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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重點工作與影響 

2015 年本會在農場動物、野生動物、實驗動物、同伴動物、動物福利教育等議題上，

不論是促使政策、法令的落實、改進，亦或提升公眾意識，皆有重要進展。茲摘略如下： 

農場動物 

 持續推動「友善畜牧」，改善農場動物處境！--公布台灣速食業龍頭麥當勞使用格子籠雞

蛋，要求其落實全球動物福利政策，比照歐盟、紐、澳（2017 起）及美加（10 年內）

麥當勞改用非籠飼雞蛋，並要求豬肉供應商逐年廢除母豬狹欄系統。 

  

台灣麥當勞販售的早餐餐點每天約使用 8 萬顆雞蛋，每天影響無數產蛋母雞的動物福

利。該公司於 2013 年 8 月大打廣告宣稱，蛋品供應來源來自符合歐盟規範—以「豐富籠

(enriched cages)」飼養蛋雞的牧場。但據本會調查發現，麥當勞竟偷偷更換了供應商，改採

來自格子籠飼養的牧場，本會調查取得其中一家牧場將 4-5 隻雞塞在狹小格子籠的影像證

據。 

記者會後，本會持續與麥當勞公司高層溝通、會面，要求其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與

「全球動物福利」政策，採購「動物福利」雞蛋，並要求合約畜牧場逐步汰除母豬狹欄等

虐待動物的生產系統。麥當勞總公司回應，待年底轉讓經營權確認後，將會展開評估。 

此外，本會亦同時遊說速食業第二、三名的摩斯漢堡與肯德基。摩斯漢堡展現對動物

福利及食品安全的重視，已積極投入採用動物福利雞蛋，但肯德基至今無任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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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開「母雞身心不健康，如何避免藥殘蛋」記者會—呼籲減少藥殘的關鍵在「友善生產

系統」！並於記者會後與農委會及衛福部召開協調會，要求兩部會同步，公告「雞蛋友

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及落實「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 25 條」散裝食品應標示生產

系統，供消費者辨識。 

  

本會與立法委員田秋堇召開記者會，指出行政院消保處 4 月公布「104 年早餐店早餐及

食材抽驗」結果，檢出雞蛋殘留藥物包括「乃卡巴精、歐美德普、馬杜拉黴素、三甲氧芐

氨嘧啶、拉薩羅」等 5 種，僅是冰山一角。根據本會研究整理 2012 年 1 月~2014 年 4 月間，

中央、地方主管機關所公佈至少 25 筆有關蛋品藥物殘留報告，其中檢出「不合法殘留」的

藥物就多達 11 種，包含多項不得檢出的藥物，甚至有單件不合格蛋品同時殘留 5 種藥物！

在檢驗比例極低的狀況下，竟還檢出如此多種藥物殘留，違法濫用藥物的畜牧場可能遍及

各主要養雞縣市。 

本會呼籲農委會應研擬禁止蛋雞場新設格子籠，並訂出日落條款與期程，逐漸淘汰現

有格子籠；且應盡速公告「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讓今年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告的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5 條能夠有所依循。該條文規定散裝食品含新鮮雞蛋，「國內通過

農產品生產驗證者，應標示可追溯之來源；有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公告之生產系統者，應標

示生產系統。」公布後六個月施行。農委會預計今年年底完成正式公告。 

一旦「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正式公告，國內雞蛋產品取得 CAS、TAP、有

機驗證者，均應明確標出來源牧場資訊，符合「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者，則應

同步標示其生產系統──豐富籠、平飼、放牧，未標示者則一律視為格子籠飼，供消費者辨

識。未來農委會與衛福部可依此查核市售鮮蛋，違者可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47 條處處新臺

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

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

再申請重新登錄。 

順應動物福利潮流及更多消費行為的支持，本會將持續推動格子籠飼養業者根據「雞

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轉型為放牧、 平飼或豐富籠蛋雞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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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說雲林縣議會議員，通過雲林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首創「動物福利設

施」定義，獨步全國！鼓勵農民跟上國際脈動，多採用友善畜牧設施，生產友善動物福

利畜產品，以提升台灣農畜產品競爭力。 

  

為推動各縣市政府重視並發展友善農畜牧，本會年初拜訪養豬大縣--雲林縣各黨籍議

員，表達畜牧產業現代化除污染防治外，還需兼顧動物福利與環境永續。雲林縣為全國養

豬頭數最多的縣市，近幾年來農委會依據畜牧法每年公告禁止新設養豬場，以控制縣內養

豬頭數。但由於許多舊式養豬場面臨汰舊換新，縣府為管理畜牧場之新設（或改建），提升

其污染防治設施，擬訂了「雲林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草案）送議會審查。 

今（104）年 6 月 11 日縣議會審查「雲林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本會遊說半

數議員，並由民進黨籍蔡岳儒議員於會中提出臨時動議，要求增訂「動物福利設施」，並定

義為「係指有助於減少動物緊迫，或增進動物福祉之畜牧設施及友善生產系統」（第三條第

五款），及要求縣府「鼓勵新設置畜牧場得採用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動物福利設施」（第五

條第四款），獲得全體出席議員支持三讀通過。此為全國法規命令、自治條例中首見「動物

福利設施」定義。 

本會將持續遊說中央、地方政府能透過輔導、優惠貸款、補助等政策或措施，鼓勵有

意新設或改建畜牧場業者，跟上國際脈動，多採用友善畜牧設施，生產友善動物福利畜產

品，以提升台灣農畜產品競爭力。 

 翻譯聯合國「國際禽流感與野鳥科學小組」聲明，呼籲農委會勿輕率將禽流感病毒來源

歸罪候鳥，並要求農委會公佈歷年禽流感病毒基因序列及疫情場流行病學調查，方能擬

定有效防疫措施防堵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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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台灣爆發嚴重禽流感疫情，同時出現新舊型 H5N2、H5N3、H5N8 病毒株，農委

會卻未公布病毒基因序列及疫情場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逕將病毒來源歸咎候鳥。本會翻譯

聯合國遷徙物種公約（CMS）與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所共同召集之「國際禽流感與野

鳥科學小組」（Scientific Task Force on Avian Influenza and Wild Birds ），於 2014 年 12 月 3

日針對「家禽及野鳥高病原 H5N8 禽流感」所發表之聲明。聲明指出：高病原禽流感 H5N8

疫情，最主要是和集約化家禽養殖及其相關的交易與運銷體系有關。該小組認為病毒應是

起源於家禽，擴散至野鳥後，再反傳家禽，傳播途徑涉及人為因素。 

本會亦與台大流行病學專家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拿出科學證據，儘速公佈新型 H5N2、

H5N8、H5N3 病毒，與台灣歷年歷次禽流感疫情病毒、候鳥監測病毒之「八段基因序列」，

以及所有檢出各亞型禽流感病毒養禽場的飼養型態、養殖場地點分布圖，以分析其飼養型

態或生產系統，與感染源的關連性，據以擬定後續應予停養或復養，以及相關防疫措施；

並建議行政院應盡速成立跨領域的「禽流感病毒研究與防疫諮詢小組」提供有效的防疫措

施建議，並主動公開疫情病毒資訊。 

 調查監督：台灣防疫撲殺嚴重違反國際規範，百萬家禽慘遭不人道撲殺，更不利防疫！

督促農委會根據國際動物福利科學，擬定「家禽人道撲殺作業標準流程」，辦理後續人

員教育訓練、演習，防疫撲殺作業應開放民間團體監督。 

  

年初台灣面臨嚴重禽流感疫情，為阻止疫情持續擴散，農委會決定檢出 H5 亞型即「全

場撲殺」，初期便已撲殺超過 150 萬隻家禽。本會關心大規模的動物撲殺是否合乎人道規範，

於是投入監督調查。發現農委會未制定符合國際規範的人道撲殺標準作業程序、方式與設

備，任憑各縣市自行處理。在撲殺速度趕不上疫情確診的壓力下，許多鴨鵝慘遭活活悶死、

夾死、壓死、燒死、絞死，完全違反我國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人道撲殺」規定。撲殺過

程死禽、病禽、活禽堆疊一處，從牧場到化製、焚化廠間的運輸過程，活著的家禽還在掙

扎、流血，反而增加病毒傳播機會，不利防疫。 

在立法委員林淑芬的協助下，召開協調會要求農委會根據國際規範及動物福利科學最新

發展，經公共諮詢，盡速訂定「家禽人道撲殺作業標準流程」，並據以研擬與辦理後續人員

教育訓練、演習等，且防疫撲殺作業應開放 民間團體監督。 

http://www.east.org.tw/FCKupload/File/2015-ISSUES/201503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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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教育行動－－中秋節前夕，公佈本會調查研究：台灣民眾過度肉食，超過營養所需

３－７倍，呼籲民眾少吃肉救地球！減少動物飼養量，鼓勵友善畜牧，減少環境負擔！ 

 

本會在中秋節前夕召開記者會，公佈針對國人肉食量所做的調查報告－－台灣人過度

肉食，超過所需量 3-7 倍！引發健保、食安、動保、環境災難！並以肉食過量導致慢性疾

病叢生的嫦娥、吳剛為主角，呼籲國人依照衛福部部每日飲食指南建議，每人每日僅需攝

取 0.75-2 份的肉類就已足夠(每份 35 克)，中秋不烤肉，減少肉食、拯救地球與健康！ 

現代化社會，因為過度肉食，畜牧生產越趨大規模、集約化。小小台灣島上，除 2,300

萬人口外，每年還飼養、屠宰約 3 億 8 千萬隻畜禽。集約畜牧使得預防性及治療性投藥成

為常態，肉品、蛋類藥物殘留屢見不鮮。 

本會並製做 30 秒短片，宣導民眾勿過度肉食，讓畜牧業降低飼養量，讓動物在不密集、

不緊迫的環境中生長，用藥需求自然下降。不僅顧及人類及環境健康，更兼顧經濟動物福

利！短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SPe853fmrg&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SPe853fmrg&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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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展演動物 

 揭發遠雄、野柳海洋世界奴役血汗動物勞工，召開記者會公布調查影片與報告，持續推

動拒看海哺動物表演；修法禁止野生動物表演。 

  

本會與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長年宣導拒看海洋哺乳動物表演。今年完成並召開記者會

公佈《台灣海洋哺乳動物圈養表演調查報告》暨影片，揭發遠雄海洋公園、野柳海洋世界

奴役血汗動物勞工，呼籲民眾瞭解這些被迫遠離海洋故鄉的動物，日復一日、被囚禁在狹

小空間裡，不斷重複表演違反自然天性的雜耍馬戲，對動物身心的摧殘與折磨。 

派員出席記者會的全國教師工會聯合會，也於會後發函給各級公私立中小學校，建議

停止安排師生到違背生命教育目的且虐待動物的展演動物場所進行「校外教學」。在立法院

林淑芬委員的持續關切下，教育部也回應：  

函各縣市教育局、各級中小學，要求各校「進行校外活動時，應配合生命教育相關議

題，培養學生了解生命教育的意義、目的與內涵及省思生死相關的理念與實踐之核心能

力。 

函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要求其轄下社教機構應符合終身教育法、動物保護法、野生動

物保育法等相關規定，並要求各縣市全面清查所轄社教機構設有動物表演者是否違反相

關規定。 

函國家教育研究院，請該院研議將「動物倫理」、「動物福利」納入十二年國教課程綱

領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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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保護無疆界！本會串聯兩岸三地暨英美保育組織共同行動，在台北、香港、北京召

開「交流旅遊，不要交流殘酷，兩岸三地暨英美保育組織呼籲：觀光旅遊不看動物表演」

記者會 

 

兩岸交流與旅遊日益頻繁，影響所及包括無數動物的生存與福利！為提升兩岸三地民

眾動物保護意識，本會串聯台灣、香港、中國大陸、英國及美國的動物保護組織，12 月 1

日共同在台召開記者會，公佈大陸「圈養海洋哺乳動物表演場館調查報告」，及「兩岸觀光

旅遊涉及鯨豚表演行程調查」；呼籲兩岸民眾：不要把人類的娛樂建築在動物的痛苦上！交

流旅遊切勿交流殘酷，拒絕觀看鯨豚展示與表演，並呼籲業者：不要安排並推銷動物表演

的旅遊行程。 

全球保育意識不斷提升，無數公眾對鯨豚圈養與表演的反省與質疑日增，有越來越多

的國家開始制定禁止或限制圈養鯨豚的管理條例，但令人遺憾的是，在東亞及東南亞，鯨

豚展示與表演卻方興未艾，近年在中國大陸更是蓬勃發展！根據由本會及黑潮海洋文教基

金會及香港、中國大陸、英國及美國保育組織所組成的「中國鯨類保護聯盟（CCA）」人員

調查，大陸海洋公園無論是場館數量或圈養野捕鯨豚數量都一路攀升。近五年來，表演產

業平均每年從野外獵捕、進口 50 隻以上的鯨豚。僅自 2010 年以來，就有超過 250 頭野捕

鯨豚被送到大陸的海洋公園。以數量次多的白鯨而言，114 隻幾乎全來自俄羅斯鄂霍次克海

的野外捕捉，更加重了俄羅斯海域白鯨族群近年下降的趨勢。至於惡名昭彰的日本太地町，

其捕捉供表演的野生鯨豚，則是半數以上銷往中國。中國海洋公園的興盛可說是助長野外

鯨豚獵捕、危及野生族群與虐待動物的幫兇！ 

此串聯行動將透過一系列宣導活動，呼籲亞洲地區民眾不論到哪旅遊，不去海洋館觀

賞動物表演，就是重要的保育行動。 

http://www.east.org.tw/FCKupload/File/2015-ISSUES/201512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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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社會大眾對海洋哺乳動物的認識，本會與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共同舉辦--「海洋哺

乳動物圈養議題國際研討會」 

為促進社會大眾對海洋哺乳動物的認識，並將關懷行動擴及兩岸三地，了解國際運動

趨勢，本會與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特舉辦「海洋哺乳動物圈養議題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

間研究海洋哺乳動物的各方學者及專家前來交流演講，希望提供民眾及動物保護組織、圈

養業者重新省思海洋哺乳類動物圈養問題。 

 

 

 本會研擬「展演動物業設置及管理辦法」，提供農委會及各界討論，促進法案推動進度，

提升動物福利。 

  

去（2014）年底，天馬牧場以貨櫃運送河馬阿河，途中阿河從窗戶摔出，癱坐在路旁

無法動彈一幕，讓人心痛。事發隔天本會即前往了解，發現業者將阿河吊回貨櫃，運回園

區後，便將阿河留置貨櫃中，未讓河馬進入水池，也未給予任何緊急醫療，直到隔天下午 3

點才將阿河運到廢棄的魚池，河馬已離水超過 24 個小時。由於河馬是水陸兩棲動物

（amphibious ungulates），白天在水中，晚上 則在陸地活動。且其皮膚的脫水率是人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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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倍，不能離開水域過久，再加上體重超過 1100 公斤，摔落地面後又長時間躺臥，內

臟的傷勢成為致命因素。此事凸顯我國展演動物業管理與大型動物運輸規範的缺漏，以及

野生動物緊急醫療專業的不足。 

阿河事件促使立法院於今（2015）年 2 月通過動保法修正條文，包含新增展演動物、

展演動物業定義及業者許可證規定與罰則。本會長期關注動物園、展演動物議題，研究各

國動物園相關法規，為加速制定「展演動物業設置及管理辦法」，本會率先提出草案供農委

會及各界討論參考，以利週延管理並促進動物福利，甚至逐步廢除各種動物表演。 

草案研擬過程中，展演動物業者多方反彈，本會參與立法委員田秋堇所召開多次協調

會，與農委會、動保團體、展演動物業者溝通討論。農委會已於今年 6 月 24 日預告「展演

動物業設置及管理辦法」草案，但至今尚未正式公告。 

 遊說台南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停止陸生動物表演！  

  

台灣唯一僅存的陸地動物園動物表演--台南頑皮世界動物園，在今年 3 月 31 日宣布停

止長達二十餘年的動物表演。園內高齡的母象—愛麗美等動物，終於可以安養天年，不再

被迫雜耍馬戲！ 

去 （2014） 年 8 月 20 日，本會執行長朱增宏、主任陳玉敏與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徐

崇雄董事長會面懇談，請董事長停止園內長達 20 餘年的動物表演，獲得董事長回應，最慢

在今年農曆春節後即停止表演。本會希望頑皮世界持續改善園內圈養環境，提升被人工圈

養野生動物的福利！同時呼籲野柳海洋世界與花蓮遠雄海洋公園跟進，停止海洋哺乳動物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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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物慈善攝影展」使用保育類蟒蛇皮製作服裝，經本會溝通，未來該攝影展將不再

使用任何野生及珍稀動物毛皮。 

  

本會針對「大人物慈善攝影展」使用網紋蟒皮華服引發的爭議發出公開聲明，指出全

球由於棲地破壞及人為獵捕，目前除印度虎紋蟒已被列為「國際瀕絕物種貿易公約」（CITES）

附錄一物種，其餘各種蟒蛇都已被列入 CITES 附錄二物種，基於維護生物多樣性與生態永

續，保育類動物產製品之輸出入、買賣與陳列展示，需具備合法證明文件。2012 年「國際

自然保育聯盟」（IUCN）出版報告，說明歐亞時尚和皮革工業對蟒蛇皮的需求，導致東南

亞蟒蛇物種的永續生存極具威脅，且動物在運輸和屠宰過程中的動物福利也都缺乏保障。

2014 年 IUCN 再度提出報告，指出「蟒蛇人工養殖產業」增加了蛇皮的供應，但並未減少

野外蟒蛇被獵捕的壓力，且可能成為業者洗皮（laundering）的漏洞。因此，人工養殖蟒蛇

可能削弱（undermine），而非強化野生蟒蛇和其棲息地的保護。 

「大人物慈善攝影展」工作團隊立即回應：此次造型團隊未能深入了解所謂合法皮草

產製品背後的深層動物保育議題，以致誤用網紋蟒蛇皮製品，在了解保育團體所提醒的嚴

肅問題後，活動團隊及藝人經紀公司立即討論決定—－該件攝影作品將不參與第 2 屆「大

人物慈善攝影展」展出，並訂下未來此攝影展不使用任何野生及珍稀動物皮草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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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本會與田秋堇委員推動－－動物福利納入相關類科國家考試，意即：涉及動物之國家考

試應納入動物福利學門，促使大專院校開設動物福利相關課程，提升公務人員、專門技

職人員之動物福利專業知識與技能。 

  

不論是同伴、經濟、展演、人工圈養野生動物或實驗動物議題，想要改善動物處境，

提升整體社會對於動物福利的基礎認識，以及相關職系與學門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事。

本會提出「國家考試涉及動物相關職系或產業項目應納入動物福利學門芻議」，並透過立法

院田秋堇委員邀請考選部、教育部、農委會及動物福利學者李淵百教授召開協調會，討論

如何推動。 

目前，農委會已提出畜牧技術、公職獸醫師、養殖技術、漁業技術、畜牧技師及專技

人員獸醫師之職能分析建議修正，並函考選部、教育部作為國家考試題目、大學開設相關

科系之參考。 

教育部表示，已將農委會所提畜牧技術等 6 類科職能分析建議轉函各大學相關科系，

作為課程調整之參考；另將動物福利納入後續年度全國大學院校主管聯席會議宣導，鼓勵

各大學院開設動物福利相關課程，建立相關教師研究社群、研發教學方法；並將透過競爭

型專案計畫，鼓勵大學院校配合政策推動開設重點議題課程；將動物福利議題納入校務評

鑑委員專業培訓課程，以強化評鑑委員對於動物福利之認知。 

考選部則表示後續將參酌農委會所提職能分析，適時召開會議檢討各該類科應試專業

科目命題大綱。 

舉辦「動物福利與動物倫理研習」及各項演講及座談共 22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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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動物 

 本會與桃園市推廣動物保護協會監督特定寵物繁殖業者，並參與桃園市動物保護自治條

例修法會議，提出民間版本。 

  

本會與桃園市推廣動物保護協會持續監督特定寵物繁殖業者，查獲桃園市「萬能犬舍」

除於合法登記場所養狗外，另在住家非法飼養繁殖品種犬，且將性情溫馴之貴賓狗與法國

鬥牛犬關在同一狗籠中，導置貴賓狗遭法國鬥牛犬啃咬而死。桃園地方法院據此判決宋姓

業者未善盡飼主責任，違反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非法故意使動物受傷

致死罪」，處拘役貳拾日，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桃園市有 204 家寵物業者，其中 107 家為繁殖場，數量居全台之冠，每年生出幼犬販

賣的數量難以掌握，已形成源頭管理的一大問題。而桃園新屋公立收容所每年捕捉、收容

超過一萬隻犬貓，數量高踞全台第三。 

本會參與桃園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修法會議多次，並提供民間版草案，針對繁殖買賣

業之「管制許可證核發數量與品質」、「強化動物福利稽查」、「清點各項動物紀錄，落實出

生量╱夭亡量╱售出及轉讓量的報表查核」進行法律面、執行面的補強，修訂更嚴格的規

範，並建議透過公私協力辦理更高頻率稽查、評鑑…等，從源頭之一的繁殖買賣業開始著

手，減少流浪犬發生。 

 本會參與高雄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制訂會議，提供多項法條建議，該自治條例已於

12月 8日通過，將加強包括寵物業者及中小學動物福利教育，並針對吃狗肉行為開罰。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a2v6U29DJAhUEkpQKHaqiBcoQqQIIGzAA&url=http%3A%2F%2Fe-info.org.tw%2Fnode%2F112054&usg=AFQjCNFhyC2Ss0ez3rOkinR0GNzUl6-GoA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a2v6U29DJAhUEkpQKHaqiBcoQqQIIGzAA&url=http%3A%2F%2Fe-info.org.tw%2Fnode%2F112054&usg=AFQjCNFhyC2Ss0ez3rOkinR0GNzUl6-G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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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動保法第 22 條修法家犬應絕育，本會提出「特定寵物絕育繁殖管理」意見書，呼

籲農委會儘速召開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研商會議。 

  

年初動保法新修通過家犬應絕育、二年後收容所動物「零安樂死」等多項條文。農委

會據此研擬「特定寵物免絕育申報及繁殖申報應注意事項（草案）」召開座談會。由於家犬

絕育落實與否攸關流浪犬控管、收容所零安樂死之執行成效，本會建議： 

1.「特定寵物免絕育申報及繁殖申報應注意事項」於公告施行後，農委會應訂定稽查辦

法，根據飼養型態與數量多寡、犬種、地區…等條件，明列地方動保行政人員稽查優先順

序、稽查方式與頻率，並要求獸醫院及販售寵物食品、用品等通路，協助法令宣導、或辦

理飼主責任課程。 

2.「犬隻絕育與登記」及「狂犬病防疫」行政業務應整合，或納入年度農業統計調查，

必要時得依動保法第 23 條，擴大招募義務動保員，或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構），法人、

團體或個人協助辦理，以利落實執法。 

3.寵物免絕育及繁殖申報一併納入「寵物登記管理辦法」，提升其法律位階，增加飼主

必須「據實申報」之法律效果！ 

4.繁殖業者與一般飼主（包括前往公立收容所認養犬隻之民眾），寵物登記年紀應有一

致規範。 

協助農委會規劃「動物收容管理人員交流工作坊～全國公立動物收容所建築與設計研討」 

  

  動物收容所的硬體設計、使用材質、空間配置等大大影響收容動物的動物福利、身心

健康。良好的收容所設計有助於促進收容管 理品質，提高動物認養率。全國多個縣市公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M006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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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動物收容所正面臨改建、新建計畫，農委會委託農科院辦理動物收容所相關研習，本會

協助其規劃課程內容，並協助邀請實際規劃過收容所的建築師，城鄉規劃教授等學者專家

及具改建新建經驗的縣市收容所工作人員分享經驗，並與各縣市動保機關工作人員，共同

討論影響未來收容所規劃的社會現象、利害關係人及其影響、收容所各種需求面向及其應

注意的問題…等。期待帶動更多建築景觀、動物福利等專業人士投入。 

促進對不同弱勢議題的理解與關懷，本會舉辦動保、移工--運動的十字路口論壇。 

  

由於東南亞國家普遍存有吃狗肉的習慣，移工來台後，因不諳台灣動保法律規定，屢

傳誤觸法律並引發爭議，進一步更演變成「動物保護」與「移工人權」的衝突，甚至越演

越烈。此不僅不利發展社群間的相互理解與尊重，更使得誤觸法律的移工，得付出高額罰

金並可能遭遣送回國的巨大代價，不論是對移工人權的保障，亦或族群和諧、動物保護工

作的推動，均造成傷害。 

為促進對動保、移工弱勢族群的關懷，本會與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燦爛時光：

東南亞主題書店合辦「動保、移工--運動的十字路口論壇」，邀請關心動保與移工權益人士

參與討論。促進對不同弱勢議題的理解與關懷。座談全程錄影上網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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