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公立動物保護教育園區作業規範
壹、總 則


目的：基於政府公平、公正、公開原則下，依據「動物保護法」及其相關法令訂定
彙整成本市公立動物保護教育園區作業規範，建立收容動物之標準化處理作業流程，
以利工作人員有所遵行並以適當方式公開予民眾周知。



法令依據：
1. 動物保護法暨動物保護法施行細則。
2. 寵物登記管理辦法。
3. 寵物登記管理及營利性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業管理收費標準。
4.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
5. 動物收容處所設置組織準則。
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用詞定義：
1. 申請人：以年滿 20 歲者為限。未滿者，應由其法定代理人或法定監護人代為
申請。
2. 受託人：指申請人無法親自辦理相關事宜，委託第三人（須年滿 20 歲）檢附
申請人及委託人正反身分證件將委辦事由填具「委託代辦申請同意書(附件
一)」。
3. 認領：指申請人領回原飼養之具寵物登記可供確認之動物或舉證事實足以認
定動物為該申請人所有。
4. 認養：指申請人收養原非其所有或實際管領之動物。



適用動物範圍：本規範適用於犬、貓。



執行單位人員：新竹市動物保護及防疫所（以下簡稱本所）動物收容人員及動物管
制工作人員。
新竹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動物收容量：新竹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
可供動物活動區域面積，提供每隻動物五平方公尺計算之可飼養數量，為維護收容
動物生活品質及照顧，若本園區收容空間已滿，得請民眾勿送至本園區。
資訊公布：







本園區應清楚標示辦公或開放民眾辦理認領養時間及專線電話。本園區開放
時間：
1.

認領養開放時間：週一〜週五，AM 10：00〜AM 11：30； PM 2：00〜PM 4：00。
（如遇例假日、連續假日或其他經主管同意之特殊狀況則不對外開放）

2.

工作人員正常上班時間：週一〜週五。

 本園區供民眾參訪區域，民眾有提出拍照或攝影需求，須填具「新竹市動物
保護教育園區入園攝錄影、採訪申請表(附件二)」並於工作人員陪同提供適當
說明下，得同意辦理。



收容動物活體不得提供學術或研究單位進行試驗。
本園區之清潔、動物日常照顧、推廣領養及其他教育宣導工作，得招募志工義務協
助，以強化動物收容處所之管理。為強化志工之功能及安全，得由中央主管機關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或相關機關協助訓練，方能至本園區做志工服務。

貳、收容動物來源及捕捉程序


收容動物來源及作業流程：
1. 動物捕捉及通報流程：
I. 本所基於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經民眾舉報，確認該寵物或流浪物確
有攻擊民眾之事實或對民眾生命財產有明顯威脅之虞，得捕捉該寵物或
流浪動物。
II. 經調查特定區域民眾強烈要求移除流浪動物者，本所得捕捉移除之。
2. 飼主不擬繼續飼養之動物，需先確認園區是否還有收容空間，有空間才接收
動物。
3. 民眾在本市轄區內拾獲或捕捉之流浪動物，需先確認園區是否還有收容空間，
有空間才接收動物。
4. 危難中動物。
5. 本所依動物保護法留置或沒入之動物。



誘捕(犬、貓)籠借用程序：
1. 欲借用市民(限新竹市市民)請先電洽 03-5368329 登記，待園區人員確認誘捕
籠數量後通知，接獲通知日起三日內前往本園區借用，並於使用完後送至本
園區辦理歸還。
2. 請攜帶身分證正本供查驗，若委託他人代為領用，請攜帶委託書及受託人身
分證。
3. 借用誘捕籠不需付費，但須負保管責任，如有遺失或毀損照價賠償。
4. 借用人須填寫「新竹市誘捕籠借用申請書(附件三)」，借用時間以一週為限。
5. 借用人請於領用誘捕籠第一時間檢查籠子是否損壞，若有請立即提出更換。
領走後才提出者，視同借出後造成之損壞。誘捕之動物請借用人送交或通知
本園區派員帶回。
6. 基於保護動物原則，應避免將誘捕籠置於烈日下或無遮蔽處，或他人私有土
地上使用致衍生爭議。

參、管理作業標準流程


動物接收作業：
1. 動物管制人員將動物由運輸車下籠時，應以溫和方式操作，避免以緊迫方式
進行。
2. 民眾在本市轄區內拾獲或捕捉之流浪動物，應填寫「新竹市拾獲、捕捉流浪
動物送交申請書(附件四)」，連同動物送至本園區



動物進園區管理作業流程：建檔及檢查→動物進本園區→核對資料→晶片掃瞄→初
步外觀檢查→分籠→建檔編號→第二次檢查。



管理作業流程：
1. 經動物管制人員捕捉、送交之動物，由管理人員核對動物資料後，進行晶片
掃描。
2. 動物經民眾送至本園區，由管理人員當場與送交者進行動物資料核對及晶片
掃描。
3. 確認動物有無飼主：以晶片判讀器掃描動物二前肢背部中間及周邊，必要時
掃描全身，讀取晶片號碼，或以寵物頸牌、狂犬病牌等其他可辨認有主方式
並做成記錄。



第一次檢查：
1. 初步分類為健康動物與罹病動物
2. 行為評估及健康狀況判定篩選程序：動物由本園區獸醫師經初步評估外觀及
行為後，區分行為、健康適合認養動物，或行為、健康不適合民眾認養之動
物，安置於動物欄舍，並每日記錄。
3. 經留置之動物已達重病、傳染病或其他緊急狀況，須由獸醫師判定簽章，依
動物保護法第 21 條第 3 項規定，得逕依人道處理或緊急處置。但有身分標示
之動物，應先通知飼主再處理。



分欄(籠)管理：
1. 公、母及體型大小不同者分開飼養。
2. 具攻擊性之動物與其他動物分開，並告知工作人員狀況及標示。
3. 哺乳期之動物及其幼子與其他動物分開飼養。
4. 患病或其他受傷動物與健康動物分開飼養。



動物資料建檔編號：依第一次檢查後分籠欄位編號、標示來源及製作「新竹市收容
動物資料表(附件五)」與「新竹市收容動物健康及行為評估表（附件六）」，並於
第二次檢查完成後將結果加註於上述表單。



第二次檢查：
1. 經行為評估與健康評估後區分為行為、健康適合認養動物或行為、健康不適
合認養動物。
2. 於留置 72 小時內由獸醫師施行第二次檢查，分為健康評估及行為評估，結果
加註至收容動物資料表及新竹市收容動物健康及行為評估表。
3. 健康評估如已達重病、傳染病或其他緊急狀況由獸醫師判定簽章，依動物保
護法第 21 條第 3 項規定，得逕以人道方式宰殺之。但有身分標示之動物，應
先通知飼主再處理。
4. 供民眾認養動物之篩選原則：
I. 評估及篩選健康、性情溫和、無攻擊性之動物。
II. 篩選後擬供民眾認養動物，進行一般性身體檢查，另得由獸醫師驅除寄
生蟲、施以絕育手術等
5. 必要時應將動物移欄(籠)或為適當之處置。



日常動物管理：
1. 餵飼：由清潔餵飼人員每日分上午及下午至少各餵飼 1 次
（視情況增加次數）。
2. 清潔：由清潔餵飼人員每日分上午及下午各清潔 1 次（視情況增加次數）。
3. 巡視：由清潔餵飼人員不定時巡視，動物若有臨時狀況，隨時通報獸醫師處
理並填寫資料表；每日由獸醫師固定巡視動物舍上午及下午各一次，動物若
有狀況需增加次數。
4. 消毒：由清潔餵飼人員每週至少進行環境、欄舍消毒一次（視情況增加次數）



管理應注意事項：
1. 餵飼食物勿放置過久。
2. 水盆應保持有乾淨飲用水的狀態。
3. 清洗動物欄舍時應儘量避免弄濕動物。
4. 動物舍四周應保持清潔，注意並維持排水溝之疏通，維持飼養環境衛生。
5. 動物飼養空間應足供動物充分伸展。
6. 飼養環境應視外界溫度變化，對動物提供適當的溫度控制措施。

動物認、領養作業：
1. 領回：具寵物登記或其他可供辨識標示為有主之動物，應通知飼主領回。
2. 通知飼主領回或公告認領養
I. 有主動物通知飼主認領：電話通知、函文通知。
II. 無主動物：公告 7 日後讓民眾認養。
 認領作業流程：
一、 已辦理寵物登記者：經掃瞄有晶片號碼且有寵物登記資料者，由本所人員以電話


或公示送達方式通知飼主前來認領。
1. 申請人應攜帶本人身份證明文件填具「新竹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認領申請切結
書(附件七)」，並由管理人員核對該申請人及動物資料→攜帶動物至認領處→再
次確認申請人與動物互動關係→辦理認領手續並繳交相關費用。
2. 具寵物登記動物：申請人應攜帶本人身份證明文件，供工作人員核對寵物登記

系統資料無誤後，並於寵物登記系統註記入園及領回日期再由飼主將動物領
回。
3. 申請人應繳交相關費用，明細如下：
飼料及管理費：每日 200 元(當日滿 12 小時以 1 日計算，未滿 12 小時不予計算)。
二、 未辦理寵物登記者：經掃瞄無晶片號碼，但有狂犬病牌或寵物頸牌等其它可供辨

識資料者，由本園區通知動物飼主前來認領。或經掃瞄不管有無晶片號碼（查無寵
物登記資料），且無狂犬病牌或其它可供辨識資料資料，飼主提供可證明具實際管
領動物資料後，如為犬貓應完成寵物登記及狂犬病疫苗施打，並於寵物登記系統註
記入園及領回日期，再由飼主將動物領回。
1. 認領申請人應攜帶本人身份證明填具「新竹市動物認領申請切結書」。
2. 申請人應辦理寵物登記繳交相關費用，明細如下：
I. 晶片植入費用：新臺幣 300 元。
II. 寵物登記費：未絕育新臺幣 100 元、絕育免收。
III. 飼料及管理費：每日 200 元(當日滿 12 小時以 1 日計算，未滿 12 小時
不予計算)
三、 經捕捉或送交之動物，本所對該動物在本園區期間無負罹患傳染病或罹病之責

任。
四、 經查若飼主有棄養事實，則依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認養作業流程：
1. 認養之動物需符合下列條件：已達公告日期、飼主不擬續養、或幼齡者可先
行認養（但需先行告知認養者該幼齡動物復經原飼主所有者前來認領，認養
者需無條件送還）。
2. 申請人應攜帶本人身份證明並填具「新竹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認養須知切結
書(附件八)」與「新竹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認養申請切結書(附件九)」。
3. 申請人應依規定完成寵物晶片植入、寵物登記、狂犬病疫苗注射，收費明細
如下：
I. 晶片植入費用：新臺幣 300 元。
II. 寵物登記費：未絕育新臺幣 100 元、絕育新臺幣 0 元。
III. 動物已辦寵物登記者，轉讓費用新台幣 100 元。
IV.免費狂犬病預防注射及絕育。
4. 對於經獸醫師判定動物狀況或年紀太小不適合注射狂犬病疫苗者，認養人應
於限期內回本園區施打，或自費至動物醫院拖打後向本所回報，未施打或回
報者應由狂犬病承辦人員追蹤確認。
5. 經認養之動物原則上須給予絕育，若因年紀小或其他因素，未能絕育者，先
行認養，半年內再行電話預約由本園區安排絕育手術。



動物安樂死處理作業：

1. 安樂死的對象：由園區獸醫師依本所動物人道處理評估表(附件十三),評估達
表列條件依動物保護法第 21 條第 3 項規定,得逕以人道方式安樂處理之。
2. 安樂死執行地點：本園區應設置安樂死作業區，如空間許可，宜選擇獨立封
閉區域，與收容區做適當區隔，避免同處開放式空間所飼養動物目睹安樂死
過程。
3. 安樂死處理作業流程與應注意事項：
I. 將預定安樂死動物帶至安樂死作業區執行，在處理前再次確認身份掃描
晶片一次。
II. 動物安樂死應儘量以溫和方式固定並減輕動物緊迫，對於性情兇猛、過
度緊張之動物，可斟酌先行使用鎮靜劑或以保定籠輔助。
III. 犬貓安樂死由執行獸醫師依專業判斷以用高劑量巴比妥酸鹽靜脈注射
為原則。執行獸醫師應確認動物確實死亡後並移離動物遺體，避免其他
進入安樂死作業區的動物目視到動物屍體。
4. 安樂死屬委外辦理者，應有適當執行監督機制。
5. 安樂死藥劑應妥善保管、造冊管理、記錄使用情形並妥善保存使用紀錄。


屍體處理清運焚化程序：
1. 以焚化或掩埋為原則。屍體若無法即時銷毀，應先冷藏（凍）保存，可至一
定數量後再一併處理。
2. 無論自行或委外處理，應確實監督，禁止屍體不當處理。

肆、管理書表格式。














委託代辦申請同意書(附件一)。
新竹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入園攝錄影、採訪申請書（附件二）。
新竹市誘捕籠借用申請書（附件三）。
新竹市拾獲、捕捉流浪動物送交申請書（附件四）。
新竹市收容動物資料表（附件五）。
新竹市收容動物健康及行為評估表（附件六）。
新竹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認領申請切結書（附件七）。
新竹市動物保護及防疫所犬貓認養須知切結書（附件八）。
新竹市動物保護及防疫所動物認養申請切結書（附件九）。
新竹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動物管理作業標準流程圖（附件十）。
新竹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認領作業流程圖（附件十一）。
新竹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認養作業流程圖（附件十二）。
新竹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動物人道處理評估表（附件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