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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當前，社會大眾和社會團體等對動物保護的關注度持續增高，“人們的動物倫理觀念由過去支配

動物，轉向對動物福利和動物權利的關注”。1 尤其是犬隻、貓，與人類有着更為親密的關係，通常

被稱為“伴侶動物”2，相關人士呼籲對其施以特別的保護。在中央層面，2019 年兩會期間，全國政

協代表以及全國人大代表均有人建議對伴侶動物的保護進行立法。3 在地方層面，2019年浙江省兩會

期間，浙江省人大代表李旺榮律師的提案《關於制定〈浙江省伴侶動物管理和保護條例〉的議案》被

採用，列入第 7號議案。4 

由於動物保護的意識不斷加強，加之公共衛生、社會秩序等方面的考量，澳門於 2016 年 7 月 4

日通過了第 4/2016號法律《動物保護法》，該法自 2016年 9月 1日起生效。《動物保護法》之後，澳

門又制訂並公佈實施了相配套的行政長官批示等。當前，澳門動物保護制度已經比較完善。在內地，

除《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外，目前尚未有動物保護的專門性法律，面對伴侶動物特別保

護等加強動物保護呼聲的不斷高漲，筆者認為，內地在推進伴侶動物在內的動物保護立法工作時，可

以借鑑澳門動物保護的經驗，促進中國動物保護制度的不斷完善。 

 

 

二、澳門動物保護法律法規評析 

 

(一) 動物保護的一般性規定 

根據《動物保護法》的規定，澳門禁止虐待動物、遺棄動物、驅使動物搏鬥等行為，並要求動物

展覽、演出、科學應用取得相關許可。《動物保護法》亦為飼主設立了較為明確清晰的義務。 

1. 禁止虐待動物 

《動物保護法》明確禁止“使用殘忍、暴力或折磨的手段對待動物，使其承受痛苦”5。早在 1822

年，英國就通過了世界上第一部反對虐待動物的法案：《禁止虐待家畜法案》。6 近年來，中國也有許

多學者建議就禁止虐待動物進行立法。《反虐待動物法》(專家意見稿)的說明中，就從經濟增長、社

會秩序、公共安全管理、精神文明建設、環境保護等五個方面闡述了禁止虐待動物立法的必要性，也

提到相關立法有較高的民眾支持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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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虐待動物是動物保護的應有之義，其重要性不言自明。較之禁止虐待動物單獨立法，不如就

動物保護整體立法，以統籌動物保護的各個方面。 

2. 禁止遺棄動物 

《動物保護法》禁止“飼主遺棄屬其所有、管領或飼養的動物。”8 被遺棄的流浪動物自身安全

難以得到保障，被遺棄的動物也影響城市環境，並可能對公共衛生、居民健康造成影響。9 可以說，

遺棄動物，於動物本身及社會均有害。禁止遺棄動物，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內地亦應禁止遺棄動物。 

3. 禁止驅使動物搏鬥 

除“公共當局的訓練、模擬活動或執行法定職務的情況”外，《動物保護法》亦禁止“驅使動物

之間或動物與人之間的搏鬥，或舉辦相關活動”。10 此處的“搏鬥”一詞含義較為狹窄。內地在進行

相關立法時，不妨使用“競技”一詞。鑑於鬥狗、鬥雞等活動的場面較為血腥，建議應原則性禁止動

物競技，但對於於動物無害，不違背人道主義的動物競技活動，經主管部門許可之後可以進行。 

4. 展覽、演出的許可 

《動物保護法》要求，將魚類以外的動物用於馬戲團等展覽、演出，應獲得主管部門的許可。主

管部門在“證實申請者能確保動物得到妥善的照顧，以及動物的衛生狀況合適”的情況下，方可發給

許可。主管部門認為有需要，亦可“要求獲許可者為有關活動提供駐場獸醫”。11 動物演出，在中國

有相當長的歷史。2008 年，安徽省“埇橋馬戲”就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12 內地

可以借鑑澳門經驗，要求動物表演取得許可。如此，可在動物表演文化傳承與動物保護之間取得平衡。 

5. 科學應用的許可 

《動物保護法》規定，將動物作科學應用，亦需要獲得主管部門的許可。申請者需要提交申請書

以及科學應用計劃。主管部門只有在“經分析後認為無法採用其他實驗方法時”，才可發給許可。13 意

即，動物的科學應用須有很高程度的必要性方可進行。獲許可者亦有提交年度監督報告等義務。14 科

學的進步，離不開實驗動物的犧牲。筆者贊同《動物保護法》的規定，內地也應要求動物科學應用取

得動物保護主管部門的許可。 

6. 飼主的義務 

《動物保護法》為飼主設定了多條清晰的義務，包括保護動物的生命、健康；提供適當的飲食、

活動空間；預防傳染病，尤其是為犬隻注射狂犬病疫苗等。該法亦特別規定，在法定屠宰場進行屠宰

時，應先以人道方式使動物昏厥，方可進行灌水、灌食、綑綁、拋投、丟擲和切割。15 上述飼主義務

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人道主義屠宰要求，合乎時代發展的主流。“人應當給予那些事實上為了人的

利益而存在、為人貢獻了一切或將要貢獻出一切的那些動物以最起碼的尊重。得到最起碼的尊重，得

到最基本的人文關懷，是那些單純為了人的需要而生存的動物依自然法則應該享有的權利或‘福

利’。”16 對動物生命的敬畏，實際上就是對我們所生存的自然的尊敬。 

 

(二) 伴侶動物相關規定 

與其他動物相比，《動物保護法》對伴侶動物的規定是較為特別的。對伴侶動物進行特別規定，

是較為符合國際潮流的。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已經先有類似安排。例如，日本《家庭等動物飼養及保管

基準》就曾專門就犬隻、貓的飼養等進行規制。17 內地在進行動物保護立法時，可對伴侶動物保護作

出專門章節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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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動物保護法》中關於伴侶的特別規定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其一，禁止宰殺伴侶動物，根

據《動物保護法》的規定，除獲許可進行的科學應用行為、控制犬隻或貓的群體疾病、犬隻或貓患有

先天缺陷，或為解除犬隻或貓傷病的痛、為解除對人的生命、身體完整性、財產或公共安全的即時危

險、主管部門為控制所收容犬隻或貓的數量外，禁止宰殺犬隻及貓。此外，澳門亦禁止為提供食用而

售賣犬隻、貓，或其屠體、內臟、肉及肉製品。18 內地部分地方有吃狗肉等的習慣，浙江大學副教授

鞏固認為不應一概禁止吃狗肉，應“允許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和平共處，給當事者以更多的選

擇”。19 筆者贊同這種觀點。不同於澳門 66萬人口的微型社會，内地如果在中央層面立法時，禁止

宰殺伴侶動物可能會與某些區域的風俗習慣相衝突，故不建議中央層面禁止宰殺伴侶動物；但在地方

層面，可在民眾高度支持的前提下，進行地方性立法，禁止宰殺伴侶動物。 

其二，科學應用的特別許可，前面已經提到，動物的科學應用，需要澳門主管部門的許可。但不

同於其他動物，使用猿猴類、犬隻、貓進行科學應用，《動物保護法》要求取得主管部門的“就單一

實驗計劃而發給的特別許可”。20 考慮到猿猴類動物與人類血緣上的最親近性21，以及伴侶動物與人

類的親密性，筆者贊同就猿猴類、犬隻、貓的科學應用要求特別許可。 

其三，犬隻飼主的義務，犬隻的飼主需要為犬隻注射狂犬病疫苗。22 近年來中國狂犬病死亡人數

高居世界第二位，犬隻數量增加但疫苗接種率低下是一個重要的成因。23 在中央層面立法，為犬隻飼

主訂立嚴格的狂犬病疫苗義務是非常有必要的。犬隻飼主攜帶犬隻於公共場所走動時，應使用鏈帶牽

引犬隻，或將其置於適當的攜帶工具中；體重 23 公斤以上，或者是主管部門認為屬危險的犬隻，須

有成年人伴同以及配戴口罩或警圈，此外亦需要採取犬隻准照中註明的適當的防護措施。24 上述要求

是必要且合理的。內地一些城市也已經有類似規定。例如，2003 年北京市就規定“攜犬出戶時，應

當對犬束犬鏈，由成年人牽領，攜犬人應當攜帶養犬登記證，並應當避讓老年人、殘疾人、孕婦和兒

童。”25 鑑於較多城市已經有類似規定，可見加強犬隻管理，具有高度民意支持，中央層面在動物保

護立法時不妨進行統一規範。 

 

(三) 動物的管理 

1. 基於公共利益的禁止 

根據《動物保護法》的規定，基於公共衛生及安全的考慮，澳門可以禁止取得、飼養、繁殖或進

口特定品種的動物。26 根據該項規定，澳門制定了第 335/2016 號行政長官批示《訂定禁止取得、飼

養、繁殖或進口若干品種的犬隻及動物》。其中包括五類犬隻以及十八類其他的特定動物。根據第

335/2016號行政長官批示，於該批示生效前已取得、飼養、繁殖或進口相關犬隻的，飼主須在六個月

期限內向主管部門作出登記及對犬隻進行絕育，才可繼續飼養。27 內地較多城市已經禁止個人飼養烈

性犬等，中央層面在動物保護立法時可以進行統一規範。對於有可能危害公共衛生、安全的動物，中

央層面可以嘗試制定相關條例等。 

2. 預防及控制措施 

根據《動物保護法》的規定，如動物對公共衛生、安全造成威脅，或為保護動物，主管部門可自

行採取或者命令飼主採取相關一項或者多項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扣押動物；隔離檢疫；將動物移離

澳門特別行政區；注射疫苗；作出身份標識；強制執行食宿及清潔的特定準則；限制活動或對活動設

定條件；絕育；在指定地點長期隔離；將動物放歸原生環境或適當的生存地點；銷毀動物的屍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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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或廢止相關許可；以人道方式終止動物的生命。28 上述所列措施層次分明，為主管部門的執法提供

了便利，值得內地借鑑。 

3. 流浪動物的扣押及領回 

主管部門如果發現動物未受飼主控制或看管於公共地方走動，應該立即進行扣押。如動物具有身

份標識，主管部門應盡快通知飼主領回；如動物不具有身份標識，主管部門應在部門內及網站進行公

告。29 筆者所查，對於捕獲的流浪動物犬隻、貓等，澳門特區政府會在“澳門動物衛生監督網”30上

公佈相關情況，包括：動物照片、品種、年齡、地點等，方便飼主領回。飼主繳納費用之後可以領回

流浪動物。如流浪動物公告 7個工作日內未被領回，則所有權歸主管部門。主管部門有權按照其認為

適宜的方式進行處理，包括最終以人道方式終止動物生命。31 2017年及 2018年，澳門每年人道毀滅

犬隻 100多隻，貓 20多隻。32 筆者認為，流浪動物的扣押對於城市環境，公共衛生及安全是必要的，

內地可以借鑑。 

4. 犬隻、馬以及競賽動物的准照制度 

《動物保護法》要求，滿 3個月月齡且非競賽動物的犬隻及馬、競賽動物的所有人須領取主管部

門發出的准照。33 遺失已領有准照的動物，准照持有人應在三個工作日內通知主管部門。34 准照制

度對於動物所有權確認，以及動物傷害人、物或者動物遺失時的處理有積極意義。相信准照制度可以

增強飼主的責任感。內地可借鑑准照制度完善相關制度。 

 

(四) 罰則 

《動物保護法》的罰則包括刑事規定和行政處罰制度。刑事規定包括殘酷對待動物罪以及違令

罪。刑事責任包括有期徒刑、罰金、以及特定行為禁止令等。行政處罰包括罰款、行為禁止令等。35 目

前，內地尚未將虐待動物相關罪行納入刑法。有學者從三個方面闡述了虐待動物入刑的可行性：虐待

動物入性符合民眾的心理預期；符合刑法的謙抑性；符合世界各國(地區)立法趨勢。36 筆者贊同相關

學術觀點，亦認為有必要修改刑法，增設“虐待動物罪”，並在動物保護相關法例中，設立行政處罰

條款。 

 

 

三、結語 

 

就動物保護，內地可以分別推進中央以及地方立法，在中央層面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保護

法》，禁止虐待動物、禁止遺棄動物、禁止烈性動物私人持有；就動物競技、動物展覽演出、動物科

學應用設立許可要求；為飼主等設立動物准照獲得義務、防疫義務、遛狗時周圍安全注意義務；並為

伴侶動物專設章節，以示對伴侶動物的特別保護。另外，中央層面亦須修改刑法，增設“虐待動物

罪”。在地方層面，可在當地民眾高度支持的前提下，立法禁止宰殺伴侶動物。相信更為完善的動物

保護制度，將有利於中國國際形象的進一步提升，展現法治中國的美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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