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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因應動物保護法修法以及動物福利意識抬頭，本市動物保護

政策以「安居」及「樂活」作為目標，透過增設寵物登記、絕育

補助、狂犬病疫苗注射等服務地點以及辦理適齡適性的生命教育

活動，藉此打造寵物安心生活的環境、營造友善寵物空間，落實

本市尊重生命、保護動物的使命，打造臺中市成為友善動物城市。 

本市海線地區包含大安、大甲、外埔、沙鹿、清水、梧棲、

龍井及大肚區等行政區，惟寵物相關行政單位、設施及行業等多

集中於市區、山區及屯區，特於海線辦理多項友善寵物措施，與

民間單位合作進行寵物源頭管理以及打造寵物宜居環境，讓城市

每一個角落都染上人與動物友善共處的美好色彩。 

貳、 重要設施推行作為 

一、 公私協力 拓展寵物登記、絕育補助及狂犬病疫苗注射服

務量能 

    考量多數動物醫療資源集中於市區、山區及屯區，本市

與民間團體及獸醫師合作辦理偏區犬貓免費絕育活動與犬

貓狂犬病疫苗及晶片巡迴注射活動，透過免費巡迴方式提

供在地飼主便利的服務，同時藉此提升飼主責任觀念，讓寵

物獲得妥適的照顧，110年於海線地區辦理偏區犬貓免費絕

育活動計 7 場次，犬貓狂犬病疫苗及晶片巡迴注射活動計

119場次，合計完成犬貓絕育 768頭，犬貓寵物登記 2,203

頭，犬貓狂犬病疫苗注射 9,901頭。 

 

 

 



 

2 
 

       圖 1、110年犬貓絕育及巡迴注射活動場次。 

 

        

       圖 2、110年犬貓絕育及巡迴注射活動完成頭數。 

 

     圖 3、海線地區犬貓狂犬病疫苗及晶片巡迴注射活動，服務在地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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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廣設寵物登記、絕育補助及狂犬病疫苗注射特約動物醫院 

    為提供飼主更多元管道辦理寵物登記、絕育補助及狂

犬病疫苗注射等業務，本市與海線動物醫院簽立委託契約，

方便在地飼主就近辦理，以達到源頭管理及狂犬病防疫之

效能，110年計有 27家寵物登記特約動物醫院、13家絕育

補助特約動物醫院以及 20家狂犬病疫苗注射特約動物醫院，

計完成 1,397頭犬貓寵物登記、1,236頭犬貓絕育補助以及

5,990頭犬貓狂犬病疫苗注射。 

 

 

 

 

 

  

          

           圖 4、110年特約動物醫院家數。 

 

 

  

 

 

  

 

           圖 5、110年特約動物醫院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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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異業結合拓展流浪犬貓認養據點 提供便利認養管道 

本市動物之家包含后里及南屯 2 園區，為提供民眾更

便利的認養管道，與動物醫院及寵物業合作辦理「益起認養

吧」計畫，增加認養媒合機會與認養地點，110年於海線地

區合作計 3處認養點，合計送養犬貓 10頭。 

 

 

 

 

 

 

 

 

圖 6、與本市動物醫院及寵物業合作拓展流浪犬貓認養據點。 

 

四、 辦理校園巡迴生命教育 自觀念改變開始友善動物 

    友善動物不僅是外在的設施，市民觀念的改變更能自

然而然地營造友善動物的環境，本市爰委託動物保護相關

團體至各級學校辦理學生及教師巡迴講座，藉由動保觀念

紮根校園，深耕友善動物觀念於在地，110年於海線地區辦

理校園學生巡迴動保教育宣導 26 場次，參與學生計 3,348

人次，校園教師動物關懷巡迴宣導 3場次，參與教師計 15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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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辦理友善寵物空間標章認證 推廣人寵共遊 

    為提供飼主攜帶寵物出遊更多選擇，辦理友善寵物空

間標章認證，凡設址於本市並歡迎飼主攜帶寵物進入的公

司行號皆可申請認證，提供標章認證貼紙予經審核通過之

空間張貼於入口明顯處，以利飼主辨識。目前海線地區計有

2家，並持續推廣招募中。 

六、 於公園綠地設置狗便袋取用點 方便飼主使用 

    本市於清水鰲峰山公園及海線地區內鄰里公園設有狗

便袋取用點，方便遛狗飼主隨手取用，並加強宣導「遛狗繫

狗鍊，隨手清狗便」的飼主責任觀念，共同創造友善人與動

物的休憩空間。 

七、 臺中市現有公園設置寵物園區現況 

    本市配合社會發展需求，逐步在各區研議及設置寵物

園區，目前已逐步於東區泉源公園、南屯區文心森林公園及

后里區環保公園設置寵物園區，後續也將在太平區公五公

園設置寵物園區，並正爭取中央水利署補助希望在東勢區

河濱公園設置寵物園區： 

 

(一) 東區泉源公園 

「寵物專區」面積約 1,500平方公尺，維管單位為東

區區公所，現況設施為大型犬與小型犬活動空間、人

工遮雨棚、休憩座椅、草皮、寵物飲水設施、夜間照

明、寵物遊憩設施、教育宣導告示牌、狗便袋、分類

垃圾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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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東區泉源公園寵物專區 

(二) 南屯區文心森林公園 

「寵物專區」面積約 643.7平方公尺，維管單位為本

市養護工程處，現況設施為雙層門防護措施、休憩座

椅、草皮、寵物飲水設施、夜間照明、狗便袋、分類

垃圾桶等。 

  

    

 

  
     圖 8、南屯區文心森林公園寵物專區 

(三) 后里區后里環保公園 

「寵物專區」面積約 3,000平方公尺，維管單位為農

業局動保處，現況設施為大小型犬分區雙層門防護措

施、休憩座椅、草皮、寵物飲水設施、洗足台、寵物

遊憩設施、分類垃圾桶等。 

   

   

 
 

      圖 9、后里區后里環保公園寵物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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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太平公五公園 

刻正施工中，預計今年 4月底完工。 

 

   

  

 

         圖 10、太平公五公園寵物專區 

(五) 東勢河濱公園 

工程經費目前在爭取中央(水利署)補助，預計今年 4

月底提送。 

 

目前公園綠地寵物均可入園，並需依規繫鍊，有關建議海線

地區設置寵物園區，已與議員討論或會勘，惟尚未有合宜之

設置地點，本府將持續依市民需求增設如寵物洗足台、飲水

設施、狗便袋取用點等寵物友善設施。 

 

參、 執行成效 

本市持續以多元且創新方式推動友善動物措施，除加強各項

寵物源頭管理政策，亦與各界合作辦理生命教育活動，讓友善動

物觀念自然融入市民生活，讓動物保護不再只是冰冷的口號，更

是生活實踐的一部分。本市行政區域幅員廣大，每一位市民都是

攜手打造友善動物城市的重要力量，以落實動物保護政策於城市

各個角落。於 107~110年連續 4年獲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年度「動

物保護業務績效」評鑑特優佳績，領先全國有目共睹的成果端賴

議會鼎力支持與重視，以及全臺中市市民的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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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策進作為 

一、 辦理生命教育活動 加強友善動物觀念宣導 

友善動物從行動開始，多數人與動物的衝突起因於市

民的觀念不足，除進入校園辦理學生與教師巡迴宣導外，另

邀請知名講師經營適齡、適性、活潑的「幸福毛孩生活課程」

及「浪愛有家關懷動物講座」，並將課程地點拓展至山、海、

屯等地區，以輕鬆有趣的方式將動物保護觀念散播至城市

各個角落。 

二、 已施設之寵物園區 

1. 強化草皮，定期進行設施維護 

因寵物糞便及排泄物容易造成草皮、樹木枯死，因此市

府將加強更換表土及草皮，以提供較佳的活動草皮空間。 

2. 強化周邊服務設施，提供優質休憩環境 

為讓民眾能悠閒休憩並讓寵物於園區內盡情玩樂，本府

將加強休閒座椅的增設、互動式寵物遊憩設施、遮蔭設

施等，以提升整體服務品質。 

3. 落實寵物園區管理，維護園區品質 

本府將請權管單位加強維護品質，並進行橫向聯繫，除

在園區內加強標示宣導以外，如有設施損壞或飼主間寵

物紛爭，一發生問題或接獲民眾通報，就立即派工或派

員解決，以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三、 未來廣域發展理念 

1. 多元發展各區設置，提供民眾使用方便性 

目前寵物園區均以假日及夜間使用率較高，本府除於該

使用時段加強維護外，希望能透過各部門多元發展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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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建置寵物園區，讓使用區域能夠分散提供資源，

避免既有專區內部分時段使用密度過高，便利民眾就近

使用。 

2. 廣域規劃選址，充分活化公有土地 

在寵物園區的選址規劃上，在足夠的空間量體下除可設

置大、小型犬分區外，可規劃更多友善寵物遊憩空間搭

配豐富的服務性設施進行配置，透過廣域規劃角度，選

址可參考河濱的高灘地、鄰近濱海或山野間或各行政區

內目前尚未開發之公設土地，避免侷限在既有公園空間

不足之問題，以廣域開放角度提供寬闊的空間量體供人

犬盡情活動。 

伍、 結語 

一座城市整體的友善氛圍提升，才能趨近於實質的動物友善

環境，本市將持續以務實的腳步，與民間力量合作，不僅從政策

面創造友善動物環境，更從提升人民對待動物態度的友善開始，

締造不只宜人、也宜動物居住的幸福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