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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 年度動物保護業務期末聯繫會議記錄 

壹、時間：112 年 2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09時 30 分 

貳、地點：本所 2樓大會議室 

叄、參加人員：略 

肆、主持人：彭所長 正宇                       紀錄：曾綉雯 

伍、報告事項： 

案由一、感謝 111 年協助本縣執行動物保護相關工作之團體及個人，

特頒發感謝狀，以資感謝。 

 

案由二、有關 111 年度特定寵物業評鑑結果，報請公鑑。 

說明： 

一、 111年度本縣特定寵物業業於111年11月30日完成年度評鑑

作業，本次共評鑑特寵業者 69家，評鑑結果成績優等 10家，甲

等 57 家及乙等 2家，評鑑結果亦將公告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

站。 

決定：洽悉。 

 

案由三、為建構商用犬貓源頭及流向履歷資訊化管理系統，請本縣相

關業者配合辦理，報請公鑒。 

說明： 

一、 為強化商用犬、貓源頭及流向管理，杜絕非法洗白管道，並

使業者有效管理特定寵物繁殖、買賣之業務資訊，111 年度農委

會建構商用犬貓源頭及流向履歷資訊化管理系統，以資訊化取代

傳統紙本人力管理，增進產業效能並減輕各縣市主管機關管理負

擔。 

二、 鑒於未來將落實政府核發晶片始得進行商用犬、貓登記之行

政管制，請各繁殖買賣業者應停止私自購買晶片，爾後將統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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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核發。 

三、 另農委會為落實建立「寵物登記溯源」、「繁殖、買賣紀錄電

子化」及「種公、母胎數/胎次管制」，將於本年度全省巡迴說明，

屆時請各業者撥冗參訓，以維自身權益。 

決定： 

(一) 俟農委會正式公告建構商用犬貓源頭及流向履歷資訊化管理系

統作業方式及教育訓練相關時程，將再轉知各寵物業者。 

(二) 餘洽悉。 

 

案由四、有關 112 年度加強遊蕩犬管理，請各鄉鎮市公所協助配合下

列事項。 

說明： 

一、 請各鄉鎮市公所協助受理捕犬實體文件（舉證追車咬人的證

明），並掃描成電子檔函送本所。 

二、 為便民服務，若民眾拾獲犬貓可就近至公所掃描晶片，請各

鄉鎮市公所協助掃描晶片，本所將配給掃描器。 

決定： 

(一) 本案無特別意見，依案進行。 

(二) 餘洽悉。 

 

案由五、本縣 111 年犬貓絕育工作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 

一、 本縣 111 年度家犬貓絕育共計 1020 隻(犬 328 隻，貓 692 隻)，

本縣免絕育申報共 124 隻。本縣家犬絕育數 13608 隻，家貓絕育

數 11171，絕育率犬 50 %、貓 72 %。 

1. 三合一絕育：家犬貓共 689 隻(犬 221 隻，貓 468 隻)。 

2. 補助家犬貓絕育共464隻(犬 168隻，貓296隻)，(補助♀1200

元/隻、♂800 元/隻)。 

3. 流浪犬貓絕育：1217 隻(犬 589 隻，貓 628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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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一) 今年度持續推動進行絕育作業，動物醫院補助犬貓絕育部分，

母犬貓補助金額提高為 1500 元，另收容所於每週四辦理流浪犬

貓絕育，民眾可事先來電預約。 

(二) 餘洽悉。 

 

案由六、本縣 111 年動物保護教育宣導工作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 

一、 111 年感謝財團法人建蓁環境教育基金會、竹北社區大學、新

竹縣政府文化局及本所動保志工協助辦理多場推廣教育宣導。 

二、 111 年本縣動保教育成果如下： 

1. 動保所： 

 飼主責任教育：4場次共 85人。 

 機關學校團體動物收容所參訪：10場次共約 225 人。 

 動物收容所志工教育訓練：2場共約 65 人。 

 世界狂犬病日活動：1場次共 600 隻犬貓。 

 狂犬病巡迴預防注射：38場次共 1984 隻犬貓。 

 大型活動擺攤宣導：5場次。 

 相關認養活動：3場次。 

2.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動保教育活動： 

 文化局圖書館每月第三週星期六動保教育：12 場(20 人/

場)。 

 9 月份於文化局合辦動保教育月：系列活動包括世界狂犬

病日預防注射活動、結合畜產的食農教育講座及動物保護

相關議題講座。 

 校園巡迴動保教育講座：30場(90 人/場)。 

3. 竹北社區大學： 

 辦理動物保護志工教育研習：動保生遊繪 36場次(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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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決定：洽悉。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111 年本所執行 TNVR 流程及執行情形說明，並將做部分調

整，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目前本所執行 TNVR 流程係依本縣動物管制隊作業程序第五點-

回置程序執行，本程序 112 年 1 月 5 日修正後於本所網站公告，

請參閱本所網站。 

二、 本縣動物收容所 111 年收容認養及出所情形統計(如附表一)。 

三、 111 年全國動物收容所認養情形(如附表二)。 

四、 111 年本所回置共 293 隻，這段期間全台共回置犬貓 25182 隻，

占全台的 1.2%，除新北市、台北、基隆市及嘉義市外，其他縣市

皆遠大於本縣的回置量。 

五、 目前本所回置條件為回置當日起一週內新竹地區氣溫須高於10

度以上，在考慮不影響收容所正常運作下且兼顧增加回置犬隻適

應環境因素，將調整回置氣溫需高於或等於 12 度以上。 

決議： 

(一) 對於動物管制作業程序舉證部份，只要能證明犬隻有攻擊行為

之證明，不用各種證明都具備，其中之一即可(如：受傷照片、

褲管破掉、驗傷證明皆可)，另無法舉證本所均會入案辦理，依

程序進行作業。 

(二) 回至氣溫依說明五調整為高於或等於 12度以上。 

(三) 餘洽悉。 

 

案由二、修正新竹縣公立動物收容所人道安樂死作業程序，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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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監察委員田秋堇及林豐盛於 111 年監院調查報告須研議

改善事項辦理。 

二、 依前述調查報告建議本縣收容所人道安樂死作業程序對於收

容犬貓處極度痛苦的案件是否須俟公告 7天以上方可進行人道安

樂死作業，建議本所應有審慎檢討改進之必要。 

三、 目前本縣收容犬貓之人道安樂死作業程序係依旨接作業程序

辦理（如附圖），對於確認處極度痛苦的案件是否取消公告逕行

安樂死或縮短公告時間為 3天，俾使動物痛苦時間縮短，維護動

物福祉，提請討論。 

決議： 

(一) 對於重病痛苦進所之動物，取得第三方診斷報告，並陳報所長

同意後公告 1日後，可進行安樂死，期間重病動物住院於動物

醫院中專業照護。 

(二) 餘洽悉。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2 時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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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新竹縣公立動物收容所人道安樂死作業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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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收容數量 認領養及其他出所 

拾獲 

送交 

不擬 

續養 

入所 

絕育 

政府 

處理 

案件 

合計 收容數 認領養 認養率 
疾病 

死亡 

耗弱 

死亡 
逃脫 其他 

絕育

後回

置 

合

計 

84 23 277 399 783 506 442 87.35% 20 19 8 2 293 342 

 

附表二 

縣市 年度 認養率 

0. 新北市 2022 93% 

1. 臺北市 2022 86% 

2. 臺中市 2022 85% 

3. 臺南市 2022 72% 

4. 高雄市 2022 61% 

5. 桃園市 2022 61% 

6. 宜蘭縣 2022 30% 

7. 新竹縣 2022 87% 

8. 苗栗縣 2022 24% 

9. 彰化縣 2022 60% 

10. 南投縣 2022 36% 

11. 雲林縣 2022 41% 

12. 嘉義縣 2022 89% 

13. 屏東縣 2022 453% 

14. 臺東縣 2022 136% 

15. 花蓮縣 2022 21% 

16. 澎湖縣 2022 20% 

17. 基隆市 2022 82% 

18. 新竹市 2022 73% 

19. 嘉義市 2022 120% 

20. 金門縣 2022 83% 

21. 連江縣 2022 75% 

總計 66% 

資料來源：農委會全國動物收容所資訊網：https://www.pet.gov.tw/AnimalApp/ShelterMap.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