳對工作犬隻不友善的聲音，因此此法確切規範政府應有對機構進行
輔導補助，對社會大眾進行友善犬隻的教育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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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輔助犬法草案
條

文
第一章

說

明

總則

第一條 本法規定身心障礙者輔助犬訓練機構
及使用輔助犬之身心障礙者權利義務。

一、本法之立法目的。
二、將導盲犬、導聾犬、肢體輔助犬統一歸納
成身心障礙者輔助犬。

第二條

本法稱身心障礙者輔助犬為導盲犬、

導聾犬、肢體輔助犬及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能
輔助身心障礙者日常生活之工作犬。

一、定義本法所稱身心障礙者輔助犬。
二、授權主管機關，可針對導盲犬、導聾犬、
肢體輔助犬之外有助於身心障礙者生活之
犬隻做認定。

第三條

有關合格導盲犬、導聾犬、肢體輔助

一、援引制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六十條第

犬及其幼犬之資格認定、使用管理、訓練機
構之認可、認可之撤銷或廢止及其他應遵行

四項之規定。
二、保障訓練犬隻等同於實際執行導護任務，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訓練機構的身心障礙者輔助犬進行社會

以利犬隻及早社會化完成。
三、中央主管機關應在此法生效後盡速擬定導

化訓練時，等同執行導護任務。
第四條

聾犬及肢體輔助犬隻資格認定辦法。

合格導盲犬、導聾犬、肢體輔助犬，

一、身心障礙者輔助犬於訓練單位畢業後，所

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驗合格之訓練機構發予
合格證明文件。

屬合格訓練機構應給予證書及證明文件，
並發文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身心障礙者輔助犬證明文件上應記載犬
隻相關必要資料。

二、證明文件上記載的犬隻相關資料，由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

第五條 除訓練合格或訓練中之輔助犬外的普
通犬隻不得宣稱、偽裝、假冒為身心障礙者

一、禁止任何宣稱未經訓練犬隻為身心障礙者
輔助犬。

輔助犬。

二、亦禁止偽裝、假冒成身心障礙者輔助犬，
並藉此享有身心障礙者輔助犬之權利義務
。

第六條

使用者必須隨身攜帶身心障礙者輔助

犬證明文件，以利緊急查驗。

為防有突發狀況，必須立即檢視身心障礙者輔
助犬的相關資料，因此使用者必須隨身攜帶證
明文件，以保障身心障礙者輔助犬的權益及安
全。

第七條

合格身心障礙者輔助犬或及訓練中幼

引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六十條第一項、

犬，得自由出入公共場所、公共建築物、政
府機關、營業場所、大眾運輸工具、登記營

第二項之規定，保障身心障礙輔助犬得進出公
共場所。

業載具及其他公共設施。
前項公共場所、公共建築政府機關、營
業場所、大眾運輸工具及其他公共設施之所
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得向身心障礙者輔
助犬及進行訓練中幼犬收取額外費用，且不
得拒絕其自由出入或附加其他出入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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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身心障礙者於求職或職場就業，雇主
不得以身心障礙者輔助犬為拒絕錄用或解雇

此條精神在於保障視覺、聽覺、肢體功能障礙
者的工作權益，不受因為使用輔助犬而受損。

之理由。
第九條

房屋租賃、住宿等契約、規定皆不得

一、此法為保障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輔助

附加拒絕或禁止身心障礙者輔助犬相關規定
，對於身心障礙者輔助犬入住不得收取額外

犬之居住權益。
二、任何人不得以身心障礙者輔助犬而損害其

費用或附加其他額外條件。

身心障礙者居住權益，且基於保障身心障
礙者居住權益不設有例外之情況。

第十條 身心障礙者輔助犬引領視覺、聽覺、
肢體功能障礙者時，他人不得任意觸摸、餵
食或以各種聲響、手勢等方式干擾該導盲犬
、導聾犬及肢體輔助犬。

引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六十條第三項之
規定，保障身心障礙者輔助犬執行任務之安全
。

訓練中幼犬亦同。
第十一條

使用者及使用者家屬必需善待身心

一、身心障礙者及家屬不得虐待身心障礙者輔

障礙者輔助犬，使其有充分休息、飲食及醫
療照護。

助犬。
二、身心障礙者在對待身心障礙者輔助犬時必
須提供足夠飲食及醫療照護，並讓輔助犬
有適當的休息時間。

第十二條 身心障礙者輔助犬退役後收養，由
所屬機構依犬隻最佳利益，進行判斷與安排

身心障礙者輔助犬退役後收養，由所屬機構進
行判斷與安排。

。
第十三條

前條之收養家庭必需善待身心障礙

一、保障身心障礙者輔助犬於退役後，能享受

者輔助犬，提供良好生活環境及醫療照護。
收養家庭不得讓身心障礙輔助犬從事表

到良好照顧。
二、禁止收養家庭以身心障礙者輔助犬進行公

演工作、特技訓練等相關活動。

開表演或特技訓練等不利於身心障礙者輔
助犬退休生活之事情。

第十四條 身心障礙者輔助犬退役後，即失去
本法針對輔助犬所規範的權利義務；但有關
身心障礙者輔助犬退役後之相關規範除外。
第十五條

身心障礙者輔助犬死亡，使用者、

一、身心障礙者輔助犬退役後就不享有本法的
相關權利義務規範。
二、但關於退役後的相關規範除外。
以利建立完整身心障礙者輔助犬資料庫。

寄養家庭、收養家庭必需通報訓練機構，建
檔存查。
第二章
第十六條

政府責任

中央主管機關有責任落實本法之規

政府主管機關有責任落實本法之規定。

定，善盡對身心障礙者輔助犬訓練單位監督
之責任。
第十七條 本法所規定之裁罰、講習、評鑑以
及訓練機關的監督檢查由中央主管機關執行

本法的罰責及相關的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執行
。

。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身心障礙者輔助

一、針對於身心障礙者輔助犬訓練單位之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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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訓練機構應設有獎勵辦法及評鑑制度。
對於評鑑優良之訓練機構應給予補助。

及評鑑制度的確立。
二、中央主管機關可依身心障礙者輔助犬訓練
單位之國際聯盟評鑑為依據，建立獎懲及
評鑑制度，並對於評鑑優良之訓練機構應
給予補助。
三、針對評鑑優良者，應予以補助。

第十九條 因身心障礙者輔助犬導致訓練機構
與使用者、寄養家庭或使用者、寄養家庭與

有鑑於訓練機構與使用者、寄養家庭有爭議，
使用者與社區住戶、公寓大廈住戶，都無第三

鄰居、社區住戶、公寓大廈住戶等產生爭議
，中央主管機關為調解單位。

公正單位來給予調整，因此由中央主管機關為
調解單位。

第二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知悉身心障礙者輔助
犬訓練機構具有違法情事，應主動會同檢調

犬隻訓練機構有違法事宜之調查權責。

機關進行調查，並對單位所屬之訓練中犬隻
進行保護。
前項之訓練機構有責任協助調查。
第二十一條

各級政府機關有責任透過教育、

宣導及活動舉辦等方式推廣身心障礙者輔助
犬相關知識，致力於打造友善身心障礙輔助

一、參考日本身体障害者補助犬法第 23 條之
內容。
二、意在建立起社會對於身心障礙者輔助犬之

犬之社會環境。
第二十二條

有善環境。

中央政府機關有責任協助身心障

礙者輔助犬訓練機構，進行友善身心障礙犬
的教育、宣導及活動舉辦。
第三章
第二十三條

政府有責任協助訓練機構進行友善身心障礙者
輔助犬的相關宣導活動。

健康及衛生管理
使用者必需定期讓身心障礙者輔

對於身心障礙者輔助犬之身體健康照顧。

助犬接受健康檢查及相關預防疫苗之接種。
定期健康檢查及疫苗接種之相關辦法，
由中央主管訂定。
第二十四條

使用者及寄養家庭有責任依照訓

使用者及訓練的寄養家庭有責任依照訓練機構

練機構所訂定的照顧建議照護犬隻的生體健
康及衛生清潔。

所規定的照護規定照護犬隻，使犬隻保有健康
體態及正常作息。

第二十五條 使用者有責任保持身心障礙者輔
助犬健康及居住環境的清潔。
第四章
第二十六條

對於身心障礙者輔助犬身體清潔。

罰責
違反第七條第二項、第八條、第

一、以現行身心障礙者權益法第一百條作相關

九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命其接受四小時之講習。

修正。
二、原條文為令限期改善後未改善才開罰，但
鑑於社會之資訊發展，並本法第二十條賦
予政府宣導的義務，因此未來身心障礙者
輔助犬資訊將會越家普遍，若有無故拒絕
身心障礙者輔助犬之情況，足見其認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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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於惡意為之。
第二十七條

違反第十條規定者，應命其接受

一、若民眾因不知如何與身心障礙者輔助犬互

四小時講習。
前項具有惡意、故意，導致使用者或身

動，而干擾輔助犬執行任務致生危險，則
應命其接受相關講習。

心障礙者輔助犬身陷危機與恐懼之中，命其
接受四小時講習，並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

二、若具有惡意、故意，具有惡作劇、逗弄或
挑釁之行為，雖未造成使用者及犬隻傷害

五萬元以下罰鍰。

，但已陷其於不安定的危機與恐懼之中，
除講習外，應併科罰鍰。
三、若致犬隻受到傷害則依照動保法之相關規
定辦理，若致使用者受到傷害則依相關刑
法辦理。

第二十八條

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者，訓練機構

一、此法為保障身心障礙者輔助犬不受到虐待

得知後，應將身心障礙者輔助犬帶回保護，
待使用者及家屬改善，再繼續輔助。

。
二、若有虐待情事發生時，應以動物保護法追

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致使身心障礙者輔助
犬死亡者，除依動物保護法追究相關責任外

究其相關虐待者的責任，但若虐待者為使
用者時，則令其不得再申請身心障礙者輔

，若死亡可歸責於使用者，則使用者不得再
向任何機構申請身心障礙者輔助犬。

助犬。

第五章
第二十九條

附則
本法施行同時廢止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第六十條。
第三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廢止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六十條對於輔助
犬的相關規定。
法之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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