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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實驗動物中心使用者違規處理原則  
106 年 11 月 15 日本校 106 學年度第 1 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議通過  

  

  

1. 目的  

為了使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實驗動物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使用者所寄養的

實驗動物有完善的飼養環境，並確保代養之各個動物飼育區能發揮最理想的功能，本中心

全體員工各項業務均嚴格遵守「標準操作程序」(SOP)進行。然只靠本中心的努力尚不足以

使代養環境達到盡善盡美，仍需所有使用者的配合方能盡功，因此訂定本中心使用者違規

處理原則，以使所有代養之動物皆能獲得良好及完善的照護。  

  

2. 使用者違規處理原則  

2.1 本中心使用者違規處理原則之罰則共分為口頭警告(不記點)、違規記點(依情節輕重分

別記 1 點或 3 點)、罰款或照價賠款、限期或永久停權(停止使用實驗動物中心之權

限)等。  

2.2 計畫主持人應嚴格監督其所屬相關研究人員遵守本中心相關規定，若所屬人員違規記

點，計畫主持人須連帶記相同點數；所屬人員之罰款或照價賠償，計畫主持人亦須負

連帶責任。相關訊息本中心將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計畫主持人，情節重大者亦將以

書面通知。  

2.3 口頭警告(不記點)：若有以下情節者，本中心同仁將對使用者予以口頭警告乙次。  

a. 人員未依規定動線及流程進出本中心，如未更換拖鞋、或未以酒精消毒雙手、全身、

及所攜帶物品。  

b. 於動物飼育室光照週期為暗的時間(晚上 7 時至隔天早上 7 時)從事動物實驗，未

在本中心 1 樓大廳酒精噴霧器旁的出入登記簿上登記。  

c. 人員未依規定動線及流程進出個別動物飼育區及檢疫室，如未更換拖鞋、未洗手、

或未正確穿戴頭套、口罩、實驗衣及手套。  

d. 使用者之姓名或其申請入室之實驗動物品系，未列於本校 IACUC 已核可之相關動

物實驗申請表內。  

e. 動物籠卡未詳實填寫，籠卡資訊有任一項空白。  

f. 動物入室、攜出、實驗需要分籠、或實驗結束籠位空出時，未即時登記於使用者管

理記錄表及動物籠位異動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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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攜出動物時未於 2 天前事先提出申請、未依動線及流程離開本中心、或未於動物

中心左側門確實登記。  

h. 使用實驗室或病理切片室設備(無菌操作台、氣體麻醉機、二氧化碳安樂死設備、

屍體冷凍櫃、組織脫水機、組織包埋機、組織切片機……等)前，未事先了解使用

需知及相關規定、或未確實登記。  

i. 實驗結束未將設備整齊歸位、或未將相關區域適當清潔。  

j. 未依動物飼育室及實驗室專用推車之規定，用完推車未將其歸定位。  

k. 其它不愛惜公用財產，或任何造成本中心管理、或其它使用者不便的非重大違規事

項。  

2.4 違規記點：依情節輕重分為輕度違規或重大違規，對使用者本人分別記 1 點或 3 點，

同時對其所屬之計畫主持人連帶記相同違規點數。本中心將以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使

用者本人及所屬計畫主持人，其違規之事實與所記之違規點數。  

2.4.1 輕度違規：若有以下情節者，記 1 點違規點數。  

a. 同一使用者於一個月內第二次違反前項口頭警告之事項。  

b. 新購入動物到達本中心(即動物入室)後，未即時或於當天 19:00 前完成分籠。  

c. 未依規定於 7 天前提出動物入室申請。  

d. 動物單隻飼養未在籠內放置環境豐富化物品，或懷孕小鼠未在籠內放入築巢物(如

有特殊原因並由 IACUC 核可之情況除外)。  

e. 未依本中心「每籠飼養動物隻數上限對照表」之規定，致動物飼養密度過高。  

f. 小鼠繁殖時，違反每籠最多只能同時有 2 隻帶仔母鼠之規定。  

g. 未於小鼠出生後 3-4 週內、大鼠於出生 3 週時，將其離乳分籠飼養。  

h. 動物受傷、健康狀況不佳、或死亡，經本中心通知未能於 24 小時內施行必要之處

置(如分籠、或將動物屍體移出)。  

i. 其它本中心認定輕度違反使用者規定之事項，或對動物福祉造成輕度傷害之事件。  

2.4.2 重大違規：若有以下情節者，記 3 點違規點數。  

a. 未遵守門禁卡限本人使用、一人一卡之原則，如將門禁卡借給他人使用、或帶人進

入動物飼育室。如有特殊情形在未上教育訓練前需使用本中心、或需帶人進入本中

心，請事先取得本中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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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動物飼育室光照週期為暗的時間(晚上 7 時至隔天早上 7 時)進入本中心，開啟

動物飼育室內無菌操作台燈光或其它照明光源。  

c. 除分籠或換籠外，直接於動物飼育室內之無菌操作台進行動物實驗，或未將動物移

至本中心規劃之實驗室操作動物實驗。  

d. 未經本中心同意，擅自進入本中心未對外開放區域(管制區)，或使用管制區內之籠

具、備品、病理實驗室之儀器、或其它公共財產。  

e. 動物入室遲至 3 天前仍未提出入室申請。  

f. 使用者因實驗需要自行餵水及飼料，經本中心同仁通知籠內欠缺飲水或飼料，未於

通知當日及時補充(如有特殊原因並由 IACUC 核可之情況除外)。  

g. 實驗過程明顯致動物極度痛苦而未採取任何必要之處置(如有特殊原因並由 IACUC 

核可之情況除外)。  

h. 動物手術後，在動物清醒、恢復正常姿勢前，未對動物施行必要之術後照護。  

i. 未確實依照規定對動物施行安樂死。  

j. 動物攜出動物中心至實驗室實驗，未於 12 小時內返回動物中心 1 樓檢疫室，動

物滯留於實驗室飼養(如有特殊原因並由 IACUC 核可之情況除外)。  

k. 未經本中心同意，擅自使用本中心儀器或設備並造成損壞。違反本規定需負連帶照

價賠款責任。  

l. 未確實依照所提之實驗動物申請表內容進行動物實驗、或其它本中心認定重大違反

使用者規定之事項、對動物福祉造成嚴重傷害之事件。  

2.5 罰款或照價賠款：針對影響動物福祉之事件，若使用者於本中心通知後仍未於時限內

處置，本中心將代為處理並收取罰款(處理費)。使用者造成本中心之儀器或設備損壞

者，須依修復及損壞情形照價賠款及罰款。  

2.5.1 動物入室後未於當天 19:00 前完成分籠，且經本中心同仁通知後隔日中午 12:00 

前仍未完成分籠。逾此期限本中心將依經驗逕行代為分籠，使用者不得異議，每

籠收取分籠處理費 100 元。  

2.5.2 動物飼養密度過高、每籠有 3 隻(含)以上母鼠帶仔鼠、未進行離乳分籠飼養、或

動物因打架受傷等情況，經本中心同仁通知後 24 小時內仍未分籠或施行必要之處

置。逾此期限本中心將依經驗逕行代為分籠(每籠收取分籠處理費 100 元)、並對

受傷動物施行必要之處置，使用者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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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動物單隻飼養籠內缺環境豐富化物件、或懷孕小鼠籠內缺築巢物，經本中心同仁

通知後 2 天內仍未放置。為動物福祉之考量，逾此期限本中心將代為放置，使用

者不得異議，每籠收取環境豐富化物件放置處理費 100 元。  

2.5.4 經本中心同意使用本中心儀器或設備，因使用不當而造成損壞，若可修復依實際

維修費用賠款，若無法修復則依該儀器或設備現值賠款。  

2.5.5 未經本中心同意，擅自使用本中心儀器或設備並造成損壞，除實際維修費用、或

現值賠款外，尚需加收上述賠款之一成罰款。  

2.6 停權：即停止使用者使用實驗動物中心資源之權限。使用者之違規其所屬計畫主持人

須負連帶責任，個別使用者違規之記點，計畫主持人須連帶記相同點數。本中心將審

慎檢視使用者之違規記錄，並將停權通知以電子郵件及書面寄予使用者本人及所屬計

畫主持人。  

2.6.1 限期停權：若有以下情形，本中心將對個別使用者、或計畫主持人所屬之使用者

全體停權 1 個月。  

a. 同一使用者於一個月內連續三次以上違反相同規定而屢勸不聽者。  

b. 自行餵水及飼料未及時補充、實驗過程明顯致動物極度痛苦、動物手術後未施行必

要之術後照護、未依規定對動物施行安樂死、或其它明顯侵害動物福祉之違規，經

本中心通知或勸導後仍無任何改善。  

c. 未經本中心同意，擅自將本中心之儀器設備等物品帶出本中心。  

d. 同一使用者個人之違規記點於半年內達 6 點以上。若使用者經計畫主持人提示後

仍繼續發生違規事實，但違規記點未達 6 點，計畫主持人可逕行通知本中心對該

使用者停權。  

e. 同一計畫主持人於同一學年度之連帶違規記點達 20 點以上(學年度計算方式為該

年 

8 月 1 日起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時，本中心將送 IACUC 研議，並請該計畫主持

人列席 交大校區 IACUC 會議說明，若違規事實明確將對該計畫主持人所屬之使用

者全體停權 1 個月。  

f. 經本中心認定，影響本中心營運之重大違規事實。  

g. 個人使用者須重上本中心之教育訓練及使用者說明會並通過考核，並填具「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實驗動物中心(交大校區)復權申請書」(附件 1)，經所屬計畫主持人簽

名，及本中心執行長、獸醫師、主任審核同意後，方可再次恢復使用本中心資源之

權限，唯復權申請一學期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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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計畫主持人所屬全體使用者之復權，計畫主持人須繳交改進計畫書並經由本中心執

行長、獸醫師、主任審核通過，並經交大校區 IACUC 同意後，方可恢復權限。  

2.6.2 永久停權：使用者有以下情節者，將不得申請使用本中心使用權限。  

a. 使用者第三次被本中心處以停權處分。  

b. 使用者未經同意擅自移動、抓取、騷擾其它使用者籠內之動物。  

c. 私自繁殖、夾帶、轉移或替換非經交大校區 IACUC 及本中心許可之動物。本中心

將通知所屬之計畫主持人，並逕行將違規之動物施行安樂死，並收取安樂死費用 

300 元(屍體處理依校外費用另計)。  

d. 違反本中心動物檢疫準則，致使發生感染事件。若經調查確認後，該使用者所屬之

計畫主持人，須對所有之損失負全部之賠償責任。  

e. 經本中心送交大校區 IACUC 認定，嚴重影響本中心營運之違規事實。  

2.7 申復：個人使用者或計畫主持人須於違規或停權通知發出後 7 日內，以書面提出申復，

若無於期限內提出，將視為相關人員對處分無異議。針對口頭警告、違規記點、罰款

或照價賠款之申復，由本中心受理；限期或永久停權、重大爭議事件之申復，則由交

大校區 IACUC 受理。申復未通過時，本校教師得依本校教師申訴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

法提出申訴。  

  

3. 附件 1：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實驗動物中心(交大校區)復權申請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實驗動物中心(交大校區)復權申請書 

  

申請日期：編    號：  

姓      名    
單 位 ( 系

所)    

計畫主持人    聯絡電話    

停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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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復權理由：  

  

  

  

計畫主持人(簽名)：                       

審查結果：  

  

  

  

動物中心獸醫師：                          動物中心主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復權申請每學期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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