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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重點工作與影響 

農場動物議題 

一、台灣肉豬產銷「活體拍賣」造成豬隻巨大的痛苦與折磨—本會深入調查研

究，公佈調查影像及報告，要求農委會研議「屠體評級交易」政策，並制定落

實期程！  

台灣豬肉產銷至今仍採讓豬隻備受折磨的「活體拍賣」制度，導致每年數百萬隻豬在

運輸、驅趕、拍賣流程中，承受巨大虐待與折磨。 

本會花費年餘時間，深入議題調查，掌握問題、現況，比較國際趨勢，提出具體建言。

5 月 31 日本會與立法委員蔡培慧國會辦公室共同召開記者會，公佈完整報告，要求政府研

議以屠體評級交易取代活體拍賣，以減少對動物的折磨與農民的無謂耗損。有關此政策落

實期程的遊說與推動，本會持續進行中！ 

詳細內容請見 http：//www.east.org.tw/that_content.php?id=582 

   

台灣豬隻「活體拍賣」系統。讓豬在成為人們的盤中肉前，都得經歷一連串運輸、驅趕與

活體拍賣的折磨！這些近乎虐待的折磨，不僅增加豬隻的損耗率，更讓台灣動物福利跟不

上國際腳步，並影響肉品品質與安全，也影響農民提升養豬品質的意願。 

 

 

 

http://www.east.org.tw/that_content.php?id=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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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於 105年度立法院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期間，遊說立委田秋堇、高志

鵬等委員，提出多項提案，要求農委會必須有計劃的研議、落實農場動物

福利工作，簡述如下： 

1.推動農委會重視養殖魚類動物福利 

要求農委會必須重視國際趨勢，提出養殖漁業動物福利規範。促成漁業署委託台灣海

洋大學完成「水生動物福利國外相關資訊蒐集、推廣策略及時程研訂」計畫，收集歐盟、

日本、美、英、澳之食用與非食用魚類動物福利文獻，訂出「水生動物福利綱要性規範草

案」共 11 條。此為我國第一份水生動物福利綱要規範，明定食用水產（edible fish）及觀

賞水族（ornamental fish）之利用應確保動物的五大自由，且動物福利應落實於產業各個環

節--包括生產、儲運、供銷、展示、休閒與寵物飼養，及涉及生物接觸或利用之管理照護、

操作及衍生形式。以作為後續政府推動水生動物福利規範法制化之依據。 

  

本會執行長朱增宏與英國養殖漁業動物福利獸醫了解台灣養殖漁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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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監督農委會落實疫情爆發時，大規模農場動物遭撲殺的「人道撲殺」方法及
規範 

2015 年初台灣爆發嚴重禽流感疫情，五百多萬隻家禽慘遭撲殺。本會深入調查各縣市

防疫部門撲殺方式，發現政府完全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應

以使動物產生最少痛苦之人道方式為之，並應視國際動物福利科學發展，適時檢討修正。」

在立法委員林淑芬的協助下，本會與農委會多次召開協調會，監督農委會需依據國際規範

及動物福利科學最新發展，修定我國「防範家禽流行性感冒（H5、H7 亞型）緊急應變措

施手冊」，增訂「家禽人道撲殺作業標準流程」。 

農委會防檢局 2015 年委託學者研發適用於我國的「家禽泡沫式人道撲殺方式」，現已

完成泡沫撲殺家禽設備的測試，取得泡沫撲殺界面劑選用、產生速率、體積、持久度及安

樂死氣體選用資訊，完成撲殺效率與氣體成本粗估，及雞隻疼痛與緊迫之初步評估。2016

年持續用水禽測試，顯示不論雞、鴨都能有效執行。後續會將泡沫撲殺方式實際用於禽流

感疫情場撲殺，待收集測試資料，防檢局將召開專家會議，討論修改現行家禽畜人道撲殺

方式及標準作業流程，並辦理人員訓練。 

  

在立法委員林淑芬的協助下，本會與農委會多次召開協調會，監督農委會必須依據國際

規範及動物福利科學最新發展，落實「家禽人道撲殺規範」。 

 



4 
 

3.繼推動台灣「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後，繼續推動農委會研擬「豬
隻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 

本會於 2012 年開始，推動農委會制定台灣「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2016 年繼續

推動農委會研擬「豬隻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農委會已於今年邀集學者專家組成團

隊，將結合產、官、學及民間團體討論，除研擬「豬隻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外，並

將提出動物福利規範分期推動之規劃與時程，預定於一年半內完成並向立院報告。 

  

繼推動農委會制定台灣「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後，2016 年本會繼續推動農委

會研擬「豬隻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 

 

三、持續推動蛋農轉型投入蛋雞友善生產，本年度新增三場「放牧生產」農戶，

及兩場「平飼生產」農戶！  

 

 

本會持續推動消費者支持「友善生產雞蛋」，並鼓勵協助農民轉型，投入友善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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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物議題 

一、台灣持續以犧牲活兔製造「乾燥兔化豬瘟疫苗」，是不必要的動物痛苦與

犧牲，亦不利豬瘟疫情的撲滅，本會推動農委會以不犧牲活體動物生產的疫苗

替代！  

為預防豬瘟疫情，台灣自 1950 年代開始利用活兔製作「乾燥兔化豬瘟疫苗」。其過

程是將「健康、年輕」的白兔固定在架子上，注射經過「弱化」的豬瘟病毒，讓其體溫升

高達 41℃。約過 4 天後，以空氣注射法（air embolism）或二氧化碳窒息法（CO2）處死！

採下脾臟及淋巴結做成疫苗。不論是注射病毒使其感染，或是後續的處死過程，兔子所經

歷的痛苦非言語能道。保守估計，18 年來已有超過 50 萬隻兔子被犧牲。 

本會兩年前發現坊間早有效果更好，又可不必犧牲大量活體動物，且更能有效撲滅豬

瘟的疫苗可替代使用，如「組織培養」或「E2 次單位」疫苗。其中「E2 次單位」疫苗還

可突破過去活毒疫苗無法區辨「感染動物」與「免疫動物」的障礙。但農委會家畜衛生試

驗所卻仍帶頭生產必須犧牲大量活兔的「乾燥兔化豬瘟疫苗」。明顯違反動保法第 15 條：

使用動物進行科學應用（包括生產疫苗），應儘量避免使用活體動物，有使用之必要時，

應以最少數目為之，並以使動物產生最少痛苦及傷害之方式為之。 

本會以一年多時間，嚴謹深入研究此議題，於 4 月 27 日與立法委員林淑芬共同召開

記者會公布《停止不必要的動物痛苦與犧牲----檢視農委會持續犧牲活體白兔，製造「乾

燥兔化豬瘟疫苗」的荒謬與不正當》調查報告。要求農委會具體落實「停止不必要的動物

痛苦與犧牲」多項訴求。 

詳細內容請見 http：//www.east.org.tw/that_content.php?id=578 

   

台灣持續以犧牲活兔製造「乾燥兔化豬瘟疫苗」，是不必要的動物痛苦與犧牲。坊間早有效果更好，又

可不必犧牲大量活體動物，且更能有效撲滅豬瘟的疫苗可替代使用，農委會身為動保主管機關，帶頭違

反「實驗動物替代、減量、精緻化」的規範。導致 18 年來超過 50 萬隻兔子被無謂犧牲。 

http://www.east.org.tw/that_content.php?id=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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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於 105年度立法院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期間，遊說立委田秋堇委員，

針對衛福部及教育部補助計畫，涉及「實驗動物」使用，應修改補助要點，不

得補助經評鑑為差的動物實驗機構。 

1、本會促使衛福部修正「衛生福利部補(捐)助科技發展計畫作業要點」，規定申請補助

計畫時，涉及動物實驗者，除應檢附實驗動物管理委員會（IACCU）核准文件外，

若申請補助計畫之機構在農委會科學應用機構年度查核結果為「較差」且未改善者，

該部得不補（捐）助該研究計畫。 

此外，補（捐）助科技發展計畫契約書也增加第 20 條規定：「計畫之執行如涉及動

物實驗，受補（捐）助單位應依照『動物實驗管理小組設置辦法』之規定執行之，

經受補（捐）助單位之動物實驗管理小組審核通過，並由該小組督導相關實驗之執

行。」 

2、促使農委會將「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監督及管理執行要點」納入各大專院校自辦系所

評鑑、高等教育通識教育評鑑、高等教育校務評鑑之指標，及將農委會「動物科學

應用機構監督查核」結果納入暨專校院系所評鑑及綜合評鑑指標之說明。 

3、鼓勵大專院校就實驗動物照護之實務需求，購置相關設備，改善實驗動物福利。 

4、邀請農委會「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監督查核」為優、良之學校，至待改善學校分享及

輔導；並責成待改善學校派員參與相關訓練研習，提出具體改善計畫以利持續追蹤。 

 

 

本會致力推動台灣實驗動物機構制度及管理的建立，減少不必要的動物實驗，改善動物處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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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用動物議題 

 
一、彌補動物保護法「展演動物」相關條文漏洞，造成展用動物行為依然無法

可管。本會與立委蔡培慧國會辦公室召開修法討論會，推動修法。  

立法院 2015 年修訂動物保護法時，納入「展演動物業」管理條文，但相關文字卻嚴

重限縮規範對象，以致農委會於今（2016）年 2 月 5 日根據母法所公告的「展演動物業設

置與管理辦法」，適用對象被限縮到必須同時利用動物「展演」及「騎乘」之業者，才需

納管。估計全台符合此「條件」的業者大概只剩下屈指可數的「馬場」，甚至可能不到三

家！ 

為彌補上述缺失，本會與立法委員蔡培慧國會辦公室於 3 月 8 日共同召開修法討論會

議，邀請農委會（林務局、畜牧處動保科）、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共同討論，提出修法版

本，後續並多次與展用動物業討論協商，目前修法已經立法院一讀，亟待經濟委員會安排

審查，以落實保障「動物園、生態農場、牧場、遊樂園區」等各式圈養、展用動物的福利。 

   

本會與立委蔡培慧國會辦公室共同召開展演動物修法討論會，提出修正草案以彌補動物保

護護法「展演動物」相關條文漏洞，將任何利用展演動物行為納入管理，以落實保障各式

圈養、展用動物的福利。 

 

二、調查揭露新光兆豐休閒農場飼養環境惡劣，放任動物傷亡不管，呼籲立院

盡速安排動保法動物展用條文審查。 

在法律保障闕如下，惡劣動物展用場所又一樁。有民眾向本會檢舉新光集團位於花蓮

的兆豐休閒農場飼養環境惡劣，動物處境不佳。本會多次前往調查發現：農場所飼養的北

極狐骨瘦如材，且原棲地在寒帶的北極狐，在台灣夏季 30 幾度的高溫下竟無任何降溫設

施，北極狐熱到不斷喘氣、奄奄一息。園方並將不同種類狐狸混養，飼料任意撒在地上與

糞便混堆一起，且未提供乾淨飲水。此外，親水、喜好浣水的浣熊，卻飼養在沒有水池的

欄舍，密度過高，環境髒亂，許多動物均出現嚴重刻板行為；駱駝長出肉瘤並有傷口、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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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生殖器腫脹停滿蒼蠅，未見任何醫療；鳥園有多隻死亡多時的鳥類屍體…等等。 

本會與立法院蔡培慧委員國會辦公室，共同召開記者會公布上述影像證據，亦將相關

證據函送花蓮縣府檢舉，要求縣府依法調查，督促園方盡速改善動物處境，並持續追蹤後

續改善情況。同時也持續遊說立法院將動保法動物展用條文修正案排入審查議程。 

 

新光集團花蓮兆豐休閒農場，園區飼養環境惡劣，動物身心狀況不佳。 

 

 

三、調查公布花蓮「光隆博物館—猴子兵團」非法持有保育類日本雪猴（獼猴），

驅使表演馬戲營利長達十年、估計獲利上億。本會召開記者會後，林務局隨即

執法，救援沒入獼猴，並安置於屏科大野生動物收容中心。 

花蓮「光隆博物館—猴子兵團」是在 2006 年 9 月 7 日，依當時「野保法」以馬戲團

名義向花蓮縣政府及林務局申請輸入 14 隻日本雪猴，但卻未依規定復運輸出，將 14 隻獼

猴滯留台灣長達 10 年。且期間不斷違反野保法規定，未經申請核準，日日驅使、逼迫該

批獼猴表演雜耍馬戲，違法獲利估計超過上億。 

業者於表演時，以繩索套頸拉扯控制獼猴。獼猴都防衛性的拉住繩索前端，想減輕被

拉扯時對頸部造成的壓力與不適，且在演出過程都出現意欲反抗或對操控者「呲牙裂嘴」

的行為，顯見猴子在表演過程中充滿恐懼，其訓練應是以負面懲罰方式進行。表演過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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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聽見員工大聲喝斥動物，更有獼猴不想演出、試圖逃離舞台，又被工作人員趕回。且

多隻獼猴可能因長期營養不良，而有發育不全、毛髮嚴重脫落的狀況，涉及虐待動物！ 

十年來，中央及地方政府均未能有效執法，恐已涉及瀆職、圖利。在本會與蔡培慧委

員共同召開記者會揭露後，林務局立即執法，將 12 隻獼猴沒入，送到屏東科技大學野生

動物保育中心收容。 

  

本會公布花蓮「光隆博物館—猴子兵團」非法持有保育類日本雪猴（獼猴），驅使表演馬

戲營利長達十年、估計獲利上億，林務局隨即執法，沒入獼猴，安置於屏科大野生動物收

容中心。 

 

 

四、推動海生館成立白鯨諮詢平台，改善白鯨及館內生物福利，促使海生館宣

布未來不再展示保育類海洋哺乳動物及大型魚類，不以人工授精方式讓白鯨繁

殖。 

2014 年 9 月海生館的白鯨 Blue 因急性敗血症死亡，是自 2002 年以來在館內死亡的第

7 隻白鯨，目前館內僅存 3 隻。本會和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關切海生館內白鯨與館內其他

圈養動物的福利，在立法委員林淑芬國會辦公室協助下，督促海生館成立「白鯨諮議平

台」，邀集專家學者及民間組織共同討論改善動物福利，歷經一年多，共召開四次會議。

在第四次例會後，海生館提出「積極面對海洋哺乳類動圈養的質疑、反對與省思」結論報

告，內容包含多項停止大型活體動物展示的決策： 

未來將不再輸入保育類野生海洋哺乳類活體以純為展示之用。 

在優先考量動物福利的狀況下，不以現有白鯨進行違反動物本能，且非天然的『人

工授精』，使母鯨懷孕而繁衍後代。 

大型魚類如（鯊魚、魟魚、鮪魚）等，基於動物福利考量，目前人工圈養之設施與

環境，無法提供與大自然相同之多樣與豐富，亦不適合毫無章法的引進、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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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人保育意識抬頭，海生館第三館-『世界水域館』，即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為原則，希望能夠藉此減少活體展示。」「基於動物福利、生命與保育教

育。現有部分海洋生物允許親子觸摸之展示方式(觸摸池)，建議海景公司研擬替代

方案。 

海生館將加強各類海洋生物動物福利教育之推廣，特別是海洋哺乳類、甲殼與頭足

類動物之動物福利。 

相關內容請見：http://www.east.org.tw/that_content.php?id=589 

  

本會推動海生館成立白鯨諮詢平台，改善園內現存三隻白鯨及館內生物的動物福利，促使

海生館宣布未來不再展示保育類海洋哺乳類動物及大型魚類，不以人工授精方式讓白鯨繁

殖。 

 

http://www.east.org.tw/that_content.php?id=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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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動物議題 

一、串連保育組織，回應立法院立委提案修「野保法」，關於開放原住民自用

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與宗教放生立法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4 月 14 日審議通過多條未經充分討論的「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法草

案」，其中包括：第 21 條之 1 開放原住民得以「非營利自用」名義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

只須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即可。第 19 條「全面禁用"獸鋏"」，但針對山林裡危害野

生動物更大的陷阱，如吊索或鋼製套索，則沒有細緻的討論、規範與界定。第 21 條，增

訂關於「農害」動物的處置以及補償辦法，但何謂「農害」？如何認定及處理？由誰處理？

仍有許多問題待釐清！第 32 條的「宗教放生」規範，則在委員會上被擱置，決議「不予

續審」。 

本會與其他保育團體共同召開記者會，表達對原民狩獵如何界定「非營利自用」，以

及如何避免以「自用」名義規避商業販售的狩獵行為。以及隨著現代化狩獵工具演進，各

式獵槍、陷阱、獸鋏、套索等獵捕工具，是否應有明確的規範與管理…等，呼籲立委謹慎

以對。 

此外，針對「農害」動物的處置以及補償辦法，則呼籲立法院及中央主管機關召集各

界，包括生態、動物福利、農業、族群等專家與代表共同討論、研議，勿僅以粗糙簡化的

「補償」方式處理，應積極尋找以最低傷害原則，長期有效的防治方式。 

針對「宗教放生」規範，本會亦公佈「國際保育生物學學會(SCB)」針對「宗教放生」

問題發表的聲明，呼籲各國政府立法規範，要求宗教行為體現保育原則。 

相關內容請見：http://www.east.org.tw/that_content.php?id=584  

  

本會串連保育團體召開記者會，針對野保法修法，呼籲立委謹慎面對，如何界定原民狩獵的「非營利自

用」，如何避免以「自用」名義規避商業販售的狩獵行為，以及隨著現代化狩獵工具演進，各式獵槍、陷

阱、獸鋏、套索等獵捕工具之規範與管理…等問題。 

http://www.east.org.tw/that_content.php?id=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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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偶像歌手蔡依林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帶動「裝死兔」吊飾的流行，本會召

開記者會公布「『裝死兔』吊飾的毛，是真的動物毛皮！裝死兔不裝死，牠們

痛苦的死於我們的不知情與無知！」記者會。蔡依林小姐在得知真相後，主動

於臉書回應「感謝提醒！」並呼籲歌迷：「別買了」！ 

     

    今年被商業炒作，非常流行的一款「裝死兔」的吊飾，在偶像藝人蔡依林小姐的臉書

PO 文帶動下，造成流行。許多民眾以為如此價格低廉的吊飾，不可能來自珍的動物毛皮。

本會以「燃燒法」檢驗證實，這個常見於各大商圈及網路，價格在 250-390 元間的”裝死

兔”吊飾，其製作材質 100 %來自真的動物皮草！ 

    本會於 2006 年就曾針對市面上各種毛茸茸的吊飾、髮適，衣物的邊飾…等，展開蒐

集調查，當時將蒐集到的產品，不論是單價 15 元的「皮草髮夾」、 35 元的「皮草髮圈」

或 100 元的「皮草胸針」，到 2,000 元左右的「皮草皮包」，或裝飾於服裝、外套邊緣的

「皮草」外套，甚至皮靴裡的真皮草內襯 … 等，各式琳琅滿目的商品送調查局鑑定，得

到的結果都是「真的」動物皮草！ 

   根據本會調查，中國大陸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皮草原料生產國。由於缺乏法律規範，

各種以極盡殘虐動物方式所生產的各式大量廉價皮草，被廣泛製成各式「配件」及「飾品」，

出現在台灣各地大、小型成衣連鎖店或服飾品店內。 由於價格低廉加上 9 成以上的商品

都標示不清，讓許多不知情的民眾在無意間，根本不知道買到「什麼樣動物的皮毛」，而

無辜的成了殘虐動物的共犯。 

    本會公布皮草產製真相影片，經各媒體不斷傳播，偶像歌手蔡依林小姐在得知真相

後，主動於臉書回應「感謝提醒！」並呼籲歌迷：「別再買了」！ 

  

本會以「燃燒法」檢驗證實，這個常見於各大商圈及網路，價格在 250-390 元間的”裝死

兔”吊飾，其製作材質 100%來自真的動物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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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一、透過前立委田秋堇協助，要求衛福部重視動物虐待與家庭暴力的相關性，

加強「社會工作」與「動物保護工作」單位的橫向聯繫 

本會遊說前立委田秋堇，要求衛福部訂定「動物虐待與家庭暴力之相關說明及通報事

項」，並由農委會將此通報事項函轉各地方動保機關，責成動保員或獸醫於調查動物虐待

案件時，同時注意是否有家庭暴力受害者並盡速通報社政單位，加強動保、社工橫向聯繫。 

該通報事項指出，家庭暴力施虐者可能藉由虐待動物讓被害人心生恐懼、害怕、痛苦，

也屬家庭暴力的一種；並列出在調查虐待動物事件時，應了解施虐者虐待動物時，其家庭

成員或親密伴侶是否在場？發生頻率？是否有言語恐嚇家庭成員或親密伴侶？家庭成員

或親密伴侶是否親眼目睹施虐過程？其心理反應？施虐者動機是否要操控或報復家庭成

員或親密伴侶？ 

並具體列出對於虐待動物者的家庭成員之調查方式，包括觀察外觀：行為、衣著、禁

聲、身上新舊傷痕、家中兒童對待動物的方式等，以及詢問問題，透過觀察及訪談，以釐

清家庭成員是否也受到暴力傷害，並主動通報社政單位或提供其通報資訊。 

二、要求教育部教育部提出大專院校動物福利改善計畫： 

1.持續於大學院校行政主管會議中，鼓勵大學於專業或通識課程中開設「動物關懷」、「動

物福利」議題相關課程，或於專業課程中融入相關議題教學內涵，鼓勵大專校院針對相

關系所師生辦理「實驗動物人道管理訓練」增能研習，針對活體動物實驗替代方法之優

點及相關規範與資訊等事項加強宣導。 

2.將農委會有關動物福利知能納入相關職系類科職能分析說明資料函轉各大專院校，鼓勵

各校開設相關動物福利課程。 

三、全年舉辦動物福利研習及講座共 14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