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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公」好「益」
救愛牠

教案設計者   張奕千

融入領域單元或主題教學   高中公民與社會科 

主題名稱  急「公」好「益」救愛牠

授課時數  三節課(150分鐘)

教學對象  □幼稚園      國小：□低   □中  □高      □國中      ■高中 

教材準備   電腦、單槍投影機、播音設備、設計學習單

學校名稱  《苗栗》建臺高中

 

心裡願意愛護動物的朋友其實很多，只是，有時不知

如何用行動來付諸實踐，其實，身為一位公民，每個人都

可以透過自己看似微小的力量發揮過於人所能測度的效果

。一個社會的問題，一面可以由政府出面解決問題，然而

，當政府所做有其侷限或不足時，就另一面而言，公民力

量的發揮就是非常需要的。因此，(第一節)關於動物保護

是關於每一個人公益性質的事物，首先要了解究竟和我們

每一位有何關連性，才有可能改變許多人所以為的，這不

關我的事，所以我不用去了解關心。

其次，(第二節)也要了解保護動物這件事不僅跟公共

利益有關，其實也和我們自己私人的利益相容互補呢，而

不是互相衝突且毫無關連的，這樣，相信會有更多人主動

關切投身其中。

最後，(第三節)公民該如何做也是最關鍵的，政府最

關切的就是社會的輿論壓力及公益團體的倡議，公民可以

透過輿論表達或由公益團體監督國家機關等方式，以推動

公共利益，就如保護動物這個議題，最終實現我們的共同

目標--給動物一個合適與人類共存的環境。

�

�

壹、設計理念．．．．．．．．．．．．．．．．．．．．．．．．．．．．．．．．

貳、教學目標．．．．．．．．．．．．．．．．．．．．．．．．．．．．．．．．

【認  知】

  【情  意】

5   積極參與討論                                                     
5-1能積極回答課程中的問題                                             
5-2能專注聆聽老師的教學及同學的發言

6 珍惜愛護動物
6-1 能珍惜與愛護所接觸到的動物                                            
6-2 能尊重動物所擁有的動物權利

1   人和動物間的互動
1-1能了解人與動物的衝突
1-2能知道人與動物的依存關係
1-3能了解社會與環境問題對動物的威脅

2   認識「公益」
2-1能認識「公益」的意義
2-2能了解公益與其他利益的關係

3   與公共利益相關的重要議題
3-1能知道如何衡量是否符合公益
3-2能了解增進公益的難題

4   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4-1能知道國家與其強制力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4-2能了解輿論與公民團體的倡議作為公共利
益的代表者

   【技  能】

7   個人的動物友善行動
7-1能了解飼主責任並加以實行
7-2能不隨意騷擾、逗弄或攻擊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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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能力指標．．．．．．．．．．．．．．．．．．．．．．．．．．．．．．．．

1   人和動物間的互動
1-1人與動物的衝突

1-2人與動物的依存

1-3社會與環境問題對動物的威脅

2   個人的動物友善行動
2-1飼主責任

3   認識「公益」
3-1「公益」的意義

3-2公益與其他利益的關係

4   與公共利益相關的重要議題
4-1如何衡量是否符合公益

4-2增進公益的難題

5   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5-1國家與強制力

5-2輿論與公民團體的倡議

肆、課程簡介．．．．．．．．．．．．．．．．．．．．．．．．．．．．．．．．

本課程為動物保護相關知能融入高中公民與社會

科第一冊第四課公共利益，故旨在讓學生了解公共利

益的含意外，也讓學生多方面思考動物保護到底與公

共利益有何關連，在這三節課中教案內容會多次將動

物保護與公共利益的概念相互結合，向學生闡明彼此

之間的關係。

第一、二節的引起動機部份讓學生看動保動畫光

碟，先讓學生思考哪些行為與保護動物有關，並將課

程主題-公共利益結合，進一步思考兩者的關連性。第

一節課主在介紹公共利益的含意並與其他利益之間的

關係，同時也舉一些與保護動物相關的例子作說明。

其中穿插介紹TNR概念以解釋公共利益的內涵。

第二節接著說明如何衡量公共利益，其標準何在?

以及在推動公共利益時常會遇到哪些難題。第一、二

節的綜合活動提供給學生與動保相關時事新聞，與公

共利益的課程主題連結，提出幾個問題讓學生思考。

第三節引起動機先透過一則新聞影片，讓學生思

考民間動保團體為何利用媒體召開記者會，希望政府

能加重虐待動物者的處罰，以及政府單位與民間團體

之間的關係為何?接著說明公共利益的代表包含國家與

民間團體，並介紹一所民間動保團體。最後播放兩個

與流浪動物相關的短片，其中一部是去年十一月底上

映的電影預告片【十二夜】，希望喚起並加強學生積

極主動參與保護動物行動的意識。

教學目標 教學法時間 內容綱要

讓學生欣賞動保動畫光碟-忍者貓物語(Part 1)
連結網址: http://www.apatw.org/News_Show.asp?id=3275

1.小葉一氣之下把小虎趕出門外，對社會大眾是否會造成影響?他的行為

有否影響到公共利益?
2.小葉和阿傳到動物收容所認養動物的行為滿足了他們的私人利益，同

時他們的行為有否合乎公共利益呢?為什麼?
(教學指引:一般學生認為認養或遺棄動物的行為是私人事物的範圍與社

會大眾無關，透過影片可讓學生思考與公共利益有何關係)

1-1

1-3

5-1

16分鐘 E化教學

問答法

引起動機

短
片
欣
賞

問
題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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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拍自網站

翻拍自網站

2-1

6-1
6-2

7-1

7-1

一、公共利益的意義

是相對於私人利益的概念，是指人們為了共同生活的需要，所必須維護並實

現群體生活的共同價值與利益。

一開始上課動畫影片中小葉的行為其實也與公共利益有關，乍看之下

只是他個人的行為，但棄養動物造成流浪動物的大量增生繁殖可能影

響市容及交通問題，也可能增加人類及動物彼此生活的困擾和不安全

性，故的行為也是與公共利益有關的，所以，如何減少棄養的發生和

流浪動物的安置即是一種公共利益的問題。

（一）公共性

代表受益對象可能是社會中全部人的利益，也可能是某一群體的整體利益。

就著某一面而言，動物相算於人類而言算是一種弱勢族群，因他們不

會也不能為自己應所得的福利或權利發聲，因此動物所獲得的利益也

應包含在某一體的整體利益，也難怪有許多公益性質的民間團體所捍

衛爭取的即是動物該有的權利。

（二）合理性

指某種措施或政策能讓社會大眾感受到正面價值，此即具有公共利益。

為減緩台北市街貓繁殖之數量，改善街道環境污染，街貓發情期間噪音困

擾和公共衛生等問題，台灣動物協會獲得台北市動物保護處批淮進行「台

北市街貓捕絕育回置(TNR)」行動，TNR是英文縮寫：trap－補捉，Neuter-結

紮，Reture-放回，意即補捉流浪動物並且結紮後，再放回牠們原來居住的

所在地起初里民在當未了。其中，台北市中吉里在剛開始推動時，居民尚

未清楚了解TNR的內涵時，以為補捉後是要予以撲殺而反對，但經過里長

解釋其內容後，居民了解其正面價值和功能，同時對生活環境也有助益，

進而主動協助這個方案的推動。
  
在2010年台北市共有109里響應TNR的方案，由此可見一個政策的推動，
最有效的方式是民間主動提出，由下而上得到政府行政單位的支持協助後

再進行實施，同時也讓社會大眾了解感受其正面價值，故是否具有合理性

是很重要的。

台北市動物保護處TNR宣導短片
網站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74C_BE76UY
（自2:06開始看，至4:22結束，介紹TNR方案）

講述法

E化教學

15分鐘

3分鐘

教學活動

說  

明

說  

明

舉  

例

短
片
欣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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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當性與公平性

公共利益的界定與評估必須符合正當性與公平性。意即需符合公正、公開、

正當的民主程序，以及公平正義的原則。

在民國82年，為順應世界保護動物潮流，行政院函示農委會著手研訂

「動物保護法」，此時並農委會並非就關起門來研擬法案而不與外界

討論溝通，若是如此並不符合正當性與公平性。農委會在修訂的過程

中先委託台大獸醫系起草「動物保護法」草案，也曾邀集各民間團體

、動物保護人士及關心法案的國會助理共同討論，如此方符合公正、

公開、正當的民主程序。

二、公共利益與其他利益的關係

公共利益與其他利益並非完全沒關係，有下列兩種可能的關係:

（一）彼此相容互補

團體是由個體所構成，維護私人利益，也有可能同時促成公共利益的實現。

家中有養貓狗的飼主，政府規定要施打狂犬病疫苗注射，若無注射可

開罰一萬至五萬元。政府這樣的措施一方面可維護私人利益，因飼主

是最常與自己的寵物接觸的人，而狂犬病又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人畜

共通傳染病之一，故施打疫苗第一線保護的即是飼主本身。當然，遭

的人群也有機會接觸寵物，故也同時促成了公共利益的實現。

（二）彼此衝突互斥

有時追求私立不免犧牲公共利益。「鄰避效應」就是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衝

突的一種常見情形。

鄰避效應(not in my backyard,NIMBY):
可譯為「不要在我家後院」。指在公共設施興建的過程中，服務了廣

大民眾，為其帶來利益，但可能對設施該地的生活環境、居民健康與

生命財產造成威脅，以致於居民希望不要設置在其住家附近，例如:核
電廠、監獄、動物收容所、焚化爐等。

當聽到流浪動物收容所是否需要興建，一般人都會舉雙手贊成，但若

提到是否能蓋在自己家附近時，多半舉起的手就會放下了，這就是所

謂的鄰避效應，有些收容所若是隔音不良必定會影響附近鄰居的生活

，附近居民甚至會擔心附近的房價因此受到影響。

請學生閱讀完一則關於嘉義縣動物收容所的新聞【附件一】後，請學

生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問題1:嘉義縣動物收容所為何找永久的土地很困難?
問題2:你能否想出因應解決之道?

                             
                             －－－－第一課節束－－－

2-2

6-1

5-1
5-2

講述法

問答法

15分鐘

6分鐘
綜合活動

舉  

例

舉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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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

教學目標 教學法時間 內容綱要

5-1
5-2

6-1
6-2

3-1

3-2

16分鐘

15分鐘

15分鐘

E化教學

讓學生欣賞動保動畫光碟-忍者貓物語(Part ２)
連結網址:http://www.apatw.org/News_Show.asp?id=3275

1.影片中阿傳讓他的寵物巴哈隨地大小便，影響了公共利益，你認為有
何辦法可以減少此問題?

2.你認為寵物有沒有生活在適合牠居住的權利呢?將寵物養在籠子裡你
認為妥當嗎?

一、公共利益的衡量標準

衡量特定政策是否合乎公共利益有以下三種看法:

（一）最大福祉說

公共政策的制定應從是否能促進大多數人的福祇來衡量，若能讓多數人都感

覺到滿意和幸福，就屬於公共利益。

（二）社群主義說

認為社群的共同價值應高於個人自由的價值，唯有國家或社會才能推動與實

現公共利益，應把公共利益放在私人利益之前。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飼主放任狗隨地便溺，製造環境髒亂，可處 1,200 
元至 6,000 元罰鍰。這樣的行政處罰雖然會影響到飼主私人利益，但由
於對整體國家社會是較有利的情況，故依社群主義的認定下，開罰是

符合公共利益的。

（三）社會正義說

認為個人權利不可被任意侵犯，在追求公共利益時，必須同時考量「公平」

與「正義」的兩項原則

第一課有談過動物在人類社會中實屬弱勢團體，牠們難為自身權益發

聲，容易為社會所忽略，因此必須制定各種福利政策，來保障其利益

，這就是具備「正義」的精神。

二、增進公共利益的難題

政府在推動公共利益時常遭遇一些難題，主要有以下三項:

（一）誘因不足

「誘因」就是可促使個人產生行動以追求最大目標或利益的工具。若推動使

個人產生行動的誘因不足，常會使公共利益出現阻力而無法推動。

許多縣市政府針對人民檢舉亂丟廢棄物(包含讓寵物隨地大小便)的民眾

給予獎金的鼓勵，就是提供人民一個誘因去舉發此行為，以減少類似

行為的發生，這樣做就增加人民實現公共利益的誘因。

短
片
欣
賞

問
題
討
論

引起動機

舉  

例

舉  

例

舉  

例 講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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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5分鐘

9分鐘

（二）搭便車問題(free riding problem)
指自己未支付適當的成本，卻得以享用公共利益的情形，此為搭便車的現象。

有些飼主自己不想繼續養寵物，就任意丟置在街道上，心想以後等著清

潔隊會將牠們補捉，也就少了一個問題，此即為搭便車的現象

（三）共有財悲劇

當一項資源不屬於特定人或群體私有，沒有人可以拒絕別人使用，每個人基於自己

最大利益考量下，就毫無限制的使用，這項資源最終因人們的濫用而消耗殆盡。

一個飼主走到公園讓寵物隨意大小便，心想這是屬大家的而未善加清理

，若許多飼主都是如此的心態，就會造成整個公園髒臭難聞。

請學生閱讀完一則新聞時事【附件二】後，回答下列問題:
問題1:政府提供獎金的用意為何?
問題2:你認為長期而言應該以什麼方式減少寵物任意大小便的問題會更好?

                            －－－－第二課節束－－－

講述法

問答法

教學目標

教學法

時間 內容綱要

E化教學

問答法

舉 

例

舉 

例

綜合活動

時
事
問
答

教學活動

引起動機

新
聞
影
片

問
題
討
論

--停止虐待動物!動保團體要求重罰--
連結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By1pzFdIw

問題1:動物保護團體為何要透過媒體發佈新聞?希望達到什麼效果?
問題2:動保團體呼籲政府修改動物保護法，政府與民間團體之間的關

係為何?

一、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國家具有憲法賦予之保障國民的必要性，與訂定法律保障國民之正當性，一

般認為是公共利益最佳的代表者。

5-1
5-2

10分鐘

翻拍自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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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7-2

10分鐘

15分鐘

15分鐘

講述法

講述法

E化教學

（一）國家：具有合法強制力

從「國家的統治應以人民之同意為基礎」前提看來，國家推動與執行公共利

益具有正當性，而其所依據法規亦是立法機關依據合法程序所制定，因此在

執行上具有強制力。

台灣史上第一位因虐貓違反動物保護法被判刑的台大博士生李念龍，他的

行為之所以會受到處罰，是由於國家具有合法的強制力來制裁他不合法的

行為，國家也要依據合法的司法訴訟程序才能給予處罰。

（二）民間：輿論與公益團體的倡議

在成熟的民主社會中，公民常透過輿論表達或是公益團體監督國家機關等方

式，推動公共利益，以實現社會大眾共同的目標。

1 . 倡議
倡議公共利益的策略，多以督促或監督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為主，須

透過一定的方式才能達成其倡議公共利益的目標，具體方式有:
①遊說 ②陳情請願 ③廣告 ④舉辦相關活動
⑤支持相同理念的候選人參加公職選舉

美國善待動物組織在今年六月到警政署前陳情，希望政府查緝非

法賽鴿賭博。警方表示，依照陳情內容調查，會針對賭博查緝。

這則新聞就是國外的民間團體透過陳情的方式來向政府倡議，希

望能解決虐待動物的行為。

2 .執行公益事務
有些公益團體是以自己的力量執行促進公共利益之措施。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從事收容動物、志工教育訓練、飼主動育

及動保觀念宣導、電話登記轉介無法收容的犬隻、為動物勸募等

，對保護動物不遺餘力。

網站介紹:http://www.apatw.org/index.asp

1.華視新聞雜誌--最後凝望 流浪狗悲歌
連結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vSiVCW9HhM
2.電影「十二夜」名人訪談-不棄養篇
連結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43hnnaEXtE

看完後請學生思考他們以學生的身份能為流浪動物如何盡一份心力?
例如:捐款、認養或教育身旁朋友愛護動物的觀念等等。

                            －－－－第三課節束－－－

舉  

例

綜合活動

影
片
欣
賞

舉  

例

舉  

例

翻拍自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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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評量項目．．．．．．．．．．．．．．．．．．．．．．．．．．．．．．．

 柒、教學省思．．．．．．．．．．．．．．．．．．．．．．．．．．．．．．．

 陸、教學要點及注意事項．．．．．．．．．．．．．．．．．．．．．．．

本教案因將動物保護融入公民與社會科課程，故所舉的例子大部

份皆與動物保護有相關連。

2010年台灣國中生參與國際教育成就評量委員會主

辦的「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調查發現，台灣學

生在認知上得高分，但是公民活動參與程度低。這意味

著台灣學生該知道的已經知道很多，但能踏出房門，走

出戶外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活動卻不多見，他們的熱情

跑到哪去了?相信多半準備校內大小考、國中生準備十

二年國教的會考、高中生準備學測與指考就被消磨的精

光了，剩下零星的時間拿來娛樂消遣都來不及，哪有多

出來的心情關心社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更別說社會有

什麼事需要我去關心的。

這個，是我們台灣學生平日生活的寫照。因此在

編寫這個教案的過程中，想到若仍然以記憶認知、考

試分數為導向，跟本無法達到「動物保護」的預期教

學目標，所以在這三課中有許多的新聞時事、動保影

片，希望藉由這些有「溫度」的教材，來觸摸學生的

心，當他們有心，也為他們鋪了一條路;有了路，才

能往前，更進一步突破自己的限制。

捌、參考資料．．．．．．．．．．．．．．．．．．．．．．．．．．．．．．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http://www.coa.gov.tw/show_index.php

2.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網站: http://www.apatw.org/News_Show.asp?id=3275

3.台灣動物協會: http://www.animalstaiwan.org/cattnr.html

4.台灣動物福利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animalwelfare.tw/

5.其餘相關新聞、影片出處已附在教案內容上

相
關
網
站

評量項目 1

評量項目 2

評量項目 3

課程進行中學生是否專注聆聽

問題討論進行中是否能夠回答問題

是否理解課程相關概念

需要連上網路，故教學前需先確認網路連線是否正常

問題討論請學生回答時不一定要馬上給正確答案，有些題目也並非有

唯一的答案，教案設計的課程內容有時也會針對前面的問題討論或影

片作說明，故可先讓學生有充足的時間思考回答後再提供答案。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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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生命協會�動物保護行動監督委員會》（
簡稱關懷動督會）策劃「縣市議員響應《台灣動物

保護行政監督宣言》行動」，全國巡迴，今年最後

一場第十場於12月27日假嘉義縣人力發展所《創新
學院》研討室舉行，與會民眾指出嘉義縣犬貓捕捉

收容資訊不完整公開，且地處偏遠，造成民眾認養

不易。
  
由於民眾一窩一窩隨意棄養小狗，而民眾認養機

制不健全，導致收容所內死亡率高，因此黃嫈珺議

員提出希望農業處積極處理嘉義縣收容所改善計畫

，並裁示主管機關將與會者意見彙整成書面報告，

發給與會團體及議員，做為後續動保行政合作及監

督資料。

疾病的防疫檢疫上通報都需要公開透明

嘉義大學動物保護社指導老師盧思岑表示，嘉義

縣以農業為主，特別是經濟動物，當作經濟品，公

部門管理特別要注意，在疾病的防疫檢疫上通報都

需要公開透明，可以讓民眾可以了解更多的資訊。

另嘉義縣的收容所地處偏遠不利民眾認養，但現今

網路發達，應該利用網路資訊，讓有服務的意願學

生們可以參與擔任志工。但目前嘉義縣網站上有許

多資訊並未公開，希望公部門可以調整。公部門礙

於人力、物力應該多尋求民間團體的支持。僅代表

嘉義大學動物保護社全體社員表達樂於協助公部門

，參與各方面的活動，一同實踐嘉義縣的動保工作

。另盧思岑建議台灣動物保護的觀念要回到源頭從

教育起手，唯有教育才能改變下一代對待動物的觀

念，希望公部門可以積極地做教育的宣導。
  
關心動保人士黃英蘭也提出自身經歷，指出嘉義

縣民雄收容所地點太偏僻，公開資訊不足，之前有

隻大黃狗被抓，想要領狗卻找不到狗，最後還邱蘭

皓課長親自協助才找到狗，這樣的不便民，一般民

眾根不可能知道要怎麼樣領會自己走失狗或去收容

所認養。黃英蘭指出收容所裡甚至沒有獸醫師，大

部分的犬隻不是被安樂死就是疾病纏身。而在絕育

部份，希望政府可以提供經費補助，並且可提供絕

育術後照顧。此外繁殖場的數量管控，合法管制及

非法查緝都要落實，之前也曾經救援到打有耳號造

繁殖場棄養的馬爾濟斯犬。也要獎勵家犬家貓晶片

植入，應把安樂死的費用做來補助免費植入晶片，

這樣對鄉鎮居民就會有吸引力，然後對於棄養的不

負責人飼主要加重懲罰。

愛護動物需要從教育切入

民眾黃英蘭建議應提倡一般民眾尊重生命的教

育，讓不喜歡動物的人也不應去虐待牠們。希望嘉

義縣能重視動物受虐問題，法律部份否應加重刑罰

，以有效遏止，規畫妥善處理虐待動物的機制。
  
農業處處長林良懋回應指出，之前是在雲林縣

政府服務，雲林縣沒有動物收容所，資訊不公開，

認養率不高。後有民間動保團體出來組織，與獸醫

師共同合作，使得認養率成為全國最高。雲林縣經

驗可作一個很好的範例。現在嘉義縣，收容所位置

備受關心，太接近都會區會被民眾抗議有關於環境

噪音的問題，太偏遠則會有認養率偏低的問題，但

還是會積極尋找適當場所，目前預算也持續編列中

。關於教育推廣部分，民間組織可提供資訊，宣導

教育經費部分由公部門負責。

  
永久動物收容所覓土地困難

家畜疾病防治所動物保護課課長邱蘭皓回應，

目前有縣內登記的寵物業共有42家，皆定期檢查，
只要買賣犬隻就要晶片植入，但是年紀太小的沒有

辦法植晶片。會附晶片給主人待狗長大後三個月內

植入，縣內的寵物業者也都很配合在作。收容所的

場地不易尋找，目前的場地也是協調爭取到的。所

內的死亡的數量，礙於收容多為民眾棄養的一月齡

幼犬。與繁殖場都有達成協議，覺得狗老了不願飼

養，可送交收容所後交由民間團體協助送養。私人

   2012/12/27   

嘉義縣動物收容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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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我們努力協助醫療防疫以及免費結紮。

鄉下地區多為半放養式飼養狗常會過度繁殖，防治所

目前很很盡力在源頭做管理，與民間動保團體合作辦

理下鄉絕育。收容所的土地目前正在努力尋覓當中，

但受到屏蔽效應的影響，會被民意代表抗議。
  
環境保護局局長沈弘文表示，將捕犬業務放在清

潔隊，是會給民眾沒有把愛護動物價值觀放在行政上

的觀感，而清潔隊即使上過課，還是缺乏這方面的專

業能力，動物保護應該還是要回歸專業，偕同各專家

團體來做。未來環保單位希望在植物動物的部分能跟

農業處整合業務，用更人道更專業的做法來處理，而

在教育推廣上，也會往民眾更尊重與自己共生植物動

物及整個環境發展，這樣也才能建立人與人之間真正

的尊重。另沈弘文也提出個人動保觀，指出家裡也有

一隻被受疼愛的狗，因此知道人狗相處是有學問的，

因此飼主一定要懂得教育狗狗認識人類生活規矩，否

則就會造成飼養問題，最後受害是狗狗，因此建議動

保團體也可以提倡飼主與狗狗的教育課程。
  
關懷動督會執行長何宗勳建議可將收容所改善成

親子教育園區，讓民眾願意來、甚至有觀光客。而嘉

義縣的當務之急是需要土地，因為臨時收容所無法好

好經營管理。另外可以結合志願服務法，讓志工累積

志工點數，進入收容所協助環境改善、拍照、將狗狗

的資料貼上網路。嘉義縣的官網資料需要更新，避免

讓網友收集到舊的資料，因而引起誤會。而議員可和

公部門合作，收集愛心爸爸、愛心媽媽經營的狗場資

料，統整民間資源與公部門配合，讓動保行政落實，

改善動物處境。



急「公」好「益」救愛牠

11

政府提高獎金，鼓勵民眾檢舉

違規行為，在經濟不景氣之下，「

檢舉」成為另類職業，卻讓相關單

位苦不堪言。環保局今年接獲的檢

舉案件暴增四、五倍，該局決定修

改獎勵辦法，視檢舉案件困難程度

給予不同比例獎金，同時首度納入

蹓狗留便，且提高獎金至罰款的九

十五％，希望「檢舉達人」多檢舉

難度高的違規行為。

依檢舉困難度調整比例

原台中市環保局從九十六年開

始，把檢舉獎金從罰款的十％提高

到卅％，檢舉案件隨之逐年增加，

坊間也出現檢舉達人，甚至開班授

課。以罰款下限一千二百元計算，

成功檢舉一件，在被檢舉人繳交罰

款後，檢舉人可拿到三百六十元。

檢舉達人一個月最多可以送件四、

五百件，成功率約五至八成，以每

個月平均成功二百件計算，可拿到

獎金七萬二千元。 

根據環保局統計，縣市合併前

，因原台中縣檢舉獎金較少，一年

只有幾千件，原台中市一年案件數

卻達一萬八千件，去年超過三萬件

，一百萬元的檢舉獎金預算全部用

光，今年案件數暴增到每個月一萬

一千至一萬二千件，預算也大幅提

高到五百一十七萬元。

檢舉丟棄紙屑、菸蒂、檳榔渣

或張貼、噴漆廣告等違規行為，都

適用獎勵辦法。但環保局發現九十

％的檢舉案都是亂丟菸蒂，因為汽

車駕駛人抽菸時都會開車窗，只要

跟車很容易拍到，加上現在行車紀

錄器很普遍，跟拍更方便。

環保局表示，案件大幅增加，

但獎金只有這麼多，希望民眾能多

檢舉對環境衝擊較大的違規行為，

因此將修正「台中市檢舉違反廢棄

物清理法案件獎勵辦法」，未來檢

舉獎金將視舉證過程複雜度給予不

同比例獎金。

亂丟垃圾降 違規廣告增

其中，較容易的檢舉亂丟菸

蒂、垃圾獎金降為十％，違規張

貼、噴漆廣告從卅％提高到五十

％，檢舉蹓狗留便首度納入獎勵

辦法，獎金比率高達九十五％，

前兩項污染行為的罰款金額為一

千二百元，蹓狗留便罰款提高到

三千元，等於成功檢舉一件可拿

到二千八百五十元。

自由時報 – 2012年3月19日 上午4:23   
記者張菁雅／專題報導

�

不過，想拿到二千八百五十元

並不容易，環保局要求除了必須拍

到狗正在大便，還得知道飼主住在

哪裡，才能向飼主開罰，因此，檢

舉人要尾隨飼主回家，拍到飼主住

在哪裡，若是騎車去蹓狗者，則可

以拍車牌號碼取代地址。 

�

附件二



指導單位：мݬਖའִ

執行單位：ڊ࿋ٗʆˀൡͺۘᚻੂٵփ

合辦單位：Ⴈʨ�ͼᚒěᘕᖩΆ֡èืᚻੂٵĜक࠳ഐ

負責人：ڊ࿋ٗʆˀൡͺۘᚻੂٵփՖظۂಭ

執行人：ڊ࿋ٗʆˀൡͺۘᚻੂٵփঐएۂ෦ᅯဝ

召集人：ڊ࿋ٗʆˀൡͺᘕᖩΆ֡փગੀՖೢ˃

專家諮詢：Ⴈᝯࣖᇷʨዕᐼ࿏Ԯߧԥ̙ොࠀਾè

ບਾႩᛯϨਾاൡʨዕбཊႩᐼ࿏ዕԦૼز

美術編輯：෦߄ࠀ

2014動物福利教育發展計畫

動保教案競賽 獲獎作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