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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FW/L008/03/2016 

 
 

致： 張宇人議員，GBS，JP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有關動物福利及殘酷對待動物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 

 
 

與動物福利及殘酷對待動物相關問題 

 
 

剛成立的動物福利及殘酷對待動物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供更多渠道以提昇動物福

利及相關問題，進一步推進動物福利議題，象徵今天的香港對動物福利更加關

注及更為重視。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在未來數月，向委員會提供更多相關資訊，

期望能幫助不同情況及不同種類的動物。 

 

動物福利及殘酷對待動物事宜小組委員會在早前會議提出的議題包括： 

1. 預防及打擊殘酷對待動物行為 

2. 政府推廣負責任寵物主人的工作 

3. 寵物食品安全 

4. 政府針對流浪狗隻及貓隻管理的努力 

 

但是，香港每天仍有不同種類的動物受到不同形式的負面對待。 

 

此建議書將從宏觀角度探討如何協助提昇或保障動物福利及就以上四點提出具

體的建議。 

 

1. 預防及打擊殘酷對待動物 

立法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本港保障動物法例需要修改。我們需要一個全新及涵蓋

面更廣泛的動物福利法，如動物福利條例，以保障所有動物，並且透過引入飼

主責任，以規管動物托管人及負責管理動物的人。 

 

香港的法律系統在多個動物福利及動物保障方面，不管是處理方式及內容都非

常不合時宜。 

 

2010年發表的動物福利法例檢討報告中，作者 Whitfort及 Woodhouse指出，

『法例本身是支離破碎，令持份者難以跟隨。即使執法人員也會被混淆，難以

釐清那條法例適用於某特定情況，以及應該如何演譯法例。不少法例與現今動

物福利科學已經脫節，令執法出現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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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報告在 2010 年發表後，法例方面沒有甚麼修訂。不少涉及使用動物的法例

仍保障不足或完全沒有任何保障。沒有法例框架以監管或指引飼主及動物照顧

者的行為操守，不少動物每天受盡惡劣對待，並可能進一步被疏忽照顧及虐

待。 

 

不少在 2010 年發表的報告中提及的論述與委員會工作關係密切，因此本會附

上整份動物福利法例檢討報告予以參考 (附件一)。 

 

具體建議及例子 

以下列出的建議及例子並非最詳盡，但可用以參考那些方向需要處理及應引入

那些措施為動物提供更佳的保障 

 

a) 增加執法人員以加強執法 

建議增加執法人員數目，例如部份達到特定法例要求的愛護動物協會檢

核部人員可獲授予若干權力，容許他們協助及如有需要時，例如動物有

可能受傷害或已受傷害時，可介入托管該動物而無需等待有足夠罪證以

進行檢控行動。 

 

b) 為執法人員提供培訓以提昇執法成效 

為不太熟悉動物福利概念、第 169 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內容及如

何正確演繹該法例的政府官員提供培訓，讓他們能充份地履行第 169 章

及其他條例附予的權責。 

舉例，引用第 169 章，除漁農自然護理署特許人員外，其他獲授權的人

員還包括衛生官員、衛生督察及警務人員，但他們可能較少處理動物案

件，以致對相關的概念、法例及權力不太清晰。本會已為獲授權的漁護

署及警務人員提供適當培訓，而本會認為這類培訓應繼續推行及伸延至

衛生官員等等。 

 

c) 現時不少動物相關法例以保障人類健康及衛生為主要目的，缺乏以動物

為本的元素。部份使用動物的層面完全沒有保障或保障不足 

不少規管動物售賣、屠宰或其他用途的法例在保障動物條款及提供良好

照顧動物指引均不足夠。 

舉例，第 139 章<公眾衛生(動物及禽鳥)(動物售賣商)規例>規管農場動

物、動物寄宿、騎術學校及寵物店，第 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規

管屠宰及市場，第 340 章<動物(實驗管制)條例>規管在教學及研究上使

用動物。這些條例以關注公眾衛生及健康為重點，或只顧及最基本的動

物福利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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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需要重新審視現行飼養動物及動物相關行業運作及未來趨勢 

就過時的法例，需要訂立規管使用動物的新規條。例如，目前法例並無

對工作犬及其他有工作需要的動物提供保障。現時亦無法例規管動物收

容所，要求它們申領牌照、配合巡查及符合特定標準。 

 

e) 目前法例未有涵蓋部份種類動物 - 例如第 139章未有涵蓋魚類及兩棲類

動物 

目前，售賣這些動物的寵物店無需申領牌照，而動物有否被殘酷對待或

被錯誤使用也得不到適當保障。其中一個本會經常接收投訴的例子是

『撈金魚』遊戲的金魚 - 他們可被用作遊戲中的元素及可當作獎品送給

市民。 

今天，很多傳統寵物以外的動物類別也被當作寵物飼養，因此第 139 章

下介定的動物定義應延伸至與第 169章並行。 

 

f) 處理法例之間不協調情況 

某些運作或情況與法例並不一致或與社區接受的道德有所違背。本會偶

有接到本港發現貓狗毛皮投訴，而第 167 章<貓狗條例>下，目前只有屠

宰、管有、預備及食用貓狗是違法行為。因此本港亦應禁止管有貓狗毛

皮，一如其他外國國家一樣。 

 

g) 需要為不同種類動物在不同情況下或在不同用途下訂立更多運作守則以

提供護理準則及特殊要求指引 

訂立運作守則，為動物飼主、照顧者及使用者提供指引。運作守則可為

動物飼主及照顧者提供標準，確保他們履行照顧動物責任。 

 

h) 付予適時地更新保障動物相關法例的權力 

保障動物的相關法例必須與時並進，並且配合科學化理論及道德觀點，

令法律漏洞得到適當處理。能更靈活地修改附屬法例，令法例的修訂變

得更容易。 

修改罰則亦應具備靈活性，避免修改基本條例的需要。個別情況下，不

同條例適用的最高罰則可能已在基本條例下註明。這將令修改變得困

難，令罰則與時代脫節，亦限制附屬法例下可判處的最高罰則。 

 

第 169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2010年發表的動物福利法例檢討報告 (附件一)已提出第 169章<防止殘酷對待

動物條例>的眾多不足之處，以及本建議書所列各點，應該在全面檢討動物福

利法例時予以檢討、處理及修正。目前第 169 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中的

傳統防止殘酷對待動物元素可予以保留，但應該草擬一套全新、涵蓋面更廣泛

及更優質的動物福利條例 - 動物福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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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的第 169 章把殘酷對待動物界定為『引致不必要的痛苦』，而早前已提及

在目前法例下，執法人員未能輕易地協助及保護身處危險境況，但處境在法例

下未能被界定為受痛苦的動物。當全面重新審視動物福利相關條例時，應當改

善及提昇拯救動物程序，並引入吊銷飼主管有權命令及剥奪管有權程序，進一

步保障受害動物的福利。 

 

與世界其他國家及地區比較，第 169 章的最高判罰(入獄三年及罰款港幣 20 萬

圓)已相對較高。高刑罰當然能懲處犯案者及具阻嚇作用，但要進一步提昇動物

福利及鼓勵動物照顧者及飼主更善待動物，更多輔助性的執法及懲罰措施應予

以考慮，例如要求改善措施通告、定額罰款、累計扣分制、教育及改進課程

等。 

 

雖然殘酷對待動物的最高刑罰屬高水平，但仍有如社會服務令等其他懲罰作選

擇，但案件必須適當地呈堂及在法庭上作出討論。但是，律政署、執法部門或

治安部門均較少接觸動物福利法例 (而目前個案數字不高)。 

 

能夠在律政署及執法部門內增加處理同類案件機會及發展專業水平，對動物及

人的福利都有所裨益，確保動物得到保護、避免出現虐待情況、動物福利能提

昇至最高水平及犯案者得到懲處。應清楚列出判刑準則，讓執法部門能作出適

當裁決。 

 

第 139b章 <公眾衛生(動物及禽鳥)(動物售賣商)規例> - 犬隻銷售及繁殖 

倡議中的第 139b章修例，提昇對犬隻銷售及繁殖監管，須立即予以執行。 

 

過去二十多年，我們一直等待政府正式推出針對犬隻售賣及繁殖的措施。政府

現時倡議的框架容許改善空間，因此我們不希望只為不斷等待更好的保障，令

法例修訂再推遲，令更多狗隻受苦。 

 

漁護署建議的框架制度已堵塞早前發現的漏洞，包括設立行業守則，為業界人

士提供指引及訂立更多照顧動物標準，讓用以繁殖及售賣犬隻的生活得以改

善。 

 

當犬隻修訂條例落實後，更可成為其他種類動物的同類指引。任何法例都不會

完美，當不可預見情況出現、需要進一步確保動物福利或切合公眾期望時，可

再提出修訂。 

 

倡議的框架應更富彈性，讓修訂更容易進行。當有需要進行更複雜的修改時，

可與繁殖及售賣貓隻的修訂條例同時進行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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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推廣負責任主人 (RPO)的工作 

政府應繼續投放更多資源，透過相關部門或資助富經驗的團體，教育及培訓市

民認識動物、動物福利、照顧動物常識及負責任主人的資訊。教育及培訓中需

要帶出的主要訊息包括動物也有感覺、需要及期望，而決定飼養寵物是個一生

一世的承諾。 

 

所有與動物有直接關係的持份者，例如繁殖者、動物售賣商或動物領養機構，

均需要支持及參與教育市民如何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寵物主人。所有持份者均應

向寵物主人提供該動物的生理及生活所需資料，照顧動物的建議及相關法律責

任等資訊。 

 

除教育外，政府更可設立支援性的法律框架、投放資源及移除障礙，令主人能

更容易成為一位負責任寵物主人。 

 

引入動物福利法及為寵物主人而設的運作守則能提供更多指引及資訊，滿足寵

物的基本需要。動物福利法應設有鼓勵良好照顧的機制，及懲罰殘酷對待動物

行為的所需元素。 

 

部份政府政策及基建需要作出修改，以配合寵物主人需負起的責任。 

 

以負責任飼養狗隻為例，經常為狗隻安排運動是讓狗隻得到身心健康的其中一

個重要元素(對狗主的健康也有得益)。但是，很多由康文署管理的公園都禁止

狗隻進入。一個較理想的處理方法是狗主可以使用拖繩牽著狗隻進入公園設

施，而若需考慮設有若干限制，可限制狗隻使用公園某部份位置。同樣地，個

別種類的動物應可獲准乘搭部份公共交通工具。 

 
香港法例要求狗主需為狗隻植入晶片及申領牌照。但是，當狗隻走失又不幸地

被汽車撞倒，現時與動物相關的交通法例並沒有要求撞傷動物的司機需向警方

報案。若狗隻不幸身亡而市民向食環處報告發現動物屍體，以我們理解，食環

處接收狗隻屍體時不會經常掃瞄狗隻是否已植入晶片。因此，漁護署及狗隻的

註冊主人亦不會被知會。為提昇動物及人的福利，我們希望以上及其他法例上

的缺失可以透過修訂道路交通條例 (尤其將法例下『動物』的涵蓋面延伸)，並

修改接收動物屍體的措施及程序。 

 

飼養另類寵物的主人有可能較難做到完全負責任，因為不少另類寵物與生俱來

是野生動物，不適宜被困養及成為寵物或伴侶動物。不少這些另類寵物有非常

複雜的生理需要，被飼養成另類寵物經常需要經歷痛苦。漁護署應該重新審視

另類寵物售賣，從動物福利角度修改行業守則及因應大部份負責任主人能力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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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適合飼養』清單，令這些動物能得到適當及安全的照顧，及銷售作為寵物

用途。 

 
 

3. 規管寵物食品 

大部份在香港售賣的寵物食品均源自設有監察系統，以確保品質及有商譽的海

外公司 (例如歐洲、紐西蘭及美國)。但是，近年亦有很多從監管不甚嚴格甚至

沒有監管的地區入口的產品。這情況絕對值得關注，而我們歡迎訂立措施管制

進口情況，讓本港寵物主人可以安心選購。 

 
 

4. 管理流浪貓狗工作 

負責任地飼養寵物及教育工作 

管理流浪貓狗的策略必須首先做好預防工作，而最重要的環節是教育公眾對待

動物的責任。負責任飼養寵物的最重點工作是教導主人為動物絕育，以減低不

受控的繁殖情況，從而根治流浪動物及遺棄動物問題。 

 

有意飼養寵物的人士應考慮領養，有助減少等待領養的無家貓狗數量。 

 

若未能再飼養寵物，主人應盡責地尋找新家庭照顧寵物或向動物機構尋求協

助。切勿把動物遺棄街上。 

 

負責任飼養寵物教育工作必須配合更好的規管及對動物友善的領養措施，以減

低動物數量過剩及遺棄情況。這些措施包括： 

 

a. 監管所有繁殖 

第 139 章只能監管繁殖動物作商業用途的行為。沒有周詳計劃的繁

殖(常見於自由放養貓狗)並不受此條例保障，除非當中涉及商業利

益。政府可透過於第 421 章狂犬病條例或第 167 章貓狗條例下增加

額外措施以堵塞漏洞。適當措施包括： 

 強制絕育法例 

 分等級的牌照費用制度，向不同動物收取不同費用。此系統可配

合強制絕育法例，讓已絕育的動物繳付低廉的牌照費 

 

b. 加強追溯所有寵物、提昇監管及增強對遺棄及其他相關情況的執法 

往往，流浪動物都沒有植入晶片，或即使有晶片，所記載的主人資料

已不準確，難以把動物交還給主人。同樣地，如動物給蓄意棄養，沒

有植入晶片或找不到主人亦令檢控難以進行。我們建議採取以下措施

以減少棄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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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完善的牌照制度，將所有貓狗從源頭，包括進口及出生，直

至被售賣到主人手上都記錄無遺 

 為更多種類的寵物引入晶片制度，包括貓隻 (承以上提及的完善

牌照制度) 

 設立一個集合多種類動物的牌照數據庫，讓不同動物機構及主人

易於取讀及修改資料，確保資料正確及經常更新 

 需要重新審視遺棄動物罪名及提昇相關法例，讓檢控更易進行。

改善法例及加強執法，確保主人適時地更新個人資料。 

 

管理流浪貓狗政策的影響 

政策的制訂可大大影響個人及大量動物的福利。兩項急需處理的政策分別是： 

 

a. 漁護署對流浪貓狗採取捕捉、絕育及放回方法的政策 

目前，漁護署某程度上批准推行貓隻捕捉、絕育及放回計劃，以協助

管理流浪貓隻。貓隻捕捉、絕育及放回亦即愛護動物協會的貓隻領域

護理計劃，為人道地控制本港流浪貓隻數量作出貢獻，減少因為需要

控制貓隻數量而進行捕殺，亦同時提昇流浪貓隻在街上生活的福利。

若貓隻領域護理計劃能進一步推廣到更多地域，便能幫助更多貓隻及

讓計劃的正面影響覆蓋更多地區。 

同一方法亦可用於控制流浪狗隻數量。目前試驗計劃正在推行中，但

即使在試驗期內亦應該盡快擴展，讓香港市民及狗隻享有最大的得

益。 

政府應把捕捉、絕育及放回方式納入成為正式政策，用以管理貓狗

數量，令捕捉、絕育及放回能更廣泛被採用，以更人道方式協助管

理流浪貓狗情況。 

 

b. 房屋署修訂政策容許在公營房屋飼養狗隻 

公營房屋禁止飼養狗隻是持續地導致狗隻被遺棄的原因。輪候公屋狗

主當獲分配公屋時，往往面對困難的選擇 - 放棄飼養多年的老朋友或

放棄輪候已久的公屋，除非狗主能證明有特殊需要而必須飼養狗隻。

若公營房屋准許飼養狗隻，現時已有機制作出管理，只是房署選擇不

准許狗隻入住而已。只需得到屋苑管理批准，狗隻是可以合法居留

的，但實際情況是房署只會在個別特殊情況下給予豁免。 

 
 

多年來，公屋飼養狗隻一直不停為社會及動物福利界帶來困擾。隨著市民對飼

養狗隻需求日增，需求及期望亦不斷提昇，問題只會不斷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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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及此，房署應修訂限制，准許更多居民在公營房屋內飼養狗隻。署方應引

入一個具啟發性及公平的政策，以切合飼養狗隻居民所需，並同時保障動物福

利。 

 

政策及承諾 

本港需要一個真正對動物友善的政策，並在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門落實執行。 

 

要全面落實動物福利，不同部門的法例及政策應直接或間接地顧及對動物福利

的影響 

 政策局及部門應無間地合作，處理動物福利事宜。 

目前，多條影響動物的法例由不同部門執法，跨部門之間各自為政。舉

例如下： 

法例 名稱 部門 

第 139章 公眾衛生(動物及禽鳥)條例 漁護署 

第 132章 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 食環署 

第 169章 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大部份個案由警方

跟進。部份由漁護

署處理 

第 340章 動物(實驗管制)條例 衛生署 

不同部門各自制訂的政策可能對動物福利構成影響，產生矛盾。此外，

針對負責任寵物主人的教育，如得到教育局的投入及支持將更事半功

倍。 

 

 動物福利專家、動物福利科學家及技術專家應向政府高層提供動物福利

建議 

目前，漁護署設有由不同持份者及技術專家組成的動物福利咨詢小組 

(AWAG)，向署方建議動物福利事宜。但是，小組對動物福利政策作出

改善的建議作用有限。 

動物福利咨詢小組的職權範圍 1 是咨詢性質，並只限於向漁護署提供建

議。當問題局部或全面地涉及其他部門及政策局 (例如公屋飼養狗隻問

題、動物運輸過程涉及的福利問題、動物在市場及屠宰時的福利問題及

在教學及研究上使用動物的福利問題等等)。這大大限制了小組對動物福

利提供的協助。 

 

 增加持份者的參與 

持份者是重要的資訊及反饙訊息的來源。持份者應該更積極地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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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撥資源協助推動計劃 

要成功提昇本港動物福利水平，政府需承諾投入所需資源，包括增撥資

源，加強執法或拓展基建、為研究及草擬新法例增加專門人才，及為漁

護署及相關單位增撥資源以提昇動物福利水平。 

 
 
 
 
 
 
 
 
 
 
 
 
 
 
 
 
 
 
 
 
 
 
 
 
 
 
 
 
 
 
 
 
 
 
 
 

＿＿＿＿＿＿＿＿＿＿＿＿＿＿＿＿＿＿＿＿＿＿＿＿＿＿＿＿＿＿＿＿＿＿ 
1 動物福利咨詢委員會小組成員及職權範圍 

http://www.afcd.gov.hk/tc_chi/aboutus/abt_adv/abt_adv_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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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在動物福利而言，政府的運作及所需承擔的責任均有改善空

間，對動物的保障在不同層面均可大大加強。如本建議書所述，個別急需關注及處理

的範疇包括： 

 

 接納由漁護署倡議，加強對犬隻售賣及繁殖規管的第 139B 章<公眾衛生(動物

及禽鳥)(動物售賣商)規例>，並在附加其他修訂後立即實施。此外，亦應同時

開展加強監管繁殖及售賣其他種類的動物。 

 

 全面檢討所有動物相關條例，尤其第 169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已嚴重地

過時，應儘速處理。政府應考慮引入更全面的動物福利法，包括：飼主責任概

念及強制性的運作守則以作參考，以及引入涵蓋面更廣泛及更佳的法例。 

 

 漁護署應將捕捉、絕育及放回方式納入政策內，作為協助人道地管理貓狗數量

的常規性工具，並予以經常性地採用。 

 

 引入狗隻分等級的牌照費用制度，及考慮引入貓狗強制性絕育法例 

 

 為貓隻引入晶片、申領牌照註冊制度 

 

 增撥資源(人手)及提昇效率(關注、教育及培訓)以加強動物福利相關的執法及調

查 

 

 為執法人員及檢察官提供動物福利相關法例及動物福利概念等培訓及指引 

 

 在公營房屋飼養狗隻方面，房屋署應採取更主動、更包容的政策 

 

 在政府高層訂立全面的動物福利政策，採納持份者及專家意見：包括動物福利

界、法例界、道德及技術專業人士等。跨政策局及部門在涉及動物福利事宜上

提昇合作空間，並予以常態化 

 

 政府需真切地承諾支持改善動物福利，增撥更多資源，包括人手、基礎建設及

財務支持。 

 

如對此建議書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2325563或發電郵予 

fiona.woodhouse@spca.org.hk。 

 

此 致 

 
 

候安娜醫生 

BA. Hons. Vet MB. MVPMgt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福利部副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