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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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7014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育美等 17 人，飼主遛狗未繫牽繩風險多，為減少
飼主間之寵物傷害糾紛，及保障民眾人身安全，爰擬具「動
物保護法」第二十條、第三十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
案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2020 年 2 月 8 日，一名女子騎車行經竹市牛埔路，突然一隻犬隻衝出，女子閃避不及，當
場人車倒地，顱骨骨折送醫不治。事後犬隻飼主否認肇事犬隻為其所飼養，且無賠償意願
，經檢調調查，才發現係因飼主未繫牽繩才導致這場嚴重意外。
二、台北秀傳醫院執行院長鄭丞傑醫師曾公開表示，2020 年時，他帶家犬至台大校院散步，卻
遇到未繫牽繩之大狗攻擊，導致其四肢掛彩，破皮流血。按現行法規規定，具攻擊性之寵
物包括「危險性犬隻」及「無正當理由曾有攻擊人或動物行為紀錄之犬隻」。前者限定於
以下六個品種：比特犬、日本土佐犬、紐波利頓犬、阿根廷杜告犬、巴西菲勒犬、以及獒
犬，一般民眾無法判斷該六品種以外之犬隻是否屬具危險。加上行政機關於執法上難以判
斷該犬隻是否須強制繫牽繩、飼主是否有違相關法令，恐增加行人被攻擊之不確定性。
三、飼主未繫牽繩而導致之糾紛與意外事故層出不窮，即使寵物不一定具攻擊性，卻因未能有
足夠之判斷力，以致危及他人人身安全。若飼主每次皆如實繫上寵物牽繩，可避免更多意
外事故發生。爰提案修正第二十條，加上「應使用鍊繩、箱籠或採取其他適當防護措施」
，要求飼主應依寵物狀況採取適當之防護措施，並將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九款挪至第三十
條之一第一項第四款，若發現寵物未繫牽繩之事件，得按次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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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法第二十條、第三十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第二十條

條

文

寵物出入公共場所

現

行

文

說

明

寵物出入公共場所

一、飼主未繫牽繩而導致之糾

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

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

紛與意外事故層出不窮，即

七歲以上之人伴同，應使用

七歲以上之人伴同。

使寵物不一定具攻擊性，卻

鍊繩、箱籠或採取其他適當
防護措施。
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
適當防護措施。
前項具攻擊性之寵物及

第二十條

條

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

因未能有足夠之判斷力，以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致危及他人人身安全。若飼

，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

主每次皆如實繫上寵物牽繩

適當防護措施。

，可避免更多意外事故發生

前項具攻擊性之寵物及
其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由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
二、爰新增第一項「應使用鍊
繩、箱籠或採取其他適當防

其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由

護措施」，要求雇主應依寵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物狀況採取適當之防護措施
。

第三十條之一

有下列情事之

第三十條之一

有下列情事之

一、新增第一項第四款。

一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

一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

二、寵物未繫牽繩所造成之危

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

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

害嚴重，甚至可能危及他人

按次處罰之：

按次處罰之：

人身安全，爰新增第四款，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一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一

主管機關得按次處罰。

款至第十款規定，未達動

款至第十款規定，未達動

物受傷狀況，經限期令其

物受傷狀況，經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二、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一

二、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一

款至第十款及第六條規定

款至第十款及第六條規定

，過失傷害或使動物遭受

，過失傷害或使動物遭受

傷害，而未達動物肢體嚴

傷害，而未達動物肢體嚴

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

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

失或死亡。

失或死亡。

三、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項

三、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項

，不提供其特定寵物飼養

，不提供其特定寵物飼養

現況及受轉讓飼主資料，

現況及受轉讓飼主資料，

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

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

未改善。

四、飼主違反第二十條第一
項規定，使寵物無七歲以
上人伴同，出入於公共場
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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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

第三十一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

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限
期令其改善；經限期令其改

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限
期令其改善；經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之：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之：

一、獸醫師（佐）違反第四
條第二項規定，使用未經

一、獸醫師（佐）違反第四
條第二項規定，使用未經

公告之藥物類別、使用於
經濟動物，或任何人違反

公告之藥物類別、使用於
經濟動物，或任何人違反

依第四條第三項所定辦法
中有關應遵行事項之規定

依第四條第三項所定辦法
中有關應遵行事項之規定

。
二、運送人違反第九條第二

。
二、運送人違反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未經職前講習結
業取得證書即執行動物運

項規定，未經職前講習結
業取得證書即執行動物運

送業務。
三、運送人違反第九條第三

送業務。
三、運送人違反第九條第三

項規定，每二年未接受主
管機關辦理或委託辦理之

項規定，每二年未接受主
管機關辦理或委託辦理之

在職講習。
四、運送人違反中央主管機

在職講習。
四、運送人違反中央主管機

關依第九條第三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運送工具或方式

關依第九條第三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運送工具或方式

之規定。
五、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之規定。
五、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未基於動物健康或管
理上之需要施行動物醫療

定，未基於動物健康或管
理上之需要施行動物醫療

及手術。
六、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

及手術。
六、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未具獸醫師資
格非因緊急情況宰殺寵物

二款規定，未具獸醫師資
格非因緊急情況宰殺寵物

。
七、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

。
七、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未由獸醫師或
未在獸醫師監督下宰殺動

三款規定，未由獸醫師或
未在獸醫師監督下宰殺動

物。
八、飼主違反中央主管機關

物。
八、飼主違反中央主管機關

依第十九條第三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辦理寵物之出生

依第十九條第三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辦理寵物之出生

、取得、轉讓、遺失或死
亡登記期限之規定。

、取得、轉讓、遺失或死
亡登記期限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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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第一項第九款，將第十款
改為第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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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未依第二十二條之三第
一項規定申報，或違反第

九、飼主違反第二十條第一
項規定，使寵物無七歲以

二十二條之三第二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申報內容、方

上人伴同，出入於公共場
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式、期限、程序及其他相
關管理事項之規定，經限

十、未依第二十二條之三第
一項規定申報，或違反第

期令其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

二十二條之三第二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申報內容、方

違反前項第四款至第七
款規定之一，經裁罰處分送

式、期限、程序及其他相
關管理事項之規定，經限

達之日起，二年內故意再次
違反前項第四款至第七款規

期令其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

定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

違反前項第四款至第七
款規定之一，經裁罰處分送
達之日起，二年內故意再次
違反前項第四款至第七款規
定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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