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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749 號 委員提案第 18927 號

 

案由：本院委員王育敏、陳怡潔等 16 人，有鑑於現行動物保護法僅

規定不得「宰殺、販賣」狗、貓屠體，然時有吃狗、貓肉之

新聞事件傳出，現行法並未規範食用者之處罰。在無法阻絕

需求端之困境下，仍然有業者鋌而走險私宰，滿足饕客需求

，高雄市已開啟首例，將禁食貓狗肉列入其自治條例中，顯

見其入母法之必要性。爰修正「動物保護法」第十二條，除

宰殺及販賣外，將購買、食用或持有犬、貓或其屠體、內臟

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均納入規定，併同修正第二十七條，違

者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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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嚇阻屠殺

吃犬貓之劣行。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全台吃貓狗肉事件頻傳，104 年 7 月高雄查出施姓夫婦於茄萣經營「羊肉爐」，卻在街頭任

意捕捉家犬，宰殺後販售狗肉；同年 9 月查獲大寮區一群越南外勞，以捕獸鋏誘捕流浪貓

，再割喉放血，火烤享用大餐；台南鹽水區亦查獲宰食狗肉之案件，然現行動物保護法並

未規範食用者之處罰，顯有修正必要。 

二、高雄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已於 104 年 12 月 8 日經高雄市市議會審議三讀通過，105 年 3

月 3 日業經行政院核定，預計於一個月內由市府公告實施，其中已明定不准購買、持有及

食用犬、貓肉及任何含有犬、貓成分之食品，違者處一萬五千元到七萬五千元罰鍰；台南

市政府亦已著手研擬將相關規定納入臺南市犬貓管理及福利促進自治條例。 

三、爰修正「動物保護法」第十二條，除宰殺及販賣外，將購買、食用或持有犬、貓或其屠體

、內臟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均納入規定，併同修正第二十七條，違者將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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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期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之，以有效嚇阻屠殺吃犬貓之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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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王育敏  陳怡潔   

連署人：張麗善  林德福  蔣萬安  李彥秀  陳宜民  

林麗蟬  蔣乃辛  許淑華  曾銘宗  柯志恩  

楊鎮浯  簡東明  鄭天財  陳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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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法第十二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二條 對動物不得任意宰

殺。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為肉用、皮毛用，或餵

飼其他動物之經濟利用目

的。 
二、為科學應用目的。 
三、為控制動物群體疾病或

品種改良之目的。 
四、為控制經濟動物數量過

賸，並經主管機關許可。 
五、為解除動物傷病之痛苦

。 
六、為避免對人類生命、身

體、健康、自由、財產或

公共安全有立即危險。 
七、收容於動物收容處所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指定之場所，經獸醫師

檢查患有法定傳染病、重

病無法治癒、嚴重影響環

境衛生之動物或其他緊急

狀況，嚴重影響人畜健康

或公共安全。 
八、其他依本法規定或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由。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

止宰殺前項第一款之動物。 
任何人不得因第一項第

一款所定事由，有下列行為

之一： 
一、宰殺、販賣、購買、食

用或持有犬、貓或其屠體

、內臟或含有其成分之食

品。 
二、販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禁止宰殺動物之屠體。 
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第十二條 對動物不得任意宰

殺。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為肉用、皮毛用，或餵

飼其他動物之經濟利用目

的。 
二、為科學應用目的。 
三、為控制動物群體疾病或

品種改良之目的。 
四、為控制經濟動物數量過

賸，並經主管機關許可。

五、為解除動物傷病之痛苦

。 
六、為避免對人類生命、身

體、健康、自由、財產或

公共安全有立即危險。 
七、收容於動物收容處所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指定之場所，經獸醫師

檢查患有法定傳染病、重

病無法治癒、嚴重影響環

境衛生之動物或其他緊急

狀況，嚴重影響人畜健康

或公共安全。 
八、其他依本法規定或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由。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

止宰殺前項第一款之動物。

任何人不得因第一項第

一款所定事由，有下列行為

之一： 
一、宰殺犬、貓或販賣其屠

體。 
二、販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禁止宰殺動物之屠體。

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准許認領、認養之動物，不

包括依第八條公告禁止飼養

一、全台吃貓狗肉事件頻傳，

104 年 7 月高雄查出施姓夫

婦於茄萣經營「羊肉爐」，

卻在街頭任意捕捉家犬，宰

殺後販售狗肉；同年 9 月查

獲大寮區一群越南外勞，以

捕獸鋏誘捕流浪貓，再割喉

放血，火烤享用大餐；台南

鹽水區亦查獲宰食狗肉之案

件，然現行動物保護法並未

規範食用者之處罰，顯有修

正必要。 
二、按高雄市動物保護自治條

例已於 104 年 12 月 8 日經

高雄市市議會審議三讀通過

，105 年 3 月 3 日業經行政

院核定，預計於一個月內由

市府公告實施，其中已明定

不准購買、持有及食用犬、

貓肉及任何含有犬、貓成分

之食品，違者處一萬五千元

到七萬五千元罰鍰；台南市

政府亦已著手研擬將相關規

定納入臺南市犬貓管理及福

利促進自治條例。 
三、爰修正本條第三項第一款

，除宰殺及販賣外，將購買

、食用或持有犬、貓或其屠

體、內臟或含有其成分之食

品均納入禁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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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許認領、認養之動物，不

包括依第八條公告禁止飼養

或輸入之動物。但公告前已

飼養或輸入，並依第三十六

條第一項辦理登記者，准由

原飼主認領。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

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之日起二年內，收容於

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

，經通知或公告超過十二日

而無人認領、認養或適當處

置之動物，得予以宰殺，不

適用第一項規定。 

或輸入之動物。但公告前已

飼養或輸入，並依第三十六

條第一項辦理登記者，准由

原飼主認領。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

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之日起二年內，收容於

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

，經通知或公告超過十二日

而無人認領、認養或適當處

置之動物，得予以宰殺，不

適用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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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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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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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食用或持有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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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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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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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之屠體或經中央主

配合第十二條之修正，酌修相

關配套罰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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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或其屠體、內臟或含有

其成分之食品；或販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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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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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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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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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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