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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6 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 

日期： 107 年 2 月 28 日 

中文摘要： 
隨著動物保護的觀念興起，動物福祉已成為各種動物相關的產業所需要面對及了

議題，其中動物園因其繁殖及展示的功能目的，使得外界對動物園圈養野生動物

理性與保育價值不斷提出挑戰。為因應現今動物保護趨勢，區域性或是全球性動

組織逐漸發展建立了動物福祉評鑑制度，使會員之間達成基本的動物照護標準，

漸提升會員機構的動物福祉水平。然而，雖然動物園致力改善動物福祉，國內對

養野生動物福祉的了解仍然夠不完整。因此，為配合國際趨勢，並為建制動物園

動物福祉評鑑標準預作準備，本計畫共分為四部分執行：（1）動物福祉評鑑制度

分析；（2）展演動物業設置及管理辦法執行研究；（3）參與 2017 年第四屆動物園

福祉研討會；（4）EAZA 入會評估研究。綜上四點的執行成果，我們提供了數個

性動物園組織評鑑制度的比較，並提供了其中 EAZA 的入會評估分析，可做為未

物園在建立評鑑標準或是加入國際組織作參考。另外亦參與了國內展演動物設置

理辦法修法與動保團體及政府單位的討論會議，與出席 2017 年第四屆動物園動物

研討會，在國內展演動物修法的意見提供及國際交流上皆有積極的參與成果。 
Abstract： 
The conception of animal welfare raise rapidly in decades, hence it has become an issue  
animal-related industries need to face and deal with. Due to zoo’s special purpose in ani  
breeding and exhibition, the justifiability and conservation values of captive wildlife is 
always being challenged. In response to the trend of animal welfare nowadays, regional  
global zoo organizations have established their assessment systems to achieve basic anim  
welfare standards, and ameliorate the animal welfare level among their members. Howe  
while internal zoos are committed to improving their animal welfare, the understanding  
the well-being of captive wildlife remains insuffici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meet the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prepara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imal welfare assessmen  
standards, the project has conducted with four parts: (1) establish an animal welfare 
assessment system; (2) demonstrate and research on the exhibited animal act; (3) partici  
in the Center for Zoo Animal Welfare’s 4th International Animal Welfare Symposium; (  
evaluation of the EAZA membership application. Taken together, we provide a compari  
of the assessment tables with several zoo organizations and an evaluation of EAZA 
membership application, which can be used as a guideline for domestic zoos assessmen  
standard or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addition, we participated in the 
meeting of exhibition animal act, and the Center for Zoo Animal Welfare’s 4th Internati  
Animal Welfare Symposium. In conclusion, we made an achievement of improving inte  
knowledge on captive wildlife. 
關鍵詞 Keywords： 
動物福祉、動物園、評鑑、歐洲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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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計畫編號：106動福 3 

計畫名稱：圈養野生動物福祉評鑑制度與 EAZA入會評估計畫 

計畫主持人：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組彭仁隆助理研究員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

術或應用價值、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

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

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字為限）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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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

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

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本次計畫旨在藉由參與國際交流、收集資料與舉辦國內工作坊的方式促

進動物福祉的發展及推廣。從參加「第四屆動物園動物福祉研討會」，我們獲

得國際間各個動物園對動物福祉的最新觀念，同時亦積極的與與會的各方人

員交流，以期望在未來能有進一步發展的合作機會。另外在國內的影響與價

值上，本次計畫的目標之一為收集並彙整歐洲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的入會標

準及條件，以作為本園申請入會之參考，藉由入會的過程，可促進本園與協

會動物園之交流，不但可改善園內動物福祉，亦可提升本園形象。此外，在

年底舉辦之「展演動物福祉評估工作坊」，我們邀請了國外與國內之專家學者

進行演講與帶領討論，提供動物照護人員、業者、動保團體與一般民眾正確

及科學性的動物福祉觀念，在進行推廣後以期能影響並增加國內動物福祉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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