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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問題的流浪動

•的確有許多民眾是因為

•零 安 樂 ， 不 撲 殺 。

•對於零安樂及不撲殺的

•對於現行動物買賣處

•源頭管理很重要，需要更

物，採取精確捕捉，過去

不喜歡流浪動物而多次

動物收容所轉型為

詳細定義及條件為?是否

所，要求更為清楚的動物

嚴格以及有效的方法來

動保處接獲通報時，常因

通報(根據台北動物保護

動 物 中 途 之 家，擴 大

認為需要配合實施

來源履歷，揭露相關資訊,

控管寵物買賣店家及繁

沒有居民協助指認，因此

處資料可證實,大部份通

積極認養及與民間

TNVR? 還是要進行大捕

並且推動成為合法買賣

殖場的動物數量、來源及

抓的都是沒有問題的，因

報方式來源為市民 1999

動保組織合作設置

捉？

必要的條件。絕對貫徹禁

去向，並增加突擊檢查。

此主張設立地區義務動

專線),請問候選人認為應

安 養 所。不 撲 殺 任 何

不管多大的收容所空間

止寵物業者繁殖。

針對非法繁殖場,目前實

保員，當動保處接獲通報

如何落實”正確通報”

一 隻 健 康 的 犬 貓，也

最後將因為無法控制流

對於非法養殖處所，除了

務上若未有十分明確之

時，應聯絡該地義務動保

的制度?要如何讓 1999

不因收容空間不足

浪動物的繁殖速度而導

加強取締，也鼓勵民眾檢

違法事證時(買賣事證)，

員協助進行指認，以利精

專線避免成為濫捕流浪

而對犬貓執行安樂

致空間額滿，若不控制最

舉這類違法處所。並研究

執法人員無公權力得強

確捕捉有問題的動物，以

動物的兇手?

死。

重要的控制繁殖率，將很

與動保團體合作，採用類

制進入私人領域，而通常

後在行為有問題的動物

捕捉問題犬隻後,該如何

難徹底實現此政見。

似英國「動物警察」制

非法繁殖業僅與熟客(且

犬隻沒有捕捉到到案

進行後續的安置計劃?

度，將受過良好訓練、認

常為下游寵物買賣業者)

時，不能草草拿無辜的犬

許多通報是因為流浪動

•與 民 間 動 保 團 體 或

•和民間或動保團體合作

知清楚的動保義工納入

交易，導致事證非常不易

隻去結案。

物造成社區的問題,針對

慈善團體合作經營

經營動物之家,是否表示

城市檢舉與宣導動保工

取得。

通報者、里民的宣導,候選

動物之家。

將會擴大收容並加強捕

作的力量，促進動保工作

希望候選人能提出針對

人認為應如何宣導才可

以公辦民營方式運

捉流浪動物?

的落實。

取締非法繁殖業者更具

建立民眾與流浪動物的

作，打 造 動 物 友 善 生

體的想法。

和平共處?

活 村 為 目 標，將 軟 硬

改善收容所是好的，但是

•若市民對於「動物友善環

•動保意識之推廣可大致

體 設 備 全 面 升 級，也

增加收容空間並不會解

境」能有足夠的共識，打

分為學校教育及社會教

•沒有問題的流浪動物，主

•台北市若支持進行

開辦各項收費課

決流浪動物問題。應該專

造一個友善動物、尊重生

育，台北市立教育機構未

張實施「TNVR」制度，

TNVR,是否表示流浪動物

程，使能自闢財源，

注在源頭管理。

命、維護人性的城市空間,

來是否將推廣動保教材

也就是捕捉、結紮、施打

的飼主為台北市政府?

並成為親子寓教於

將不再是夢想。為強化市

進入各大中小學?

疫苗、放回原地，並建立

或明確表示當選後,台北

樂 的 場 地，同 時 透 過

民的動保意識與動物權

社會教育部分是否將動

完整的配套措施。

市將全面性進行貓狗的

開辦課程服務的財

認知，我們將結合民間力

保意識推入社區教育里

TNVR 而不會擴大捕捉?

源，提升設施品質、

量，特別是動保團體的參

民? 以將動保意識深入

目前許多“沒有行為問

增加收容空間。

與來擴大動保意識的推

台北市各地。

廣。動保團體所宣導的

候選人是否有更具體的
合作、宣導政策？

題”的流浪狗還是因為
友善親人而被捕捉,是因

•與民間共同推動遠端認

•目前已有民間團體進行

「認養代替購買」
、
「寵物

為友善的狗比較好抓，目

養機制。對於有心認養但

“你認我養”方案。目前

是家人、家人不買不

前北市府只要有人通報

居住條件不允許的市

最主要的應該是要提升

賣」
、
「結紮大於撲殺」等

就一定會抓，是否有任何

民，開放遠端認養，可按

政府收容所的認養率。候

等訴求，政府站在支持與

TNVR 宣導政策來減少

月捐助費用，供給特定或

選人是否能具體提出如

共同合作的立場來協力

流浪動物與民眾的衝突?

不特定之流浪動物。認養

何提高政府收容所認養

推進。

人可透過遠端系統觀察

率的具體想法?

所認養動物的日常活動

•在立法方面，除了敦促與

•候選人認為目前動保法

與生活環境，也可來參與

協商中央政府修訂動保

最大的問題為何?

認養動物的洗澡、運動、

法外，也在台北市通過議

或空間美化等等。

會推動制定相關動保規
範的自治條例或法規，並

•為學校、老人之家、派出

•與各單位合作為增加送

在預算上加強有效的配

所、企業分別設計校園

養率為優良政見,但後續

置。

犬、警局犬、公司犬的飼

該如何監督這些工作犬

•對於公立收容所的部

•台北市若支持進行 TNR,

養照顧方案和獎勵措

的福利及永久安養計畫?

分，除了制定收容動物基

是否表示流浪動物的飼

本需求空間與資源基準

主為台北市政府? 或明

以爭取必要的預算改善

確表示當選後,台北市將

收容空間設備外，更重要

全面性進行貓狗的 TNR

的將落實以結紮代替撲

而不會擴大捕捉?

殺的流浪動物處遇政

候選人認為若當有民眾

策，也宣示禁絕非人道的

通報捕犬（友善犬 vs. 具

撲殺方法和收容設施。由

有攻擊性犬）時，北市政

於動物在城市空間會形

府的立場為何並將如何

成自然領域，動物的強制

行動？

施，提高送養率。

移動或撲殺只會引入外
來流浪動物，無益於降低
流浪動物數量與攻擊事
件，我們將與動保團體協
力擴大、宣導 TNR(誘
捕、絕育、回置)的觀念與
工作。在收養機制方面，
與民間共同協力建構收
養的平台鼓勵收養。

寵

•政府應在公園綠地增設

•針對設施是否已有具體

•市府並將輔導店家建立

•除頒發寵物友善店家標

動物友善空間、設施，大

計劃?

寵物友善環境，例如在餐

章,是否有後續店家評鑑

於一定面積的公園需設

廳設立專區讓飼主可與

計畫?

置柵欄設施，人、車、狗

寵物一同用餐（須有實體

針對目前許多住宅社區

物

不互相干擾。

區隔而不會影響一般用

及大廈仍有不允許飼養

餐民眾）
、購物商場需提

寵物的限制,候選人是否
能提出具體改善方案?

•增加犬貓拾便袋的據

•提供拾便袋之虞(常見為

供寵物攜行推車、旅館提

點，供遛狗市民使用。

塑膠袋),候選人認為應如

供寵物床組服務等，商家

推廣動物友善商店，讓更

何兼顧友善地球?

符合相關規格後，市府將

多餐飲、公共場所、交通

針對目前捷運、公車等大

頒發寵物友善店家標

設施能夠讓寵物進入。

眾運輸對於寵物籠的大

章，讓台北市邁向寵物友

小限制,使中大型犬仍無

善城市。

法搭乘部份是否有相關
想法?
•寵物專線，提升寵物專線

•此政見僅限於有主寵物

水準，緊急狀況就醫協

或是流浪動物?

助。

若為針對有主寵物,飼主
應提供寵物必要醫療已
明文於動物保護法中有
所規範,該責任應由飼主
承擔,而非市府。
若為針對流浪動物,台北
市動物保護處現在救援
隊專線已經是 24 小時。
但醫療後,仍回歸如何提
高收容所認養率的問
題。(因為救援動物後續仍

將進入政府收容所)
•加強教育，宣導正確餵食

•台北市政府針對「 以 領

觀念，宣導「以領養代替

養 代 替 購 買 」已 長 期 進

購買」的觀念。

行宣導,但較少針對正確
餵養的觀念，除了基本文
宣(效果不彰)、影片等,候
選人是否有其他有效的
宣導想法?
針對現有許多飼主仍餵
寵物吃剩或壞掉的飯菜,
候選人是否視同騷擾、虐
待動物的行為?

•台北市政府協助民間成

•現有民間許多動保協會/

立貓犬學校，領養購買

專業訓犬師已有私人專

時，領養、購買時，就提

業行為訓練課程,犬貓的

供訓犬師、訓貓師的教育

行為問題為飼主的責任,

課程。

政府應將資金運用在如
何加強源頭管理重點。

•讓寵物開心養老、尊嚴善

•身為飼主應有永久照顧

終，鼓勵民間成立動物養

動物的責任(如日本法規

老所，幫忙無法再照顧的

規定),政府應加強飼主責

飼主能夠人道的照顧動

任,而非降低飼主責任的

物。

要求。
身為一個飼主,若遇無法
持續飼養的情況,飼主應
負起責任為寵物找到下
一個合適的飼主,而非丟
棄至民間的動物養老所
(民間的動物收容所若遇
無法送養的動物也是會
照顧到終老,所以基本上,
民間收容所早已是養老
所的型態)
此政見實施後,雖應可減
少民眾隨便丟棄至路邊
的情況,但是否導致民眾
更容易找理由丟棄至民
間收容所? 若民間收容
所空間額滿又該如何持
續收容?
重點應為加強飼主責任,
加強稽查民眾是否有為
寵物施打晶片及寵登(目
前台北動保處的做法,若
遇未打晶片的飼主,勸導

期甚至可長達一個月)和
加強開罰棄養行為才可
真正降低棄養行為的發
生。
候選人針對加強棄養的
罰責及提高棄養案件的
成案率是否有相關政見?
•嚴禁棄養、虐待動物，飼

•目前台北市動保處基本

主有責任為寵物植入晶

上在公眾場所,如公園等

片，避免棄養，加強執

才進行稽查晶片,但許多

法，提高棄養及虐待動物

會帶動物運動的飼主基

的罰款，檢舉者將給予獎

本上已做到飼主責任(打

金，並將罰金投入動保議

晶片,做寵登),但許多沒打

題及將來所需的資金

晶片/狂犬病疫苗或寵登

上，希望為台北市的文明

的飼主仍會帶寵物去美

與人道建立新的標竿。

容,醫療,寄宿店家,但許多
寵物業者常以個資法做
為規避稽查晶片的藉口,
不提供飼主資料,候選人
認為該如何提高第一線
執勤人員的公權力並擴
大稽查範圍以真正落實
稽查?

若想提高棄養及虐待的
罰則但不可與中央法規
衝突,候選人的具體提高
罰則的方式將為何?
現有許多執行面問題是
罰了卻收不到後續的罰
鍰,在飼主名下無財產或
不繳罰鍰的情況下,應為
強制飼主進行社會勞動
服務或參加教育課程才
可真正教育飼主。候選人
認為該如何解決收不到
罰鍰的問題?
(若收不到罰鍰,也難以頒
發後續的檢舉獎金)

動
物
園

•考量動物自然習性，重新

•現有動物園，如木柵動物

規劃動物園不同時段之

園，內的許多動物已出現

參觀開放。

嚴重的刻板行為，重點應

未來夜間動物園建置完

為如何增加動物生活空

成後，將依照動物自然習

間和增加每種動物的豐

性，分別於日間及夜間不

富其動物習性的設施。對

同時段開放參觀。夜間動

此,候選人是否有相關政

物園之觀賞動物應與日

見?

間動物園之動物區隔輪

替，並充分考慮燈光及震

若增加夜間動物園展示,

動、音量之管制，使動物

是否表示將向國外購買

得到適當休息時間與自

(導致捕捉)更多野生動物

由空間，不至於因接觸遊

種類及數量進入動物園?

客時間過長而使生活品

動物園現有的教育價值

質惡化。

已逐漸低落,市府該如何
證明及改善動物園的教
育價值?
請候選人做出以上問題
之回應。

寵
物

•規定寵物買賣業者必須

•根據動物保護法及特定

公佈販售犬貓所屬的繁

寵物業管理辦法,此政見

殖場及繁殖場評鑑成

早已落實。

績、健康資訊，甚至是遺

針對特定寵物業管理辦

傳病史等充分揭露資

法第九條,農委會仍遲未

訊，藉以扼阻不法犬貓繁

公布應篩檢之先天或遺

殖，此外，亦將委託動保

傳疾病項目,候選人對此

組織及專業獸醫協助北

有何看法?

市寵物買賣業的稽查。

請候選人提出如何杜絕

業

非法繁殖場及私家繁殖
場的政策。
•避免市民因櫥窗瀏覽而

•如何監督店家是否有提

衝動購買，買後又無力飼

供民眾詳細的飼養需知?

養、造成棄養。

如真正想減少棄養問題,

台北市寵物店家須提供

應思考的是如何真正落

飼養需知，供民眾審慎評

實在購買犬隻時,店家是

估。並推動飼主購買寵物

有依法值入晶片及進行

前的講習，對於飼主做充

寵物登記。許多業者有施

分的責任教育，並限定在

打晶片卻未進行寵物登

確認購買意願繳交訂金

記，加上非法繁殖及私家

後，至少應經過三日的冷

繁殖的問題層出不窮,請

靜期，才能帶回飼養。

候選人提出相關改善政
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