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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協會及其工作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是一個本港註冊慈善團體，積極地在本港、中國內地及周邊地

區推廣動物福利工作。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使命包括推廣愛護動物訊息、保障動物的健康及福利、防止

他們受到虐待，及透過教育及榜樣喚起市民大眾對生命深深的尊重，讓所有動物

能夠和諧共存。 
 
協會透過由會員推選的執行委員會成員監察及運作，經費來源包括營運獸醫診所

及寄宿服務、舉辦籌款活動、捐獻及會員費收益、零售業務、美容服務及舉辦訓

練班。協會的經費少於 5%是由政府資助。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工作包括： 
 每天 24 小時運作，透過獸醫、福利團隊及義工的協助，為身處危難困境、

受傷或被遺棄的馴養及野生動物提供救助。 
 檢核部在獸醫部協助下，執行動物福利相關法例及調查懷疑虐待個案。 
 透過領養部門，盡力為等待領養的動物尋求有愛心的領養家庭給予照顧。 
 設有先進的伴侶動物獸醫診所及醫院，致力提供最優質的專業照顧。 
 透過絕育服務及其他計劃，致力減少無家動物數量，讓所有伴侶動物均得到

飼主悉心照顧。 
 致力在本港及區內推動涉及動物福利之法例改革，並推動社會對動物福利的

改革。 
 積極在本港及區內參與人道教育工作。 
 透過每年出版的年報，詳列各項數據，包括檢核部進行調查、成功檢控個案、

一般查詢、被冶療、拯救、領養、轉介漁護自然護理署或其他給予協助的動

物的數字等等。 
 
 
防止虐待禽畜會，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前身，早於 1903 年已具雛型，於 1921
年在港督司徒拔爵士成為會長及贊助人後，進行重組並活躍起來。協會的首個籌

款活動，『艷彩霓裳舞會』，在 1922 年假香港大會堂舉行，翌年在何東夫人捐

助下，首個狗兒之家在窩打老道落成啟用。 
 
在何東爵士及夫人基金撥款支持下，擴建後新的狗兒之家於 1934 年在九龍城譚

公道落成啟用。協會於 195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重組。1953 年，得到

皇家香港賽馬會撥款，協會位處中環的辦公室投入服務。1964 年，協會的 Dorothy 
McGregor 動物診所於夏愨道啟用。三年後，協會再次得到賽馬會捐助，九龍中



心及診所正式落成啟用。於 1978 年，協會正式獲確認為皇家香港防止虐畜會。 
 
1983 年，位於長洲的 Lenore Nell Winfield 診所正式開業，同年西貢中心及診所

亦投入服務。1987 年協會在新界區添置動物福利流動診所。1992 年，由賽馬會

撥款興建，並獲其他善心捐贈者捐贈部份設備的賽馬會彭美麗動物福利中心於灣

仔落成。1997 年，協會正式易名為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九龍中心獲賽馬會及善心捐贈者撥款，於 1999 年開始重建，並於 2001 年竣工。 
 
本動物福利政策文件列出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就『應如何對待動物』的一般原則，

可用作指引予以參考，並且鼓勵大眾以憐憫之心看待動物。 
 
本動物福利政策文件將在任何時候由執行委員會重新審視。 
 
註釋：『動物』一詞函蓋所有情感、有感覺的動物 



1. 伴侶動物 
 負責任地照顧伴侶動物 

註釋：協會選用了『監護人』一詞，因為『主人』意喻動物為附屬於人

類的物件及財產，並沒有獨立的存在。 
 
 1.1.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鼓勵有合適設施、時間、財政能力及有一定程度 
   的興趣以確保能夠提供合適照顧及能夠承諾照顧動物至終老的人 
   士，飼養伴侶動物。 

註釋：部份家庭環境並不適合飼養某類型動物，而個別人士的個人因素

亦有可能難於為伴侶動物提供合適照顧。 
 
 1.1.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把伴侶動物關禁在任何讓動物感到焦慮或 
   受痛苦的設施內。 

註釋：協會尤其關注不少雀鳥及小型哺乳動物被關在過於細小及缺乏合

適設施的籠內飼養。 
 
 1.2  選擇動物的途徑 
 1.2.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提倡飼主向動物出生地或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中 
   心(或其他知名的動物拯救團體)領養動物。 

註釋：展示動物的寵物店或售賣攤檔容易令人在未有深思照顧動物的責

任下，即興地作出決定。奇特的動物，如蛇、蜥蝪及水龜，均難於照料，

亦通常沒得到合適的設施提供。 
 
 1.3 售賣伴侶動物 
 1.3.1 鑒於每年有大量伴侶動物遭受人道毀滅，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售賣

   伴侶動物。 
 
1.4 運輸 
1.4.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應盡量避免在無人看管下運載動物。為確保運

載過程中，動物福利不受威脅，應使用合適的設施裝載，並且動物應在

健康狀況下運載。運輸過程亦不應對動物造成痛苦或傷害。此外，亦不

應該運載步入懷孕期最後 1/3 階段的動物。運輸路程及時間均需要盡量

縮短。 
 
1.5 生育控制 
1.5.1 為提倡負責任照顧伴侶動物，香港愛護動物協會鼓勵飼主為家貓、家犬

及其他伴侶動物進行絕育手術。 
註釋：在採用先進麻醉技術下，透過外科手術進行絕育，既安全又有效



地避免狗隻及貓隻不受控地繁殖(英國獸醫協會聲明，1990 年 5 月)。無

論從行為或醫學角度，雌性動物無需先生產一胎後才進行絕育手術。獸

醫可為個別動物建議最適合的手術及施行時間。雌性貓、狗可以採用賀

爾蒙避孕方式，但長期使用可能帶來副作用，而且使用的時間及劑量有

可能難於控制。 
 
1.5.2 在現行情況下，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私人或商業性繁殖伴侶動物。 
 
1.5.3 若繁殖設施已經存在，應該予以緊密監管。 
 
1.6 為動物註冊 
1.6.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政府有責任推行一個完善及財務穩健的計劃，以

控制流浪及被遺棄的動物，而該計劃並應該訂定對狗隻的識別及登記制

度。除狗隻外，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建議識別及登記制度亦在其他種類的

伴侶動物上推行，以便進一步鼓勵飼主以負責任的態度照顧伴侶動物。

協會為此更建議就伴侶動物設立中央登記系統。 
 
1.6.2 相關法律 
1.6.2.1 法律規定狗隻必須領有牌照。對於個別未有絕育的動物，協會建議應徵

收較絕育手術費更高的牌照費用。已絕育的狗隻應獲豁免收取牌照費，

或只收取低廉的費用。已絕育的狗隻可憑獸醫發出的證書予以確認。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支持透過法律，鼓勵為被捕獲及未有申領牌照但被領

回的狗隻進行絕育。 
 
1.6.2.2 所有進口貓、狗應該完成全部防疫注射及年齡不少於 14 週歲。未絕育

狗隻的進口牌照費用應較已絕育的顯著為高。所有進口動物應在原居地

植入晶片以作識認。 
 
1.6.2.3 繁殖任何動物均應該申領牌照。售賣非法繁殖動物應屬違法，動物管有

人應予以大額罰款，而動物亦應被沒收。 
 
1.6.2.4 管轄寵物店牌照的法例應非常嚴緊，而牌照費用應高昂。寵物店售賣動

物應逐步被取締 (寵物店可透過售賣寵物相關用品獲利，以及為安排愛

護動物協會待領養動物收取手續費)。 
 
1.6.2.5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認為現時政府『捉狗隊』應逐步被同樣由政府支助、

高質素、按區域劃分的動物管理團隊取締。新的動物管理團隊應肩負按



照法律執行流浪動物管理工作、教育照顧伴侶動物的飼主及按法例執法

及依法管理。 
 
1.7 捕捉、絕育、放回 (TNR) 
1.7.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要求引入人道控制流浪動物數量的捕捉、絕育、放回

(TNR)計劃。協會認為 TNR 能夠更人道地控制流浪動物數量，支持發展

TNR 及其他同樣人道的控制計劃。 
 
1.8 改變身體構造 
1.8.1 如非令動物或動物種群整體受益，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以手術或其他

方式改變動物身體構造。如手術目的為修正遺傳毛病，香港愛護動物協

會建議該動物應同時進行絕育。 
 
1.9 隔離檢疫 
1.9.1 對於來自獲世界衛生組織確認為無狂犬病風險的國家或地區的貓、狗等

伴侶動物，在無需隔離檢疫但受監控的情況下能進入任何國家或地區境

岡，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深表歡迎。對於來自不獲世界衛生組織評為無狂

犬病風險的國家或地區的貓狗，協會認同需要先進行隔離檢疫。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認同若該伴侶動物已接受防疫注射，及在血液檢測下

檢驗出帶有狂犬病抗體，該伴侶動物的隔離檢疫期可予以縮減。 
 
1.9.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應該採取一切所需步驟，以確保香港成為無狂犬

病地區。一套包括防疫注射及植入晶片提供永久身份證明的計劃，能夠

有效地為本港提供保障。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鼓勵向全球各國宣傳香港是無狂犬病地區，方便伴侶

動物在非商業性情況下出境。 
 
1.10 人道毀滅 
1.10.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強烈反對把健康動物人道毀滅。協會努力追求『動物

供求平衡』情況，即所有動物均獲家居照顧、不再有無家動物出生及無

需再進行殺滅行為。 
 
1.11 在動物之間移植器官 
1.11.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接受動物之間(尤其以貓隻)的器官移植，但基於會令

捐贈器官的動物及接受移植的動物受痛苦，協會反對進行移植手術。香

港愛護動物協會不會進行或參與任何此等手術。 



2. 食用動物 
 
2.1 一般考慮因素 
2.1.1 雖然香港愛護動物協會鼓勵無肉類飲食，但仍接受肉類是香港飲食文化

的基礎，因此飼養、屠宰及售賣動物亦不能避免。在此情況下，香港愛

護動物協會反對任何令動物感到焦慮、受痛苦或令動物不能展現出自然

行為的養殖作業。協會提倡養殖作業應盡可能讓動物在自然環境下生

活，而屠宰亦應該盡量避免不人道的情況下發生。 
 
2.1.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發展養殖慣常是野生的動物，例如駝鳥。 
 
2.2 食物標籤 
2.2.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提倡消費者對所有動物製品(包括非食用產品)的製作

方法均應有認知權，並且應以標籤註明製作方法。 
 
2.3 在批發及零售市場、在酒樓及在街上售賣活生生的動物 
2.3.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在街市濕貨市場、商店、酒樓或街上售賣及/或屠

宰活生生的食用動物。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敦促香港政府禁止售賣活生生

的動物作食物用途。 
 
2.4 運送動物 
2.4.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銷售活生生的動物予以屠宰或繼續飼養。協會提

倡銷售已屠宰動物。 
 
2.4.2 任何情況下需要運送動物時，必須為他們提供適當及安全的設施、食

物、食水及清走排泄的設置。 
 
2.5 屠宰 
2.5.1 不論任何原因，如需屠宰動物，屠宰過程必須盡量避免在不人道情況下

進行，即，將被宰殺的動物應沒有得到提示，並且不會感到驚恐或痛楚。 
 
2.5.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敦促香港政府就所有食用動物屠宰進行中央處理，確

保屠宰場能保持最嚴緊的動物福利水準。 
 
2.6 受傷的動物 
2.6.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提倡對受傷或患病的農場畜牧或其他動物，如需人道

毀滅，應該在該動物身處的所在地，但在其他動物看不到的情況下，盡

快進行人道毀滅。 



3. 野生動物 
註釋：『野生動物』一詞意指不論是進口或屬於本土，該品種的動物本

來在野外生活。『流浪動物』一詞意指該動物一般應被家居飼養但現時

過著流浪的生活。 
 
3.1 一般考慮因素 
3.1.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捕捉或殺害野生動物，或令他們受痛苦。協會認

為野生動物應被留在野外生活，他們的棲息地應受保護及保育。但若人

為因素令他們的棲息地變得危險，而若該等人類的行為並不能停止時，

替動物採取若干行動不單是無可非議，亦是道德上必須的。 
 
3.1.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竭力保護野生動物免受任何傷害，並強烈要求法律對

他們給予更多保障。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理解人類與野生動物間的互相影

響受到動物多樣化、保育及可持續性等因素左右。協會希望盡力確保人

類與野生動物之間的互動為個別動物帶來最少的痛楚或焦慮。 
 
3.1.3 在個別情況下，除非具備強烈及科學化的理據以證明捕捉或殺害野生動

物行為具備合法的理據，否則協會反對捕捉或殺害野生動物。 
 
3.1.4 在任何情況下，用於管理及捕捉野生動物的方法均應需避免引起痛楚或

焦慮。情況許可下，應採用不構成傷害的方法來迴避或驅走野生動物。 
 
3.2 保育 
3.2.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對野生動物之福利感到關注，並且反對人為改變環境

令野生動物受到傷害。環境上的改變包括干擾或直接破壞棲息地，如破

壞濕地、以填海工程破壞海岸線及破壞森林及大自然環境的河道工程。 
 
3.2.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非常關注環境污染對野生動物帶來的危害。空氣、土

地或水源遭受化學物品及排污物等的污染，能直接傷害野生動物或破壞

環境造成間接傷害 
 
3.2.3 圍繞香港的水源已被重金屬、多氯聯苯(PCBs)及其他對海洋生物帶來毒

害的物質污染。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敦促相關部門嚴加管制殺蟲劑及其他

危險化學品的使用，及減少對河流及海洋造成污染，以保障各種生物的

健康及區內多樣化的生物品種。 
 
3.3 售賣野生動物 
3.3.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售賣野生動物、其身體部份及其製成之產品。野



生動物，包括瀕危品種，因多種原因被售賣，例如作實驗用途、售出予

動物園作觀賞動物、寵物或予以食用及製成藥物。 
註釋：香港在皮草、野生雀鳥、犀牛角、象牙、虎鞭及海豹鞭、熊膽及

熊掌等成為全球交易中心，令本港惡名遠播。 
 
3.4 流浪貓、狗 
3.4.1 餵飼原本有飼主照料但現時不幸需要在街上流浪的動物是善心行為，應

該配合絕育計劃一并進行。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政策支持透過已註冊的

領域義工，為此類動物提供照料。 
 
3.4.2 貓隻。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建議，若流浪貓隻的福利得到保障而相關地點

的負責人同意該流浪貓隻的存在，該貓隻應該在人道情況下被捕捉並接

受獸醫檢查，評估貓隻的健康狀況。若幼貓及部份貓隻樂於與人親近，

應盡量安排他們接受領養。若流浪貓隻經獸醫評估因病況嚴重或受傷的

程度導致不適宜被放回原居地，應予以人道毀滅。其他健康的流浪貓隻

應接受絕育手術、杜蟲及接受防疫注射。在麻醉情況下，貓隻的其中一

隻耳朵的耳尖將被剪去，以便日後識認為已絕育的流浪貓隻。已絕育及

已登記的貓隻必須得到註冊領域義工照顧，方能被送回原居地。本會建

議為此類貓隻植入晶片，但無需強制執行。 
 
3.4.3 狗隻。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對於流浪狗隻，應該實施與流浪貓隻類似

的計劃。 
註釋：香港愛護動物協會認同狗隻有可能出現行為問題而影響放回行

動。 
 
3.5 捕獸器 
3.5.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生產、銷售及使用能夠引致痛苦的捕獸器。 
 
3.5.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認同基於不同原因，需要有限度地使用捕獸器捕捉動

物，但需在受到嚴格監管的情况下使用。香港愛護動物協會認為捕獸器

應該在不引致痛楚或受傷下關禁動物，並且需要最少每六小時巡查捕獸

器一次。如需進行人道毀滅，必須採用直至死亡亦不會令動物感到痛楚

及焦慮的方法。 
 
3.6 毒餌 
3.6.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使用能令動物受痛苦的毒餌，並關注農業及商業

上廣泛採用能令野生動物、畜牧動物及家養寵物致死，甚至影響人類健

康的物質。 



 
3.7 海洋哺乳動物 
3.7.1 除了為減低他們的痛苦，否則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因為任何理由而捕

獵及殺戮鯨魚、海豹及海豚。 
 
3.7.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用以捕殺海洋哺乳動物的方法差不多經常延長

及引起不必要的痛苦。 
 
3.7.3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認為沒有科學化證據顯示海豹數量對商業性捕魚帶

來重大不利影響。 
 
3.7.4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關注商業性捕魚時偶有被捕獲的鯨魚、海豚、鯊魚、

海龜及海鳥等的海洋生物的福利問題。 
 
3.8 鯊魚 
3.8.1 除非為終止鯊魚受痛苦或解除對人類帶來即時的危害，否則香港愛護動

物協會反對因任何原因而捕捉、割去部份肢體及殺戮鯊魚。香港愛護動

物協會譴責把被切去魚鰭的鯊魚掉回大海，讓他們承受漫長及痛苦的死

亡。 



4. 用於娛樂事業、運動及時裝行業的動物 
 
4.1 一般考慮因素 
 4.1.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以運動、娛樂或時裝為名，令動物受痛楚、受痛

   苦甚至被殺死。 
 
4.2 關禁動物 
 4.2.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任何程度而有可能令動物感到受痛苦及焦慮的

   關禁。動物應盡可能被保留在原居的棲息地，否則，動物應被收容在一

   個寬敞及有完善管理的庇護所。動物應以一個符合牠們的正常生理及環

   境需要的方式被收容。 
 
 4.2.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以娛樂為理由，以活生生的動物餵飼關禁飼養的

   動物。 
 
 4.2.3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認同若得到適當管理，寵物角能夠帶來教育成果。

  但若出現不受控的接觸及餵飼、欠缺適當監管及令動物受到過量的騷擾

  而引發動物福利問題，協會將予以反對。 
 
4.3 參與表演的動物 
4.3.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使用動物作任何能令他們感到焦慮或受痛苦的表

 演。 
 
4.3.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在馬戲班或動物園展覽任何動物。協會亦反對以商

 業表演為目的訓練任何動物，包括海洋動物，致令動物受到痛苦及感到焦慮。 
 
4.3.3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關注確保使用動物作電影及電視拍攝、廣告製作及在電

 影院表演，不會令動物感到焦慮或受痛苦。 
 
4.4 在運動中使用動物 
4.4.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為運動、表演或賭博而進行任何形式的動物搏鬥。 
 
4.4.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讓作賽動物受傷或感到焦慮的訓練場地、比賽及狀

 況或設施。協會關注運送競賽動物的過程及對不適合競賽或需要退役的動物

 的處理。協會認同在炎熱及潮濕的夏季，賽馬及賽狗活動需有停賽期，若停

 賽期需要縮短協會將予以反對。 
 
4.4.3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使用藥物或其他治療方法以變更競賽動物的表現，



包括以抑壓痛楚感覺的方式。 
 
4.4.4.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在馬匹身上使用皮鞭及靴刺。 
 
4.5 以動物作頒獎禮品 
4.5.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以活生生的動物當作禮品頒贈。 
 
4.6 皮草及爬蟲類動物的皮革 
4.6.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為毛皮或皮革養殖、捕捉及殺害動物。協會亦反對

售賣及穿著皮草及爬蟲類動物的皮革。 
 
4.7 狩獵 
4.7.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使用狗隻或其他動物進行狩獵活動。 
 
4.7.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為運動使用武器狩獵動物。 
 
4.7.3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為在飼養欄內的競賽雀鳥進行剪翼、縛綁翅膀及修

剪鳥嘴，以及使用眼鏡及眼罩。 
 
4.7.4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因為擔心對競賽雀鳥帶來威脅而捕殺捕獵動物。 
 
4.8 運動及動物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在運動行業中使用任何能夠傷害動物或他周遭環境的

設備，例如使用鉛製的重物、鉛製子彈或漆彈等。 
 
4.9 垂釣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垂釣會令魚及其他動物感到痛楚及受痛苦。 



5. 動物及教育 
5.1 一般考慮因素 
5.1.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在教育工作上使用動物，如其可能令動物感到焦慮

 或受痛苦。 
 
5.1.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每位市民均應該接受動物福利教育。透過正規及非

正規教育活動，能夠推廣防止虐待及善待動物訊息。 
 
5.2 教育機構及動物 
5.2.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學校及專上教育應該教授動物福利事宜。協會建議

 在專上教育加入動物福利元素，讓學生能夠探討動物福利的道德價值。 
 
5.2.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學校無需飼養動物仍可教授動物福利，同學應在動

 物的天然棲身地而非在課室內研習動物生活。 
 
5.2.3 如學校需要飼養動物，必須制訂合適的規條，以確保動物身心健康。規條

 內應包括： 
 擬定由一位人士負責該動物的福利及管理; 
 清楚列明適當的居所、管理及獸醫照顧的規條，包括在開課時間、

週末及假期的安排; 
 任何情況下，動物與同學的接觸必須受監管及控制; 
 飼養的動物不會予以繁殖。 

 
5.2.4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在學校推行動物繁殖計劃。 
 
5.2.5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到動物相關的場地進行探訪而讓動物受到不必要的

 滋擾或讓他們倍感焦慮。動物福利永遠是首要考慮。 
 
5.2.6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所有教育性的探訪應該是整個動物福利課程的一

 部份，並應該認識及深入探討動物福利問題。 
 
5.2.7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探訪者帶同動物走進校園而令動物受到傷害。 
 
5.3 解剖 
5.3.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在教學設施內解剖動物。 
 
5.3.2 若需要進行解剖，不應強迫學生進行解剖或觀察。若個別學生表示希望不

 參與解剖課程，學校應予以尊重並不應施以懲罰。 



 
5.3.3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提倡使用可以替代解剖的教學資源。 
 
5.4 實驗及示範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在教學設施內進行令動物的福利受損害的實驗及示

範。 
 
 
6. 各行各業及非農業活動中的動物 
6.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在任何行業、科技項目及其他工作環境內使用動物，

讓他們的福利受損 
 
7. 用於醫藥上的動物 
7.1 在醫藥業上使用動物引至痛楚及受痛苦 
 
7.1.1 如果能夠找到合適的替代，或在未能提供有效的科學證據證明效用的情況

 下，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把動物任何身體部份用於醫藥業上。協會明白傳

 統中醫師經常強調更為價廉而又有效的草本植物亦可輕易取代以動物入藥。 
 
8. 用於實驗上的動物 
8.1 在實驗中使用動物引至痛楚及受痛苦 
 
8.1.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所有會令動物感到痛楚、受痛苦或焦慮 
 的實驗或程序，包括行為上的實驗。 
 
8.1.2 避免為動物帶來痛楚、減低傷害、減少焦慮的整體複雜問題，應接受持續

 的檢閱。 
 
8.1.3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促請本港就涉及用於實驗上的動物、已過時的法例作出

 。重大修訂 
 
8.2 替代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促請發展新技術，以『替代(Replace)、減少(Reduce)或更

高質素(Refine)』，即如下文 8.2.2 段所解釋的「3R」概念來替代在實驗中使用

動物。協會推進任何能夠取代使用動物、減少使用動物數量或減少為動物帶來痛

苦或能提昇用於實驗的動物的福利的技術。 
 
8.2.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認同英國皇家愛護動物協會對『3R』概念的聲明 



 
『「替代」技術的例子包括細胞、組織及器官培植；實驗中使用人類志

願者、在人類醫藥業上採用流行病學調查報告、使用無生命的模型、在

教學時使用幻燈及影片；以及更廣泛地採用電腦分析。發展替代動物仍

有著龐大空間，政府亦應給予更多支持。』 
 
『能夠「減少」使用動物數量的技術包括設立中央數據庫、充足的前期

資料搜集及更佳的實驗設計，包括使用合適的統計方法或在教學上使用

幻燈或影片。』 
 
『「更高質素」的例子包括在任何生物研究中使用止痛劑及廢除殺死動

物及終極盡頭式的測試。皇家愛護動物協會相信「更高質素」的處理能

有效及在短時間內舒緩實驗室動物的痛苦。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皇家愛

護動物協會就使用其它技術取代在實驗室中使用動物的長遠目標作出

妥協。皇家愛護動物協會關注實驗室動物往往居於一個密閉及空無一物

的環境。協會敦促為動物提供具有合適設備的環境，讓動物能夠展現原

始行為。』 
 
8.3. 實驗室動物的供應 
8.3.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進口及出口實驗室動物。 
 
8.3.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敦促發牌監管、巡查繁殖及售賣實驗室動物的組織。 
 
8.3.3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敦促在合適的情况下為實驗室動物安排領養。 
 
9. 生物科技 
9.1.1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操控能夠引至痛楚、痛苦及焦慮的動物基因組合 

註釋：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繁殖經基因改造的動物予科學、醫藥及農

業用途具有嚴重的動物福利及道德影響。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尤其關注對

經基因改造的動物、及其父母系動物所帶來的痛苦。 
 
無可否認，基因改造動物及其他生物的研究已進行多年，而在可見將來

會出現有增無減的趨勢。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致力確保在基因改造或相關工作下，生產及使用經基

因改造的動物時，將全面考慮所涉及的動物福利及道德問題。 
 
9.1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反對把動物作專利註冊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把動物作專利註冊矮化了他們自身價值，鼓吹把

他們當成產品看待，忘卻了他們都是能感受痛苦、有情感的生物。 
 
此外，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把經基因改造的動物進行專利註冊，所帶

來的經濟效益將煙沒以福利為基礎的考慮因素。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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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釋本只作參考。如與英文版本有任何差異則以英文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