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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749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2月2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919 號

案由：本院委員蘇震清、賴瑞隆、陳歐珀、高嘉瑜等 16 人，為有效
落實動物保護，遏阻飼主任意棄養情形，應合理規範飼主責
任，並強化檢舉機制，爰擬具「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落實零撲殺政策之源頭管理工作。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說明：
一、鑒於零撲殺政策於 106 年 2 月 6 日正式實施後，各地方收容所收容數量爆滿，收容品質堪
虞，顯應加強相關配套措施，故為確實保障動物福祉、遏阻棄養情形，應合理規範飼主責
任，課予飼主在動物遺失時通報之義務，加重棄養行為之處罰，並積極推動全民參與之檢
舉機制，以避免飼主任意棄養，強化源頭管理機制。
二、本次修法重點如下：
(一)為合理規範飼主責任，增訂飼主在飼養動物遺失時，應於知悉時起四十八小時內，負
有通報之義務，避免飼主消極棄養並增加飼養動物尋獲機會（第五條）。
(二)針對飼主棄養與違法經營繁殖場等行為，應加重處罰，並由違法行為人負擔動物收容
費用（第二十五條之二）。
(三)為有效遏阻違法及再犯，針對重大違反行為，主管機關應公布其姓名、機構名稱、照
片、違法事實（第二十五條之二、第二十九條）。
(四)明定罰鍰提充獎勵金比例，促進各地方政府積極推動辦理違反動物保護之檢舉業務，
俾利全民參與，強化源頭管理機制（第三十三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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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動物之飼主為自然人
者，以成年為限。未成年人
飼養動物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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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且無害
之食物及二十四小時充足

第五條 動物之飼主為自然人
者，以成年為限。未成年人
飼養動物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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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且無害
之食物及二十四小時充足

一、鑒於零撲殺政策實施後，
各地方收容所收容數量爆滿
，收容品質堪虞，應加強相
關配套措施，合理強化規範
飼主責任，確實遏阻飼主不
當棄養情形。
二、實務上屢見飼主對其飼養
動物疏於照顧，甚至在動物

、乾淨之飲水。
二、提供安全、乾淨、通風
、排水、適當及適量之遮
蔽、照明與溫度之生活環
境。
三、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
必要防治。
四、避免其遭受騷擾、虐待
或傷害。
五、以籠子飼養寵物者，其
籠內空間應足供寵物充分
伸展，並應提供充分之籠

、乾淨之飲水。
二、提供安全、乾淨、通風
、排水、適當及適量之遮
蔽、照明與溫度之生活環
境。
三、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
必要防治。
四、避免其遭受騷擾、虐待
或傷害。
五、以籠子飼養寵物者，其
籠內空間應足供寵物充分
伸展，並應提供充分之籠

遺失後仍不聞不問，形同惡
意消極棄養，故為使飼主積
極負起照顧飼養動物責任、
避免飼主消極棄養，並增加
走失或遺失之飼養動物尋獲
機會，落實動物保護意旨，
增訂本條第四項規定，規範
飼主應負限時通報責任。

外活動時間。
六、以繩或鍊圈束寵物者，
其繩或鍊應長於寵物身形
且足供寵物充分伸展、活
動，使用安全、舒適、透
氣且保持適當鬆緊度之項
圈，並應適時提供充分之
戶外活動時間。
七、不得以汽、機車牽引寵
物。
八、有發生危害之虞時，應
將寵物移置安全處，並給

外活動時間。
六、以繩或鍊圈束寵物者，
其繩或鍊應長於寵物身形
且足供寵物充分伸展、活
動，使用安全、舒適、透
氣且保持適當鬆緊度之項
圈，並應適時提供充分之
戶外活動時間。
七、不得以汽、機車牽引寵
物。
八、有發生危害之虞時，應
將寵物移置安全處，並給

予逃生之機會。
九、不得長時間將寵物留置
密閉空間內，並應開啟對
流孔洞供其呼吸。
十、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
十一、除絕育外，不得對寵

予逃生之機會。
九、不得長時間將寵物留置
密閉空間內，並應開啟對
流孔洞供其呼吸。
十、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
十一、除絕育外，不得對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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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施以非必要或不具醫療

物施以非必要或不具醫療

目的之手術。
飼主飼養之動物，除得
交送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

目的之手術。
飼主飼養之動物，除得
交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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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飼主飼養之動物遺失者
，應於知悉遺失時起四十八

場所收容處理外，不得棄養
。

小時內，向遺失地警察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或動物收容處所通報；屆
期未通報者，推定為前項所
定棄養。
第二十五條之二 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並
應公布其姓名、名稱、照片
、違法事實：
一、違反第五條第三項規定
，棄養動物。
二、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未經直轄市或縣（

第二十五條之二 違反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未經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許可
，擅自經營特定寵物之繁殖
場、買賣或寄養業者，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其停止營業；
拒不停止營業者，按次處罰
之。

一、鑒於不負責任之飼主棄養
及違法繁殖，係流浪動物增
加最主要之人為肇因，為從
源頭杜絕，對於棄養、違法
繁殖或販賣等重大危害動物
之行為，應加重處罰，並公
布其違法事實，以有效遏阻
違法及再犯，爰修正本條第
一項，將棄養行為與違法繁

市）主管機關許可，擅自
經營特定寵物之繁殖場、
買賣或寄養業者。
前項第二款情形主管機
關應限期令其停止營業，屆
期未停止營業者，按次處罰
之。
前二條行為人所飼養之
動物、第一項第二款供繁殖
或買賣之特定寵物，不問屬
於何人，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沒入之。

前二條之行為人所飼養
之動物、前項供繁殖或買賣
之特定寵物，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沒入之。

殖業者分別列入本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規範，並加
重罰鍰。
二、針對經營特定寵物之繁殖
場、買賣或寄養業者主管機
關應令其停止營業之罰則，
移列為本條第二項規範。
三、為避免動物因原飼主或管
領人之違法作為持續受害，
不問何人所有，主管機關基
於動物保護均得加以沒入，
爰將原條文第二項規定修正

第一項第一款被棄養及
前項被沒入之動物由動物收
容處所收容者，收容期間所
支出之費用，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令行為人負
擔。

移列為本條第三項規定。
四、為避免強制收容動物費用
一律由政府支出，形同轉嫁
全民共同負擔，恐變相鼓勵
棄養或其他違反本法行為，
爰此明定因棄養及其他違法
行為所沒入之動物，其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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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所支出費用，應由行為
人負擔，爰增訂本條第四項
規定。
第二十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六條之一規定，

第二十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五條第三項規定

一、配合第二十五條之二修正
，刪除本條原條文第一項第
一款棄養動物之罰則，原條
文第一項各款依序移列。

未向主管機關申領執照而
經營展演動物業。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規定

，棄養動物。
二、違反第六條之一規定，
未向主管機關申領執照經
營展演動物業。

二、本條第一項第三款文字參
酌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酌為修正。
三、本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未依第二十四條規定限
期改善或為必要之處置。
三、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未設置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
四、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
定，無成年人伴同或未採
取適當防護措施，使具攻
擊性寵物出入於公共場所
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五、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規定
，未依第二十四條規定限
期改善或為必要之處置。
四、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未成立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
五、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
定，無成年人伴同或未採
取適當防護措施，使具攻
擊性寵物出入於公共場所
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款、第四款規定所涉動物，
為保障該等動物福祉，避免
其繼續遭受不當照顧、科學
應用或展演，或造成公眾安
全危害，應由主管機關視其
危害情節予以沒入，不分該
等動物為何人所有，爰修正
本條第二項規定。
四、配合本條第二項修正，對
於動物收容期間所支出費用
，應由違法行為人負擔，爰
增訂本條第三項規定。

動物保護檢查員依法執行
職務。
六、製造、加工、分裝、批
發、販賣、輸入、輸出、
贈與或意圖販賣而公開陳
列有第二十二條之四第一
項第三款或第四款情形之
一之寵物食品。
七、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五第
一項有關標示之規定，經
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
善。

六、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
動物保護檢查員依法執行
職務。
七、製造、加工、分裝、批
發、販賣、輸入、輸出、
贈與或意圖販賣而公開陳
列有第二十二條之四第一
項第三款或第四款情形之
一之寵物食品。
八、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五第
一項有關標示之規定，經

五、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情事者，為避免其輕易另行
買入動物、向動物保護團體
或一般飼主取得動物，再為
違反本法行為，造成進一步
損害，應公布其姓名、照片
、違法事實，爰增訂本條第
四項規定。

八、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五第
二項規定，標示、宣傳或
廣告不實、誇張或使人產
生誤解。
九、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五第
三項規定，製造、販賣、
輸入、輸出或使用有第二

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
善。
九、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五第
二項有關標示、宣傳或廣
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使
人產生誤解之規定。
十、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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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條之五第三項各款情

三項規定，製造、販賣、

形之一之寵物食品容器或
包裝。
十、違反第二十三條之一第
四項規定，規避、妨礙或

輸入、輸出或使用有第二
十二條之五第三項各款情
形之一之寵物食品容器或
包裝。

拒絕檢查人員之檢查或抽
樣檢驗。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四款所涉動物，危害動物

十一、違反第二十三條之一
第四項規定，規避、妨礙
或拒絕檢查人員之檢查或
抽樣檢驗。

福祉或公眾安全情節重大者
，不問屬於何人所有，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沒
入之。

前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所
涉動物，不問屬於何人所有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得沒入之。

前項被沒入之動物由動
物收容處所收容者，收容期
間所支出之費用，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令行為
人負擔。
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情事者，主管機關應公布
其姓名、機構名稱、照片、
違法事實。
第三十三條之二

直轄市或縣

第三十三條之二

直轄市或縣

一、鑒於動物保護法零撲殺政

（市）主管機關就違反第二
十五條至前條規定者，應按
季彙整並陳報中央主管機關
。
中央主管機關應匯總前
項資料，按季提供各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及動物
收容處所，以作為拒絕或同
意認養，或依前條第二項規
定處罰之依據。
因檢舉而查獲違反本法
行為者，直轄市、縣（市）

（市）主管機關就違反第二
十五條至前條規定者，應按
季彙整並陳報中央主管機關
。
中央主管機關應匯總前
項資料，按季提供各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及動物
收容處所，以作為拒絕或同
意認養，或依前條第二項規
定處罰之依據。
因檢舉而查獲違反本法
行為者，直轄市、縣（市）

策於 106 年 2 月 6 日正式實
施後，各地方收容所收容數
量爆滿，收容品質堪虞，顯
應加強相關配套措施，提高
飼主責任與強化檢舉機制，
強化源頭管理機制，方能使
零撲殺政策能夠妥善落實。
二、農委會業已修正「檢舉違
反動物保護法案件獎勵辦法
」，提高檢舉獎金為 50%，
以期強化檢舉機制並積極降
低飼主棄養情況，提高全民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人身分及
有關資料應予保密，該違法
行為經處以罰鍰者，應以罰
鍰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比
例，提充獎金獎勵檢舉人。
前項檢舉獎勵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人身分及
有關資料應予保密，並得酌
予獎勵。
前項檢舉獎勵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參與之積極性。惟查，迄今
各縣市政府動保檢舉業務推
動仍有相當落差，並有過度
消極之虞，爰修正本條第三
項後段，明定各縣市政府應
提充發放檢舉獎金，俾利積
極推動動保檢舉業務，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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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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