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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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規定，製造、販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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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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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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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第二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三十三條維持現行條文。
本案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
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動物保護法修正第三條、第六條之一、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三讀
）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動物保護法第三條、第六條之一、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七案。

十七、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吳思瑤等 18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第
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 1074201017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 0 附件 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吳思瑤等 18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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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 105 年 7 月 19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4392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本院委員吳思瑤等 18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委員吳思瑤等 18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20 次會議（105 年 7 月 12 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7 年 5 月 9 日舉行第 9 屆第 5 會期第 16 次全體委員會議，由召集委員高志鵬擔任主
席進行審查。會中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金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處長
謝耀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法規委員會執行秘書張學文及法務部參事林豐文等列席提出說明
，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委員吳思瑤提案要旨：
(一)基於動物權益保障，立法者於動物保護法明定要求登記管理、絕育以及禁止棄養等方式
，以達動物數量就源控管並建立飼主或業者之究責機制等目的。
(二)查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九款及同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八、九款，規定飼主
如未依法為寵物絕育、植入晶片、未由七歲以上之人陪同或違反登記程序及期限，經勸
導拒不改善應處以罰鍰，即是針對飼主違反管理及保護義務之行為進行究責。
(三)惟上開條文所規定「經勸導拒不改善」始處罰之方式，因無期限、規勸次數等執行標準
，加上稽查人員有限，於實務上執行常見重複勸導或經勸導後再犯卻未能取締，是未能
實現本法究責功能，宜為修正，以符我國動物權益保護之立法目的。
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黃副主任委員金城說明修法要旨：
首先向貴委員會各位委員對本會業務推動上的支持與策勵，表示最大的謝忱。謹就吳委
員思瑤等 18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七條與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有關本會回應意
見，簡要說明如下：
(一)第 27 條第 9 款修正部分，因其內容已於 106 年 4 月 26 日修正(現行條文第 27 條第 8 款)
，建議無需再審。
(二)第 31 條第 1 項第 8 款及第 9 款規定修正，係為加強寵物源頭管理及落實飼主責任規範，
有助於落實飼主責任及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程序，本會敬表支持。
五、與會委員聽取報告後，咸認本案確有儘速修正之必要，應予支持，經討論後爰決議修正通過。
六、全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討論，不須交由黨團協商，並推請高召集委員志鵬於院會討論時作補
充說明。
七、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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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公布其姓
名、照片及違法事實，或限期
令其改善；經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
一、違反第十條第一款規定，
驅使動物之間或人與動物搏
鬥。
二、違反第十條第一款規定，
與動物搏鬥。
三、違反第十條第二款規定，
以直接、間接賭博為目的，
利用動物進行競技。
四、違反第十條第三款規定，

第二十七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公布其姓
名、照片及違法事實，或限期
令其改善；經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
一、違反第十條第一款規定，
驅使動物之間或人與動物搏
鬥。
二、違反第十條第一款規定，
與動物搏鬥。
三、違反第十條第二款規定，
以直接、間接賭博為目的，
利用動物進行競技。
四、違反第十條第三款規定，

以直接、間接賭博或其他不
當目的，進行動物交換與贈
與。
五、違反第十條第六款規定，

以直接、間接賭博或其他不
當目的，進行動物交換與贈
與。
五、違反第十條第六款規定，

其他有害社會善良風俗之利
用動物行為。
六、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其他有害社會善良風俗之利
用動物行為。
六、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說

明

一、刪除第一項第九款「經勸導
仍未改善」等字樣。
二、「經勸導拒不改善」等字樣
欠缺明確執行標準，加上稽查
人員有限，致使執法成效不彰
，未能實現本法究責機制之立
法目的，宜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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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委員吳思瑤等18人擬具「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現
行
法

貓之屠體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禁止宰殺動物之屠體。
八、寵物繁殖業者違反中央主
管機關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貓之屠體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禁止宰殺動物之屠體。
八、寵物繁殖業者違反中央主
管機關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寵物繁殖作
業之規定。
九、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
定。

所定辦法中有關寵物繁殖作
業之規定。
九、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
定，經勸導仍未改善。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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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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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

或第二款情形之一之寵物食
品。
十一、違反第二十三條之二規
定，未於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回收、
銷毀或為其他適當處置。

或第二款情形之一之寵物食
品。
十一、違反第二十三條之二規
定，未於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回收、
銷毀或為其他適當處置。

（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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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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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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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

一、刪除第一項第八款、第九款
「經勸導仍未改善」等字樣。
二、「經勸導拒不改善」等字樣
欠缺明確執行標準，加上稽查

改善；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一、獸醫師（佐）違反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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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未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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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未經公告

人員有限，致使執法成效不彰
，未能實現本法究責機制之立
法目的，宜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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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殺動物。
七、違反第十二條第三項第一
款或第二款規定，販賣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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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殺動物。
七、違反第十二條第三項第一
款或第二款規定，販賣犬、

之藥物類別、使用於經濟動
物或違反依第四條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應遵行事項之

之藥物類別、使用於經濟動
物或違反依第四條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應遵行事項之

審查會：
除第一項第一款句中「經濟動物
或違反」等文字，修正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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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規定，未經職前講習結業取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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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業務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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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業務

濟動物，或任何人違反」外，其
餘均照案通過。

得證書即執行動物運送業務
。
三、運送人違反第九條第三項
規定，每二年未接受主管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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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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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講

關辦理或委託辦理之在職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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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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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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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有關運送工具或方式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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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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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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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緊急情況宰殺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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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八、飼主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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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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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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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規定，使用未經公告
之藥物類別、使用於經濟動
物，或任何人違反依第四條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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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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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勸導拒不改善

限之規定。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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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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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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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未依第二十二條之三第一
項規定申報，或違反第二十
二條之三第二項所定辦法中

十、未依第二十二條之三第一
項規定申報，或違反第二十
二條之三第二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申報內容、方式、期限

眾得出入之場所，經勸導拒
不改善。
十、未依第二十二條之三第一
項規定申報，或違反第二十

有關申報內容、方式、期限
、程序及其他相關管理事項
之規定，經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

、程序及其他相關管理事項
之規定，經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
違反前項第四款至第七款

二條之三第二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申報內容、方式、期限
、程序及其他相關管理事項
之規定，經限期令其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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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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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期仍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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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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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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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高召集委員志鵬補充說明。召集委員不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
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二十七條。

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二十七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二十七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三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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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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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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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轉讓、遺失或死亡登記期限之規定。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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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未依第二十二條之三第一項規定申報，或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三第二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申報內容、方式、期限、程序及其他相關管理事項之規定，經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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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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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前項第四款至第七款規定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主席：第三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
）無異議，通過。
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動物保護法修正第三十一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動物保護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八案。

十八、本院司法及法制、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大陸委員
會組織法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23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64300614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大陸委員會組織法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須經黨團協商
，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06 年 1 月 9 日台立議字第 1060700002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1 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內政委員會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大陸委員會組織法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內政委員會於 106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一），召開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3 次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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