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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管理指引手冊 
2022 年 11 月更新 

第一章、總則 

第一節 目的 

為協助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各級研究人員動物科學應用，特制

訂「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管理指引手冊」(以下簡稱本手冊)」以說明使用實驗

動物時應遵守規定及原則。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管理制度的建立是為了使各研究人員在進行動物科

學研究時，能有所遵行而達到人道照護的規範，本手冊將相關政策、程序、標

準、組織架構、人員、設施及操作方式彙集成一套作業指導原則，請使用者在

進行實驗前詳加閱讀，以共同維護各系、所之動物房運作，保持安全與健康環

境，並使動物實驗能在兼顧人道與福祉的情況下順利進行，同時提升本校的研

究品質。 

 

第二節 法源依據與適用範圍 

本手冊制訂之法源依據包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之「動物保護法」、「實

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與「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

引」，以及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要點」、「實驗動物照護及使

用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和「動物實驗管理辦法」。本校所有使用實驗動物

之人員，應遵照本手冊之規範。 

 

第三節 實驗動物之照顧及使用政策原則 

1. 使用實驗動物進行科學研究時，須要求研究人員研究實驗設計時，應遵

照 3R 精神-替代(Replacement)、減量(Reduction)及精緻化(Refinement)。 
2. 3R 來自 1959 年 W.M.S. Russell 和 R.L. Burch 發表的 3R 精神。 

A. 替代，是指採取不需使用動物的方法。此名詞包括絕對取代（即以

非動物的系統替代動物，如電腦系統），以及相對性取代（即以演

化程度較低等的動物取代脊椎動物之使用）。  
B. 減量，涉及到使用一些策略，包括使用較少量的動物以獲取相對所

需的資訊，或利用一定量的動物以獲取最大限度的資訊（在不增加

疼痛或緊迫）。這類方法有賴於實驗設計的分析(例如：無母數統計 
或參考 Jaykaran Charan and N. D. Kantharia 在 2013 年發表 
How to calculate sample size in anim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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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826013/ )，應用較

新的技術、使用適當的統計方法、對實驗動物飼養或研究區域的環

境變因加以控制等。  
C. 精緻化，是指改良飼養或實驗操作的程序，強化人員教育與訓練，

以減少或消除實驗動物的疼痛與緊迫狀態。 
3. 研究人員需要有嚴謹的思維、判斷和分析，清楚明白動物使用倫理原則，

在進行動物實驗時應本持人道精神，設法減少實驗動物疼痛與緊迫狀態。 
4. 本校所有科學應用的動物實驗，包括課程訓練、實驗室內部人員教學訓

練、科學試驗，應需填寫「動物實驗申請表」向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

用委員會提出申請，經由本校 IACUC 同意核准後始得進行實驗。(詳述

請見第二章第一節) 
5. 使用實驗動物人員應遵照申請表所提出計畫內容、方法步驟進行動物實

驗。若有需變更事項，均需填寫「動物實驗變更申請表」，交付給本校

IACUC 審議，同意核准後始得變更。(詳述請見第二章第三節) 
6. 動物科學實驗應設置人道終點，以減輕動物之痛苦。 
7. 任何違反動物福祉、本校「動物實驗管理辦法」及本手冊規定之使用實

驗動物人員，經 IACUC 勸導及糾正後仍不改善者，將給予停權之處分。 

 

第四節 各級人員權責 

 管理制度需要明確的職掌分工，以便將責任及監督管理權限作結合，故所有

照顧、使用或生產動物以進行研究、測試、或教學的人員，都必須對動物福祉承

擔應負的責任。主要監督職責是由機構負責人及研發長督導、獸醫師及 IACUC
共同負責，三者的職掌、相關職責權限及應負責任皆明確被規範於本手冊中。 

一、本校機構負責人的責任 

1. 依照動物保護法規定，應制定政策及設置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

小組，並得指派管理制度負責人及獸醫師協助管理，貫徹及監督本校實

驗動物科學應用政策之執行，確保動物福祉，並且承擔管理制度的最終

責任。 
2. 應確保參與管理制度的人員都應接受必要的訓練。 
3. 應賦予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提供資源及權限，以完成其職責。 
4. 應建立並維持一套職業健康與安全計畫，並符合國內法規要求。 
5. 應具有緊急應變計畫，制定必要的應變程序，以防止因系統失靈而導致

而導致動物產生疼痛、緊迫及死亡的情形。 

二、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之設置 

1. 依照行政院農委會「動物保護法」第十六條第三項及「實驗動物照護及

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規定，訂定「國立中山大學實驗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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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要點」，應成立「國立中山大學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委員會」，英文名稱為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簡稱為 IACUC。 

2. 為了在本校內實驗室達到人道動物照護及使用的目的，委員會將相關政

策、程序、標準、組織架構、人員、設施及操作方式彙集成一套作業指

導原則手冊。讓所有照顧、使用或生產動物以進行研究、測試或教學的

人員，都應對動物福祉負責。 
3. 監督科學專業與人道關懷的自我評估機制，以確保實驗動物被合理使用，

且受到妥善照護。 

三、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之組成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1. 召集人：一名，負責召集主持本委員會之委員會議，以及本委員會相關

業務，由校長聘任之。 
2. 執行秘書：一名，需經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動物實驗管理訓練十二小時

以上，並取得合格證書專業人員，由校長聘任之。 
3. 委員：數名，各相關系所推薦代表一員或召集人推薦，且委員應包含外

部人員，外部人員應優先由非動物實驗研究背景者擔任，且不得具獸醫

師資格；所有委員亦由校長聘任之。 
4. 獸醫師：一名，應取得本國獸醫師執照。 

四、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權力與任務 

遵照行政院農委會「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三

條規定，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之任務應涵蓋： 
1. 審核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 
2. 提供本校有關動物實驗設計之科學應用諮詢意見及實驗人員訓練計畫。 
3. 提供本校有關實驗動物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及飼養設施改善之建議。 
4. 監督本校實驗動物之取得、飼養、管理及是否依審核結果進行動物科學

應用等行為，及各動物房設備狀況。 
5. 提供本校執行動物科學應用之年度監督報告。 
6. 前項本校年度執行報告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報農委會備查，並應保存

查核結果六年以上備查，內部查核項目應包含： 
軟體查核：包括本校政策與職責，實驗動物飼養管理及狀況，動物健康

與照護，包括健康監測或疾病防治，麻醉手術止痛及安樂死。 
硬體查核：包括實驗動物所在之動物房，該實驗或手術之場所的儀器及

設備。 
內部查核每半年應實施查核一次，查核結果需呈報校長，並應視需要召

開會議，做成紀錄。 
7. 受理與裁決本校違反動物科學應用相關規定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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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參與申請案或有其他利益衝突的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委員，應迴

避該案的審核。 
9. 委員會每學期應進行一次內部會議，檢討本校單位進行動物科學應用時

之缺失及須修正之問題。若有重大違反動物福祉事件，應召開緊急會議

討論。 
10. 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2019 年訂定)，督導本校

之科學應用。 
11. 本校的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組成後三十日內，將機構名稱、地址、

成員名冊、符合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其證明文

件、動物房舍地址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異動時亦同。裁撤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需說明裁撤原因於同年度

的監督報告，報所屬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派員檢查後，核轉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12. 在本校使用犬、貓、猿猴進行科學應用時，應將審核通過之該等動物

 實驗申請表影本列為年度監督報告之附件。 
13. 應配合主管機關進行外部查核，於辦理實地查核時，指派本校實驗動

 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召集人於現場引導說明，並備妥相關文件： 
(1) 實驗動物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成立、異動、作業流程與規章及會議等

相關文件。 
(2) 五年內之動物實驗申請表及審核紀錄。 
(3) 動物飼養管理標準作業程序相關文件。 
(4) 動物房舍及坪數一覽表。 
(5) 五年內之照護委員會或小組年度監督報告。 
(6) 五年內之動物科學應用機構內部或外部查核表。 

五、實驗動物獸醫師之職責與權力 

1. 本校實驗動物之獸醫師將以諮詢或兼職方式，依據管理制度需求定期至

本校各系、所之動物房巡檢；各系、所之動物房應有專人負責每日動物

照護使用與設施管理，應建立直接且經常性的聯繫機制，以確保獸醫師

得以及時且準確地掌握有關動物健康、行為、福祉、妥善治療及安樂死

等事項。 
2. 獸醫師巡房辦法： 

(1) 本校以各動物房為單位，皆有專人負責實驗動物之照護，獸醫師則

不定期至各動物房視察，應有視察紀錄。 
(2) 巡房標準作業程序： 
A. 檢查人員是否進行每日照護，包括評估實驗動物生理狀態、墊料及

水源是否乾淨。 
B. 檢查動物房內環境及動物生理狀態，若有問題將要求該負責實驗室

在一周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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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人員若有發現實驗動物之異常狀態(如動物死亡、受傷或行為異

常)，則應立即處理，必要時並與獸醫師聯繫(李宗賢獸醫師：08-
8825001#2245/2240;lith@nmmba.gov.tw);或聯絡執行秘書(吳佩璇：07-
5252000#5035; phw.iacuc@mail.nsysu.edu.tw)。 

3. 審查動物實驗申請表以及變更申請表。 
4. 獸醫師職責應包含：監督於研究、測試、教學等目的之動物福祉、臨床

照護；對於使用實驗動物之研究人員提供指導及建議。 
5. 提供實驗動物疼痛評估、麻醉止痛及藥物管理建議，外科手術中麻醉劑、

止痛劑的使用，以及人道安樂死。研究人員在必要時應有獸醫師參與討

論。 
6. 執行內部查核，和監督動物福祉與計畫執行後監督 (Post-Approval 

Monitoring，PAM)，向 IACUC 及上級主管報告查核結果，提出缺失及

改善方向。 
7. 動物發生緊急健康問題而未能聯絡其計畫主持人，獸醫師有權限能提供

緊急措施及建議，以減輕動物嚴重之痛苦，必要時得執行安樂死。 

8. 獸醫管理照護計畫： 

A. 動物取得及運輸 
(1) 所有動物應合法取得，接收動物的機構得確信與動物取得有關的所有程

序都有依法律規範執行。 
(2) 參與運輸動物之工作人員應接受專業的動物保護、職業安全衛生等教育

訓練，運輸車輛也應提供恆溫空調、水分以避免動物脫水。 
(3) 動物使用及獲取應依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核准之動物使

用方式及數量為之，並得評估供應者的動物品質。 
(4) 動物運輸機構應遵守國內、外動物運輸相關法規。 
(5) 在取得動物之前，研究人員得先確認有足夠的設施及專業人員來飼養和

管理所取得的動物。 
(6) 當機構為研究人員取得動物後，相關的紀錄及表格文件都得妥善保存。

得將使用之動物族群數量加以考量。繁殖族群得依需求及動物減量原則

(例如凍胚)管理。 
(7) 得評估動物供應商所提供的動物品質。一般而言，專門繁殖販售實驗用

動物的供應商會定期提供所飼養之動物族群或個體的遺傳與健康監測

報告，或相關臨床醫療紀錄（例如疫苗施打及驅蟲紀錄）。 
(8) 動物運輸得仔細規劃，以確保動物的安全和福祉。運輸過程中得提供適

當等級的動物生物保全措施。為移動的安全性，得提供適當的裝載及卸

載設施以維護動物福祉及人員安全。 
(9) 進行不同場所或機構間動物移動作業時，得由雙方機構具備受訓資格的

人員執行規劃及協調的工作，以縮短運輸時間或避免發生接收延誤的狀

況。動物運輸得協調儘量在上班時間送抵，若要於非上班時間送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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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接收人員。動物運輸時得隨附相關文件，以減少運送及接收程序延

誤。 
(10) 相關設施及作業程序得事先備妥，以協助確認運輸作業環境無任何會對

動物福祉或人員安全構成威脅的狀況。 
 
B. 臨床照護與管理 
(1) 獸醫師或其代理人應與研究人員或計畫主持人討論問題，共同決定最合

適的治療或行動方案。 
(2) 獸醫師應參與醫療及動物使用紀錄制度的建置、審查、監督。 
(3) 對於經常發生或重大的實驗動物健康問題應回報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委員會或小組，所有的處置及結果都得記錄存檔。 
(4) 動物發生緊急健康問題而未能聯絡到計畫主持人或研究人員時，獸醫師

應運用權限採取適當措施，以減輕動物嚴重疼痛或痛苦，必要時得執行

安樂死。 
(5) 獸醫師得對研究人員及參與動物管理和使用的所有工作人員提供指導，

以保證下列事項會被合理地執行，包括飼養、操作、醫療處理、保定、

鎮靜、止痛、麻醉及安樂死。另外，獸醫師得對涉及動物的手術計畫及

手術間照護提供指導及進行監督。 
(6) 獸醫師得熟悉校內單位飼育的動物及使用，並能接觸醫療及實驗處置紀

錄。 
(7) 動物健康異常報告得依異常狀況分類，以便最需要照護的動物能被優先

處置。 
(8) 動物飼育員及研究人員應適時就動物受傷、生病或死亡狀況作回報。獸

醫師或其代理者得隨時能被聯繫到，以便能對動物的狀況做出迅速的評

估，給予治療、調查意外死亡的原因或指導安樂死處置。 
 
C. 預防醫學 
(1) 新進動物在使用前應有一段生理、心理、及營養條件的適應期。 
(2) 應提供實驗動物舒適生活環境。常見實驗動物的大環境的環境乾球計溫

度建議範圍如小鼠、大鼠、倉鼠、沙鼠、天竺鼠: 20-26°C；兔子: 16-22°C；
貓、狗、猿猴:18-29 °C；家畜、家禽: 16-27°C。 

(3) 就嚙齒類動物而言，為防止其出現熱緊迫現象，一般會設定室內的乾球

計溫度低於動物個體臨界溫度的下限值（LCT），此範圍也應該反映出

物種特異性的臨界溫度的下限值。應該提供動物充足的資源（築巢料，

遮蔽場所），作為調節體溫之用，以避免出現冷緊迫症狀。 
(4) 從供應商或其他單位取得動物之後，應讓動物對於新環境的一切，包含

飼料適口性、墊料種類、飲水、環境之溫度、濕度、光照、音量及飼育

員操作方式等有一段時間的適應期，待動物生理及心理達到適應平衡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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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後，再進行實驗操作。 
(5) 實驗動物設施當有防範外部動物交叉污染既有在養動物的阻隔功能，除

採用來源明確及檢疫作業完備的動物外，宜設有外部攜回回歸動物專屬

飼養區及檢疫隔離區，做為緩衝及區隔飼養與檢疫觀察之用。 
(6) 若從動物健康狀態不明或與本單位動物健康狀態相異的單位引進動物，

為避免將未知病原引入隔離區內，導致疾病傳染與蔓延，應針對該動物

進行適當的隔離檢疫作業；一般多採取隔離檢疫，即利用硬體設施來區

隔新進動物與現有動物。可依不同動物種類與常見疾病與獸醫師討論後

訂定檢疫期間。 
(7) 動物應由受過訓練的人員至少每天進行一次觀察，以確認是否有疾病、

受傷、或異常行為。但如果動物是處於手術後恢復期、生病或身體有缺

陷、或臨近實驗終點時，可能需要較頻繁的觀察。 
(8) 動物除購進時需檢附健康檢疫報告外，動物在養期間必須定期監測健康

狀況，確保動物健康，及早發現潛伏性病變，避免影響實驗過程，或引

發在養群群聚感染。 
(9) 動物如顯現出罹患感染性疾病的症狀時，得將其與健康的動物隔離，如

果已知或疑似整個房舍或動物居留設施遭受病原污染時，在進行疾病診

斷治療與控制期間，得將該族群動物保留在原處。 
(10) 動物健康檢查項目可分為一般及實驗室診斷兩類，前者由獸醫人員目視

檢驗動物外觀、毛色、活動力、排泄物；後者則以衛兵鼠制度進行檢體

分析。以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探針、酵素

免疫結合吸附分析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ASA）、

鏡檢、免疫螢光染色、微生物培養等方法，檢測病毒、細菌、寄生蟲，

檢驗頻率依飼養數及動物種類而異。衛兵鼠健康監測慣用於囓齒類動物，

於每一飼養籠架或每一實驗計畫設置一至二籠衛兵鼠，每次更換衛兵鼠

墊料時，混入該籠架內所有飼育盒之髒墊料，六至八週後將檢測衛兵鼠

病原有無，健康監測項目及頻率則視動物潔淨度需求、在養量及實驗計

畫而定。 
(11) 囓齒類健康監測特定病源如肺炎病毒（Pneumonia virus of mice）、鼠肝

炎病毒（Mouse hepatitis virus）漢他病毒（Hantavirus）、小鼠腺病毒（Mouse 
adenoviru）仙台病毒（SV）、囓齒類小病毒（MPV、MVM、RPV）、

淋巴球性脈絡叢腦膜炎病毒（LCMV）、小鼠諾羅病毒（Murine norovirus）、
里奧病毒（Reovirus 3）、大鼠腦脊髓炎病毒（Rat Theilovirus）、鼠痘

（Mouse Pox）、克氏大鼠病毒（Kilham rat virus）、小鼠腦脊髓炎病毒

（TMEV）以及大鼠唾液腺淚腺炎病毒（SDAV）；螺旋桿菌（Helicobacter 
spp.）、庫氏棒狀桿菌（Corynebacterium kutscheri）、黴漿菌症（Mycoplasma 
pulmonis）、沙門氏菌（Salmonella spp.）、博德氏桿菌（Bordetella 
bronchiseptica）；六鞭毛蟲（Spironucleus spp.）estinal protozoa）、鼠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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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Aspiculuris spp.）、小鼠蟯蟲（Syphacia obvelata）、梨形鞭毛蟲（Giardia 
spp.）、大鼠蟯蟲（Syphacia muris）、阿米巴原蟲（Entamoeba spp.）與

外寄生蟲（Flea、Louse、Mite）。 
(12) 兔健康監測特定病源如兔粘液病（Myxomatosis）、輪狀病毒（Rotavirus）、

病毒性出血病（Viral hemorrhagic disease）、巴斯德桿菌（Pasteurella 
multocida）、梭菌性腸毒血症 土拉倫斯病（Tularemia）、（Clostridial 
enterotoxemia）、博德氏菌症（Bordetella bronchiseptica）、綠膿桿菌

（Pseuodomonas spp.）、肝球蟲（Eimeria stiedae）、腦炎小胞子蟲

（Encephalitozoon cuniculi）、腸道型球蟲（E. perforans 、E. magna、E. 
media 及 E. irresidua）與兔子疥蟲（Sarcoptes scabiei）。 

 

D. 疼痛評估、麻醉止痛及藥物使用管理 

(1) 獸醫師為IACUC 必要之成員必須參與動物實驗計畫書之審查，對計畫

書中之試驗設計與執行提供建議、協助評估對動物造成疼痛或緊迫之操

作及其疼痛分級是否適當、是否應採取減緩動物疼痛或緊迫之處置及其

相關處置是否適當、協助確認手術操作人員之資格、手術方法、程序及

手術前後動物之管理是否適當、協助辨別適當之實驗終止時機及人道終

止時機，並且評估計畫書中預計採用之安樂死方法是否合適。 
(2) 涉及疼痛的實驗，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以減輕不適，如使用止痛劑、

鎮靜劑或麻醉。 
(3) 實驗結束後應立即檢查動物的狀況，如果動物持續性的遭受疼痛或傷害，

那麼應當盡快以最無痛的方法進行安樂死。 
(4) 術後應立即檢查動物的狀況，如果動物持續性的遭受疼痛或傷害，那麼

應當盡快以最無痛的方法進行安樂死。 
(5) 陸生動物疼痛常見症狀：不清理皮毛（皮毛粗糙無光澤）、食物及水分

攝取量下降、尿液及糞便量減少、對人類觸碰的物理性反應異常(退縮、

跛行、異常攻擊性、尖叫、夾緊腹部、脈搏和呼吸次數上升)、體重下降

(原體重之20-25%)、生長停滯(增重遲緩)、或體質改變(惡病質cachexia)、
脫水、體溫異常(上升或下降) 、脈搏和呼吸異常(上升或下降) 、磨牙

(常見於兔子及大型經濟動物)、流汗(馬) 、自我攻擊、自我傷害疼痛部

位、疼痛部位之炎症反應、懼光、嘔吐或下痢、器官衰竭之具體證據(血
液生化、超音波、生檢、肉眼病變等)。 

(6) 魚類疼痛時常見之症狀: 游動/活動減慢(鱒魚、斑馬魚、鯉魚、鮭魚等

大多數的魚類)、拒食(鱒魚、鮭魚) 、鰓的通氣量上升許多、鰓蓋加速

活動(鱒魚、斑馬魚)、血液中cortisol 量增加(鱒魚、斑馬魚)、尾部異常

擺動(tail beating) (斑馬魚)、在底部來回滾動(鯉魚、彩虹鱒魚)、摩擦疼

痛部位(彩虹鱒魚、金魚) 、游動時出現各種保護性的動作如防禦、照護、

摩擦或用嘴輕觸傷部等(鱒魚、斑馬魚、鯉魚、鮭魚、金魚等大多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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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 
(7) 疼痛程度給分評估

 

(8) 止痛藥品使用(對應更新的疼痛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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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鼠、沙鼠與天竺鼠最常用的止痛藥Buprenorphine 0.01-0.05mg/kg, SC, q 8 
h。

 
(9) 研究人員必須與獸醫師討論，依據動物福利選擇並適當的使用止痛藥或

抗生素，以減少動物的疼痛與感染的發生。 
(10) 實驗動物可用抗生素處理其感染問題如Erythromycin、 Streptromycin、

Doxycycline、 Rifampin、 Sulfadimethoxine、Florenfenicol、 enrofloxacin、 
oxytetracycline與Tetracycline等，使用劑量時間等應與獸醫師充分討論。 

 

E. 實驗終點、人道終點與安樂死 

(1) 動物承受的疼痛與痛苦超過規定範圍，嚴重影響動物生存品質，動物應

立即執行安樂死。安樂死在定義上並非單純等同人道犧牲，一般科學研

究結束、動物已無法繁衍或現有的實驗動物不符合研究需求，動物會進

行人道犧牲，此人道犧牲是以實驗利益為出發點，安樂死的執行應考量

實驗動物福祉，當動物生存品質受到影響、疼痛與痛苦超出設定程度，

給予止痛劑或其他治療方式都無法減輕疼痛，應在科學研究終止前執行

人道犧牲。申請人應於計畫書中說明動物安樂死的時機、方法、及使用

該方法的理由；IACUC 審查計畫書時應確認申請人所使用的安樂死方

法符合（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AVMA）動物安樂死

指引所述之方式、該方法是否讓動物遭受最少的疼痛或緊迫、該方法是

否可讓動物快速失去意識及死亡，及該方法不會危害操作人員之安全及

心理的健康。 
(2) 實驗終點（Experiment/study endpoints）：實驗預計結束並獲得數據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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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點，於動物實驗計畫書申請時，就應設定好每個動物實驗的終點，例

如執行存活性手術後幾週即進行動物安樂死，以收集實驗數據。在科學

研究中，研究者應依據動物的病理、生理或行為面詳加敘述動物實驗的

終點，除非安樂死確實影響實驗結果，並經過實驗動物管理及使用委員

會審核同意，否則應在動物呈現痛苦、 垂死、死後組織自體溶解、或

死後被籠內其他同類啃食前，以人道的方式處理之。安樂死不但可以避

免動物遭受嚴重疼痛，並可透過完整的屍體解剖，更進一步了解動物的

生理變化，有助於實驗數據之收集。 
(3) 人道終點（Humane endpoints）：在動物承受痛苦與不適的極限之前應

被人道安樂死，避免等到動物實驗終點的死亡。依據動物使用情況而異，

如行為、體溫、體態改變或體重降低。應持續修正與執行人道終點並改

善之。藉由人道安樂死提早終止動物過度的承受痛苦與不適。設計良好

的實驗可預知動物痛苦的徵兆且於指定的日期獲得適當的實驗數據，並

確保動物承受最少的痛苦與不適。明確定義的人道終點的採用較核可的

實驗完全執行時低的動物承受的痛苦。人道終點的執行。應依據臨床的

症狀，動物承受痛苦的程度與獲得數據的多寡。了解與量化動物承受的

痛苦與不適，正確、客觀地的評估之，在倫理道德及實驗基礎上，應將

副作用降到最低。以下為常用來作為人道終點的評估項目：A.體重下降：

快速失去原體重的15-20%、或成長期動物持續無增重、未監測體重但動

物呈現惡病質及持續性肌肉消耗時。B.食慾不振：小型囓齒類動物於24-
36 小時、大型動物於5 天完全不進食時，或者小型囓齒類動物於3 天、

大型動物於7 天僅攝食少量 食物時（僅攝取部分之正常需求）。C.虛
弱：無法自行攝食及飲水，人員需先排除是否為麻醉後動物甦醒期，再

評估是否因疾病或實驗等因素導致動物虛弱。D.身體器官的感染：呈現

物理性指標及異常的血檢值，對藥物治療無良好反應且持續演變為全身

性疾病時。E.腫瘤：生長超過動物原體重的10%，平均腫瘤直徑在小鼠

超過 20mm、在大鼠超過 40mm，或者腫瘤轉移或快速增長至潰爛，造

成感染或壞死時。F.其他：器官臟器的失能，對治療無反應，或由機構

獸醫師評估為預後極差者，如：呼吸道系統：嚴重呼吸道感染、呼吸困

難、發紺（cyanosis）。循環系統：嚴重貧血、無法控制的出血現象、

（PVC 低於 15%）、黃疸。消化道系統：疾病或實驗造成嚴重持續性

嘔吐或下痢、阻塞、腸套疊、腹膜炎、腹圍擴大。泌尿生殖系統：腎衰

竭、腹腔積尿。肌肉骨骼系統：肌肉損傷、骨骼受損、四肢無法行走。

神經系統：異常的中樞神經反應（抽搐、顫抖、癱瘓、歪頭等）、無法

有效控制疼痛。其他：持續性的自殘行為、不癒合的傷口、嚴重影響動

物進食飲水的病症、傳染性疾病末期、持續性低溫、明顯的器官及五官

功能損傷、動物遭受窘迫及疼痛時的行為及生理現象等。 
(4) 安樂死（Euthanasia）：多使用於實驗終點或人道終點，某些繁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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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運用在品系不相符合的動物上。安樂死目的為使動物在無痛苦及焦慮

的狀態下迅速將動物導入無知覺和死亡，理想的死亡狀態等同於人道終

止動物的生命。選擇安樂死的方法因動物種類年齡及實驗目的而異，需

經過機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和獸醫師的核可。同時要考慮操作

人員的感受和壓力，若短時間之內安樂死大量健康的實驗動物，更容易

讓工作人員有情緒上的反應。建議參考美國獸醫師協會（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 ， AVMA ）發表的 Guidelines for the 
Euthanasia of Animals:2013 Edition 或農委會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裡面針對不同種類的動物給予適當的安樂死方法建議。執行安樂死作業

後，也建議操作人員增加第二種輔助性的方式，來確認動物的死亡；例

如囓齒類動物經二氧化碳安樂死後，可採用心臟採血或開胸手術等方式。

為避免動物承受痛苦，應由受過訓練的人員確實確認死亡狀態，包含失

去脈搏/心態、呼吸、角膜反射、對腳趾刺激的反應，使用聽診器無法聽

到呼吸聲與心跳，粘膜面呈現灰白色，屍僵（死後變化），上述的症狀

除了屍僵外，不會單獨出現。故執行安樂死的人員可藉由上述的症狀來

判斷動物是否真正的死亡，再進行後續屍體的處理，如採樣或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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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動物實驗主持人及相關操作人員之責任 

1. 實驗(計畫)主持人之責任 
(1) 必須清楚掌握申請實驗動物的品種、數量及狀態，且確實監督實驗

(計畫)進行進度，以及嚴格監督實驗(計畫)下之試驗人員是否確實執

行計畫內容。 
(2) 凡申請實驗(計畫)於中途需變更、終止，需監督使用實驗動物人員向

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提出申請。 
(3) 鼓勵使用實驗動物人員接受訓練及講習。 
(4) 應明瞭所使用之實驗之危險程度，實驗動物、物質、藥劑之危險性

(感染或放射性物質)，並在「動物實驗申請表」中詳細註明，具實陳

述實驗動物及人員風險評估，提出預防方針，避免造成實驗動物及

人員之危害。 
2. 動物實驗執行人員之責任 

(1) 執行人員，包括各級研究人員及學生，應遵照本手冊之相關規定，且

如實進行申請動物實驗之研究內容、方法，不得在尚未得到實驗動

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的審核通過，進行動物實驗變更。 
(2) 凡發生執行人員在未向 IACUC 提出實驗動物變更申請之情形下，進

行實驗內容變更，或違反動物福祉及本手冊規定者，執行人員經

IACUC 勸說後無改善者，IACUC 將向該實驗(計畫)主持人通報，並

得執行停權，終止動物實驗。 
(3) 實驗執行人員應據實向實驗(計畫)主持人定期回報實驗成果，以及實

驗動物數量、狀態，適時提出研究計畫、實驗場所及動物房需改善方

針，以促進動物福祉。 
(4) 應明瞭所使用之實驗之危險程度，實驗動物、物質、藥劑之危險性

(感染或放射性物質)，並在「動物實驗申請表」中詳細註明，具實陳

述實驗動物及人員風險評估，提出預防方針，避免造成實驗動物及

人員之危害或疫病感染與傳播。 
(5) 凡於實驗場合操作時發生意外，需盡速呈報實驗(計畫)主持人。 
(6) 應熟知動物照護相關知識，動物照護與飼養標準作業程序，且應建

立動物照護日誌。 

七、各系、所動物房負責人之責任 

1. 負責人需對 IACUC 負責，每半年回報一次動物房設備狀況，並且提供

動物房平面圖及疏散動線規劃。 
2. 各動物房負責人應建立該動物房使用規則，包括提供建議動物照護與飼

養、環境整潔及維護和儀器操作等標準作業程序。 
3. 各動物房負責人應定期巡查動物房內實驗動物狀況，維持環境整潔。 

八、使用實驗動物之各系、所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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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系、所有使用實驗動物之實驗室，該實驗室中有在使用實驗動物成員，

應接受本校 IACUC 提供之人員訓練課程，並且取得上課證明。 
2. 各系、所有在使用實驗動物之實驗室，該實驗室應有內部人員教育訓練，

訓練內容應包含 3R、實驗操作方法、日常實驗動物照護等。 
3. 各系、所有使用實驗動物之實驗室，該實驗室中成員鼓勵至少一人取得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實驗管理訓練十二小時以上及合格證書。 
4. 使用實驗動物之實驗室全體成員應遵照各動物房負責人所擬定動物房

規則，共同維護動物房運作以及動物福祉。 

 

第五節 教育訓練計畫 

 目的為確保在本校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所有各級研究人員應接受適當的訓

練，且具有實驗動物科學基本知識，達到高品質的科學成果與動物福祉之目標，

包括：研究團隊可以設計出具備 3R 精神的動物科學應用計畫，在「不得不」使

用動物的前提下，設計出動物使用數量最少，且應用期間動物可得精緻的照護與

科學程序；應用後也得合情合理的善後。促進本校實驗動物委員會能客觀地審查

動物使用計畫、確保動物照護系統功能，且讓可能產生的職業安全衛生風險降到

最低。 
 IACUC 會安排專業人員來本校進行實驗動物照護、使用方法的教學與訓練，

也會要求各實驗室需有人員訓練後，才能使用實驗動物進行實驗。 
我們將落實且督促： 
(1) 實驗室內部教育訓練且留存紀錄。 
(2) IACUC 每學期至少提供一次的教育訓練。 
(3) IACUC 提供全台有舉辦實驗動物使用及照護課程資訊給本校同仁，且要求

各實驗室成員，當使用實驗動物房成立一年後，實驗室內部成員至少一名需取得

校外實驗動物課程之證明。 

 

第六節 違規事件懲處與通報原則 

一、懲處原則 

 當 IACUC 發現使用者未遵守規定，將先給予違規者適度之警告，特定定處

分原則。凡違反「動物保護法」、本校「動物實驗管理辦法」及本手冊之規定事

項者，將由 IACUC 召集人判定違規事件，給予該研究人員應勸導改善(規勸改善

通知單)，若經糾正而未於期限內進行改善者，將由 IACUC 委員共同決定懲處方

式。情節重大者應通報所屬高雄市動保處，將依相關規定處立。 
 計畫主持人若違反「動物保護法」導致本校遭受政府主管機關罰款，學校將

依責任比例原則向計畫主持人追討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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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懲處事件定義 

定義：所發生事件明確違反本校規範，並且影響動物福祉。 
可能事件類別： 

(1) 未經 IACUC 審查同意的動物科學應用計畫，包括未得到許可前就先

取得實驗動物。 
(2) 未經合格專業人員或監督而操作實驗者。 
(3) 使用未經衛福部核准之藥品執行動物科學應用計畫。 
(4) 使用未經三安(生物安全、毒性化學物質及輻射安全委員會)核可之危

害物，並且執行於動物科學應用計畫。 
(5) 借用他人身分進行動物科學應用計畫。 
(6) 有虐待動物之情事導致動物疼痛、死亡。 
(7) 執行與申請計畫內容不符之操作程序，而導致動物疼痛、死亡。 
(8) 未給予應當的鎮定劑、止痛藥和麻醉藥，進而傷害動物福祉者。 
(9) 實驗或手術後未依實驗計畫書及 IACUC 規範執行人道終止者。 
(10) 執行未經申請核可之實驗程序。 
(11) 動物實驗程序未依計畫書內容及 IACUC 規範。 
(12) 無法提供下列紀錄者： 

(A) 動物進出紀錄 
(B) 動物狀態紀錄 
(C) 動物實驗紀錄(例如：採血紀錄、投藥紀錄等) 
(D) 動物安樂死紀錄 
(E) 手術及術後照護紀錄 
(F) 動物用藥紀錄 
(G) 籠卡紀錄 

(13) 使用不當方式運送實驗動物。 
(14) 對實驗動物活體施打過期藥物。 
(15) 未提供合適環境、水源、飼料、墊料等環境予實驗動物。 
(16) 由其他獸醫師判定未善盡動物照護及使用。 
(17) 不遵守動物房使用規範者。 

三、檢舉疑似違反實驗動物倫理之案件 

 通報人對於該單位有疑似違反實驗動物倫理的情況時，可利用寄電子郵件或

直接通報給 IACUC 執行秘書(吳佩璇, phw.iacuc@mail.nsysu.edu.tw,校內分機

5035)，執行秘書受理案件後進行緊急處置；若為極度違反人道方式造成實驗動

物死亡，則須請召集人召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會議，共同決定案件處理

方式。 
 通報人通報檢舉時須將人、事、地點、時間詳述紀錄，提供給 IACUC 作為

依據；而通報人將給予匿名方式，不對外公布通報者姓名和單位。 

mailto:phw.iacuc@mail.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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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動物實驗之申請、審查與變更 

第一節 動物實驗申請 

1. 依政府公告之「動物保護法」及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

辦法」、「動物實驗管理辦法」之規定，將於本校進行動物科學計畫之各

級研究人員應先向 IACUC 提出申請，申請前請先閱讀充分閱讀「實驗

動物申請表填寫說明」，再具填寫「實驗動物申請表」，最後由本校

IACUC 審查核准通過後使得進行。 
2. 校內及校外計畫主持人在本校管轄地點內進行實驗動物科學應用者，應

確實進行「動物實驗申請」審查程序，如圖一所示。 
3. 「動物實驗申請表」請至本校研發處網站下載(2019 年 11 月版本)，不

得擅自更改表格內容。 
4. 動物實驗申請表應提供一份完整文件，為了加速審查流程以及減少紙張

浪費，審查方式將由執行秘書以電子檔方式寄送給各委員，審查時間需

14 個工作天。 
5. 執行秘書在分配案件時應要遵守委員利益迴避問題，不得使委員審查與

自身有關聯之案件。 
6. 原則上動物申請表將由執行秘書交給指定之三位委員進行不具名審查，

任何委員有意見須在十四天內回覆執行秘書；若有較具有影響動物福祉

疑慮之計畫，則交由獸醫師定奪或召集人另開 IACUC 小組會議進行討

論。 

第二節 IACUC 動物實驗審查指引 

本校 IACUC 動物實驗審查指引參考農委會提供「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手冊」，將

進行申請實驗動物之研究人員應遵照下列原則提出申請： 
1. 利用實驗動物進行科學應用者應事先向本校 IACUC 提出申請，申請內

容應詳細記載總計畫名稱、研究經費計畫名稱、計畫主持人、執行實驗

人員名冊(應包含計畫主持人、共同計畫主持人)、單位、實驗地點、動

物房地點、實驗動物類別、品系、實驗設計、執行期限及所進行之 3R
評估說明等資料。(註：若為一年期計畫，總計畫名稱與研究經費計畫名

稱相同即可) 
2. 申請多年期計畫之注意事項 

(1)本校提供的動物實驗申請單，在各項目中請自行調整篇幅，且明確標

註各個計劃執行方式和細節。 
(2)多年期計畫審核方式：將於第一次送件時採取實質審查，申請通過後，

爾後申請時該案則為形式審查。 
3. 計畫主持人及執行實驗動物人員是否有實驗動物相關技術之經驗，研究

人員教育訓練是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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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驗設計內容應有合理性、目的性，應詳述其實驗之必要性。 
5. 選擇合適的動物品種和品系，及質量與數量，並且詳細說明實驗組別所

需數量之緣由，例如：3 組*2 種*每組 5 隻=30 隻；以及提供參考文獻。 
6. 替代原則：建議使用非活體動物替代方式，考慮替代方案，例如體外實

驗、電腦模擬等，以減少或替代動物的使用。 
7. 實驗精緻化原則： 

(1) 實驗動物所處飼養環境，以及飼養人員提供之健康照護。 
(2) 適當的疼痛評估及處置。 
(3) 實驗方法或過程中如何降低動物之焦慮、恐懼及疼痛。 
(4) 人道終點安樂死的時機及原則。 
(5) 人道安樂死之方法。 
(6) 建立手術程序及術後照顧與觀察。 

8. 實驗動物再利用原則及申請方法： 
根據我國動物保護法第 17 條：「實驗動物經科學應用後，除有科學應用

上之需求，應待其完全恢復生理功能後，使得再進行科學應用。」 
請至研發處網站填妥本校實驗動物轉讓及再利用申請書，印妥兩分申請

書紙本送至主委辦公室，並傳送電子檔給執行秘書，獸醫師將至現場評

估是否該批動物合適再進行科學應用。 
9. 安全性評估：提供實驗過程使用於動物身上之毒性化學物質、放射線及

生物性材料之相關資料，例如政府主管機關同意文件、物質安全資料表

(MSDS)、本校生物安全委員會同意文件、風險評估等。 
10. 申請人及審查委員須注意事項： 
(1) 動物實驗場所與飼養處(動物房)是不同的，若不是在同一間實驗室，則

分開寫。請勿只填 OO 系實驗室，必須將完整實驗室門號寫出。 
(2) 是否該飼養動物的動物房已經向高雄市動保處申請成為科學應用設施，

目前以為合法的科學應用設施有： 
A. 生物系動物房，由生科系之實驗動物管理委員會管理，現任主委為

李哲欣教授。 
大鼠房 BI6015-3，由生科系李昆澤教授管理(分機 3615) 
小鼠房 BI6018-4，由生科系李哲欣教授管理(分機 3620) 
斑馬魚房 E3010，由生科系吳長益教授管理(分機 3627) 
爬蟲類房 BI1006，由生科系黃淑萍教授管理(分機 3613) 
兩棲房 BI6018-3，由生科系劉昭成教授管理(分機 3628) 

B. 海資、生醫系大小鼠房 MB1006，由海資系溫志宏教授管理(分機

5038) 
C. 海資系養殖魚房 MB1004，由王亮鈞教授管理(分機 5035) 
D. 海科系天竺鯛魚房 MA3029-A，由海科系廖德裕教授管理(分機

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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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務必回答申請表中的每個問題，以及留意是否有附件應要附件於檔案中。 
(4) 每年三月的「實驗申請人實際應用動物調查表」中，表格中提及使用的

實驗動物數量、品種和安樂死之死亡數量、方法，請務必留意當初申請

時的使用方法及數量。 

第三節 動物實驗變更之申請 

1. 校內及校外計畫主持人在本校管轄地點內進行實驗動物科學應用者，應

確實進行「動物實驗變更申請」審查程序，如圖二所示。 
2. 「動物實驗變更申請表」請至本校研發處網站下載，不得擅自更改表格

內容。 
3. 若涉及下列情事，則須填寫「動物實驗變更申請表」，送至 IACUC，核

准後始能動物實驗變更(核准後會維持原本 IACUC 編號) 
 (1) 計畫主持人變更。 
 (2) 研究計畫名稱變更。 
 (3) 實驗目的變更。 
 (4) 新增執行計畫人員。 

 (5) 實驗中所需動物變更(包括：實驗動物種類、品系、數量、實驗設

  計、實驗動物地點)。 
 (6) 變更之操作項目會對動物個體產生極大痛苦、緊迫或嚴重之侵入傷

  害。 
 (7) 使用藥品變更。 
 (8) 存活性手術變更。 
 (9) 品系變更。 
 (10)安樂死方法。 
 (11)執行期限延長。 
 (12)經費來源變更。 
 (13)聯絡方式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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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實驗動物科學應用計畫申請作業流程圖。 

(2022 年-2024 年 8 月 IACUC 召集人：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王亮鈞助理教

授，MB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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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實驗動物科學應用計畫申請變更作業流程圖。 

(2022 年-2024 年 8 月 IACUC 召集人：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王亮鈞助理教

授，MB4019) 
  



21 
 

 

圖三、實驗動物科學應用計畫申請審查作業流程說明。 

(2022 年-2024 年 8 月 IACUC 召集人：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王亮鈞助理教

授，MB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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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IACUC 對動物實驗計畫核定後監督 

第一節 內部查核 

1. 依農委會所定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2018)，督導本校之動物科學應用。 
2. 本校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各研究單位，應進行 IACUC 每半年實施內部查

核一次，查核結果需呈報機構負責人，並應視需要召開會議，做成紀錄。 
3. 查核結果應列為年度監督報告之附件，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報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並副知所屬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並應保存查核結果六

年以上備查。 
4. 內部查核包括： 

(1) 軟體查核：機構政策與職責、動物健康與照護及動物飼養管理。 
(2) 硬體查核：包括實驗動物所在之動物房，該進行實驗、手術及照護之

場所儀器設備。 
5. 本校訂定每年的六月及十二月各進行一次內部查核，將由獸醫師及執行秘

書進行審查和監督。 
6. 在查核結束後，有任何需要修正的意見，須在兩周內回覆給執行秘書。 
7. 可由本校研發處所提供「內部查核表單」做為參考，以加強實驗室內部所

需設備。 
  

第二節 動物實驗計畫書核定後之監督（PAM-Post-Approval Monitoring) 
1. 監督內容應包含：實驗動物之取得、飼養、管理及是否確依審核結果進行

動物科學應用。 
2. 本校 PAM 一季進行一次，由獸醫師及執行秘書在 3 月、6 月、9 月及 12

月抽查有申請動物實驗的案件，進行監督。 
3. 持續性的計畫審閱、實驗室查核（得在例行的設施查核中一併進行或獨自

實施），查核核定的計畫(含變更)、人員、實驗程序及實驗紀錄及保存。 
4. 對於實驗動物麻醉、止痛、外科手術(術後照顧)及安樂死，是否與核定計

畫內容符合，且提供紀錄。 
5. 可由該動物房負責動物照護者或獸醫師、IACUC 成員進行動物之觀察。 
6. 在查核結束後，有任何需要修正的意見，須在兩周內回覆給執行秘書。 
7. 在每學期的 IACUC 內部會議時，應提出前次 PAM 稽核結果，並追蹤應

改善事項。 
8. 可由本校研發處所提供「PAM 查核表單」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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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動物房管理細則 

於本校使用動物房的各級研究人員，務必遵照本校環安中心所訂定的「職業安全

衛生」、「生物實驗安全」、「毒化物管理」、「廢液及廢棄物管理」和「輻射防護」

等法令規章，以及本手冊之規範。 
1. 「動物房」定義為：以飼養實驗動物為目的而以牆或欄杆圍成之空間。 
2. 本校各系、所之動物房，則管理單位為該系所；而不同單位共同使用之

動物房，其管理單位召集相關單位協商決定。 
3. 本校各個系、所之動物房應皆有一位實質負責人，負責擬定動物房之規

則，包含：人員進出、儀器設備、場地借用、實驗室或動物房使用規範。 
4. 使用動物房的人員應維持動物房之環境整潔、硬體設備功能之運作；動

物房之負責人應進行環境監控，包括：空調、電力、照明系統、噪音及

震動等，確保實驗動物在合適的飼養空間。 
5. 動物房之負責人應提供動物房位置及平面配置圖給 IACUC，負責人設

計動物房位置與空間分配可參考「農委會-2018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

引」。 
6. 動物房之設置與管理標準，將由主管機關認可。 
7. 使用動物房之研究人員應考慮使用實驗動物種類，其飼育方式、照護之

需求，並與動物房負責人有確實之溝通討論。 
8. 使用各動物房之研究人員應遵照各動物房之規則，勿擅自更改及違規。 
9. 動物應被飼養在專屬或指定的設施中，不應基於方便而將動物飼養在實

驗室。如果是為了達到計畫必須有的科學應用目的，且僅限於計畫核准

的限定時段中，該環境應加以整理，使之適合動物居留與照護管理等前

提下，方得動物飼養在實驗室中。 
10. 當使用有害物質進行動物實驗時，操作人員應先完成機構所要求的職業

健康和安全相關訓練及證照資格。 

  



24 
 

第五章 動物之飼養管理與照護 

 動物房及飼育籠之飼育環境條件主要在於密閉式建物之室內溫度、溼度、通

風、空氣品質、照明、噪音及震動對於動物飼育的影響及要求，若為開放式或其

他之飼養設施得由本校之實驗動物照護與使用委員會審議制定之。 
 水生動物除上述要求外，亦須特別注重水質及維生系統的要求。環境條件須

考量可直接影響動物生理機能及行為表現，並會改變其對疾病的感受性，以下參

照農委會所定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2018)。 
 利用野生動物進行實驗，必須依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申

請核可。動物運輸過程中，須妥善固定運輸容器，提供遮陽避雨並考慮動物密度

及通氣狀況(中華實驗動物學會-基礎篇，2020)。 

第一節 動物房及飼育籠之飼育環境設置原則 

 一、陸生動物 

1. 溫溼度：動物得被圈養在適合的溫溼度範圍內，讓其僅需要去調適因些

微環境變異所產生的緊迫及生理變異 並得提供動物合適之墊料、巢料

或遮蔽，尤其是針對初生動物。 
2. 換氣：動物飼育空間得有足夠的換氣量，以便能有效地將環境中的熱負

荷、粉塵、氣味、廢氣移除，以提供良好空氣品質，並確保人員及動物

安全。 
3. 照明：光源得均勻地照射在整個動物飼養區內，並提供足夠的照度以滿

足動物生理及福祉所需，以及現場操作管理需求。 
4. 噪音及震動：在動物設施設計及運作時得考量噪音控制的措施，並嘗試

減少震動的產生。 
5. 得將吵鬧的動物，例如犬、豬、山羊、猿猴及某些鳥類，與較安靜的動

物，如嚙齒類、兔、及貓，分開圈養。得透過動物房設計來安置區隔吵

鬧的動物，而非採用各種減緩噪音雜訊的措施。 

二、水生動物 

1. 溫溼度：房間內的總水量會影響房間的溫度、溫度的穩定度和相對濕度。

過多的濕氣可能會導致水氣在牆壁、天花板、以及水箱的蓋上產生凝結，

助長微生物生長，或產生出使金屬易腐蝕的環境。 
2. 換氣：微環境的空氣品質可能會影響水質（即氣體交換），得透過使用

適當設計的維生系統減低其影響程度。 
3. 照明：通常水生和半水生動物對光週期、光照強度和波長的變化會很敏

感。光照的特性將會依物種及進行中的研究而有所不同。逐漸改變室內

光線強度為建議的作法，因為光照強度變化過快，會引起魚類驚嚇的反

應，同時有可能會導致魚類之創傷。有些水生和半水生的物種可能需要

全光譜的照明或加熱燈，以便提供補充的熱源，並促成正常生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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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噪音及震動：水很容易傳導噪音及震動。水生動物可能會對水中傳導之

噪音和震動具敏銳的感受。不同品種對其反應會有所不同，而且很多品

種魚類能適應噪音震動，雖然此刺激可能不會導致明顯的臨床現象。在

水族箱架下使用隔離襯墊可以減少地板傳來的震動。 
5. 應依據水生動物計畫的規模建立機構及各別動物使用計畫書所需的維

生系統及水質標準(包含檢驗參數及頻率)，執行水質檢驗。 

三、野生動物 

本校因研究所使用野生脊椎動物作為實驗動物，有帶回本校動物房進行飼養或有

在其他單位進行實驗者，將有以下事項應遵守： 
1. 實驗研究內容涉及野生動物捕捉者，應先向本校 IACUC 進行申請動物

實驗許可，取得委員會同意後，方能進行野外實驗。 
2. 在填寫動物實驗申請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A. 說明如何抓取野生動物以及抓取後如何降低其緊張 
B. 運送方式 
C. 野外抓取動物進動物房時的檢疫及觀察 
D. 如何避免人畜共通疾病 
E. 若飼養於校外場域請提供： 
①野生動物將養在何處的動物中心、機構或場域 
②環境狀況 
③照顧方法 

四、環境衛生 

1. 動物飼養環境及飼育用品應定期清潔消毒或滅菌。 
2. 動物設施內所有區室組成，包括動物室及支援區域，都應定期進行清潔

處理。 
3. 滅菌設備應定期實施評估與監控，以確保其安全性及效能。 
4. 傳統的清潔及消毒方式對多數動物的飼養設備是足夠的。但執行生物性

危害物實驗時，所使用的飼育籠具及配件，應經過滅菌處理，但若飼育

無特定病原動物或免疫缺陷動物所使用的飼育籠具及配件，得經過滅菌

處理。 
5. 水生動物飼養設施應依現場狀況定期予以清洗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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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動物的飼養與照護細則 

1. 研究人員於各動物房飼養實驗動物，須自行填妥「使用者飼養管理紀錄

表」，務必依照動物飼養日常所需，定期巡房，於飼養期間隨時掌控實

驗動物隻數、籠數和個體狀況。 
2. 研究人員應留存實驗動物入房紀錄、實驗動物每日照護紀錄。 
3. 應有動物識別卡(或紀錄卡)：識別卡內容應包含：IACUC 編號、計畫名

稱、計畫主持人、照護人員、實驗動物種類品系、數量、公母及聯絡方

式。其他補充說明能於同張識別卡上。 
4. 所提供的飼育空間應足以讓動物表現正常姿態並能隨意調整姿勢轉身、 

攝食與飲水，而不會碰觸到圍籬、籠壁或籠頂。應提供動物可遠離糞尿 
沾污的休息區域。 

5. 飼養動物之籠具與圍欄應採用耐蝕易清洗、牢固安全之材料，且其結構

設計應考量動物和人的安全。 
6. 群居動物應採配對或群飼方式飼養，同時應考量社交需求給予足夠的飼

育空間。另外在基於實驗目的或當動物個體間出現打鬥或不合群現象時，

才得採行隔離獨飼的措施。 
7. 環境豐富化的措施應由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研究人員及獸醫師

定期審查，以確認有助於提升動物福祉，且符合使用動物之目的。 
8. 使用戶外的圍籬設施飼養動物時，應提供適當的欄舍與附屬構造或者照 

養機制，以避免動物暴露在極端氣溫或惡劣天氣變化環境中。 
9. 飼料應每日提供動物具適口性且無污染的食物，以滿足動物營養與行為

需求。 
10. 在餵飼群居動物時，應有足夠的飼料槽空間和採食點，以減少爭食現象，

並確保所有的動物都能同時進食，特別是當限食要求是實驗計畫或管理 
措施的一部分時。 

11. 動物應獲取適合飲用且無污染之飲水。 
12. 自動給水設備應定期實施沖洗及消毒。 
13. 應使用充足之墊料，以確保動物在墊料更換間隔內都能保持乾爽。 
14. 墊料儲放應避免污染，離開地面與牆面。 
15. 針對水生動物而言，應就水生系統設計和物種需求進行評估，以決定底

材的數量、類型和呈現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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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緊急、週末和假日的動物照護 

 實驗動物應定期都由負責人員進行照護管理，包括週末和例假日，以維持動

物福祉，並滿足研究需要。在下班期間、週末及例假日期間也得提供緊急之獸醫

醫療照護。 
1. 動物應定期都由人員進行照護管理，包括週末和例假日，以維持動物福

祉，並滿足研究要求。 
2. 應確認在緊急事件狀態中，都能聯繫到動物房負責人以及管理單位人員。 
3. 緊急、週末和假日的照護管理應規劃緊急應變程序。 

第四節 動物出入之規範 

一、動物訂購來源： 

1. 避免病原微生物伴隨動物進入各動物房，請向具有國際認證或可出示健康

證明之機構購買實驗動物。 
2. 各單位應制定專屬的無特定病原體動物(Specific pathogen free, SPF) list，

須指明是某群特殊微生物，且註明使用的方式。 

二、一般實驗動物或野生動物進入動物房： 

1. 根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3 條第一項及第 4 條，野生動物係指一般狀況下，

應生存於棲息環境下之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棲類、魚類、昆蟲及其

他種類之動物。 
2. 動物的運輸須由有經驗之人員進行。 
3. 實驗動物入住動物房時，應有紀錄。 

三、遵守各動物房之規範 

1. 動物房的負責人應擬定共同守則，讓使用動物房之人員能有所依據。 
2. 應有動物識別卡(或紀錄卡)：識別卡內容應包含：IACUC 編號、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照護人員、實驗動物種類品系、數量、公母及聯絡方式。其

他補充說明能於同張識別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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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疾病之監控與防治 

 一、人畜共通疾病的防範 

1. 說明及定義 
實驗動物可為人畜共通傳染病的感染源，通常由動物傳染至人類的疾病，

病原包含病毒、細菌、黴菌及寄生蟲，包含原蟲：傳染途徑可經由與動

物接觸(如狂犬病)、經由污染的環境(如炭疽(Anthrax))、經由媒介體感染

的(如壁蝨(Tick))等，故良好的衛生及規範，可以降低人員被傳染的機率。 
2. 常見人畜共通疾病像是：漢他病毒、淋巴球性脈絡叢腦膜炎病毒、疱疹 

B 病毒、狂犬病、結核病等(詳細內容可見中華實驗動物學會-基礎篇：

p270-p276)。 
3. 風險評估 

可以先從了解工作人員或研究人員是否有動物過敏的家族病史，或者藉

由檢驗果來提高免疫球蛋白(IgE)，以預測人員是否會對實驗動物蛋白

產生過敏現象。除了家祖病史外，個人的習慣或行為也會需要考量，像

是抽菸行為或者接觸實驗動物的頻率高、時間長等。 

二、疾病防治 

1. 須有完備的防護，包括物理性與生物性的隔絕(五流) 
(1)動物房分區設計。 
(2)動物分區飼養：感染與乾淨者、動物檢疫(動物流) 
(3)避免動物在運輸中感染。(車流) 
(4)個人清潔衛生。 
(5)空氣處理。(氣流) 
(6)物品流向：消毒、滅菌物品運送流向；污物及廢棄物運送流向(物流)。 
(7)人員流向管制：乾淨與骯髒走向。(人流) 

2. 高標準的清潔管理 
3. 遵循嚴謹的操作程序 

三、蟲害防治 

1. 應定期安排蟲害防治和監控作業，並記錄所使用殺蟲劑的種類。 
2. 殺蟲劑使用前，得與可能暴露於殺蟲劑的實驗動物之計畫負責人溝通， 

確認無害於動物實驗。 
3. 水生和半水生動物具有經皮吸收機制的特性，因此會對一般陸生動物使

用的害蟲防治試劑較為敏感。在使用前，適當地檢視審閱化學藥品及施

用方法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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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動物屍體、汙物及危險物質之處理 

 一、廢棄物貯存、清除及處理 

 一般性、生物性或危害性的廢棄物應定期以安全方式貯存、清除及處理。

與領有地方主管機關許可文件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簽約，將可提供

安全且符合規定的處置方式。 
1. 一般性、生物性或危害性的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及相關規定貯存、

清除及處理，涉動物傳染病之實驗動物應特別注意其相關防疫處理規

定，以避免造成疫情傳染擴散等危害。 
2. 廢棄物得先經滅菌、隔離、或其他適當方式 處理，在無安全顧慮時，

方可運離本校。 
3. 得有廢棄物專屬的存放區域，該區得不受害蟲侵入。若需使用冷藏設

備存放廢棄物，則得使用設有專門標示的專用冰箱、冰櫃、或冰庫，

此一設備得可方便進行消毒作業。 

二、動物屍體之處理 

1. 感染性動物屍體應交與有執照之合約商處理。 
2. 動物屍體及臟器殘骸應存放在容易清理的適當低溫保存區。 

第七節 手術及醫療照護紀錄保存 

1.  基本資料記錄可包含動物種類、動物識別、父系或母系、性別、出生

或取得日期等。 
2.  實驗記錄應包含外科手術、術後照顧資訊和實驗用途資訊，得包含臨

床與診斷資訊、接踵日期和病理結果。 
3.  水生動物其系統、水質測試和維生系統之維修，對於水質的追蹤是很

重要的。 
4.  外科手術與術後照護紀錄應留存，並且能提供檢視。 

第八節 藥品管理 

1.  管制藥品須提出申請且經衛福部等主管機關核准才可使用。 
2.  有新進藥品或淘汰藥品皆須有所紀錄。 
3.  請注意藥品之使用期限，不得在實驗動物上使用過期藥品。 
4.  禁止使用乙醚作為麻醉或安樂死之藥品。 
5.  藥品應自行保管，不得隨意擺放導致藥品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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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緊急應變計畫 

 動物房設施有可能遭遇非預期狀況，導致主要系統故障、實驗室人員異常出

勤，或其他會嚴重妨礙動物照護作業及損害動物身心健康等非預期事件。本校應

與權責研究人員參與制定的緊急應變計畫，此計畫內容需涵蓋附屬設施，並將動

物族群救助的優先順序及本校的需求與資源納入考量。 
 當危機發生時，處理的優先順序為：人員、動物、設備。動物應以機動性高

(逃離能力好)，以及不易獲得、須保存重要研究、無法替代的動物為優先。在安

全之後，獸醫師應巡視各動物房，提供存活之實驗動物醫療協助及安置，或者給

予安樂死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第一節 校園災害層級之緊急通報流程 

 不論在各動物房、手術室或實驗室，當內部有發生「校園災害層級」的意外

事件時，範圍包括：風災、水災、火災、海嘯災、地震災、土石流災、水源污染、

輻射災害、化學災害、疫災(傳染性疾病及非傳染性疾病)等災害及緊急學生疏散

作業，其他災害或人為引發的災害亦應參照本計畫進行緊急應變措施進行搶救， 
期將學校師生同仁生命財產安全之損害降至最低。 
    請各單位至研發處網站下載本校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發生狀況時能與參照，

並且立即通報計畫主持人以及主管單位，向上級呈報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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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種危機災害之處理原則 

一、天災 

1. 各單位之動物房負責人應擬定緊急逃生路線及防火器材位置，和正確使

用方法。 

2. 以人員逃生為第一優先，再則為機動性高的犬、貓等大型動物。對於災

變中無法重新安置或保護的動物應以人道方式實施安樂死。 

3. 人員撤離到安全處後，先確認是否有人員受傷，再立即通報該計畫主持

人、該主管單位，有必要時須向上級呈報。 

4. 於天災後，查看動物房內是否有設施損壞或者淹水，硬體損壞則向本校

修繕組申請修復。 

二、有預警之停水或停電 

 有預警之停水或停電，應在前一天先行檢查設備和準備足夠的水源。停電對

於陸生、水生的實驗動物影響大，陸生動物會面臨熱衰竭，而水生動物所用之過

濾循環系統也將會停止，故各級研究人員應備好面對停水或停電之處理方案。 

三、無預警之停電 

 停電會影響到空調系統，空調系統之問題會影響動物房內溫度或濕度異常，

而影響動物實驗的結果，嚴重可能會造成實驗動物因熱衰竭而死亡。各單位之動

物房負責人應擬定空調系統故障及停電之處理方案，並且提供給 IACUC。 

四、人員遭受意外災害之處理 

1. 因實驗動物之咬傷、抓傷，或被尖銳物品割傷時，應盡快將傷口做初步處

理，傷勢嚴重時盡快前往本校之體育與衛生保健組做處理，或是送醫急診。 

2. 為了降低人員受傷之風險，各研究人員與接觸實驗動物或使用實驗室中器

材前，應有合適的服裝與個人防護用具（例如手套、口罩、保護面具、頭

套、實驗袍、連身工作服、鞋子、鞋套），在動物房或執行動物試驗場所

中穿戴，以確保其人員健康與安全。 

五、動物疑似發生嚴重疾病(包括人畜共通傳染病) 

1. 如果動物發生大規模罹病或異常現象，盡快通報獸醫師，應再次檢查或是

將樣本送至其它單位檢驗以作確認。 

2. 如果在例行性的健康監測或是病理解剖時發現疑似感染人畜共通傳染病

的病例，應立即收集其它送至相關單位作確認，以了解可能受影響的範圍。 

3. 如果確認是人畜共通傳染病，應通知校方與研究人員，並且視情況需要管

制人員進出。後續處理則由 IACUC召集人與有關單位會商決定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