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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地球環境快速變遷，重視動物保護與環保意識與日俱增，並列當今

超越國家、種族、宗教、性別年齡等所共同關心的世界性議題，英國在

推動動物保護歷史發展近 200年，對於推動動物福址的文化是根植在教

育上，自然而然的形成民族特性，至今仍努力不懈追求進步，也因此在

英國社會中，將遺產不留給後代子孫反留給動物的例子是司空見慣，進

而發展出動物慈善事業體系的經營管理模式，更讓人增長見識並留下深

刻印象。 

本次參訪英國地方政府動物保護單位、享譽國際的巴特西狗貓之家，

及榮獲英國皇室榮耀皇家動物防止虐待學會 (RSPCA)，瞭解私人民間動

物保護團體如何與政府建立分工合作機制，共同為動物保護、打擊不法

動物虐待、後續收容醫療及宣導認養而努力，藉由實地參訪感受與業務

經驗的分享交流，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如何為眾生命體謀福利，維持和

平共處，是未來本市營造對動物友善的人文、人道、零安樂的大臺中的

參考指標。 

貳、出國人員名單 

    赴英考察由動物保護防疫處阮組長斐瑜、姜組長淑芳獲派參加。 

參、目的： 

台灣氣候溫和宜居，在傳統道德包袱下，使得流浪動物長期面臨產

生數量過多的問題，除了以政府力量以人道方式捕捉流浪動物、改善收

容管理及家犬貓絕育補助，民間亦投入相當資源在宣導認養與提倡 TNR

野外絕育，然在控制流浪犬數量上，絕育速度仍不及產生數量，在台灣

動物保護已漸成為普世價值，如何能夠提昇動物保護教育的成效，達成

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社會，從創新作為中，讓臺中市能走向為尊重動物

生命，追求動物福利的友善指標城市，是本處未來重要的施政目標，也

是本次參訪的首要向外學習經驗，透過城市間的經驗交流與分享，能採

納其適合臺中動保制度推動、流程規劃及經驗資訊等，有效的促進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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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褔利，更加強動物收容管理的工作內容，對於未來的發展而言將有

莫大的助益。 

肆、過程 

第一日(11 月 3 日)： 

搭乘長榮航空直飛前往英國倫敦，抵達 Heathrow 機場轉乘地鐵，當

晚入住倫敦市區 Thistle Marble Arch Hotel。 

 

第二日(11 月 4 日)：參訪官方動物保護部門 

上午與 RSPCA 的國際事務部總監 Pual Littlefair 約定地點會面後，自

倫敦市區搭乘地鐵至 Fenchurch Street Station，再轉乘火車出發前往拜訪

Basildon Council，巴西爾登(Basildon)是位於英格蘭東南部地區的埃塞克斯

郡(Essex)的城市，安排參訪屬於地方政府的動物保護部門。該城市是埃塞

克斯郡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其背景資料為人口數約 20 萬人，家犬數 40,000

頭，流浪犬數約 500 頭，主管動物保護管理隸屬於環境健康局其中一部

門(Environmental Health Service)。 

在英國對於狗的管理，是認同已演化成為人類的同伴動物，需依附

人類生活，終究回歸家庭飼養(Rehome)，若放養在外遊蕩，是不符合動物

保護精神。對於動物管理分為二類﹕家中所飼養寵物與野生動物，原則

上出現在街頭遊蕩犬隻(strayed dogs) 普遍認知為棄養或走失的寵物，馬上

通報政府捕捉處理，不會出現放任遊蕩而有衍生流浪犬二代的情形。  

當日由資深動物檢查官員 Sarah Moran 及其相關部門人員進行簡報，

並就現行雙方辦理情形進行意見交流，介紹該部門業務職掌及參觀最大

寵物販賣業門市如下： 

一、 人員配置： 

職員共五人，分別辦理動物管制捕捉 2 名，寵物業管理 1 名、動

物噪音及空氣污染等環保問題1名、住宅飼養寵物規範管理1名。 

二、 業務範疇： 

(一)、流浪犬捕捉及收容(以健康動物為主，受困受傷通報 RSPCA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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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救援），捕捉動物交由私人動物收容所收容，停留 7 天後， 

無飼主領回，即後續安排認養或評估安樂，停留 7 天的費用由 

政府依稅收經費予以補助。 

(二)、寵物業管理及非法業者稽查(含犬貓、囓齒類、鳥類、爬蟲類等)。 

(三)、部份提供免費晶片及補助結紮經費(視政府年度財政稅收情形)。 

(四)、噪音及氣味檢舉案稽查。 

(五)、郡立「國民好宅」於租賃合約上訂定養狗規則，倘飼主違反相 

關規定可停止租賃，亦可提供予私人租賃合約使用。 

(六)、飼主違反社會行為造成不當飼養的輔導與處置，如動物收集癖

好行為。 

三、 平行機關合作模式： 

橫向建立聯繫名單，遇有緊急案件，即可以電話請求相關人員協

助處理或由警察協助爭取搜索票。 

(一)、警察部門。 

(二)、民間團體(RSPCA)。 

(三)、私人收容所。 

四、 嚴格規範寵物販售： 

(一)、一年稽查 2 次，該郡僅 20 家領有合格執照，以 1 人力即可有效

管理。(對照本市合法寵物業為 213 家 )。 

(二)、 對於各種動物之飼養管理訂有明確規定，依品種決定繁殖胎數，

以掌握販賣飼養頭數。  

五、 參訪寵物店(Pets at home) 

(一) 、採會員制，其消費回饋金直接捐入相關收容動物團體使用。 

(二) 、重視動物福利，店內受傷生病的魚類或動物，實施隔離治療不 

販售。 

(三)、鑑於私人獸醫院收費高，店內附設獸醫諮詢、預防注射及絕育

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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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拜訪英國 Basildon Council 

 

照片 2. 業務分享愉快與動物保護部門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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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參訪寵物販賣業者 

 

照片 4.類似台灣開架式販售寵物及相關商品(該店無販售犬貓) 



7 

 

照片 5. 寵物業者友善支持寵物以認養優先 

 

照片 6.與動物收容團體合作，捐出 vip 顧客的消費回饋金幫助動物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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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基於動物福利(包含魚類)，提供隔離治療不隨意販賣 

 

照片 8.贊助海洋保育深感榮耀，以顏色簡易區分飼養魚類個性及飼養設備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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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附設獸醫資源，一般私人獸醫診所收費相當高 

 

照片 10. 包括晶片植入、疫苗注射、絕育手術及醫療諮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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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1.新進動物在店面後方設置獨立隔離室 

 

照片 12.完成隔離檢疫後才移入店面供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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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11 月 4 日)：參訪 Battersea dogs&cats home 巴特西貓狗之家  

巴特西貓狗之家是英國倫敦市區首屈一指的民間動物收容所，其收

容環境與制度舉世聞名，成立至今 154 年歷史，一年幫助約 11,000 狗貓

重新找到家，正式員工約計有 313 位，收容犬貓約 250 隻，經費來源全

為募款，分設有執行單位及監督單位，由各行之頂尖人士所組成，收容

動物僅為犬、貓，動物來源為官方收容所收容之動物或民眾帶來棄養的(但

是需排隊)，動物必需先通過嚴謹的行為評估後，才決定開放讓民眾認養，

而認養人的評估亦是謹慎，預先書面申請，經審核通過，安排面試及家

訪時間後，由工作人員媒合適當動物提供認養。另 2013 年起委託公司進

行電話調查認養飼主的相關意見，在第一時間了解在飼養新認養動物的

飼主發生什麼狀況，可以加以解決，以減少動物被退回之情形(成效下降

12%)，真正達到為動物找家的宗旨。 

當日搭乘地鐵至Victoria Station，再轉乘火車前往Battersea park站，

從火車站即看得出整個城市對行銷認養動物的熱忱，明確清楚的路線指

引，加上明顯的廣告宣傳，對於動物收容處所的設置在此是種榮耀，並

成為城市的精神指標，抵達目的後，由 Battersea dogs&cats home 營運經

理 Robert Young 接待，透過走動式參觀整個園區，包括開放認養犬區、

貓舍及未開放民眾的隔離收容犬區，導覽內容整理如下： 

一、 接待區 

(一)、動物舍一樓皆設計接待處，不會直接進入動物舍。 

    (二)、設置接待櫃台提供認領養書面資料填寫及面試訪談室。 

   (三)、附設寵物用品販售處及簡餐咖啡交誼廳。 

    (四)、入園收取捐款費用 2 英鎊/成人，1 英鎊/18 歲以下或老年人。 

(五)、每天皆開放，但開放時段有分認養跟收容棄養。 

(六)、接待區不容易見到犬貓，除非剛好由認養者將帶認養動物接回

家，工作人員由走道帶出至鄰近公園遛犬運動。 

二、 認養區 

  (一)、犬舍設計 

1.每一欄位只飼養 1 頭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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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 2 欄位後方有一共通之運動空間。 

3.有飼養犬的欄位皆有睡床空間，提供玩具、暖氣及布巾。 

4.每一間都有獨立排泄孔及消毒沖洗用的水龍頭。 

5.保持地面不潮濕，少糞尿異味。 

6.犬舍共 5 樓，分層獨立區隔，採光佳。 

7.乘客電梯與犬隻斜坡道分道，減少犬隻與陌生人接觸的沮喪。 

    (二)、貓舍設計 

1.貓屋於 2010 年重新改建完成。 

      2.一貓一屋，採玻璃屋設計，運用樓梯製造 3D 空間，區隔出休 

       息與運動空間。 

3.每屋附有跳台及大量的柔軟布料或玩具。 

4.外貼有貓咪習性建議，需要的家庭或飼主的經驗簡介。 

三、 收容區 

    (一)、不開放參觀，進出刷卡管制門禁 

  (二)、籠舍設計結合保定籠，整組以不鏽鋼打造，保定時直接操作， 

減少動物移籠緊迫，維護彼此安全。 

(三)、一犬一籠，附有睡床及手動閘門控制。 

(四)、安樂處理室獨立一房間附有大體保存冰櫃，與犬舍完全隔開。 

四、 志工制度 

(一)、每年 12 月招募新志工，上千名應徵者檢附相關履歷申請，從

中選取約 200 名，具有特殊才能者(如攝影、行銷、募款等)，

視業務推展而優先錄取。 

(二)、8 名專責人員管理志工，維持約 400 名志工服務。  

(三)、協助收容所人員為收容動物清洗，環境打掃及餵飼。 

(四)、一周服務 2 次，1 次 4 小時，服務滿 1 年之後經評估，才能成     

為遛犬員(dogwalking)，可帶犬隻外出於收容所周圍(或公園)

散步，被視為至高無上的榮耀。 

五、 系統管理動物資料  

(一)、動物收容管理系統：記載動物進所原因，動物基本生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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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原飼主飼養經驗。 

(二)、飼養管理紀錄：觀察餵食的行為，特依不同生理狀況給予合 

     適飲食及藥物治療。 

(三)、評估行為標準紀錄： 

   1.新進動物每天至少評估 4 小時，利用顏色標註觀察結果。 

     (紅-有不好行為，黃-需擔憂、藍-尚可，綠-OK)。 

   2.平均每隻給予 10 天觀察行為期，評估確實且評量化，主管統 

     整觀察結果後，予以開放提供認養或再矯治或應執行安樂死。 

   3.確保挑選出來之狗貓素質，由員工或志工帶領互動，適度行為 

         矯治課程，極易被認養。(41%1 個月內認養，47%1-3 個月)。 

4.不預設做動物終養，將動物行為評量化，動物認養可媒合到合

適照護的家庭。 

      5.每天平均被認養的動物約 8 頭，安樂死 3 頭，主要評斷標準以 

        觀察出現攻擊行為，包括對狗出現敵意或攻擊，經行為矯正無

效會決定予以安樂死。 

六、 提高認養人認養門檻  

(一)、填寫面試資料書面審核，安排面試，配合家庭實地會勘，再媒

合配對合適動物認養，1 個月後查看動物。 

(二)、領養費用：成犬 135 英鎊，幼犬 165 英鎊，成貓 75 英鎊，幼貓

85 英鎊，以上費用包含動物絕育、晶片、疫苗、寄生蟲驅除、

頸圈識別、1 袋食物、4 周保險及建議諮詢資料。 

七、 減少飼主棄養理由 

    (一)、推行寵物保險推行寵物保險 避免因醫療費過高而遭棄養。 

(二)、免費飼主基礎課程，指導動物行為及簡易訓練犬隻課程。 

(三)、採行電訪(家訪)，事先排解飼養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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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3.火車站即有明確的指標 

 

 

 

照片 14.若大的車站廣告，除電影海報外，營造城市認同認養動物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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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5.沿路明顯指標，富有意涵，位址確實在天橋左轉後的角落 

 

 

照片 16.巴特西狗貓之家整體建築外觀 



16 

 

 

照片 17.犬舍一樓接待大廳 

 

 

照片 18.貓屋一樓接待大廳 

 
照片 19.每天開放參觀，依辦理手續有不同時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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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0.認養區犬舍設計，二間後方共用一運動空間 

 

 

 

照片 21. 一犬一舍，佈置睡床，給予玩具布偶及潔牙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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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2.認養區犬舍共五層樓，屋頂以玻璃設計自然透光，參觀走道增加明亮感 

 

 

照片 23. 分區管理控制疫病傳播，附設狗狗專用爬坡道，降低陌生接觸的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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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4.貓屋設計全玻璃，對外透明隔間採霧面，減少貓咪緊迫 

 

  
照片 25.一貓一屋，以樓梯區分運動及休息區，或特殊情形(如手足)才飼養 2 頭以上， 

       以紅、綠貼紙區分進入照護的志工或正式員工，避免較神經質的貓受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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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6. 依個性給予佈置適合躲蔵或攀高，大量使用布料、跳台、抓板及玩具 

 

 

照片 27.外貼貓咪個性簡介或特殊照護說明，尚未完成行為評估符合開放認養 

 

 

照片 28.認養動物收費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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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9.後棟為收容區，門禁管制嚴格以刷卡進入 

  

照片 30.收容區隔離籠舍，結合保定籠設計手動閘門，籠外控制減少動物移籠緊迫 

 

照片 31.電腦化系統管理動物資料，方便資料分析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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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認養前的面試及與動物媒合獨立空間 

 

照片 33.認養享有 4 週免費寵物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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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11 月 6 日)：參訪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學會(RSPCA)總部 

「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學會」（Royal Society of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簡稱 RSPCA，是一現代化民間企業組織，成立至今約 200 年，

全靠民間募款經營，支持會內業務的推動，其中以遺產捐贈最多。因組

織規模擴大，總部由原倫敦市區移至西薩塞克斯郡(West Sussex)的荷善市

(Horsham)，腹地相當廣大，外觀設計類似國內的科學園區，採綠建築工

法，採光通風好，當初設計考量若經濟不景氣可出租一半大樓使用，節

省成本支出。目前員工約計 1,650 人，主要負責英格蘭及威爾斯的動物保

護工作，受到英國皇室的肯定與人民的信賴，為民眾通報動物受虐與不

當飼養或救援等相關案件之第一首選對象。動物保護檢查員維持 500 人

(其中200人負責緊急救援案件)，設有國際事務部門、動保案件稽查部門、

培訓開發部門、獸醫部門、科技研究事務部門(經濟、實驗、野生、伴侶)、

起訴部門、法律諮詢及立法部門、行銷部門、媒體部門、電腦資訊部門(約

70 人)、募款部門(最大部門)、遺產處理部門、客服部門等分工相當精細。  

前一晚先行搭乘火車自 Victoria Station 南下至 Three Bridge Station，住

宿英格蘭西薩塞克斯郡(West Sussex)的克勞利市(Crawley)，隔日與 Paul 

Littlefair 會合搭乘火車至荷善市，再轉搭接駁員工交通車前往 RSPCA 的

總部參訪，整理參訪內容如下： 

一、 RSPCA 成立的歷史來源： 

1822 年由英國國會議員 Richard Martin 發起推動「馬丁法案」

(Martin Act)開啟動物福利立法的草案，於 1824 年創辦「防止虐待

動物學會」（Society of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該學會在

推動動物保護工作上深獲英國女皇維多利亞肯定，於 1840 年批准

冠「皇家」（Royal）的榮耀，正式改名為皇家動物防虐協會（RSPCA）。

從開始起於憐憫牛、馬等農場動物、禁止屠宰場殘酷虐待等，到目

前擴展到野生動物、寵物伴侶動物、實驗動物及禁止狩獵等，至今

仍不斷追求研擬制定相關動物福利法案。 

二、 動物保護稽查 

(一)、通報中心約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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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年約有 50 萬通電話，有 90%是諮詢電話。 

(三)、24 小時受理受訓良好大部分問題第一時間解決。  

(四)、2012 年動保稽查案件數 (英格蘭及威爾斯)150,833 件。 

(五)、英國境內的寵物店及官方向其申請評比，通過認證視為榮譽。 

三、 動物保護稽查員訓練嚴謹 

(一)、每年招募 2 次，具高等教育程度，任何履歷經驗均可申請。 

(二)、從上千應徵者中招募約 20-30 人，有體能測驗及駕照。 

(三)、培訓期約 8 個月，期間會給付薪水。 

(四)、訓練合格才成為正式稽查員，薪資逐年調高給予保障。 

(五)、所有動物虐待或不當飼養都是人為所造成，培訓課程包括專業 

搜集事證、調查訪問技巧、相關法律常識並通過筆試測驗。 

    (六)、參與動物救援及捕捉工作，人員需具備有攀爬、水中救援及簡 

易醫療操作等等技能。  

四、 資料統整分析 

透過通報案件建檔累積，及稽查處理案件的資料後續分析，不

僅是該學會的工作成果，更可以作為擬訂不同策略或著手深化教育

甚至推動立法修法的依據。 

五、 法庭上訴 

每一件動物保護調查案件成案後，必需經過專業動保檢查員的

調查累積與經驗分析，收集確實事證足以起訴時，整理成冊交由起

訴部門研判後再送法庭審判，因英國法律屬於普通法，法官由雙方

的陳詞後，依過往的判例作出判決，但非所有案件都能成功獲得判

決。值得一提的是，RSPCA 並非以判高額罰金或坐牢多久為評斷是

否成功判例，若能獲得的判決是讓被起訴人不能再有機會做出傷害

或虐待動物的行為，才是他們所追求的目標。 

六、 多元發展行銷概念 

除傳統的書籍、刊物、DM 摺頁、海報宣傳，與動物相關用品

飼料外，更跨足結合文創設計，產品琳瑯滿目，透過視聽影像擴及

網路行銷宣導活絡，形塑慈善事業的企業形象相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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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4.抵達荷善市轉搭員工交通車接駁 

 

 

照片 35.RSPCA 總部，企業化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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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6.陳列英國皇室批准授權使用皇家(royal)的榮耀，提升 RSPCA 在英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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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7.詳細資料分析及統整，呈現工作成果，亦作為未來策略或立法修法規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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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8.歷年動物檢查員完成培訓期的照片合影 

 

照片 39.最早記錄到 1972 年，共 10 名培訓合格動物保護檢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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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0.動物保護檢查員的訓練課程，包含各式救援技能及工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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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1.參訪當日新一批動物保護檢查員培訓課程開始，由學員們分組採訪各部門的

主管，榮幸隨 Paul 參加 meeting，Paul 為國際事務部門主管，向與會學員與同事分享

臺灣短短 15 年在動物保護領域上的發展經驗，並對本市予以相當肯定。 

 

 

 

照片 42.2012 年送法庭起訴案件及已被訟訴成功的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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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3.自有品牌的寵物用品 

 

 

 

照片 44.行銷商品琳瑯滿目，商品設計多深富動物保護教育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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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日(11 月 7 日)：參訪 RSPCA 所屬 Southridge Animal Centre  

當日自倫敦市區搭公車至 Kingcross Station 轉乘火車抵達 Potters Bar

站，無大眾運輸工具直接抵達該收容中心，該收容所坐落位置在倫敦市

區西北方的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佔地約 16 英畝，地處山谷中的平

原，十足的英式鄉村風情，由 RSPCA 分部的動物保護調查員隊長(Chief 

Inspector)，Simon Osborne 負責交通接駁，抵達後首先至 RSPCA 設置在

動物收容所內的動物保護稽查組，並由 Simon 隊長簡介該分部負責處理

案件流程，之後導覽整個收容所園區並自由參觀各動物舍，參訪內容整

理如下： 

一、動物保護稽查編制 

主管倫敦西北部動物保護通報案件，管理範圍的人口數約

500-600 萬，配置隊長 1 名及動物保護調查員 11 名(Inspector)，動

物福利員 2 名(Animal Welfare Officer，AWO)，動物運送員 1 名

(Animal Collection Officer，ACO)，共 15 名人員編制。 

二、動物保護工作概況 

        每一成員皆有配車、GPS 及 PDA，案件由總部通報中心成案

後，直接將訊息分配給調查員，直接實地訪查結果以 PDA 即時回

報訊息並登錄後續處理情形，依據上傳資料提供是否結案或後續持

續追蹤，所有調查員是不需要每天進辦公室，除非手中案件已累積

足夠事證提出訴訟，回到辦公室整理相關資料交付起訴部門處理。 

案件分為一般、稍急迫或緊急 3 種，緊急或複雜案件由資深

調查員處理，分早、中、晚 3 班，24 小時受理案件，通常 Simon

隊長會在年初完成調查員的工作休假分配，以調查區域酌予分配

案件數量，調查期間如遇有危險時，可回報隊長 Simon，該郡已建

立共享警用無線電頻道，Simon 配有無線電，可直撥警察單位請求

可立即獲得警力前往協助。 

2012 年該組成員一共成功起訴 60 案件，Simon 隊長舉出一例

判決是一名退伍軍人涉及虐馬的案例，法官考量被起訴者，因報

效國家參與戰爭而出現的身心創傷，並沒有判決入獄，但處以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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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外，最重要的是法官明智的做出了「終生不得飼養動物」的判

決 ，這是讓他們感到振奮的，在英國保障人類健康及環境安全仍

是視作最高社會的準則，但顧及人權人道關懷外，同時也保障了

動物權，RSPCA 不以判決入獄幾年或罰金多少來證明判決的成功

與否，這種動物保護的高度，令人印象深刻及折服。 

三、 動物收容所園區簡介  

(一)、收容所管理者-安娜女士，正式工作人員有 18 名，其中櫃檯人

員平均工作年資約為 18-20 年。 

(二)、收容動物收容數犬貓約 100 頭，加上兔子、天竺鼠、鸚鵡、馬、

豬約 250 頭，一年營運開銷 75 萬英鎊/年，換算 1900 英鎊/天 

(三)、志工制度完善，老人居多。 

(四)、開放時間：星期三為休園日獸醫入園醫療，其餘時間皆開放，

每日 11:00-16:00。 

(五)、動物來源：公立收容中心、救援動物，飼主不能繼續飼養，需

登記排隊等候。 

(六)、經營者安娜的先生是獸醫，節省園區獸醫診治費，該中心積極

募款，傷病動物外送私人獸醫診所治療，以志工協助動物行為

矯治，並有終養制度，截至 2012 年 11 月才安樂死 5 隻動物。 

(七)、認養前及後都做家訪，認養回去的狗可和飼主一起回來上課，

課程分三階段， I 及 II 免費，III 需付費。 

(八)、認養費用領養費用：成犬 125 英鎊，幼犬 160 英鎊，成貓 90

英鎊，幼貓 105 英鎊，10 歲以上動物要先洽詢中心評估是否有

認養的能力。 

三、 動物舍設計： 

 (一)、犬舍： 

1.一犬一籠設計，分室內休息區及室外活動區，中間以滑輪組設設

手動閘門，白天開啟，讓犬隻直接且自願進出內外空間。 

2.休息區內角落墊高形成台面，作睡床或給予睡盆使用。 

3.犬舍單排設計，減少不必要騷動而緊迫。 



34 

 

4.參觀步道設計在外，以鐵絲圍籬區隔犬舍至少 1.5 米，不能直接

接觸動物。 

5.專用犬隻運動場超過 3 個以上，一人一次遛狗只帶 1 隻，可放入

後運動場內自由活動，或繫牽繩於散步整個園區。 

6.志工遛犬次數頻繁，每頭犬隻幾乎每日可出籠 2 次以上，增加犬

隻行為穩定社會化，並減少畜舍內的糞尿，保持乾爽。 

(二)、貓舍 ： 

    1.休息區在室內設計挑高箱座，附一貓門洞，通往戶外區運動場。 

2.依個性、年紀，使用布料或貓床營造提供不同隱匿方式。 

3.以樓梯連接運動場，豐富環境提供包括跳台、玩具、貓抓板、

椅子、等，轉移注意力及增加樂趣，降低緊迫。 

4.參觀步道與房舍有距離，不會直接接觸動物，通過評估可認養

者由工作人員帶領進入。 

5.視動物飼養數量給予足夠的飼料盆、飲水盆及貓砂盆，多隻貓會

增加提供獨立睡床。 

   (三)、運動場： 

    提供獨立的戶外空間，犬隻散放運動場內自由活動或由繫繩     

志工帶出繞園區散步，一次遛狗一隻。 

(三)、設置收容犬隻簡易醫護站： 

新進收容犬隻簡易診察及隔離，如有需求，後送 rspca 動物

醫院或地方私人獸醫診所進行治療。 

(四)、食物調配室： 

依動物健康、年齡等，調配適當飲食，包括處方飼料分門別

類，獨立保存。 

(五)、專用洗衣間 ： 

使用大量毛巾、墊料，洗衣機與烘乾機 24 小時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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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5.RSPCA 分部負責倫敦西北區的動物保護調查員計 15 名。 

 

 

照片 46.Southridge Animal Centre 櫃台接待認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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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7.隸屬 RSPCA 的動物收容中心，收容犬、貓外，還有小型動物及馬、豬等 

 

照片 48.常見有天竺鼠、兔子等，小型動物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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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9.犬舍共有 A至 E區，前方屋頂為工作準備室，後為犬舍向 2側朝外單排設計，

減少犬隻互相對看的緊迫，  

照片 50.參觀步道設計在外，以鐵絲圍籬區隔犬舍至少 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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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1. 單純參訪民眾不能直接接觸動物。 

 

  

照片 52 犬舍外觀，無論犬隻體型大小，一犬籠飼養僅 1 隻，分前後 2 區，為運動區 



39 

 

  

照片 52.犬舍內部，設計獨立工作走道及排水溝，標示籠號及動物資料或特殊介紹等。 

 

 

照片 53.休息區角落處墊高形成供台面，地板保持乾燥 



40 

 

 

照片 54. 中間以滑輪組設計手動閘門，白天開啟，讓犬隻直接且自願進出內外空間 

 



41 

 

 

照片 55.貓舍外觀，單排ㄇ字型 

 

 

照片 56.簡易圍籬區隔，避免參訪民眾直接靠近籠舍接觸貓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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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7.貓舍內部，室內為休息區以挑高箱座設計，可方便工作人員整理

 

照片 58.以貓習性營造不同的休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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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9. 以樓梯連接運動場，豐富環境提供包括跳台、玩具、貓抓板、椅子、等，轉

移注意力及增加樂趣，降低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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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0.提供玩具、跳台、貓抓板等不同 

 

照片 61. 通過認養評估的民眾，可允許進入，預備回家前練習與貓咪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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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2.新進收容動物隔離觀察安置處 

 

  

照片 63. 簡易醫護處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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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4.運動場設計棚子，可遮陽避雨用 

 

照片 65.防攀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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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6.提供犬隻自由散放運動，基本是一頭，倘 2 頭以上相處學習與其他狗狗互動。 

 

照片 67.亦提供志工繫繩遛狗場所(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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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8.獨立食物調配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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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9. 依動物狀況給予調配飼料，開封的飼料獨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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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0.洗衣烘乾設備完備，24 小時不停運轉，應付大量的毛毯布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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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日(11 月 8 日)自由行程走訪市區附近市集、廣場及公園  

利用最後一天時間，走訪英國倫敦附近的市集及公園，不難發現有

民眾會帶著寵物上街逛公園，不一定會有牽繩，但主人一定會陪伴在附

近喚回，但行經人群較多的地區，則會抱起或約束好，透過連日參訪中

發現，人民對於飼養寵物的自我約束力高，且願意守法及給予動物平等

對待方式，從文化、教育、生活上去深化動物保護的精神，值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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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1.大眾運輸工具，如地鐵、火車，是允許寵物上車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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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2.公園內遛狗民眾，場地寬廣，主人陪伴在旁沒有使用牽繩 

照片 73.大型犬遛狗，使用短鏈控制在主人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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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4.市集區人潮多亦有寵物與主人一起逛街 

 

 

照片 75.赫然發現英國著明牛津街上的乞丐，他的狗狗一同撐傘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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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  

    本次參訪行程與英國 Basildon Council 在愉快的交流座談中，體會到

即便在動保意識歷史最悠久的國家裡，依舊存在著人與動物生存空間的

競合，所有保護動物的作為裡，維護人類健康及環境安全仍被視作最高

準則，但畢竟要解決的動物問題都是人的因素造成，與其後端的處理與

責難，他們更重視的是做好教育與預防，雖然動物權在英國未入法律保

障，但在教育上，他們堅持以同理心平等對待動物，要求對於任何虐待

動物的行為都是應該被禁止及受到譴責，並賦予法律制裁。 

    目前，英國面臨到比較棘手的問題是，越來越多人飼養大型具有攻

擊功能的犬種，用來彰顯自已身份或作為防衛用，相關攻擊事件及棄養

也隨之攀升佔 47%，經統計 1 年中英格蘭及威爾斯有 3,600 件家犬攻擊郵

差的事件發生，現正修法不論公私領域只要攻擊郵差的家犬，飼主要被

起訴；另外，打獵的傳統文化與動物保護的衝擊，政府偏向開放獵狐(已

禁止 7-8 年)，目前為此政策正在進行協商。值得一提的是，觀察政府或

民間團體在執行動保案件稽查時，需要各方面的專業知識，也因此廣納

各式人才需求。反觀國內目前多侷限於地方防疫單位的獸醫，他們表示

獸醫是解決動物健康防疫的問題，所有涉及動物虐待及不當飼養動物都

是人為造成的，重點是要解決人的問題，需要法律、攀爬、偵訊溝通技

巧，調查訪視技巧，有時更需要有強力警察公權力行使才能完善處理。 

    在參訪動物收容所與工作人員的對談裡，發現所有在動物收容認養

工作領域上所遭遇的甘苦都一樣，上天讓我們在這裡，同時看到了人類

的極善與極惡，大愛無聲，但動物悲歌也無聲，人類在這領域裡能做到

的就是為牠們發聲，重新修復動物對人類的信任，與促進人類對動物行

為的瞭解，彼此的融合才能更親密，只要用心學習與動物和平相處，為

彼此找到幸福其實很簡單，態度對了，幸福就來了。 

    最後，感謝 RSPCA 國際事務部門總監 Paul 在此次參訪過程裡給予

的幫助，而 Simon 亦曾造訪臺灣，他們一致認同臺灣的動物保護法立法

執行至今，由政府帶頭示範推動動物保護工作，短短 15年進步相當快速，

而臺中市動物之家南屯園區在他們認知評估裡是最好的動物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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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 

一、 民力無窮官民分工 

    英國官方的地方政府很少會有人力及空間去收容流浪動物，動

物收容工作大都由民間團體以募款方式經營，政府處理動物之責，

在於把在街頭遊蕩的動物安全移除，著重寵物飼養管理及衍生問題

的排解，和寵物繁殖數量嚴格管控，以及不當飼養受虐案件的處理。

動物在收容所內 7 天安置費用由地方政府視稅收情況付費，倘無飼

主領回，則由收容所接手照顧，有的收容所不主張安樂死，也有的

會評估後續醫療照護的成效而執行安樂死，需要有充足的經費用於

醫療支出，也會視動物受虐或受傷程度而轉手其他機構、動物醫院

或收容所幫忙，而民間收容所在這方面就發揮到很大的功能。 

二、 溫馨行銷改觀認養動物 

    因界定犬貓是伴侶動物，需要依附人類的家庭生活，在推廣認

養上，以幫助犬貓返家(Rehome)為重點，無法認同將犬隻放任飼養

戶外的行為，但有部份野性較大的貓適合絕育後以戶外放養方式，

會審慎評估並告知認養者；同時，避免媒合錯誤的認養，因為退養

除了會讓動物遭遇二度遺棄的傷害，也會讓誤導大眾這些收容動物

的健康與行為存有不良的疑慮，負面評價會使認養者卻步，但亦會

要求不適應新家的動物要回到收容所內。在實施降低安樂死率的同

時，先要有足夠的經費支付出後續相當大的收容飼養管理，並做動

物行為矯治及行銷認養。除非特殊情形，收容所不能以無限制的收

容動物天數作為目標，而讓動物習慣誤認這裡就是家，而要朝向活

化動物待在收容所的周轉率。 

三、 落實寵物登記制度 

      Basildon Council 預定 2014 年將寵物登記列入地方法律強制執 

   行，在分享臺中經驗時提到本市已有動物保護自治條例並與以配合 

   施行優惠補助晶片植入、寵物登記、絕育及疫苗等，這是非常令對 

   方所羨莫之處，但礙於稅收及法令尚未周全他們無法執行，但寵物 

   植晶片及登記制度亦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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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育是最重要的事  

    做動物保護的都知道甘地名言：「一個國家道德進步與偉大程

度，可用他們對待動物的方式衡量」，而國家(或城市)是人民所組成

的，那保護動物就應該是人人有責，要能深植我們下一代尊重動物

生命的觀念，再以史懷哲先生的名言說明教育的重要意義：「我的

生命對我來說充滿意義，我身旁的這些 生命一定也有相當重要的

意義，如果我要別人尊重我的生命，那麼，我也必須尊重其他的生

命。」以及「有思考能力的人一定會反對所有殘酷行徑，無論這項

行徑是否深植傳統，只要我們有選擇的機會，就應該避免造成其他

動物受苦受寒。」而人類之所以是萬物之靈，挺身做為保護者當然

是當仁不讓的。從教育開始預防出現棄養虐待的行為，教導正確平

等對待動物的方式，將更勝於末端動物的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