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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 飼主的法律責任

基於保護動物及維護動物福祉，杜絕不肖業者飼養寵物以及防範

流浪狗衍生的社會問題，國家特別訂定法律保護這些動物，規範飼主

的行為責任。包括：

壹、未辦理寵物登記植入晶片者

《動物保護法》第 19條規定，同伴動物之出生、取得、轉讓、

遺失及死亡，飼主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民間機

構、團體辦理登記；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給予登記寵物身分

標識，並應植入晶片。同伴動物既是家中的成員，為牠植入晶片就是

給牠一個身分證明，萬一走失了，也可以據此將牠尋回。

依據《動物保護法》第 31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飼主應為家犬、

家貓植入晶片，辦理寵物登記，未植晶片及辦理寵物登記者，處新臺

幣 3千元以上 1萬 5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若飼主沒有為同伴動物植入晶片，使得自家的同伴動物淪為流浪

動物進入收容機構，因為無從辨識身分，或經依寵物登記或其他可資

辨識之資料通知原飼主，自通知之日起超過 7日未領回，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動物收容處所會公告民眾認養，或予以絕育或其他

收容管理之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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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寵物未施行絕育擅自繁殖者

依據《動物保護法》第 22條第 3項規定訂定：寵物業者以外之

特定寵物飼主應為寵物絕育，否則須向主管機關申報並且提出繁殖

管理說明，若經勸導未改善，將依法開罰新臺幣 5到 25萬元。如果

飼主是因為寵物的生理狀況不適於做絕育手術，或有繁殖需求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並提出繁殖管理說明後得免絕育。想讓寵

物傳宗接代的飼主，在申報時不僅要檢附動物醫師診斷適於生育的證

明，如寵物已有孕在身，得附上懷胎隻數的診斷證明。寵物出生後，

依第 19條規定，辦理寵物登記並植入晶片。

參、遺棄虐待傷害致死寵物者

《動物保護法》第 5條規定，身為毛小孩的飼主，有義務提供寵

物們一個安全、乾淨、合宜的生活環境，對於牠們的生命安全維護，

是飼主應盡的義務。依《動物保護法》規定，飼主對所管領動物應提

供適當食物、飲水及充足的活動空間，並提供妥善的照顧。

依據《動物保護法》第 30條規定，對於飼主未能保護好同伴動

物的生命安全，不小心使牠們身體受傷、死亡等，或棄養牠們都是

違法會被罰鍰的。農委會指出，棄養動物不但會造成社會公共安全問

農委會動保法罰則宣導海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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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影響生活環境衛生，而且是違反《動物保護法》之行為。若飼主

棄養動物，依該法規定可處 1萬 5千元至 7萬 5千元罰鍰，若棄養致

動物重傷或死亡，或 5年內再次棄養動物 2次以上者，處 1年以下有

期徒刑。

如無法繼續飼養寵物時，一定要予以妥善安置。無法安置時，不

要隨意丟棄在外面，務必聯絡直轄市或各縣市政府，將牠送至寄養

場所（中途之家）或動物收容處所。將自己的寵物隨意棄置或放任不

管，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不良行為，並已觸犯《動物保護法》。呼籲社

會大眾在決定飼養寵物時，勿憑一時衝動，事先考慮是否能善盡責

任，照顧牠一輩子，以減少棄養情形發生。於情於法，飼主都要善盡

責任！

無論是飼主、寵物業者或一般大眾，都不應該傷害或虐待動物，

根據《動物保護法》第 6 條明定「任何人不得騷擾、虐待或傷害動

物。」一旦違法可依法處以罰則，這是對於動物權的基本保障。較為

常見的行為及罰則如下：

虐傷動物的常見罰則

虐待或傷害
嚴重殘缺

（重傷或死亡）
未達殘缺
（輕傷）

未達受傷

故意

罰則

2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拘役，併
科 20 ∼ 200萬
罰金（第25條）

1.5∼7.5萬（第
30條）

0.3 ∼ 1.5 萬
（經限期改善
仍未改善）（第
30-1條）

虐待／傷
害

(A)(B) (B) (B)

違反條款
第 5條第 2項；
第 6條

第 5 條 第 2 項
第 1 ∼ 10 款；
第 6條

第 5 條 第 2 項
第 1∼ 10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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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或傷害
嚴重殘缺

（重傷或死亡）
未達殘缺
（輕傷）

未達受傷

過失

罰則
1.5∼ 7.5萬
（第 30條）

0.3-1.5萬
（第 30-1條）

虐待／傷
害

(A)(B) (B)

違反條款
第 5 條 第 2 項
第 1 ∼ 10 款；
第 6條

第 5 條 第 2 項
第 1 ∼ 10 款；
第 6條

A：沒入（第 32條）　B：不得飼養或認養（第 33-1條）
虐待： 指除飼養、管領或處置目的之必須行為外，以暴力、不當使用

藥品或其他方法，致傷害動物或使其無法維持正常生理狀態之
行為。

肆、非法飼養野生動物者

野生動物（wildlife）是指各種獨立自由生存在大自然環境中，

未經人類馴化或馴養，因而產生演化變異的各種動物。野生動物是自

然生態重要的組成部分，具有群性與排他性，會利用排泄物來標識領

域以界定其勢力範圍。野生動物和人類生存構成重要的生命系統，彼

此相互連繫，相互影響。

隨著人類對環境的開發利用，人類慾望之手已經伸向原始森林，

對野生動物的棲地逐漸造成威脅與破壞，很多種類的野生動物已經

滅絕或瀕臨滅絕，甚至消失。人類若是要保護自然，最棘手的問題就

是要控制人類開發行為對環境的破壞。因此，世界各國都制定相關法

令，藉以保護野生動物的生存與繁衍，維護自然生態的平衡與永續發

展。

許多人喜歡飼養寵物，理由無奇不有，包括滿足自己對於自然和

動物的控制慾，或從動物身上得到慰藉與滿足，種類之多也讓人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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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議。但究竟哪些動物可以飼養呢？

2018 年 7 月花蓮南安小熊與熊媽媽走失，經過保育專家 1 年的

飼養，終於讓南安小熊回歸「野性」的靈魂，回到大自然的家。2019

年 7月又有臺東廣原小熊與熊媽媽走失，民眾有的提議直接野放，有

的建議由人們飼養，討論之聲沸沸揚揚。暑假期間由於《獅子王》電

影熱映，小獅子辛巴與狐獴丁滿和疣豬彭彭結為好友，狐獴可愛的模

樣深得人心，網路又掀起狐獴是否可以當寵物的討論熱潮。另外，浣

熊、大型陸龜、毒蛇、石虎等等，各種合法或非法、適合飼養或不適

合飼養的動物，也都成為人類獵奇「寵物」的選項。

依據 1989年頒布制定的《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6條明言：「保

育類的野生動物，除本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騷擾、捕獵、

宰殺、買賣、陳列、展示、持有、輸入、輸出或飼養、繁殖。」另符

合該法第 55條，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由人工繁殖、飼養之野

生動物，仍須遵守動物相關法令規定。例如需遵守《保育類或具危險

性野生動物飼養繁殖管理辦法》（2000年修訂）第 3條之規定：「保

育類或具危險性野生動物之飼養、繁殖場所及設備，依動物種類及習

性，飼主必須予以提供適當之食物、飲水及充足之活動空間，注意其

生活環境之安全、遮蔽、通風、光照、溫度、清潔及其他妥善之照

顧，並應避免易遭騷擾之環境。」

所以，當我們想要飼養動物時，必須符合法令的規範，並加以評

估飼養的條件與環境適當與否，這樣動物才能夠在安全、乾淨、舒適

的環境中成長，並得到適當妥善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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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 與犬貓的安全互動

壹、了解犬貓的肢體語言

犬貓進入人類生活圈，成為人類重要的伴侶，甚至許多人視犬貓

為毛小孩，經常從擬人的角度理解犬貓的肢體語言，這其實會造成我

們與犬貓之間溝通的障礙。很多時候犬貓釋放出的訊號，也許只是撇

個頭，但卻在告訴我們，我們的接近，已經讓牠們感到不安或害怕。

了解犬貓的肢體語言可以幫助我們及早去應對犬貓的情緒或失控行

為，並做出正確且安全的回應。

野保法禁止騷擾、捕獵、買賣、飼養野生動物

除法律特許者以外，一般
人不得騷擾、捕獵、買
賣和飼養保育類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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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語言（世界愛犬聯盟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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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咪語言（世界愛犬聯盟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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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安全接近犬貓的步驟

動物在被靠近時，都有明顯的訊號。如果是他人飼養的陌生犬

貓，在接近時一定要先確定犬貓的各種狀況，避免自身發生危險，

或傷害及驚嚇到犬貓。因此以下幾項是在接近陌生犬貓時一定要注意

的。

一、徵詢

在接近前徵詢主人的意見，了解犬貓不同的個性，再決定要不要

接近。如果犬貓的個性過於凶猛或害羞，都不適宜接近。如果主人認

為犬貓的狀況良好，適合與人親近，在經過同意後再進行下一步。

二、觀察

徵詢主人同意後，當然也要徵詢犬貓的同意。犬貓雖然不會講

話，但是他們的肢體動作、聲音、氣味等都能表現出喜好與否。因

此觀察犬貓的態度來判定能否接近，是極為重要的。除了避免發生危

險，也表示對動物的尊重。

三、接觸

如果犬貓有親人的表現，願意主動靠近，這時才是適合接近的時

機。接近犬貓時宜從正面或側面，切忌從背面靠近，以免引起犬貓的

驚嚇。在徵詢飼主同意，了解犬貓的習性後，接觸時動作、聲音都不

應太大，宜輕柔舒緩，讓犬貓慢慢適應，以便進行接下來的互動。

四、互動

在犬貓與我們較為熟悉，接觸時沒有表現出排斥，願意進行下一

步的互動時，可以請飼主提供犬貓平時常使用的玩具或器具來進行互

動。無論是餵養、玩耍等，都有賴前期信任感的建立。一旦建立信任

關係，互動起來就會比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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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壹、問題討論

一、國小

◎  請問流浪動物算不算同伴動物？我們可以在哪裡了解同伴動物？

請舉出除了家中的 3個地方。

◎ 請列舉 3件看到陌生動物時不可以做的事。

◎ 如果在路上遇見受傷的小動物，我們應該採取哪些措施？

二、國中

◎ 請列出你所知道工作犬種類與工作內容。

◎ 如果遇見流浪犬追趕或撕咬，應採取哪些措施呢？

三、高中職

◎ 動物有所謂的五大自由，請就你所了解的內容加以說明。

◎  針對校園動物如校犬，你認為可以進行哪些保護和照顧措施？對

於校園生命教育有哪些幫助？

◎  請概略說明若想要豢養同伴動物，個人領養的條件和領養流浪動

物的單位與程序。

貳、延伸閱讀

一、專書

1.  Turid Rugaas著，黃薇菁譯：《狗狗在跟你說話！2如何看懂毛小

孩肢體語言》，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6年。

2.  蔡逸政、蔡維中著：《狗狗貓咪的家庭預防醫學百科》，臺北：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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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TSPCA動保小學堂 _家兔篇〉，20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2HoldyRDoA

8. 關懷生命協會：〈小狗花花〉，2012年 1月 8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sHem11K3rs&list=PLyqUDZs

MwC5im0dKDULg8zdG7MYquR-EL&index=16

9. 關懷生命協會：〈動物行為 _醫療篇〉，2013年 7月 2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13NTzhWi1c&list=PLyqUDZs

MwC5im0dKDULg8zdG7MYquR-EL&index=7

10. 關懷生命協會：〈動物行為 _餵食篇〉，2013年 7月 2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92W9C-cskk&list=PLyqUDZs

MwC5im0dKDULg8zdG7MYquR-EL&index=8

11. 關懷生命協會：〈動物行為 _散步篇〉，2013年 7月 2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G308PtcBGo&list=PLyqUDZ

sMwC5im0dKDULg8zdG7MYquR-EL&index=9

12. 關懷生命協會：〈動物行為 _洗澡篇〉，2013年 7月 2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35-F2iDJAg&list=PLyqUDZs

MwC5im0dKDULg8zdG7MYquR-EL&index=10

（二）國中

1.  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寵物絕育 _ 破除迷思篇〉，2016 年 7

月 31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xiDmVhneN8

2.  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寵物絕育 _ 意外懷孕篇〉，2016 年 7

月 10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P_BzxGe-Ck

3.  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寵物絕育 _ 對的選擇〉，2016 年 8 月

30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KwoVgIzPi8

$1183.indd   172 2022/3/21   下午 01:51:35



善待同伴動物 173第 章3

4.  關懷生命協會：〈當孩子遇見狗〉，2010 年 7 月 23 日，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qfuKqGyZlr4&list=PLyqUDZsMwC5i

m0dKDULg8zdG7MYquR-EL&index=19

（三）高中

1.  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香港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分享愛」

SPCA 關愛生命微電影〉，2013 年 5 月 21 日，ht tps : / /www.

youtube.com/watch?v=x6sycnK3DNw

2.  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巷尾邱比特之誰是完美情人〉，2017

年 9月 8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qJZ9P8fA7Q

3.  關懷生命協會：〈校園流浪動物與生命教育短片〉，2018 年 1 月

17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Tr8ldRzaYg&list=PLy

qUDZsMwC5im0dKDULg8zdG7MYquR-EL&index=42

三、官方網站

1.  全國法規資料庫—動物保護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

LawAll.aspx?pcode=M0060027

2. 海關緝毒犬專區，https://web.customs.gov.tw/Dog/

3.  動保扎根教育平台，h t t p : / / a w e p . o rg . t w / c a s e s h a r e / g r a d e s /

economic-animals.html

4. 臺灣動物輔助治療專業發展協會，http://www.taiwan-pata.org.tw/

5. 臺灣狗醫生，https://www.doctordog.org.tw/

6. 中華民國臺灣協助犬協會，http://helpingdog.blogspot.com/

7.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搜救犬隊專區，https://www.fire.taichung.gov.

tw/form/index.asp?Parser=2,4,235

8. 台灣導盲犬協會，http://www.guidedog.org.tw/

9.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

$1183.indd   173 2022/3/21   下午 01:51:47



動物保護教育—同伴動物174

10.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https://livestock.kcg.gov.tw/

11. 寵物登記管理資訊網站，https://www.pe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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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動物學家莫利斯（Desmond Morris）用觀察的方式來研究

人類得知，儘管人類自命「萬物之靈」，但我們的本能及行為仍受制

於動物的天性。我們需要相信：「我們來自動物的遺傳，遠比我們願

意承認的要多。去重新思索自我的動物本性，然後以尊重的態度來接

受、面對，從而駕馭、利用它。」本章討論人類與同伴動物的關係，

包括同伴動物在人類社群地位的改變、同伴動物與人類情感連結、同

伴動物和兒童人格成長、兒童從同伴動物身上學習，彰顯牠在兒童生

命關懷正向價值之定位。隨著同伴動物與人類的關係日益密切，同伴

動物在人類社會的位地位也產生不同的變化。

第一單元 人類與同伴動物的連結

壹、同伴動物與人類連結的原因

人與動物間的連結（human-animal bond），是指在人類與動物

間形成一連續且雙向的關係，人類是可以和所有動物（包括野生動物

在內）形成如此關係的。L. Lagoni、C. Butler及 S. Hetts認為人與動

物發生連結關係的主要原因有四：擬人化、嬰兒化、模仿行為與社會

支持。

一、擬人化

人們常因為不了解動物的行為表現或肢體語言，而將動物的表現

加以擬人化的詮釋，當狗兒承受著病痛，依然用柔順的眼神向你求

助，那種全然的信任和感激，往往會深深激發你全心為牠擔憂、忙碌

的動力。特別是當你見到原本虛弱漸漸恢復，下垂無力的尾巴豎起搖

動示好，形成優美的弧度，那一刻的喜悅與滿足，真是美妙滿足。這

樣擬人化的解釋雖然不見得適當，但卻因此展開了雙向的溝通，進而

形成連結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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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嬰兒化

許多動物，尤其是狗和貓即使已經成年了，也都還具有類似人類

嬰兒時期的外表特徵，例如大而圓的眼睛、圓圓的前額及小而短的前

吻等，這些特徵讓牠們看起來很可愛，使得人們油然生起呵護之情，

促使人們的接近及畜養，與之產生連結關係。

三、模仿行為

當動物與人類共同生活時，牠們也會模仿人類的一些行為與表

情。如動物模仿主人的行為，容易讓主人有擬人化的解釋，進一步強

化彼此的連結關係，這種模仿的行為會讓人們以為牠們和人是相近相

通的，因此也促成了連結關係的形成。

四、社會支持

許多飼主將家庭裡的動物視為家庭成員的一份子，飲食起居都在

一起，同伴動物與主人都因為彼此的存在而感覺舒適自在。大部分飼

主每天都會與他們的同伴動物一起活動，飼養犬的主人最常做的是與

狗狗一起散步或是慢跑，飼養貓的主人則最常和貓兒一起玩玩具。同

伴動物能夠與主人共度生命中歡樂與痛苦的歲月，因此醫學上亦推展

「動物協助療法」（animal assisted therapy），經由動物的陪伴與支

持，成功地慰藉且治療了許多孤寂的老人或是心智、肢體殘障的兒

童，人與動物之間的連結關係可見於斯。

貳、同伴動物與人類的情感連結

據調查社區中老人所擁有的同伴動物以狗占多數，且自覺健康狀

況較好，憂鬱量表的得分也較低，對身、心、社會三個層面的健康皆

有顯著影響，顯示老人和同伴動物之間緊密的依附關係。人類會從大

自然中選擇了狗，將牠帶進家庭並長期培育繁殖，足以顯見狗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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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如果，單就經濟層面（實用性）來考量狗的存在意義，那簡

直是侮辱了人與狗的親密關係，也低估了狗對人類全面性的影響。在

心理情感生命的意義上，狗給予人的恐怕永遠超乎人類的認知之外。

狗一直是受到人類的喜愛，成為最受青睞的同伴動物，其根本原

因在於牠們喜歡我們、喜歡我們對牠的撫摸，見到我們雀躍之情藏

不住，和我們分離又表現出離情依依。這種種酷似人類情感的行為反

應，任何一個人都可感受到他是被愛、受重視的。

馬蒂．貝克爾（Mar ty  Becke r）及丹妮兒．莫頓（Dane l l e 

Morton）提到人類和動物之間建立的感性溝通可以減輕壓力、降低

血壓並有助於放鬆緊繃的情緒。如果想要一個更親密的伴侶，如果非

常寂寞，希望每天下班回家時，有人會在家裡熱情歡迎你，那麼你就

該選一隻狗。在生命的開端，同伴動物教導孩子責任心和愛心，在生

命的尾聲，牠們幫助我們持續展現同樣的特質。

參、同伴動物在家庭扮演的角色

同伴動物被當作人類的代替者可以從一些地方看出來，包括為死

去的寵物舉行葬禮與尋找寵物的墓、幫寵物取人的名字、與寵物說心

裡的話、幫寵物慶祝社交活動例如慶祝寵物的生日。同伴動物因長期

為人類所馴養，因而和人類之間形成親密的連結，牠們在家庭互動中

被擬人化，扮演、補足甚至有了替代人類位置的角色。同伴動物經常

會有替代性的角色如下：

一、代替朋友

寵物與人之間常存有強烈的情感，主人常與寵物從事許多與人類

朋友相聚類似的活動，例如散步、吃飯、睡覺、遊戲等。而對於人際

網路比較不密集的人，寵物成為朋友的可能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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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替伴侶

當人類面臨喪偶或喪失重要伴侶，寵物有成為替代重要伴侶的功

能，給予精神上的支持與安慰。而許多人在重要伴侶與寵物之間選

擇，往往會選擇寵物。

三、代替小孩

寵物時常被視為「嬰兒」（baby），而許多親密關係伴侶或夫妻

把寵物當作小孩來養，代替小孩的位置。寵物一直都需要依賴主人的

關注與照顧，而這種被需要的感覺可以使主人感到滿足。

四、代替父母

對於兒童而言，寵物時常扮演代理父母的角色，給予小孩無條件

的愛、陪伴與必要時的保護。而寵物穩定的存在也讓孩子在各種好或

壞的情況中感到安心。

同伴動物與人類的情感的替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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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同伴動物與兒童成長

兒童具有親近動物的天性，同伴動物是永遠長不大的小孩，是兒

童成長過程中的最佳同伴，兒童與動物朋友交往，得到的不止是情感

上的依偎與認同。研究兒童心理發展的學者已指出同伴動物對兒童的

行為與人格發展的影響，同伴動物可以是兒童情緒上的慰藉、最有耐

心的傾聽者，有飼養同伴動物經驗的兒童較具有照顧他人的能力，也

較有責任感，和較能同理他人的感受。

壹、兒童的動物性

蓋兒．梅爾森（Gail F. Melson）提到，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產

生了 3 種相關的結果，使得動物特別的吸引兒童：第一，兒童就像

其他年輕的物種一樣，比較不容易害怕，較具好奇心，也較願意接近

其他物種；第二，會強烈的被其他物種的幼兒所吸引；第三，大部分

的同伴動物或已被馴養的動物，都仍保有其童稚時期的某些特質，這

使得它們顯現出「像小孩一樣」的特質。結果，兒童對動物的反應，

就像跟有趣的同伴在一起一樣。從心理分析的觀點來看，孩子和動物

分享著一種自然的血緣關係，因為兩者都受到不符合人類理性的生物

驅力所影響。榮格進一步強調，動物性藉著本我（id）持續不斷的鼓

聲，支配著嬰兒和幼童。

馬蒂．貝克爾及丹妮兒．莫頓提及達爾文在論及動物和人類在表

達情緒上的相似性的論文裡談到，他發現他襁褓中的兒子表達恐懼的

方式，和其他物種有很多雷同之處：同樣會睜大眼、張開嘴、發抖、

心跳加速、寒毛豎立。盧梭亦提及，兒童處於自然的國度中，所以本

性天真善良，就像其他的野生動物一樣，未受文明的競爭和自私所汙

染。弗洛依德對於動物頻繁出現在孩子夢中的現象感到震驚，3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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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兒童當中，有 60% 的

小孩說他們夢見動物，這個

比例隨著兒童年紀增加而劇

減。從童話故事中也可看

出，故事中的主人翁多半是

動物，而兒童也會把電視卡

通、電玩和電影裡的動物視

為英雄，動物在兒童的思

考、意識、潛意識占有重要的地位。

貳、同伴動物與兒童的心理需求

動物是永遠長不大的小孩，因此是兒童成長過程中的最佳同伴。

蓋兒．梅爾森認為，介入動物的生活，不論是在學校或在校外，都會

觸動孩子道德感知的能力，以及激勵他們思考：「動物像人類一樣，

在自身生態環境中的處境。」了解動物的想法和感覺，這種感知是孩

子以人性作為基礎，去在乎動物的情感而來的。同伴動物是兒童生活

環境中十分重要的環節，兒童可藉其滿足部分心理上的需求。

一、安全需求

所謂安全感就是不害怕，恐懼通常源自於無知。和同伴動物相處

可以教導小朋友關於自然和動物的知識，可以讓他們完全了解並知

道自己是有能力的。馬蒂．貝克爾及丹妮兒．莫頓從一些研究報告分

析，家裡有同伴動物的小孩比較少出現吸吮大拇指的行為。他們認

為，在情感上表示著小孩擁有讓他們比較有安全感的環境。德國絕大

多數的小學四年級生表示，當他們感到悲傷時會偏好找寵物作伴，而

不是找其他小孩。美國 75% 的孩子在心情不好時會找他們的寵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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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兒童在情緒處於不穩或遭逢壓力時，會找寵物相伴。因為動物的

傾聽，使人安心，讓人體會到牠的理解，以及在心靈受傷或孤單時陪

伴的能力，兒童皆給予極高的肯定。

二、歸屬及愛的需求

兒童把動物當作同儕，有些兒童認為他們的同伴動物非常特別，

甚至是他們唯一的朋友，是唯一了解他們的人。與動物互動，協助

人從自我中跳脫出來，體驗到被需要和被愛，體驗到親近、接納、歸

屬，進而產生責任感。

三、尊重需求

1972年動物輔助治療先驅 Levinson說，親近同伴動物可以提升

自尊、自我控制力及自主性。他認為，對動物付出的情感，使同理心

得到適當的發展，日常生活中逐漸轉變為對人類的情感，正是學習與

其他人的相處方式的最佳管道。因此，家裡有養同伴動物的兒童，表

現得較有能力，因而加強了對自己的信心和自尊；尊重其他的生命會

增加自己對生命的尊重，進而積極的影響自尊心。在兒童身上會發現

他們具有普遍的動物性，純粹無染的天真性格是兒童和動物之間搭起

的一座橋。兒童與同伴動物之間的依附，更可以滿足兒童心理上的需

求，感覺到安全、愛與被愛、被信任、被接納和自尊等，得以發展健

全的人格。

參、兒童從同伴動物身上的學習

一、「親密交談」的學習

和同伴動物交談，比較像是「媽媽式的」說話方式，就好像媽媽

在和小寶寶說話一樣，達爾文稱之為「物種的甜蜜音樂」。成人和

兒童對同伴動物所使用的語言特質，可以促進和堅定跨越物種界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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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和溝通。與動物溝通的非語言管道，全然的開放，通常處在最主

要地位，有時則是一種看不見的默契。像這種多重管道的交談，可以

幫助孩子發展情感的智能。一個針對 7和 10歲孩子的研究發現：擁

有同伴動物的孩子，將內心中的悲傷、憤怒、恐懼、快樂及祕密的經

驗，告訴寵物的頻率，幾乎和對兄弟姐妹透露的一樣多。同伴動物的

沉默會被視為贊同，身體的動作和聲音則被視為鼓勵，牠們睜大眼

睛，凝神諦聽，好像能完全了解一樣。牠們是毫不批判、全盤接受的

聽眾，鼓勵兒童盡情的吐露心事。

二、「互助關係與責任感」的學習

同伴動物可以協助孩童發展出較好的互助關係與責任感，因為他

們必須照料寵物並滿足牠們的需求。在一項跨文化的研究中發現：

孩子照顧弟妹的時間越多，就越有同理心，也越關心他人的需要，而

且更具照顧孩子的動機和技巧。當孩子還在依賴父母時，這些父母都

希望寵物會激發孩子撫育的能力，並提供讓其他生命依賴的經驗給孩

子。但實際上照顧寵物的主要工作還是落在父母身上，牠的唯一意義

是：讓孩子也可以成為照顧者，而不只是一個照顧的接受者而已。當

一個人在照顧別人的時候，自己本身需要人家照顧的需求也會得到滿

足。

三、「共在」的學習

對仍在依賴階段的兒童而言，同伴動物不只是依賴者，還是玩

伴、朋友和支持者。同伴動物的無所不在，這種充滿生氣又有反應的

接近，使兒童比較不會孤單，這是玩具、遊戲機、電視、錄影帶，甚

至於互動傳輸媒體所做不到的事。同伴動物和所有活的動物一樣，使

小孩置身於生命夥伴的相互取予關係中。過去曾有電子寵物的流行，

反應了時下人們的心理需求，但也輕忽了對待生命應有的態度，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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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和真正的動物在一起，是孩子逐漸消失的活動。

四、「袪除疑慮」的學習

同伴動物使兒童在感覺上比較不孤單、比較不害怕、也比較不焦

慮。牠們對主人提供被愛、被照顧、受尊重與相互連繫等感情的建

立。同伴動物支持，沒有人際支援的複雜性和不穩定性，也沒有人際

支援中經常有的互惠標準、爭執性的要求，可以將人從人際社會的緊

張中脫離出來。

五、「失去」的學習

在現代工業化的社會裡，失去同伴動物是大部分的兒童在童年時

唯一碰到失去所愛的痛苦。因為兒童通常會將自己看成是同伴動物

所依賴的對象，而關心牠們的安全與健康。失去牠們，教會兒童對生

命的某些看法，了解牠們不會一直在那裡，所以必須在牠們還在的時

候，享受和牠們在一起的時光。兒童投注在動物身上的撫育，就像是

動物的「第一個父母」一樣。兒童與動物的相對關係隨時可以互相改

變，或甚至可以同時一起經歷分享、照顧、給予、付出、存在與失

去，甚至毀滅。

六、「同理心」的學習

研究顯示，家中養有寵物（被當作是家中的一份子）的小孩，比

家中沒有養寵物的小孩更加感情豐富。兒童把寵物當作同儕，用動

物來教他們要有感情比用人來教還要簡單，因為人會玩花招。由於動

物的行為比較單純，去「感覺」動物比去感覺人要來得容易。一般相

信，當小孩逐漸長大，這種感情會由與動物之間的經驗轉移到與人之

間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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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命關懷」的學習

撫育寵物還可能培養孩子關心動物的福祉和生態的感受。一項針

對英國大學生所做的研究指出：童年時較常參與照顧寵物的大學生，

對於寵物和非寵物的動物較具人道的態度，對寵物的福祉和環保議題

也比較關心。反之，有虐待傾向的家庭，其成員通常也會虐待動物。

國外研究中顯示，在具有攻擊性並正在服刑的罪犯中，有極大的比率

是自兒童時期即有對動物施暴的紀錄。由此可見，撫育動物和虐待動

物，給予兒童不同的選擇，也造就出兒童日後不同的性格取向。

同伴動物，可以提供兒童成長過程中各種情感的學習。同伴動物

對兒童的影響力，諸如：同理心、接納、陪伴、情緒安全感與感情，

其根源來自「無條件的愛」。人類長久以來的同伴動物以犬貓居多，

也比較容易對牠們培養出無條件的愛，對人反而比較難。愛護同伴動

物的行為，使得同伴動物與人們之間形成連結，二者之間互為因果。

不過，兒童還是需要一些指導，才會知曉如何和動物相處。

從同伴動物身上的學習

生命關懷
的學習

親密交談的學習

失去的學習

同理心
的學習 祛除疑慮的學習

共在的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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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 同伴動物的工作職能

同伴動物中犬貓與人類的連結最為密切，其中犬又經常成為人類

工作上最佳的助力，如：獵犬、牧羊犬、雪橇犬、尋回犬，具有狩

獵、警衛、追蹤、搜索等能力，現代也借重犬隻的特性，發展出軍

犬、掃雷犬、反坦克犬等新式能力。

犬隻依不同犬種特性，發展出協助人類的工作能力，具有特定工

作的專業職稱，我們稱之「工作犬」。《動物保護法》第 6-2條便提

到各政府部門有檢疫犬、緝毒犬、警犬、搜救犬或國防軍犬。以下先

介紹工作犬的種類，讓大家了解工作犬的工作性質對人類生活的幫

助，繼而說明我們應該如何正確對待工作犬。

壹、工作犬的種類

一、導盲犬

導盲犬主要代替視障人士的雙眼，為他們領路，被稱為「盲人的

第二雙眼睛」。牠們帶路時並非將盲人直接帶往指定目的地，而是

配合白手杖和導盲磚等等設施，為盲人指示障礙物和方向，幫助盲人

抵達目的地。盲人在路上會發口令命令導盲犬直走、右轉或左轉，導

盲犬的任務是不讓盲人碰撞和摔倒，或當路面情況突變時引領盲人避

開障礙物。因此配合導盲犬的盲人必須具備穩定及良好的定向行走能

力。

拉布拉多犬、黃金獵犬及德國牧羊犬，還有拉布拉多犬和黃金獵

犬的混血等中型犬，都是適合培訓為導盲犬的犬種，其中以拉布拉多

犬占最多數，主因是毛短好照料。

以往認為狗是色盲，只能分辨黑色、白色和灰色。近來科學家發

現狗眼球的生理構造中，具有能分辨藍色和黃色的視錐細胞，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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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辨紅色和綠色，這也就直接導盲犬的眼睛無法辨識紅綠燈。在臺

灣，除了紅綠燈外，也有俗稱小綠人的行人指示標示，在路燈時小綠

人會行走，時間快到時會加快速度，都有助於導盲犬的導盲工作。

二、緝毒犬

緝毒犬指的是已完成「海關緝毒犬訓練課程」之犬隻，與領犬員

配合成為邊境緝毒利器，對犬隻訓練的要求十分嚴格。臺灣緝毒犬是

根據《海關緝毒犬培訓中心設置及管理要點》進行培訓，緝毒犬嗅覺

靈敏、機動性高，使用範圍廣，可提升海關緝毒能力，彌補人力之不

足。和對一般犬隻的要求不同，「不能太服從、要有獨立判斷、忍耐

延遲獎勵的能力」是緝毒犬的特質，因此不能太乖。

緝毒犬從 1 歲後就要經過 13 週的緊密訓練課程，除了體能上

的鍛鍊，還有不同實境的模擬演練，過程非常嚴格，通常只有 20∼

30%的犬隻能通過考驗。未能通過訓練的犬隻，可以轉訓為檢疫犬、

搜救犬、保育犬等，也可以直接接受認養，進入一般家庭。有些寄養

家庭會長期和緝毒犬培養默契，以便退役後能進行認養，優秀的緝毒

犬在離開工作以後，也能和飼主家庭愉快相處，享有自己的退休生

活。

三、搜救犬

搜救犬是指接受過專業訓練，從而成為專門負責執行搜索與救援

的工作犬，也稱拯救犬。每隻搜救犬會與領犬員配合進行搜救工作，

最主要的認證機構是聯合國國際搜救諮詢小組所舉辦的搜救犬國際任

務測驗（Mission Readiness Test, MRT）認證，凡通過 MRT測驗者，

領犬員與搜救犬及搜救犬小隊指揮官，均可接受聯合國徵召支援救

災，並享有其後勤支援。國際搜救能力認證，要先通過國際搜救犬組

織（IRO）中、高階瓦礫搜救測試，接著要在 36 小時中，接受 7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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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預警的搜救任務考驗，其中包含 10公里行軍後搜索、帶狗垂降、

犬隻醫療等等。

2019 年的新制更趨嚴格，要通過 9 場搜索，其中包含 1 次連續

4場的長時間耐力搜索，合格率只有 30%，培養一隻合格的搜救犬最

少需要 1年到 1年半。

在亞洲，通過聯合國認證的搜救犬只有 9 隻，但有 7 隻都在臺

灣，2017 年的認證更在臺灣南投的竹山舉行，可見臺灣對於搜救犬

培育的績效非常優異。

搜救犬最大的功能不只是直接搜尋生還者，更重要的功能是在大

範圍的災難現場，牠們可以快速的判斷哪裡是「無生命反應」不需要

搜索的區域。對於在廣大範圍、自然災害環境或有龐大數目受害者的

情況下進行搜索及拯救任務時有重大的幫助，能夠有效地收窄所需要

進行搜索的範圍，以減低拯救延誤的可能性，並且促進搜索的效率。

只要救災設定做得好，搜救犬在下風處一聞，就能在 5分鐘不到

的時間內判斷這個大區域有沒有生還者，速度是機器的幾十倍。一旦

確認沒人，救難人員就能夠把握黃金 72小時救出更多的生還者，完

全不用浪費時間。

四、治療犬

動物輔助治療是加入動物參與的一種療癒方式，在經過特定條件

篩選和訓練後的動物都可以被運用來達成個案在認知、情緒、社會人

際、教育、復健、壓力調適等功能，是新型態的一種陪伴治療方式。

目前臺灣推動動物輔導治療的有「台灣狗醫生」和「台灣動物輔

助治療專業發展協會」2個民間單位，主要訓練犬隻符合動物醫生的

資格，反轉一般對於同伴動物的「寵物」形象，對於需要協助的病

人，如重症、肢體殘障、自閉症、特殊教育學生等對象，都能有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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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他們的狀況。治療犬的主要功能如下：

（一）協助患者醫院復健

藉由與治療犬的互動，讓患者做出不同的復健動作。讓枯燥難受

的復健過程增添樂趣，增加患者復健的動力。

（二）娛樂與陪伴年長者

治療犬也能至高齡療養機構表演不同才藝，並與長輩互動，提供

年長者生活更多趣味。

（三）陪伴特教學生

利用治療犬與特教學生的互動，增加學生社會化程度，或改善特

教學生情緒管理，提升專注力。

五、警犬

警犬能在偵查、警衛工作中擔任追蹤、搜索、警戒、鑑別氣味、

緝捕逃犯、獲取罪證等特殊任務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同時不僅執行靜

態安全維護工作，亦支援各單位的毒品搜索、擴大臨檢等勤務，進而

協助在車廂、包裹裡查獲安非他命等毒品。

目前新北、臺中、澎湖等縣市都成立警犬隊，除了日常訓練也負

責支援各項勤務。下圖是臺中市警犬隊的日常訓練裝備，警犬「歐

迪」趴在「領犬員」身邊，展示的裝備，與一般警消不同，由左而

右、從上而下，依序是維持訓練場地的割草機與警車，訓練用的木製

基礎箱，還有宣導用的布簾、犬籠、喝水吃飯的鋼碗、玩樂用的飛

盤，訓練咬捕用的防護套與竹棍、大衣，警犬戴的頭套、玩樂用的拉

繩，還有警犬受傷時防止抓咬傷口的防舔圈（俗稱維多利亞或伊麗莎

白頸圈），胸繩、領犬員裝狗糧的腰帶，最右下方是清理犬舍用的高

壓水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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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遇見工作犬的正確行為

一、不接觸

工作犬在執行任務時會針對特定人、物等對象進行工作，如導盲

犬為盲人進行方向引導、避免障礙，緝毒犬辨識毒品所在並加以追

蹤、救難犬在災難發生時協助搜救受難者，治療犬則在病人需要時執

行特定任務，如助聽、糖尿病檢測、過敏監測、癲癇監測等，同時也

具有陪伴功能。

因此不影響工作犬順利工作，最好的方式就是不進行接觸。

二、不排斥

也有人不了解工作犬的性質，或者因為個人因素不喜歡犬貓等同

臺中市警犬隊日常訓練裝備（臺中市警察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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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動物，因此在公車或其他公共場所見到正在進行工作的導盲犬等工

作犬，會因為不了解而排斥。然而工作犬與一般犬貓不同，帶有執行

任務的性質，因此在工作現場的排斥行為，如斥責、驅趕等，也都會

影響工作犬進行工作。

三、不餵養

在工作現場，經過專業訓練的導盲犬、搜救犬或治療犬都需要高

度專注才能進行工作，不能受到旁人干擾。領犬員在工作各階段進行

的獎勵有時也包含了食物，如果旁人在見到工作犬時給予食物，會混

淆跟干擾工作犬的工作，導致工作無法順利進行。

導盲犬在進行導盲工作時，如果受到食物的誘惑，會將需要幫助

的盲人引導到錯誤的方向，極有可能因此發生交通事故，影響主人的

安全。因此雖然肯定工作犬的工作，也不應該在工作現場給予食物。

四、不嬉戲

有些工作犬需要喜愛遊戲的天性，因此容易受到引誘和干擾，但

牠們的工作分秒必爭，具有高度時間緊張的特性，如搜救犬在進行搜

救時，每一分鐘都可能找到受困災害現場的人。此時若和牠們嬉戲，

就會影響救災的效率。

因此在工作犬上班時，都不應該和牠們嬉戲玩耍，這是最基本的

配合方式，也讓我們對於工作犬和一般同伴動物的區別有所了解。

第四單元 同伴動物虐待與家庭暴力

壹、動物虐待的不良影響

虐待動物的行為背後隱含著家庭暴力、校園暴力、社會暴力等問

題，專家學者認為，動物虐待行為是一種移轉性的心理防衛機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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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類掌控的動物往往成為此種心理防衛機制的代罪羔羊。心理學者

Frank Ascione 對虐待動物定義即是「施虐者將自我的挫折和人生的

不滿轉移到動物身上」。

目前，許多研究報告指出，虐待動物是日後暴力行為的明顯警

訊，紐約州人道協會的賀維爾博士（Dr. Harold Hovel）在 2015年發

表一篇報告，指出虐待動物與人類暴力間的高度關聯性，家庭暴力中

「孩子會將憤怒、沮喪等情緒發洩在比自己弱小的事物上，最開始是

動物，接著是霸凌同學，最後演變成虐待配偶與孩子。美國聯邦與各

州監獄、精神障礙犯罪研究機構的統計，也顯示幾乎所有的暴力罪犯

童年曾受虐，而有 70% 以上的暴力罪犯，是從虐待動物開始暴力行

為。」因此，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自 2016 年起將虐待動物列為

A級重罪，等同於殺人、縱火和傷害罪，將透過國家事故報告系統追

蹤。FBI的做法聚焦於追蹤虐待動物犯罪，而非懲罰施暴者。

虐待動物行為往往是內心攻擊壓力的釋放，尤其是兒童與青少年

虐待動物行為，更可能是家庭疏忽或家庭暴力的反映，〈跨領域創

新方案之關懷行動—暴露（exposure）於家庭暴力「兒童與犬類同

伴動物關係團體」〉一文中，作者提到「目前臺灣青少年虐待動物事

件的新聞日漸增多，社會公眾對動物保護與動物虐待問題的意識升

起，但普遍的言論對虐待動物的兒童給予嚴厲地譴責，認為施虐的孩

子殘暴不堪，將虐待動物的兒童與暴力畫上等號，貼上負面標籤」。

2005年兒童心理師 Eliana以臨床治療觀察與診斷提出不同的觀點，

他認為兒童殺害與凌虐動物是一種明顯的求助吶喊的訊號，用虐待動

物的行為，表現自己的創傷帶來的痛苦與壓力，當孩子與動物之間的

情緒依附關係越強，虐待動物的行為更具高度警訊的意義。會虐待動

物的兒童與青少年，常常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此，許多社福

機構已將兒童與青少年虐待動物行為納入心理障礙症狀，必須透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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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輔導、治療，引導這些受到家庭疏忽、虐待的孩童轉化負面情緒

與不當行為，修復並增強生命的韌性。

貳、多重暴力並存的家庭

國內外家庭暴力與寵物虐待的個案與報導時有所聞，但實證上

的統計資料因為暴力案件隱密性，資料蒐集較不易。1998年 Ascione

調查庇護所受暴婦女寵物被虐待情形，有養寵物的婦女中，71% 的

婦女其寵物有被其親密關係施暴者虐待。在另外相似研究中，受暴婦

女寵物被害人虐待之機率高達 75%，這些研究雖然無法直接推估美

國全國狀況，但調查結果可以幫助估計潛在問題的普及性與嚴重性。

保守估計美國有 3百萬名婦女每年被親密伴侶虐待，若其中一半的婦

女有養寵物，有高達 7成的寵物被虐待或被威脅要被施暴，那就有成

千上萬的家庭活在雙重暴力的陰影之下。國內目前尚無相關統計或研

究，但隨著我國社會人口結構的巨大改變，親密關係暴力與寵物虐待

重疊發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中。

研究指出家庭暴力、兒童虐待與寵物虐待可能獨立發生，也有可

能同時發生，家庭暴力、兒童虐待與動物虐待的不同暴力類型往往有

重疊發生的情形。

為什麼寵物虐待時常在對人有暴力的家庭中發生呢？寵物被虐似

乎成為了受暴婦女普遍會面臨的經驗，到底為何暴力的關係中，寵物

也會受到虐待？研究者以女性主義觀點、符號互動論觀點與系統理論

3個部分對於「為何親密關係暴力中發生寵物虐待？」做整理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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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權思維

為何對於婦女、孩童、寵物的暴力這麼經常發生且同時發生？在

父權體系中，女性、孩童與寵物是男性主導社會中的弱勢族群。因為

父權主導的社會並不把對於婦女、孩童與寵物的暴力視為萬夫所指的

行徑，因此默許了這 3個族群的被虐。

施暴者時常透過虐待動物或威脅要虐待動物，來對婦女與婦女的

小孩發出一個強烈的警告訊息，暗示如果婦女或小孩不順服施暴者，

他們可能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施暴者也有可能為了控制親密伴侶，

而對寵物施暴或惡劣對待，若有孩童，孩童則暴露於暴力與情緒虐待

之中。另外，當施虐者覺得婦女對寵物比較好時，施虐者亦有可能虐

待動物。會同時施虐婦女與寵物的施暴者往往有很深的傳統性別刻板

印象，包括男子氣概與男性主導一切的觀念。虐待動物被施暴者當作

一種手段，來控制與威嚇婦女與小孩。Adams 的研究提出男性施暴

家庭多重暴力關係圖

家庭暴力

動物虐待兒童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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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透過蓄意虐待或殺害寵物來當作控制婦女的手段的 9個原因：彰顯

權力、教導婦女服從、使婦女從社會支持網絡中孤立、發洩對婦女與

小孩的怒氣、使婦女活在恐懼中、報復婦女離開關係、藉由傷害動物

懲罰婦女與使其戒慎恐懼、強迫婦女參與寵物的虐待、驗證自己的力

量等。而每一個原因都與使施暴者重拾權力與控制有關。很顯然地，

施暴者透過虐待寵物來控制、傷害與威嚇婦女。

二、替代功能

寵物的虐待如何在家中或關係中發生呢？個人累積的憤怒可以被

發洩在同伴動物身上，而同伴動物此時扮演的角色即代替敵人。雖然

虐待同伴動物是不被認可且違法的行為，施暴者所面對的社會汙名以

及罪刑比虐待人的汙名與罪刑輕微許多。而同伴動物也時常成為發洩

怒氣的對象，當施暴者無法傷害真的令其生氣的對象時，同伴動物於

是成了關係中的代罪羔羊。而當某人與同伴動物有強烈情感時，傷害

同伴動物就像直接傷害在意同伴動物的那個人一樣。對於同伴動物的

暴力可以是一種傷害另一個人的替代品。在親密關係暴力中，加害人

往往會把同伴動物看做被害人的延伸或是代替被害人的出氣筒，因此

加害人會虐待寵物，某種程度上也達到發洩對被害人怒氣以及打擊被

害人的目的。

三、家庭系統

家庭系統理論認為家庭是一個互動的系統，整個家族成員都是系

統中的單位，而每個成員都會影響系統的改變。家中系統可分為主系

統（例如婚姻系統）與次系統等（例如親職系統），而系統之間成員

有互動的模式、扮演的角色以及應遵守的界線。當系統中或系統內有

衝突或暴力的時候，其他的次系統也會展現補償關係來嘗試導正系統

的失衡，或產生對立關係來面對其他系統的失序。例如當婚姻系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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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問題，孩童與家中寵物也會受影響，可能會嘗試介入衝突或也被衝

突所波及。寵物作為家中一員，在系統中會有盟友與敵人，而當家庭

系統各次系統之中與次系統之間失去平衡，例如夫妻理念不合或一方

劈腿，有無法解決的衝突或困境時，這樣喪失功能的家庭經常出現對

於伴侶、兒童、老人的虐待，以及對寵物的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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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壹、問題討論

一、國小

◎ 請說說校園同伴動物的特徵？

◎ 請說說照顧校園同伴動物需要哪些條件？

二、國中

◎ 請說說動物收容所收容的受虐動物有什麼共同特徵？

◎ 我和同學一起照顧校園同伴動物時，我學習到什麼？

三、高中職

◎ 我如何處理城鄉差距對待同伴動物不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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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何處理不同世代之間對待同伴動物不同的態度？

◎ 我如何處理不同族群之間對待同伴動物不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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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犬貓與校園

犬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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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介紹流浪犬貓與校園犬貓，先介紹流浪犬貓的成因及指

稱，部分流浪犬貓會成為有飼主的校犬校貓，只要配套措施做好，校

園中的流浪犬貓也能是能維護校園安全及實施生命教育的最佳夥伴。

其次，說明流浪犬、流浪貓對野生保育動物及其他動物的影響，流浪

犬貓還有另一個嚴重的問題，也就是犬貓身上帶有的傳染病會直接造

成公共衛生及公共安全的問題，影響人類與其他動物，特別介紹狂犬

病所造成的問題。

以上問題，皆為流浪犬貓對同一居住空間的人類環境及其他動物

造成直接性的影響，然而接觸流浪犬貓，人們可以因為情境不同而有

不同的應對方式，理解流浪犬貓的行為，可先預防學生因不了解而產

生錯誤的對待行為，而後可能引發流浪犬貓攻擊學生的可能性，但少

部分流浪犬貓也會因某些情況下的恐懼造成牠們會主動攻擊人類，本

文亦提供人們如何防禦保護自身安全的方式。

當與人類共存的流浪犬貓及校園犬貓死在人類居住的環境上，身

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我們可如何為死亡的犬貓善後呢？

第一單元 流浪犬貓的指稱和成因

壹、流浪動物的指稱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在陸生動物衛生寶典中提出流浪狗是

「指任何不受某人直接控制或未被阻止遊蕩的狗」。包含 3種類型：

一、在特定時間不受直接控制或限制而可以自由遊蕩。二、沒有飼主

的遊蕩犬。三、已經恢復到野生狀態並不再直接依賴人類的家犬〔野

狗（feral dog）〕。

《動物保護法》第 3條第 1款中提到「動物：指犬、貓及其他人

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包括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寵物及其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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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本文所說的「動物」定義擷取《動保法》第 3條條款之意義，

因動保法也未明確定義流浪動物，但《動保法》第 14條有較為接近

的概念—「遊蕩犬貓」。

在戶外遊蕩的犬貓其實包含沒有飼主的犬貓（流浪動物）及有飼

主但養在戶外、長時間自由活動的犬貓（放養狀態）。本文所說的流

浪犬貓所指為因原生存在野外犬貓自然繁衍之後代、人為疏失或刻意

棄養野外且無人管領者，亦無做寵物登記而走失、生存在公共場所無

特定飼主之犬貓，並非指稱遊蕩在戶外卻有固定飼主者，除了犬貓，

其他動物則不列入討論。

貳、流浪犬貓的成因

一、棄養

棄養是流浪犬貓問題的肇因。最主要的棄養源頭，來自不負責任

的寵物飼主。當飼主因求學、懷孕、生子、搬家等生活形態改變、健

康因素不能負擔，或是一時興起的飼養熱情消失時，往往會選擇將同

伴動物「野放」。這些被「野放」的犬貓就成為流浪動物。

二、走失

家養的犬貓走失也是造成流浪犬貓的原因。犬貓走失可能與飼主

照顧疏忽有關，例如沒有確實使用牽繩、遛犬時放任犬隻奔跑、家中

門戶沒有關好等等。犬隻還會因受到驚嚇而奔竄。當犬隻因打雷、車

禍等巨響，受到驚嚇而失控，很容易在無目標的奔竄之後，找不到回

家的路。另外，未絕育的公犬在成年後會有遊走行為，想在四周標記

地盤，因此容易離家遊蕩；如果聞到發情母犬的味道，牠也會追逐交

配—即使離開牠自己的領域範圍。家中所飼養的貓如跑到街上，因

不信任陌生人，基本上走失比狗更難尋回。如果飼主又沒有為犬貓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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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晶片、戴上有飼主資訊的頸圈，結果就很有可能流落街頭，成為流

浪犬貓。

三、放養

除此之外，飼主不當的飼養方式，例如以「放養」的方式飼養家

犬家貓，也容易造成流浪犬貓。在臺灣，都會區域的流浪犬貓大多來

自走失或棄養的家犬、家貓；而在鄉村地區，很多飼主會用放養的形

式養狗、養貓。由於飼主期待犬貓能看門、看田、捉老鼠，於是將犬

貓直接放養於院子、門口或附近空地、任其自由進出。放養的犬貓不

綁、不關、也沒有寵物登記，若未絕育，會和其他的遊蕩犬貓交配繁

殖。

鄉村區域的動物醫療資源較少，交通又不便，傳統觀念也不認為

有必要在犬貓上做額外花費，這類犬貓通常並沒有絕育。由於這類犬

貓有飼主提供食物與介入照護，有較大的機率繁育後代。可是這些繁

育的子代，主人可能毫無所悉或沒有意願飼養，於是不斷產生更多沒

有主人管領的流浪犬貓。

四、自然繁殖

無人照護的流浪犬貓如果活得夠久，自然繁殖並且成功養育後

代，也會造成新的流浪犬貓。事實上，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情況下，流

浪幼犬、幼貓的自然死亡率非常高，成功再繁殖的機率也很低。根據

農委會 2018年臺灣地區各縣市遊蕩犬的調查結果，全國的流浪犬總

數接近 15萬隻。一般而言，流浪犬貓會維持相對穩定的數量。因為

一個地區的生存資源是固定的，空間與食物僅能供給一定數量的犬貓

生存。一旦流浪犬貓的數量超過生存資源所能供給的上限，多出來的

犬貓必定死亡。同樣的，如果流浪犬貓因各種原因自然死亡，死亡後

所多出的生存資源會有新的流浪動物填補。因此，流浪犬貓的最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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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數有一定的常數。但如果源頭控管不佳，加上人為介入餵飼，滿足

流浪犬貓的食物需求，那麼流浪犬貓的數量就可能不斷增加。臺灣仍

有不少飼主採取放養的方式養貓、養狗，同時有些民眾也有餵養流浪

犬貓的習慣，根據農委會的調查，流浪犬貓的數量近年來不減反增。

第二單元 與自然生態的競合

壹、對野生動物保育的影響

「流浪動物」是指因原生存在野外犬貓自然繁衍之後代、人為疏

失或刻意棄養野外且無人管領者，亦無做寵物登記而走失、生存在公

共場所無特定飼主之犬貓。「野生動物」則是棲息地在野外、土生土

長、自然存在、不是人為因素而遷移的動物稱之；經人為飼養或管領

後流放不屬於野生動物。流浪動物和野生動物兩者的生存空間有其交

集的部分，不但會有競爭生存空間的問題，更產生弱肉強食的問題，

有許多流浪狗貓會撲殺野生動物，其中包含保育類動物，如流浪狗攻

擊石虎或者流浪貓獵殺囓齒類與鳥類，也有傳染致命的疾病給野生動

流浪動物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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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可能性，如狂犬病傳染給食肉目動物造成物種死亡，或犬瘟熱透

過浪犬傳染而造成野生族群的集體感染，影響物種存活。

貳、對其他動物的影響

新聞中曾見鄉間農場、畜牧場或自家雞舍裡的家禽（雞、鴨、

鵝）會被流浪狗獵殺或捕食，甚至有豬及羊被咬傷，之後難以治癒，

後來都會死亡，更有流浪狗群成群結隊利用夜間對鴨進行狩獵攻擊，

只是為了娛樂狗群，並不是因為飢餓而咬死家禽，造成農民嚴重損

失。另外，流浪貓也是屬於體型較小、較容易被流浪狗群集體捕食的

弱勢動物，流浪狗群如缺乏食物來源也會集體獵殺流浪貓，因流浪貓

不像狗是群體動物，獨自行動的流浪貓處於力量較為薄弱的流浪動物

之一。

第三單元 公共衛生與公共安全

壹、造成髒亂疾病

流浪狗及流浪貓每天最希望的就是能填飽肚子，而牠們的食物來

源主要是翻垃圾桶裡的食物、被市場丟棄的腐爛蔬果及善心人士所餵

的剩飯剩菜，但翻找垃圾桶，以至於垃圾散落於街道、食物隨意擺放

被浪貓浪犬們叼著到處走，甚至餵養留下的食物殘渣，這些都會造成

環境的髒亂，也會讓街道散漫食物腐敗的臭味；此外，由於流浪狗及

流浪貓的排泄物沒有主人妥善處理，隨處亂大小便，也容易造成環境

的汙染、造成惡臭，或者帶有寄生蟲或傳染疾病（包含人畜共通傳染

病，如狂犬病）。

狂犬病為最為致命的人畜傳染疾病，此病亦屬於臺灣法定第 1類

傳染疾病。此類疾病發現後 24小時內通報，應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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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隔離治療，致命率極高。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一種急性

病毒性腦脊髓炎，幾乎感染所有的溫血動物，包括人、犬、貓、牛、

羊、馬、小白鼠及野生動物等，一旦發病後，致死率幾乎達 100%。

狂犬病病毒隨著動物的唾液，透過動物抓、咬的傷口而感染。農

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網站每個月分都會將狂犬病檢測結果上

傳，根據 2022年 2月之監測報告，檢測食肉目野生動物後發現罹患

狂犬病的動物皆不是流浪狗貓，而是鼬獾。而 2013 至 2021 年間檢

測後發現有狂犬病的食肉目動物也以鼬獾為大宗，其他有白鼻心、

錢鼠，流浪犬只有在 2013年發現罹患狂犬病 1例，截至目前為止就

再也沒有罹患狂犬病的犬隻。而 2022年截至 2月底發現罹患狂犬病

之食肉目動物多在臺灣中南部（南投縣鹿谷鄉、臺南市白河區各 1

例）。但根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統計，超過 95%的人類狂犬

病病例是由感染犬咬傷引起的，唯有對狗施打狂犬病疫苗才是有效阻

斷狂犬病感染人類。

製造髒亂疾病 叫聲影響安寧 亂跑影響交通

與人們爭糧食 惡意傷害人們

流浪動物衍生的公共衛生與公共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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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2022年狂犬病疫情現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

臺灣2013∼2021年狂犬病疫情現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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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也製作預防狂犬病宣導海報，倡導

「二不一要」：

「不」接觸野生動物、「不」棄養寵物、「要」定期帶犬貓及人

工飼養食肉目動物施打狂犬病疫苗，口號也提醒民眾預防罹患狂犬病

的方法。

2019年農委會防範狂犬病宣導海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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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大量撲殺流浪犬貓並無法有效制止狂犬病，而

是先將流浪犬貓施打疫苗後放回原生處，形成防疫圍牆。

如果不慎被動物抓咬傷，請遵循「1記、2沖、3送、4觀」處理

原則。

被疑似患有狂犬病動物抓咬傷處理原則

順序 馬上行動

1記 記下咬傷自己動物的特徵。

2沖 以肥皂及清水沖洗傷口 15分鐘，使用優碘消毒傷口。

3送 之後送醫院評估是否施打疫苗。

4觀 盡可能將咬傷人的動物隔離 10天觀察。

亦可撥打以下電話：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電話：1922

或 0800-001-922。2. 遇疑似狂犬病動物通報：防檢局狂犬病通報專

線：0800-761-590（請留意，我救您）。3.全臺狂犬病疫苗接種服務

醫院（2019年）：詳見下表資料。

2019年人用狂犬病疫苗接種服務醫院連繫方式

縣市別 醫院名稱 諮詢服務電話

基隆市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家 醫 科：（02）24292525 分
機 5110、561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
紀念醫院

（02）24313131分機 2196

臺北市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02）28264400分機 2361

臺大醫院 （02）23123456分機 6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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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醫院名稱 諮詢服務電話

臺北市

三軍總醫院
急診諮詢：（02）87927018
家醫部辦公室：（02）87923311
分機 88070或 176685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
院區

服務時間：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 8：30-12：00 
下午 1：00-5：00 
（02）23889595分機 210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02）25523234分機 316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02）25433535分機 3124

新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
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02）28094661分機 2663

新北市聯合醫院（三重院
區）

（02）29829111分機 6110

新北市聯合醫院（板橋院
區）

（02）22575151分機 2101

亞東紀念醫院 （02）89667000分機 1321

雙和醫院 （02）22490088分機 175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金山分院

（02）24989898分機 9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台北慈濟
醫院

（02）66289779轉感管中心
（非上班時間及例假日請總機
轉感管值班人員）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
莘醫院

平 日： 感 管（02）22193391
分機 66007
假日或夜間及外傷處理：急診
（02）22193391分機 65136
藥物諮詢：藥局（平日）（02）
22193391分機 1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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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醫院名稱 諮詢服務電話

宜蘭縣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03）9325192分機 10301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東
博愛醫院

（03）9543131分機 1129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
羅東聖母醫院

（03）9544106分機 6123

金門縣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外傷處理—急診外科：
（082）332546轉 11831
疫苗—藥劑科：
（082）332546轉 11354

連江縣 連江縣立醫院 （0836）23995

桃園市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03）3384889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旅醫
醫學合約醫院）

（03）3699721 轉 2006 或
2131

聯新國際醫院 （03）494123轉 8239

聯新國際醫院桃園國際機場
醫療中心
（旅醫醫學合約醫院）

（03）494123轉 8239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3）3281200轉 2799

新竹市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03）5326151轉 0

新竹縣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
慈醫院

（03）5993500轉 2391

東元綜合醫院 （03）5527000轉 1129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03）5943248轉 2107

苗栗縣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03）7261920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
醫院

（03）767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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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醫院名稱 諮詢服務電話

臺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藥劑科諮詢
白天：04-24739595轉 38005
夜間與假日：04-24739595轉
38216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04）22062121轉 3154

臺中榮民總醫院
（04）23741353（24 小時諮
詢專線）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04）25271108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04）22294411 轉 2125 或
3325

仁愛醫療社團法人大里仁愛
醫院

（04）24819900 轉 11974 或
急診（急診 11564）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04）37061668 轉 1160 或
1162

和平區梨山衛生所 （04）25989540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
醫院

（04）26581919分機 6127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04）22052121轉 3154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
慈濟醫院

急 診 諮 詢：（04）36060666
轉 4181或 4192
感染科諮詢：（04）36060666
轉 4260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
綜合醫院

（04）26862288 轉 3119 或
3199

國軍臺中總醫院 （04）23934181轉 525434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
醫院（沙鹿總院）

藥物諮詢電話：
（04）26625111分機 2117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
醫院（大甲院區）

藥物諮詢電話：
（04）26885599分機 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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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醫院名稱 諮詢服務電話

彰化縣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04）8298686轉 1712

彰化基督教醫院
（04）7238595轉 3157
（04）7238595轉 3265
（04）7238595轉 4079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
醫院

（04）72561665轉 81155

南投縣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049）2231150轉 2261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
教醫院

（049）2914223

竹山秀傳醫院 （049）2624035

雲林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雲林分院

（05）5323911 轉 2001、
2195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05）7826397週二至週四可
撥 家 醫 科（05）7837901 轉
1659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
瑟醫院

（05）6337333 轉 8282、
8275、8285

嘉義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
慈濟醫院

（05）2648000轉 5384

衛生福利朴子醫院 （05）3790600轉 24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
紀念醫院

（05）3621000轉 2130

嘉義市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
督教醫院

（05）2765041 轉 2732， 由
感染管制室協助回答，服務
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8：
30∼ 12：00、下午 1：30∼ 5：
30。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05）2756000轉 3312，由 4
樓預防注射室協助回答，服務
時間為每週一至週六上午 9：
00∼ 12：00、每週一至週五
下午 1：3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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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醫院名稱 諮詢服務電話

嘉義市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05）2319090 轉 2322， 由
藥物諮詢櫃臺協助回答，服務
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8：
30∼ 12：00、下午 1：00∼ 5：
00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

（06）2353535轉 2517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藥劑部：（06）2812811轉
53102、53101、52533

柳營奇美醫院
藥物諮詢專線（06）6226999
轉 73101、77119

高雄市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07）555-2565 轉 2122（ 藥
劑科）
（07）555-2565 轉 2105（ 感
管室）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上班時間：（07）803-6783轉
3370（感管室）
假日或夜間：（07）803-6783
轉 3119（急診室）
藥物諮詢：（07）803-6783轉
3325（藥劑科）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07）731-7123 轉 2204（ 急
診藥局）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07）661-3811 轉 1103（ 藥
劑科）
（07）661-3811 轉 1167、
1168（客服）

屏東縣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08）7363011轉 2025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08）8789991轉 2119

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
（08）8892704 轉 1215、
2105

$1185.indd   217 2022/3/21   下午 02:09:29



動物保護教育—同伴動物218

縣市別 醫院名稱 諮詢服務電話

屏東縣
屏東基督教醫院 （08）7368686轉 5010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08）8329966轉 1353

澎湖縣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
眾診療服務處

（06）9211116分機 59119、
59113

花蓮縣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03）8358141 轉 3119、
3118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
醫院

（03）8561825轉 13095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豐濱
原住民分院）

（03）8791385轉 102

國軍花蓮總醫院 （03）8260601轉 815140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03）8882267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
醫院

（03）8882718轉 112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 （03）876-4539

臺東縣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089）324112轉 1016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
（089）310150分機 355（藥
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
慈濟醫院

（089）814880轉 151或 152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成功分
院

（089）854748

臺東縣蘭嶼鄉衛生所 （089）732557

貳、叫聲影響安寧

一、流浪狗

流浪狗有時會吠個不停，如果是成群的聚在一起吠個不停，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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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都市的社區安寧。長期、長時間的吠叫聲也會影響人的心理層

面，弄得人心裡忐忑不安，嚴重甚至影響睡眠。

狗為什麼會吠呢？

1. 宣告自我的存在。

2. 受到外來的威脅，預告可能的防禦行為。

3. 警告外來者入侵領域。

4. 如有受到干擾或是阻礙的狀況，吠叫為尋求抒發的管道。

5. 社會性的隔離造成尋求自由受阻。

6. 傳遞訊息給同類。

二、流浪貓

半夜尖銳的貓叫聲不但讓人心生恐懼，嚴重甚至影響睡眠。

貓為什麼會叫呢？

1. 棲息領域遭受侵犯。

2. 處於陌生環境，感到不安。

3. 感受到危險。

4. 保護食物。

5. 求偶。

6. 感受到嚴重威脅，而產生的打鬥。

參、亂跑影響交通

剛被遺棄的寵物狗多數是不大會過馬路的，因為長期居住在家裡

面被豢養著，突然被遺棄，流放到戶外。寵物犬貓相形於原生的流浪

犬貓，較容易受到驚嚇與刺激，駕駛的車燈、喇叭以及行進的聲音皆

有可能使這些被流放的寵物犬貓受驚嚇，導致牠們或人們發生不可抗

之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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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十分陌生的情況下，在外流浪的貓狗的情緒如果不穩定，

很容易有狂奔的現象發生，在交通尖峰時刻的大馬路很容易會產生意

外，流浪貓被輾死的機率又比流浪狗高，抑或是車輛為了躲避貓狗而

發生交通意外。不只是剛被遺棄的貓狗，其他原生流浪狗貓也可能是

造成許多交通意外的原因。

肆、惡意傷害人們

在街上不乏看見流浪狗突然其來的從車底、自巷弄衝出，低吼追

逐騎士或車輛，而造成經過的人因恐懼害怕被流浪狗攻擊，從此要經

過那條路時都有陰影，甚至因此要繞路才能回家。但狗追逐人、車的

行為出自於他們的狩獵反應，高速移動的物體引發牠們追逐行為。但

這樣的行為時常引發人類的誤解與恐懼，直接或間接造成人犬車禍。

流浪狗對人的攻擊行為有許多原因，例如對人感到恐懼、自我保

護、認為地盤被入侵，抑或是因為想要確保地位，而攻擊人們。

伍、與人們爭糧食

在農作物種植或飼養經濟動物的區域，流浪狗對農作物、家畜家

禽的破壞與傷害則發生得較頻繁，也被視為嚴重問題。若衝突持續，

甚至可能引發人類利用毒餌、獸鋏等手段預防其對農作物、家畜家禽

的破壞與傷害，卻造成對流浪狗的傷害。

第四單元 如何應對流浪犬貓

街道上部分流浪犬是經人飼養後遺棄的犬隻，這些犬隻通常都不

會主動攻擊人類，因為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化，能跟人類良好互動，

除非是人類用錯誤方式對待流浪犬；另外一部分則是具主動攻擊性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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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猛的犬隻，主動攻擊性的犬隻有的是因為疾病的緣故，有的則是

天生具有的野性，常見犬隻攻擊原因有「護食、護區域、占有、狩

獵」。

保護食物、保護區域（保護可使自身安全或擁有資源的區域）、

占有（除了食物及區域以外的物品，包括人，以及母犬保護幼犬⋯⋯

等），這些都屬於因為害怕失去食物、安全區域或特定對象的恐懼型

的攻擊行為。恐懼型的攻擊行為另外還包括疼痛、轉向（因無法對攻

擊對象表達情緒，轉而向其他對象表示），及後天習得（過往經驗所

學到遇到相似情境或對象需要保護自己）。除此之外，還有為了獲取

食物的狩獵型攻擊行為。

流浪貓的部分只介紹不主動攻擊的流浪貓，因除了少數品種的貓

咪較兇，大多貓咪天性敏感，比較怕生，除非人類或其他動物（如流

浪犬）太靠近牠或挑釁牠，較少流浪貓會主動攻擊人。

壹、應對不主動攻擊的流浪犬

一、絕對不要跑。

 無論狗在吠叫或發出安定訊號（詳見第一章「貳、犬貓常見行為

與訊息傳遞」介紹），甚至朝人跑來，人千萬「不要跑」。

 因人跑會引發狗的狩獵本能，進而追逐攻擊，易造成人與狗的傷

害。

二、若有阻隔物，增加人與流浪犬接觸距離。

（一） 若有包包，可將包包側背在浪犬那邊，形成一種空間阻

隔。

（二）若有單車，可將單車擋在狗與人之間。

（三） 若有小孩，大人可站在狗與小孩之間，或者將手臂及掌心

伸直張開，向浪犬表示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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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任何一種回應安定訊號的身體表達，都能讓浪犬情緒逐漸安

定，不僅保護自己及小孩，也對浪犬釋放友善的訊息。

三、 緩慢繞半圈移動，以增加自己與浪犬的距離。目的回應狗的安全

訊號，不讓狗兒緊張而選擇攻擊人。

四、 眼睛不要直視浪犬，人可撇頭。目的是回應狗的安全訊號，不讓

狗兒緊張而選擇攻擊人。

五、逐漸走遠安全離開，緩慢轉身往回走。

六、 不隨便靠近剛生完的母狗，因母狗護子心切，也容易攻擊靠近幼

犬的人。

貳、應對不主動攻擊的流浪貓

由於貓咪敏感，又不像狗那般親人，可參考以下方式安全跟流浪

貓咪相處：

一、不主動靠近或因為好奇追逐牠。

二、釋出善意，讓牠看見你放食物。

三、放食物到牠會出現的地點，遠離該處 3∼5公尺，等牠願意吃。

四、耐心守候 3∼6個月，提升牠的信任感。

五、 隨著時間約再 3∼6個月，牠「很可能」會信任你、和你玩。讓

牠主動靠近你，而不是你主動靠近牠。

應對不主動攻擊的流浪狗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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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不隨便靠近剛生完小貓的母貓，因母貓護子心切，會警告人類，

但人類又不了解貓警告的行為訊號而繼續接近，貓媽媽可能攻擊

靠近小貓的人。

參、應對主動攻擊的流浪犬

一、了解攻擊原因

（一）恐懼型的攻擊：護食、護區域、占有

流浪狗的食物來源有 2 個方式，一個是「自身覓食」，一個是

「人為餵養」。自身覓食的狗會以「投機的食腐」為主要覓食行為，

流浪狗四處行走，隨機找食物來吃，而這種覓食行為會建立在廣闊的

空間及食物隨機散布的情況下。進食時，如有其他流浪犬干擾，自身

覓食的流浪犬隻會以「逃離」為主要迴避衝突手段。

但在人為餵養、僅有固定的食物量（食物來源不充足）的情況

下，流浪狗因為生存所需，會針對其他犬隻（或者人類）發生「護

食攻擊」，後續再對餵食區域、餵養人進行「占有」，以確保食物來

源，從而對靠近區域、餵養人的個體，發生「占有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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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狩獵型的攻擊：追捕獵物而取食

「狩獵攻擊」為：攻擊經由視覺或聽覺觸發，一般是安靜（如果

是一群狗則不一定）且直接追逐、捕獲和殺死獵物。

犬隻的狩獵攻擊，特點是「直線、不停頓的追咬」被狩獵個體，

並且以「咬到死」為確切目的。此狀態下的犬隻，會非常執著於咬死

個體，並且無視疼痛、聲音⋯⋯等所有外界干擾，僅專注於個體的要

害，因此人類做安定訊號中的定格不動，可以減少因視覺觸發行為產

生的攻擊。

狩獵攻擊的發動前，犬隻會先進行謹慎評估，確認擁有「絕對優

勢」才發動。因此，當它發動時，被狩獵個體是幾乎確認不可能靠

自身能力從危機中解除；而且一旦發動攻擊，犬隻會以最快消耗被狩

獵個體的體力、反擊力，做打洞及拖咬的精準攻擊，使個體的能力加

速下滑，導致被狩獵個體死亡。人類面對狩獵攻擊時，尤其是面對狗

群，緩慢移動或站著不動可減少狩獵攻擊的觸發，也可以發聲呼救，

找其他人幫忙。

實際上，流浪狗追逐獵物的動機與其他形式以對資源的競爭、自

我保護的恐懼為基礎的攻擊行為有很大的不同。它與其他形式的侵略

區別在於明顯缺乏「憤怒的情緒」，是生存行為，而不是衝突行為。

狩獵行為由不同階段的行為表示：追捕（嗅探、追蹤、搜索、掃

描或等待獵物）；盯梢（盯著獵物）；攻擊（追逐、突襲／捕獲、甩

動及窒息殺死）；殺後食用。追逐獵物的根本動機是為了吃掉它們。

一些行為學家認為，狩獵行為不應被稱為攻擊行為，它更適合被解釋

為一種食物獲取行為。

吠叫、咆哮及追逐快速通過的腳踏車或慢跑者的狗通常被認為是

在進行狩獵攻擊，但獵捕者通常不會透過發出大量噪音公開暴露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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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蹤。躲在溝渠或灌木叢中並默默地對毫無戒心的路人發動攻擊的

狗，可能展現出更為經典的獵捕行為。

然而，對不斷暴露於快速移動的物體而觸發追逐的挫敗感及壓力

及接下來所產生的衝突事件，可以將狗從狩獵行為轉為恐懼型攻擊，

儘管這 2種行為都很危險，但仍要釐清其中的差異：緩慢移動、停下

腳步可以讓狩獵行為減緩，但面對的如果是恐懼型攻擊則就不一定。

二、 應對原則與方法：「事前預防」為主軸，「防禦保護自

身」為輔

（一）事前預防

1. 不主動靠近陌生犬隻，更不要主動觸摸牠。

2.  遇犬隻包圍、吠叫警告，「不該奔跑」，並且安靜且穩定的保持

警覺以隨時保護自己，慢慢走遠離犬隻。慢步離開，除了避免觸

發狩獵攻擊，最主要的原因是，犬隻爆發衝刺的時速高達 60公里

以上，等於衝刺狀態下，一秒可移動 17公尺，因孩童身高與犬隻

高度接近，從孩童轉身要跑的那 2、3秒時間，就足以讓高攻擊性

犬隻直接撲咬臉部及脖子，發動連續且致命的攻擊。

（二）防禦保護自身

1.  遇犬隻包圍、吠叫警告時需慢步離開；若犬隻威嚇加劇，需先停

止慢走，冷靜的盯著犬隻；若犬隻進一步上前逼迫，需開始進行防

備，有背包拿背包、有雨傘拿雨傘（必要時撿石頭、樹枝威嚇），

讓攻擊性犬隻明白被狩獵個體正在防備中，並且必須逼到牠們自

己退開，才能阻止犬隻後續的攻擊念頭。如果在逼退犬隻前人類

撇頭或是轉身，就會被犬隻視為「弱者」，反而更容易被進一步

攻擊。老人和小孩如因被攻擊，重心不穩而被狗衝撞倒，記得要

將身體縮成球狀，以保護臉、頸、胸和腹部等重要身體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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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對狗群攻擊，則只能利用「爬上車頂、爬牆、爬樹、背靠

牆⋯⋯ 」等環境來暫時提升被狩獵個體的反制能力，或是求助於

外力，大聲呼救附近民眾協助，以求自保。

3.  萬一已經被狗咬到，不要以拉回手的方式想脫離狗咬，而是以手

推往狗的身體那邊，讓牠自然因人手的壓力而自動將口張開，人

可以趁機脫離狗的嘴巴。因被狗咬一般只是穿刺傷，如用力來回

拉扯易變成較嚴重的撕裂傷。

三、應有的應對觀念

（一） 流浪狗發生衝突時不應貿然介入，若要介入，建議先使用轉

移注意力的方式，如聲音或水（身體觸感）等，或是以其他物

品置於其中將雙方隔開。發生狗咬人時，儘可能冷靜應對，用

物品衣物遮住視線，避免因使狗感到更害怕而導致更劇烈的反

應。

（二） 流浪狗互咬或咬人，拉後腿可能無效，有機率引起流浪狗轉頭

咬拉腿的人，引發轉向攻擊。

（三） 流浪狗「只會攻擊主動挑釁的人，也不會攻擊長期養他的飼

主」，這句話並不完全正確。若飼養人行為讓狗感到害怕及威

脅仍有可能引起恐懼型攻擊，或是被其他人類驅趕攻擊時可能

會累積情緒，轉而攻擊較弱勢的人。

（四） 「流浪狗只要吃飽就不會攻擊人」，這句話並不完全正確。因

為狗的天性包含追逐快速移動物品的獵捕行為，部分犬隻因為

品種基因特性會更容易被觸發。也可能因為負面經驗及其他生

存壓力累積，發生轉向攻擊的情況。

（五） 因不同犬種特性、後天經驗、生活環境、觸發攻擊因素，在

不同的狀況下會有不同的應對方式。靜止不動雖然可能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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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狗靠近，但可以避免觸發追捕的狩獵行為及衝動下的恐懼反

應；儘管表現強勢或威嚇可能可以趕走狗，但也會過於恐懼引

起更激烈的攻擊。

第五單元 對待校園流浪犬貓的態度與行為

壹、校園的流浪犬

在都市游蕩的流浪犬往往將校園當作舒適的生存空間，不僅活動

空間大，也無馬路上令狗害怕的各種聲響，既有安全的角落可以棲

息，更有愛心師生不時提供食物餵食，但流浪犬存在校園中也產生許

多問題，像是學生安全的問題，雖然大部分的流浪犬都不會主動攻擊

人，但校園中不知如何正確對待流浪犬的學生，恐有遭受流浪犬攻擊

的疑慮，如戲弄狗或者吵醒正睡覺的狗。

臺灣校園中的流浪犬雖造成安全問題，但已有部分學校將流浪狗

變成校犬，並妥善規劃，因飼養校犬是較為人性對待校園流浪犬的方

式，例如高雄市中山大學規劃校犬活動範圍，不影響鄰近的柴山野生

動物生活，如山羌、猴子。

另外將流浪犬列為校犬也可在校園中落實生命教育，達到友善校

園的功效，學生透過照顧校犬能培養對生命負責任的態度，但須有

配套措施，才能持續照顧校犬，例如設置校犬舍、安排校犬固定的飼

主、設有照顧校犬的社團或專屬單位、規劃校犬的醫療費用（治療皮

膚病及實施結紮手術）等。新北市安溪國中曾因擔憂流浪犬造成校安

問題，但最終讓許多不願學習的中輟生透過照顧校犬「可樂」的方

式，而願意回班級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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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園的流浪貓

校園中遊蕩的貓來源有二，一是被棄養或走失的貓，這些曾有飼

主的貓遇見人類時或許會有害怕人的反應，卻也因曾與人相處過，而

可以重新再與人相處；另一則是從出生開始就在街頭生存或者曾有飼

主但流浪過久而恢復野性的貓咪，此類貓咪不會與人類有接觸。從貓

咪進食的狀態可以看出牠是屬於較為親人還是較不親人的貓咪，親人

的貓咪通常會想靠近你而後進食，並且伴隨著叫聲；不親人的貓咪通

常不太會發出聲音，也不會主動靠近人類，會選人少的時間出沒（黃

昏後至清晨）或者等到覓食時間才會看見牠，而且都會等到餵食者離

開才會接近食物。

須注意校園中的貓咪是否為了覓食而翻找學校垃圾桶，有時貓咪

在翻找過程中容易被便當盒上的橡皮筋套住脖子，而難以呼吸及進

食，甚至割斷氣管和食道，痛苦而死。另外，貓咪翻找食物的過程會

將垃圾桶翻倒而造成校園環境的髒亂，如果有固定餵食將能有效改善

此狀況。過多的貓咪也會造成食物分配不足，而產生翻找垃圾的狀

況，如能將貓咪進行絕育，可以控制貓咪的數量，因為貓咪不絕育，

一年可以生 6至 8隻，造成環境上髒亂（翻找垃圾、小貓夭折死亡發

出臭味）。貓咪身上的跳蚤及傳染病也是人們擔心的事，如果這些流

浪貓可以成為校貓，設立專款提供防疫和除蚤的費用，校園中的貓咪

將不被排斥，而是成為學生的生命教育教材，學生透過照顧和與牠們

相處，培養責任感和同理心，甚至是增進師生互動，是增進彼此情

感的好方法。臺北市萬芳高中透過社團進行貓咪照顧、救援、TNVR

（捕捉、絕育、注射疫苗、回置）的行動讓學生學習包容和尊重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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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善待校犬校貓

一、不激怒友善的校犬

校園中的流浪犬如因有專人照顧而成為校犬，學校的飼主責任與

一般有飼主的狗無異，不僅要給校犬溫飽及舒適的活動空間與休息空

間，也得照顧到牠的老病死。以下提供為什麼狗會突然攻擊人的可能

原因，師生如避免做出以下行為，就能與校犬好好相處。

臺灣大學獸醫學系葉力森教授指出一般狗不會主動攻擊人，葉教

授所編寫的《臺灣棄犬問題探討與對策》一書中，歸納一般狗咬人的

共同特點：

（一）狗安靜趴著時，人突然接近狗或彎腰靠近。

（二）人無預警而快速地侵入狗的領域。

（三）人和狗玩得太過興奮。

（四）人戲弄陌生狗或吵醒正在睡覺的狗。

（五） 狗在進食時，人試圖拿走其食物或移動狗碗（護食行為較易發生

在有固定飼主的校犬身上，一般隨意走進校園的流浪犬較少）。

了解狗兒的安全訊號，及如何正確對待校犬的方式，避免做出惹

狗咬人的動作。如果校園中的校犬要攻擊人，可以使用聲響引誘離

開，如搖動一串鑰匙的聲音，可以轉移校犬的注意力，因而躲避校犬

直接的攻擊。甚至將發出聲音的東西丟往別處，校犬便會轉移注意

力，不會直接攻擊人，更好的是如果身上有食物，拋出食物後，校犬

會選擇追食物而非咬人。

二、飼養校犬應注意的事項

（一） 校方及教師宣導：向家長或學生宣導飼養校犬對關懷生命的教育

意義，並向學生宣導如何與校犬相處，用正確的方式對待校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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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量校犬是否有固定飼主或專職照顧者，如有固定飼主，須由

飼主完成寵物登記、晶片植入及完成狂犬病等預防注射，並應

配戴頸圈，並且提供定時定量的水及食物給校犬，以及校犬生

病或受傷時送牠至動物診所或醫院就醫。

（三） 考量校犬居處：是否建校犬舍讓犬隻集中居住或者以較大區域

放養校犬。

（四） 建立飼養校犬經費：包含校犬照顧所有的經費，能有效幫助不

同飼主順利銜接照顧責任。

三、飼養校貓應注意的事項

（一） 校方及教師宣導：向家長或學生宣導飼養校貓對關懷生命的教

育意義，並向學生宣導如何與校貓相處，用正確的方式對待校

貓。

（二） 考量校貓是否固定飼主或專職照顧者，照顧者如將校貓做絕

育，控制每年的貓咪生產，可減少翻找學校垃圾桶而造成環境

髒亂的問題，減少貓咪身上跳蚤影響人類，並可找動物醫院協

助向政府相關單位申請絕育的補助費用，另外校貓生病或受傷

時送牠至動物診所或醫院就醫。

（三） 提供定時定量的水及食物給校貓，須注意留給校貓一處安靜及

遠離人群的進食空間，因貓咪天性較不親人，照顧者如放完食

物和水要留意與貓咪保持適當的距離，讓貓咪安心吃喝。

（四） 考量校貓居處：貓咪大多為夜行性動物，通常活動時間為夜晚

或清晨，還沒有到學生上學時間，因此活動空間可能是走廊或

學校有遮蔽處的空地，只要留給牠一個較遠離人群的地方就能

讓牠安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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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立飼養校貓經費：包含校貓照顧所有的經費，能有效幫助不

同飼主順利銜接照顧責任。

第六單元 流浪動物的生命盡頭

壹、路殺動物的處理

「路殺」一詞通常指「動物」的車禍死亡事件，包含所有交通工

具（汽機車、自行車、火車和高鐵等）或道路、高壓電線、輸油管線

等線狀人工構造物所導致的死亡。國外亦有將空中的飛機和海中輪船

造成的動物傷亡也納入「路殺」，目前國內尚未明確定義。

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中提供民眾如在道路上發現動物屍體的處理

注意事項，以下整理網站提供之路殺處理流程：

一、 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路殺社蒐集路殺動物，但不收犬貓及寵物的

遺體。

二、 動物屍體必須是「完整的」動物屍體才撿，動物種類包含哺乳

類、爬行類及鳥類，不完整的屍體使用竹竿或其他工具將殘屍移

至路邊，避免屍體被車重複輾過。

三、 民眾可使用市售較厚的夾鏈袋將屍體裝入（雙層包裝），或向南

投縣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寫信或寫 email索取「路死野生動物

標本採集袋」，說明所需數量、型號，亦可註明索取該保育中心

配好的「路殺社專用採集福袋」（含大動物和小物採集袋數個、

拋棄式塑膠手套、採集標籤貼紙、路殺社武林祕笈、拍照必備比

例尺卡片）。

四、 裝入厚紙板紙箱或保麗龍紙箱後寄到南投縣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爬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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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流浪犬貓死傷的處理

一般道路上遇到受傷動物，勿輕易觸摸或靠近動物，以免動物受

到驚嚇而展開攻擊，宜通報 1999專線或逕與當地動物保護主管機關

連繫。如發現橫死街頭的流浪犬貓，可先將犬貓屍體移至安全處，避

免牠被車子再次輾過而破壞屍體，接著應通報 1999專線或逕與當地

環保局連繫，環保單位會請清潔隊協助處理遺體。

因清潔隊員會將流浪犬貓遺體視為廢棄物處理，重視動物權益的

民眾於心不忍，有些人會直接在人煙稀少的空地就近掩埋，或連繫寵

物殯葬業者火化，安排環境較好的安葬地點。唯需注意若路死動物為

有飼主動物，逕送寵物殯葬業者火化，會有寵物歸屬問題，且會衍生

火化費用的負擔問題。

臺北市有明定街道犬貓遺體處理作業流程，救援人員會趕往現場

協助處理，發現路死動物身上有寵物晶片，會通知動保處，動保處

會負責通知飼主辦理寵物登記除戶及遺體領回。臺北市民亦可撥打

1999 專線通知環保局勤務中心，接獲通知後會依「臺北市街道犬貓

遺體處理作業流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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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街道犬貓遺體處理作業流程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提供）

民眾通報發現街
道上犬貓已死亡

犬貓未死亡

犬貓受傷
且明顯尚
存活

未違 3要件 *
無法確認是
否死亡

已達 3要件 *確認犬貓已死亡

確認犬貓
已死亡

有晶片或有足以
辯識飼主之物件

無晶片或無足以
辨識飼主之物件晶片狀況

動物之家

犬貓 尚存活

*判斷犬貓死亡 3要件：
1.光照犬貓瞳孔無收縮反應，並呈現瞳孔放大狀態。
2.動物胸腹無呼吸起伏（3分幢）。
3.動物身體呈現屍冷或屍僵。

現場犬貓狀況

清潔隊

1999接獲民眾通報街道犬貓
遺體清運，依犬貓狀態分案
處理

1999通知動保
處勤務中心

動保處

將犬貓移置安全
地方，如犬貓會咬
人，則不須移置，
並通知動保處勤
務中心〔救援專
線 (02)87913064
分機 5〕，俟動保
處動物救援隊到
達現場後，才可
離開。

清潔隊

1999通知環保局勤務中心

環保局勤務中心
（日間：12區清潔隊、夜間：直屬隊）

將犬貓裝箱送
至各區清潔分
隊部，並通知
動保處勤務中
心〔救援專線
(02)87913064
分機 5〕

清潔隊

清潔隊將接獲通報後處理之
犬貓裝箱送往內湖焚化廠冰
存，次一工作日由動保處前
往進行犬貓身分確認（如掃
描晶片），並填寫「臺北市
政府接獲民眾通報街道犬貓
遺體點收紀錄單」

清潔隊、動保處

動物救援隊至
各區清潔分隊
部判斷犬描生
命狀態

動保處

受傷且尚存活犬
貓由動保處行後
續安置

動保處

由動保處行後
續安置

動保處

環保局內湖垃圾焚
化廠冰存

清潔隊

委託犬貓遺體專業
焚化機構處理

動保處、環保局

將有主犬貓遺體攜
回並造冊列管

動物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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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壹、問題討論

一、國小

◎  在路上或校園中，如果你看見流浪狗或流浪貓覺得很害怕，你該

怎麼做比較不會讓自己被嚇到或受傷？

二、國中

◎  雖然狗和貓都是動物，為什麼要分別說明寵物和流浪犬貓的差

異？面對流浪狗或流浪貓，要特別注意什麼？

三、高中職

◎  流浪犬貓太多衍伸許多問題，不但影響人類，也影響野生動物，

2017年臺灣已實施零安樂死政策，亦造成流浪犬貓收容問題，如

果你是市長，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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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飼主的心裡，家中的狗狗、貓咪，彷彿永遠是個又可愛又黏人

的小寶貝。然而體型、生理構造、生活型態與人類不同的同伴動物，

隨著時間的推移，悄悄的以跟人類不同的速度，經歷了生命的階段。

人類的平均壽命大約是 70 歲，家貓與小型犬的平均壽命是 15 歲左

右，而大型犬的平均壽命則大致為 10歲，所以要理解同伴動物從生

育成長到老化死亡是必然的一個過程。

高齡犬貓會逐漸出現多樣化的老年性疾病，飼主及早發現是有效

控制寵物老年疾病的關鍵。此外，犬貓老化也會反映在牠們習慣上和

行為上產生變化，連帶會影響到飼主在生活上需要配合而改變，甚至

高齡犬貓所需要的醫療費用和營養食品是一筆支出。

第一單元 陪伴老去

壹、犬貓老化的徵兆

一、初老的五大徵兆

犬貓初老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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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飼主會用人類的年齡來換算家中同伴動物是否高齡，但是不

同品種的寵物老化的程度不盡相同。擔心牠們是否已經邁入高齡，飼

主可以從上圖進行觀察檢視，其中體重下降及喝水量、飲食暴增很有

可能是寵物罹患糖尿病、腎衰竭等慢性疾病，若是有察覺異狀務必馬

上帶到動物醫院檢查。

二、老化行為的變化

簡述犬貓老化時在外觀、行為、飲食或習慣上的變化。

（一）高齡犬

一般大約 7歲的狗狗，就相當於人類 40幾歲了，身體機能明顯

退化。一般的狗狗進入老化時期，換毛時會長出白毛，毛色沒有以往

漂亮，很容易察覺。步行時開始拖著沉重的腳步，牙齒也鬆脫，背部

歪曲等等。

狗是利用嗅覺來得到許多外界的資訊，當牠邁向高齡之後，老化

使得五感弱化，嗅覺衰弱，愈來愈聞不到味道之後，就會開始對於

「未知」的事情感到不安。接著就很可能會把自己封閉起來，或因為

不安而做出許多異常的舉止。例如：

1. 依賴性變強

因為內心的不安增加，飼主走到哪裡就跟到哪裡。

2. 在同樣的地方不停打轉

轉來轉去並不是健康的象徵，而是失智的症狀之一。

3. 叫喚名字時愛理不理

因為身體懶得動，所以變成一副愛理不理的模樣。有時候可能是

因為身體有疼痛才對飼主不理不睬。

4. 常把室內搞得亂七八糟

會突然夜半做出脫序的舉動。這個時候請飼主不要予以責罵，而

$1186.indd   241 2022/3/21   下午 01:56:37



動物保護教育—同伴動物242

是溫和地幫牠處理善後。

（二）高齡貓

貓咪約 6、7歲時身體便開始退化，10歲以後就正式進入高齡階

段，身體機能和行為產生變化：

1. 行為變化

睡眠時間逐漸拉長，甚至一天可以睡超過 18 個小時、聲音改

變、抗壓性下降、自身理毛的次數也相對變少。

2. 外觀變化

瞳孔產生模糊、藍灰色白色的外觀和虹膜萎縮、皮膚彈性下降、

趾甲增厚。牙齒壁的增厚，導致它們變黃色、灰白色，甚至是玻璃

狀。不分季節的脫毛，局部的脫毛後難以再長毛了。

3. 日常功能的變化

活動模式的改變，活動力下降，還有視力、嗅覺和聽力下降。出

現過度的踱步、容易因為刺激而導致緊迫反應：如對於門鈴聲反應變

得很大也很難適應、對於吸塵器的噪音無法適應⋯⋯等等。走路開始

會搖搖晃晃、撞東撞西，尤其到夜晚更為嚴重；或是從身後摸牠會嚇

一大跳等反應。

貳、如何照顧高齡犬貓

一、居家照護習慣的改變

同伴動物已經高齡的時候，除了要帶牠們做健康檢查外，平常要

把握「飲食」、「活動」、「居家環境」這三大面向才能夠給予高齡

寵物健康快樂的晚年生活。

（一）飲食方面

因為基礎代謝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降低，因此可以提供低熱量、低

鹽分的寵物食品給牠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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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犬活動量少，食物中所需的蛋白質、脂肪等與營養成分也與

過去需要的不同，若維持原本的飲食可能導致器官負擔過大或肥胖問

題，可開始轉換為專為高齡犬設計的主食。

如果開始有缺牙的狀況，咀嚼將會讓牠感到不適，在餵食前可先

泡軟乾糧，或是餵食專用罐頭，幫助牠們更容易進食、吞嚥。

高齡貓的嗅覺及味覺變得較不敏銳，因此可選擇特別調配的飼

料，具有高品質、富含必需的營養素及口味極佳的飼料。在餵食上採

少量多餐的方式，以彌補不足的消化吸收功能。

另外，對高齡犬貓要多補充乾淨的飲水。

（二）活動方面

運動對高齡犬是一定要的，但適當的運動不等於激烈運動，牠們

已不像壯年時期，可以隨意的又跑又跳，不需要勉強，但日常的散步

還是非常必要的，散步的方式可採取短時間、多次數的模式，每次散

步維持在 30分鐘之內，不僅可保持新陳代謝，也能幫助狗狗保持好

心情，如果狗狗已走不太動，可以考慮使用「後腿輔助帶」，減緩走

路負擔。或可以多嘗試全身性、低緩衝的游泳，以減輕牠們關節的壓

力。

高齡貓如果聽覺衰退，牠們發生意外的危險性就相對高，所以確

保安全，讓牠們待在屋內走動，除非在周全的防備下才帶牠們外出散

步。

帶高齡犬貓出外散步或些微運動時，要配合牠們行動的節奏，或

保持緩和的運動量，例如短距離多次的散步。

（三）環境方面

可以在住家的小細節中打造友善高齡犬貓的環境，像是在牠們經

常活動的地方鋪上防滑墊或是毯子來增加安全性；對於喜歡爬高的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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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也可以幫牠們在沙發、窗臺旁放置小樓梯。而對於高齡犬，則要

降低牠們上下樓的次數，以減少關節摩擦造成損傷。

另外飼主可以把平常放飼料的碗盤墊高一點，減少犬貓頸部的負

擔。

（四）作息如常

高齡犬貓需要穩定、有規律、慢節奏的樂齡生活，除非原來的生

活作息狀況極不科學，否則不要刻易改變牠們原本生活中的作息時

間。

二、定期健檢和補充營養

定期且詳盡的檢驗規劃，可為每一個高齡的同伴動物及早發現潛

在的疾病、避免併發症發生，讓高齡犬貓仍然享有不褪色的生活品

質。所以建議 7歲以上的犬貓都應接受年度的定期健康檢查，以確保

居家照顧高齡犬貓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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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的健康指數。高齡犬最好半年體檢 1次，以便及時發現疾病，儘

早治療。

高齡犬的活動力會降低，同時熱量需求也隨之減少。應提供足量

但不過多且可完全利用的蛋白質，減少磷、鈉以幫助預防腎臟疾病。

高齡貓所需的能量、磷和鈉等關鍵營養素（KNF）的需求量相對

於成年期較低。需做必要的調整以助於保持高齡貓在這個時期保持良

好體況、腎臟和泌尿道的健康十分重要。

免疫能力會隨著年齡而日益下降，所以對高齡犬貓，定期預防接

種是更迫切需要的。

三、管理影響健康的危險因子

為了延長高齡犬貓的生命及提高生活品質，管理老年好發疾病的

「危險因子」是相當重要的。雖然部分品種犬貓罹患特定疾病是無法

管理的，然而像生活條件、醫療品質以及飲食營養條件的改善則是飼

主可以控制的。以下幾項與營養相關的危險因子與管理建議。

（一）減輕重要器官負擔

高齡犬貓，在心、肝、肺、腎及膀胱的工作效率大不如前。營養

調整才能幫助減輕心臟與腎臟負擔：

1. 勿餵食鹽分油分過高的食物

此種食物不夠均衡完整，容易造成牠們身體的負擔。

2. 調整蛋白質攝取量

高齡犬對蛋白質的需求會降低，因此過多的蛋白質會造成腎臟的

負擔。

3. 選擇專為高齡犬貓調配的食品

可諮詢動物醫生，配合犬貓的身體和健康狀態做最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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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持口腔衛生

牙齒和牙齦的疾病是所有犬貓疾病中最常見的疾病。隨著年齡增

加，牙垢、牙周病、牙齒脫落的情形容易更嚴重，造成咀嚼食物的困

難。而口腔的疼痛及疾患，會導致牠們食慾降低、渴感缺乏、脫水、

及嗜眠，所以飼主必須在家進行日常的口腔保健。請動物醫生建議採

用犬貓專用的牙刷、牙膏等產品，為牠們刷牙，並定期到動物醫院看

診、口腔治療和保健。

（三）保持皮膚彈性與光澤

動物跟人一般，皮膚會隨著年齡的增加逐漸缺乏彈性，毛髮再生

的速度也會減慢。每日定時的為家裡的高齡犬貓梳毛，不但有助於皮

毛的健康，也有助於防範異常行為的發生。在梳理牠們的毛髮時，順

道檢視有無皮膚上的異常，以便及早治療。

（四）維持免疫力

天然的抗氧化劑能夠對抗自由基對身體細胞造成氧化所產生的傷

害，提升免疫能力。但是要注意選用種類與含量上的俱足，最好能

有實驗證實效用，才能達到面面俱到的防禦，這部分可以請教動物醫

生。

四、高齡犬貓的長照機構

犬貓跟人類一樣，老了毛髮稀疏、皮膚失去彈性、關節會退化、

眼睛有白內障，甚至失智等，這是自然的現象。但面對高齡的犬貓老

化，會造成飼主在照顧上因需要配合而改變生活作息或習慣；在經濟

上，必須付出額外照護的費用，影響了生活品質。少數不良的飼主因

不想承擔高齡犬貓的照養責任或經濟有困難，而選擇遺棄牠們，造成

流浪動物的社會問題；或送往收容所，但高齡犬貓被認養的機會低，

最終又造成收容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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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此，地方政府對高齡犬貓有了「長照」機構的設立，目前

有臺北市和新北市，以下簡介他們服務的內容。

（一）臺北市動保處

根據《臺北市動物安養機構輔導要點》，建立動物安養機制，協

助高齡犬貓有安身立命的地方。

1.鼓勵設置動物安養機構

動物安養機構內有良好住宿環境，完整的醫療設備及充滿愛心

照護人員，安心照護寵物到終點。2021年有 16家認證的動物安養機

構，為飼主提供「寵物安寧照護」服務。

2.補助安養機構經費

為提升民間成立安養機構的意願，提供安養機構經費補助條款，

補助以「需要長期醫療之動物」為照顧對象之合法動物醫院診療機

構，或以年滿 7歲以上動物為照顧對象合法之特定寵物業者。取得認

證之動物安養機構者，可依規定向動保處申請新設設施設備、人員及

場所租金等補助。

（二）新北市動保處

新北市政府動保處輔導並推動動物醫院和寵物業者長照業務：

1.輔導業者長照認證掛牌

2019 年推出的長照計畫政策，不但輔導動物醫院或特定寵物業

者增加他們對高齡動物長照的專業知識，也開設一系列照護的長照課

程。

經市政府動保處認證的特定寵物長照醫院及長照之家，可以正式

掛牌協助飼主提升照護的品質。目前已有 112家長照機構掛牌運作。

2.培訓專業的寵物照護人員

除積極輔導業者設定寵物長照機構，更培訓專業的照護人員，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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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有一個終老安寧的照護場所，協助飼主減輕對高齡寵物照護上的

壓力。

3.舉辦長照知識的研習講座

動保處也舉辦寵物達人的系列講座，教導民眾居家照護高齡寵物

的正確知識和方法，讓經費不足的飼主也能在家幫寵物長照。

其實長照機構收納的不只是高齡犬貓，還有罹患慢性疾病或長期

傷殘需要醫療照護的寵物。希望有更多的動物醫院及特定寵物業者一

同加入寵物安養機構的行列，共同打造人與動物幸福的友善之都，讓

家庭的同伴動物都能安享晚年！

五、一本初衷感恩陪伴

還記得迎接剛出生萌翻模樣的同伴動物，內心的歡喜雀躍嗎？當

這些同伴動物有別於人類成長的速度而老化時，已不復見當時生氣勃

勃的樣貌，但是牠們與飼主生活中一路陪伴的點滴與美好的記憶，卻

是同樣存在在彼此的心裡。

儘管牠們老了，走路慢了、反應差了，但是牠們愛護飼主的心卻

不會退化而老去。飼主要記住當時歡喜迎接牠們的心情與責任的承

擔，在牠們年老時，要理解牠們在食和行的變化，妥善照顧好牠們的

晚景。要一本初衷愛牠們，陪牠們慢慢老去⋯⋯

第二單元 圓滿臨終

壹、最後一哩路的照護

犬貓從進入家門開始，牠們的一輩子就在這個家庭裡完成。當預

見寶貝犬貓生命即將走到盡頭時，飼主要珍惜最後一哩路的相伴，讓

牠們頤養天年。為此，對盡責的飼主仍有一些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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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避免過度保護加速老化

雖然說疾病發生的源頭，一般都是從內心發生變化開始，但是可

別因此就過度保護上了年紀的寵物。因為過度保護，反而會影響牠們

的身體提早老化、更可能加速內心年紀的「急遽攀升」。如果不是真

的身體變得很差，積極地鼓勵牠們活動反而才是好的。

當然，活動量必須按現有的狀況做出調整，但是跟牠們的互動方

式仍要保持牠剛到家裡時一樣。這樣一來，就有可能緩和老化的進展

速度。

二、打造慢活舒適的環境

動物年老了，活動力減緩、食慾也會改變，因此飼主必須配合牠

們老化的生心理，為牠們打造舒適的環境。例如：

（一）減少心理的負擔

別刻意在居家環境上做太多調整，因為情況的改變會讓牠們無法

馬上習慣而產生壓力。

當牠們想休息或睡覺時，別刻意為了去散步把牠從睡夢中叫醒。

或是怕牠老化太快，增加牠散步時間或運動量，除了增加牠身體的負

荷外，心裡也會產生壓力。

此外牠們平時睡覺的地方，若有許多人頻繁地進出，會讓牠們難

以入睡休息。

（二）減壓的活動環境

當寵物上了年紀之後，在很多場合上會沒辦法控制自我。請飼主

要理解在年老後會失控的前提下，要同理牠們生理的老化，不要一昧

地責罵。

還有一些生活上的習慣，例如上廁所、吃飯、行動反應等，逐漸

老化的牠們可能會有些改變或無法立即轉換時，這些也會逐漸堆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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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們的內心產生壓力。所以除了接受牠們生理狀況的變化，也貼心的

為牠們打造無壓力的生活環境吧！

三、心靈的理解與情感互動

寵物不會說話，無法向飼主表示：「主人！我最近總感覺懶洋洋

的耶！」尤其是寵物已到高齡時，身體老化也會帶來心理的變化。這

時，飼主可以更貼心的與老朋友互動。

（一）真誠的能量撫慰

把這位毛茸茸的老朋友輕輕抱起放在腿上，溫柔的梳理牠身上的

毛，讓溫暖的雙手傳遞主人愛的能量，讓牠感受主人依然不變的關

愛。

（二）深情的眼神的交會

眼睛是靈魂之窗，呼喚牠的名字深情地看著牠，牠雖然老了，但

依舊能在眼神中感知感受主人的疼愛。人與動物的四目相接，透過眼

神交換彼此純真的情誼。

（三）開心的小動作

躺在懷裡、抱在腿上的老朋友，你可以輕巧的拉拉牠的腿、摸摸

牠的頭，如牠幼時般與牠快樂嬉戲，因為牠永遠是主人最快樂的夥

伴。

（四）說出的感謝話

撫摸著牠、看著牠、握著牠的腿，誠懇地告訴牠：你好愛牠，謝

謝牠參與你的生命，豐富你的生活；或請求牠的諒解，因為你的不小

心而曾傷害牠；或告訴牠，你知道牠老了，要牠堅強的承擔病痛，因

為你會陪伴在牠身邊與牠共同面對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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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鼓勵和打氣

當寵物高齡時，難免老化與病痛，也會產生疼痛和不安。此時飼

主要誠摯地告訴牠：你心疼牠的病痛，要牠乖乖接受治療吃藥，要好

好努力維持健康，更要堅強面對疼痛。你會守護在牠身邊跟牠一起面

對。

為牠鼓勵、替牠加油，真心守護牠的健康，讓牠安心的面對老化

的不適。

真誠的心靈溝通與情感的交流，讓這群高齡寵物寶貝，老在幸福

中！

四、面對分離要預作準備

當飼主看到身邊的寶貝，行動趨緩、毛色黯淡、飲食日常改變

了，你知道牠老了，除了為牠做居家環境的配合，要有更多的時間與

牠相處跟牠真心說話聊天。與此同時，為彼此在「離開」時，心理有

所準備外，也要設想規劃牠身後事的處理，包括屍體的處置、儀式的

方式等。預做最壞的準備，等到牠離世的那一天，才能在哀痛悲傷中

進行後續處置，讓飼主與動物的這段緣分終究圓滿。

五、安祥的臨終道別

悲傷的時刻終究到來，不管心愛的犬貓是因車禍、病痛或老化，

當生命的沙漏即將倒數時，那雙恍惚的眼神中仍有一絲光芒尋找疼愛

牠的飼主，有感知能力的牠們何嘗不知道死亡即將到來，但牠們如人

一般捨不得離開心愛的主人。因為「愛」是無分人或動物的。

這時候飼主要強忍心痛，把握與牠相處的最後時刻，用真誠的雙

眼看著牠的眼睛，靠近牠、撫慰牠，誠懇的跟牠說：

親愛的寶貝，你知道你病了累了，可能快要死了。但你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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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更不要不捨得離開。過去我曾經有對你不好的行為或疏忽你的

感受，請接受我的道歉，對不起！請原諒我！重要的是我愛你，我也

很不忍你走，但你要放心，更別為我擔心，我不會忘記你的，會永遠

記得我們相處的點點滴滴。

生命有開始有結束，親愛的寶貝，放下疼痛放下不捨，有我在這

裡陪伴著你，你將變成天使繼續守護我，謝謝你！你安息⋯⋯

充滿感恩、心懷道歉、不離不棄，溫柔的安撫，讓心愛的寵物在

滿溢愛的安祥中無罣礙的圓滿離去。

貳、安樂死可不可以

細胞老化只能減緩不可能終止，最重要的還是珍惜把握相處的每

一刻，接受逐步到來的生命老化。當同伴動物生重病或已經老化到無

法得到最基本的生活品質，在幾次的醫療確診身體機能的衰敗、神經

系統癱瘓、對藥物治療無正面反應時，動物醫師通常會建議飼主以安

寧治療取代積極治療，或者建議安樂死的選項。

英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RSPCA）主張，當動物處於急慢性疾

病等情況導致無法緩解的痛苦中時，可以對其進行安樂死操作。根據

湯姆雷根《動物權利研究》對安樂死的定義，就是「好的死亡」：第

一、方法為最不痛苦，第二、死亡符合動物的利益，第三、執行者的

動機純粹是為了動物的利益。臺灣目前沒有特別的動物安樂死準則，

只要在動物醫師判斷認可及施行，以不造成動物苦痛的原則，就可以

執行，但這仍要分成三部分考量：

第一： 寵物的家人都能接受並同意，若有家人有疑慮，就要暫緩

實施。

第二： 寵物本身的疾病問題已經確定無法復原，例如癌症、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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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麻痺癱瘓等等，繼續存活，只會造成動物的痛苦及家

人生活品質的低落。

第三： 動物醫師願意執行。某些動物醫師也許限於宗教或其他因

素，不願執行。

選擇讓相愛的同伴動物安樂死，對飼主而言絕對是困難和為難

的。其實對於有感知的動物而言，牠是明白自己的病痛，但牠同愛牠

的飼主一樣害怕離開、不捨離開，牠願意強忍疼痛留在飼主的身邊。

所以當不忍寵物病痛要選擇安樂死時，飼主要真誠地與牠說明白，在

彼此眼神的交流中，跟牠表達內心的煎熬與不忍，希望牠能理解，而

牠也會讓愛牠的飼主知道牠的決定。所以安樂死不僅要從飼主和醫生的

角度，更要尊重動物的選擇，如此才能讓安樂死的決定是「慈悲」的。

執行安樂死時，許多飼主因不忍眼睜睜的與牠別離而選擇離開現

場，同伴動物並不知道自己即將離世，在牠闔眼的最後霎那，仍不斷

抬頭尋找牠心愛的飼主。因此，飼主在執行寵物安樂死時，要全程陪

伴在牠的身邊，臨終道別時，不斷用溫柔的話語安撫牠，平靜地與牠

說話，感謝牠的陪伴，一直到牠真正的離開！

寵物安樂死的幾點考量

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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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高齡飼主的臨終託護

前面說明飼主對待家中高齡同伴動物，如何在牠們的環境或飲食上

做配合改變，以及飼主本身的心理調適。反之，當高齡飼主面對家裡的

同伴動物時，該如何在自己臨終前，對牠們的未來做最好的安排？

目前我國的律法還未針對這部分做相應的政策，以致當飼主離世

時，這些留下來的同伴動物，可能轉送親友照顧，或送到動物收容所

等待另一個有緣的飼主，或是成為無家的流浪動物自生自滅，衍生另

一種社會問題。因此，這個議題在此先借鏡日本國家的做法，以作為

將來我國立法的參考。

日本的環境省於 2014年修法，修正內容中明定「終生飼養」的

條文，指出飼主對寵物負有終生飼養的責任，若是無法繼續飼養，也

應盡力為牠們覓得可安全、安心生活的環境。實際上根據日本寵物食

協會 2015年進行的一份調查就發現，日本國內犬／貓飼主的年齡層

分布，以 50∼59歲飼主所占比例最高，60∼69歲居次。

根據動保的法律規定及社會實際現況的發生，日本國內便有許多

相關的產業出現，提供給高齡飼主對於家中同伴動物的安置。例如：

一、寵物保母盛行—替熟齡族看護寵物

當飼主身心健康良好時，遛狗、清潔均非難事，可是一旦體力衰

退，即有可能無法給予充分照顧。若必須長期入院或轉居照護中心，

還得面臨與寵物分離的窘境。

日本有業者推出了「愛犬散步屋」的服務，或有專業的狗狗保母

協助攜帶愛犬外出散步。如有必要，還能提供遛狗、餵食、清理排泄

物等等附加服務。

日本也有動物醫師們組成法人「支援高齡者寵物飼育獸醫師網

絡」，發揮志工的力量，針對熟齡飼主提供遛狗、寵物照護、健康檢

查等免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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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寵物安養長照

由於動物保健知識普及，老年犬貓將日漸增加，但寵物老化過程

照顧不易，老年犬貓照顧需更細心及專業，許多飼主因工作分身乏

術，無暇給予最恰當照護，此時具備良好住宿環境、醫療設備及照護

人員，能隨時照護寵物，直到終老的動物安養機構就應運而生。動物

安養機構類型分為 2種，獸醫診療機構及特定寵物寄養業者，前者主

要照顧罹患慢性疾病或長期傷殘的動物，後者則專職照顧 7歲以上的

動物。2018 年 2 月臺灣零撲殺動保政策實施，為配合此政策，並避

免造成更多社會問題，臺北市動保處於 2018年提供經費補助「動物

安養機構」，給予老、病、癱的動物專業照顧，補助設備 20萬元，

租金則最高補助1萬元，照顧老年犬貓的職員則有1千至1萬元補助。

日本的做法是結合老人照護中心，神奈川縣的老人特別照護中心

「櫻花之里山科」率先推出了「同伴動物福祉」服務，開放入住的高

齡者攜帶飼育寵物同居。照護中心內部規劃了寵物入住的專用樓層，

在指定樓層與區域內，寵物可以自由活動，也可進出入住者的房間。

若是飼主在入住期間過世，遺留下的寵物則由照護中心接手照料。照

護中心會定期為入住者的寵物安排預防接種，且有志工每天協助遛狗

服務，庭院與屋頂也可供寵物奔走運動。

三、寵物信託—確保飼育照護費用

飼主若擔心自己無法親力而為照顧寵物，可提前選擇寵物信託的方

式，預先留下資金，為寵物的將來做好安排。飼主委託專業的保險公司

申辦寵物信託，將未來所需的寵物飼育費用從個人財產中切分而出。

四、寵物生前契約

殯葬機構針對寵物設計生前契約。飼主在進行自己的「終活」

（身後事安排活動）時，亦可認明「withPet」標章，挑選可與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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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葬，或預先為寵物安排身後事的墓園，提前為自己與毛孩子做好將

來的規劃。

有鑒於此，日本的愛護動物協會建議有心飼養同伴動物的熟齡人

士，在接納同伴動物前，務必先仔細評估：平日照料寵物時，有無其

他家人可以提供協助？如果出現突發意外，身邊是否有可以託付寵物

的親友或其他求助之處？同時，高齡飼主應將個人健康情況與環境條

件一併納入考量。譬如，基於高齡者的安全、體力、社會交往，以及

寵物的身心健康與生活品質等考量，力量較大的大型犬、運動量大的

特定小型犬，以及對陌生人警戒心較強的寵物，相對來說就比較不適

合熟齡人士飼養。所以高齡飼主若想歡迎同伴動物入厝作伴，別忘了

也要仔細考慮個人與動物的生命階段的安排。

「假如有一天，我老了、走了，沒辦法養牠了，那怎麼辦？」這

是一個必須提前思考的問題，以上是日本政府和社會為高齡飼主臨終

託付同伴動物的相關產業。而國內目前的做法，有依法申請特定寵物

服務業（商登號碼：A401031），並取得特定寵物業許可證的業者以

收費來幫助飼主照護他們的寵物。而臺北市和新北市的安寧照養也開

始實施，相信對高齡動保的福祉和機構，能更完備和擴充，讓人和動

物皆老有所終。

五、善緣善終關懷

家裡的犬貓快樂地成長卻也逐漸老化，飼主用愛來澆灌牠們的身

心，同理牠們的改變，在牠們臨終前打造舒適的環境，為彼此的善緣

善終。

而當臨終的飼主面對一直安靜守候在身旁的寵物，在即將分別的

未來，想必心裡也要預作好規劃，讓牠們有個安心的去處，好讓飼主

可以放心的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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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 安置後事

「塵歸塵、土歸土」，不管人或動物，死亡後留下的軀體都需要

做處理。近年來飼主對同伴動物的身後事，也都願意以「家人」的身

分來面對，從屍體的處理、後續的保存和追思的儀式等。

壹、遺體的善終

動物遺體有別於一般廢棄物之性質，一方面是動物遺體可能帶來

防疫上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動物保護法制的建立。寵物在法律上的定

義也早已經超越了單純「物」之範疇，牠也是一個生命體，自應受到

尊重。據此，即便是在寵物死亡後，飼主對待遺體的做法不能以合於

法律上擁有所有權的「物」一樣，可以任意處分支配的。

偏鄉地區的民眾若要請公家單位或業者處理寵物的遺體有些困

難，因此他們可以選擇在「自有土地」上妥善掩埋動物的遺體。但對

於居住在少有自有土地的都會區民眾，動物遺體的處理，切不可在公

園或河堤的土地上自行掩埋。

一、遺體的處理

所謂「死貓掛樹頭、死狗放水流」的處理方式是不對的。基於環

保衛生和尊重生命，對於家中同伴動物死亡後，遺體的處理有以下 2

種管道：

（一）送交公家單位處理

1.環保局

犬貓過世後，遺體按一般廢棄物處理，由飼主妥善將遺體包妥，

丟入垃圾車後由執行之機關負責清除，並作適當之衛生處理後送往焚

化爐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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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同伴動物視為一般廢棄物處理於飼主實在於心不忍，所以建議

送往動保處或寵物安樂園較為恰當。

2.動保處

大多數飼主會採用這種方式，因為費用最便宜。公立機關只提供

一種遺體處理方式，就是集體焚化。因只服務所屬行政區的民眾，所

以在填寫資料時要註明所在行政區的地址。舉臺中市和臺北市為例：

(1)臺中市動物屍體處理及火化處理流程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受理民眾委託寵物屍體焚化處理標準作業流程圖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提供）

民眾經電話〔(04)23814978〕預約後
將寵物屍體送至臺中市動物之家（南

屯園區）委託焚化

申請人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寵物登記證或提供寵物微晶片號碼

以供查驗核對

填寫申請表

寵物登記之寵物屍

體應由飼主或填具

委託書後，由委託

人親自申請。

寵物屍體裝袋秤重

繳交規費 屍體冰存

開立收據 合法民間業者 
清運寵物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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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北市處理寵物屍體的申請說明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代為處理家中心愛寵物死亡屍體者，申請人須

將寵物屍體以塑膠袋承裝，並攜帶下列文件至受理地點辦理寵物屍體

焚化：

1. 委託焚化申請書（可於網頁下載或現場填寫）。

2. 飼主身分證明文件。

3. 寵物登記證證明文件。

4. 寵物除戶申請表（現場櫃檯提供）。

5. 若申請人非寵物之原飼主時，須出具原飼主之委託書以辦理焚化。

 (1)  委託焚化規費：5公斤以內新臺幣 350元、超過 5公斤每 1公

斤加收 70元（不足 1公斤以 1公斤計算）。

 (2)  檢具寵物登記證及有效期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書者，收費可

減半。

 (3)  若檢具前項文件且寵物已登記絕育者費用全免。

 (4)  非設籍北市之市民申請費用金額 2 倍計收，且不得享有收費

減半或免收之優惠。

（二）送往私立寵物安樂園

私立的安樂園不論愛狗有無植入晶片都能提供服務，遺體處理的

方式還分成 2種：集體焚化及個別焚化。集體焚化較為便宜，大約 1

千多元至 3千多元不等，焚化完畢後骨灰得另行處理，如果寄放寵物

安樂園還得另行付費。

飼主也可將寵物遺體送往動物醫院或動物之家，支付焚化的費

用，由業者載往焚化爐火化。

二、民間寵物送行者

基於環保衛生，動物遺體不管是送動物醫院或公家單位處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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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以火化處理。後續從屍體接運、火化，到骨灰埋藏、安置，則須

付費委請寵物殯葬業處理，處理的服務項目和經費多少則依飼主的需

求。

（一）遺體的處理流程

（二）飼主個別的需求

同伴動物如家人，即便牠死亡後，希望能夠加以追念或祭拜。因

此寵物生命服務業的服務項目，便有針對飼主的需求提供許多項目，

民間寵物紀念業處理寵物遺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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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寵物遺體是個別火化或集體火化、骨灰是進塔或樹葬、是否安

置靈堂、是佛教誦經儀式或基督教追思儀式⋯⋯。飼主可就自己的宗

教信仰、經濟考量，跟寵物生命紀念業主說明，為離去的寶貝犬貓劃

下最完美的生命句點。

（三）如何選擇寵物生命紀念業

寵物生命紀念業就是處理寵物喪葬事宜的業者。這些業者包含 3

種型態，一為專營寵物屍體處理之業者、二為專營寵物骨灰保存祭拜

之業者、三為兼營寵物屍體處理及後續保存之業者。最佳之營業方式

為兩者兼營的業者。

目前「專營寵物屍體處理之業者」，提供動物屍體火化處理。而

「專營寵物骨灰保存祭拜之業者」或「兼營寵物屍體處理及後續保

存之業者」，可以找一般的寵物生命紀念業。然而因中央尚未立法，

目前僅有臺中市、苗栗縣通過《寵物屍體處理及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

自治條例》，所以呈現良莠不齊現象，進而有相關用語如「寵物殯葬

業」、「寵物紀念業」、「寵物生命服務業」、「寵物生命紀念業」

等混用的情形。因此，飼主如何選擇寵物生命紀念業者，可能需要花

點心思作功課，建議飼主可以：

1.  上網查看業主的網頁資訊，大概了解其服務的內容和收費標準。

留意是否取得政府許可的執照，以臺中市為例，業者要設立公

司、完成商業登記，再向農業局申請許可證以合法營業。

2. 參考他人的留言反映，大致知道服務品質的回饋。

3.  實地到園區查看，了解環境設施，尤其業者設立寵物屍體處理的

設施，有別於一般廢棄物如焚化爐或掩埋場，而是專供處理寵物

屍體火化爐、追思廳堂、寵物植存紀念園區及寵物遺灰貯存設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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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寵物禮儀師或臨終服務師，必須受過相關的教育訓練，領得結業

證書。因為合格的臨終服務師，除可提供諮詢服務外，可協助布

置葬禮會場、指導儀式進行，帶領飼主走出悲傷情緒。

希望政府面對日益龐大的寵物臨終關懷市場，能明定法律去約束

和管理業主，讓飼主能放心的將寶貝寵物的身後事交給專業處理！

貳、替家庭犬貓除戶

很多飼主可能不知道，寵物犬貓不管是送人、搬家、絕育或死

亡，都要主動去更新登記資料，其中最不為人知或忽略的，就是寵物

死亡也須辦理登記。如果寵物死亡卻沒有除戶，可是違反《動物保護

法》，最高可處 5萬元罰鍰。依據《動物保護法》規定，寵物的「出

生、取得、轉讓、遺失或死亡」都需要登記，若經勸導不聽，可處以

3千元以上 1萬 5千元以下罰鍰（《動保法》第 31條第 1項第 8款）。

提醒飼主飼養寵物要登記，寵物死亡後 1個月內也要主動持飼主

身分證去辦理註銷登記。為離世的寶貝犬貓除戶，有 2個管道，可以

到動物醫院或由寵物生命紀念業代為處理，只要飼主到場辦理或提供

委託書即可完成手續。

回想同伴動物成為家人的那個時候，多少的歡樂陪伴嬉戲、無數

的生病擔憂奔走；那療癒的萌樣、那安靜的傾聽、那離去的眼神⋯⋯

感謝寶貝犬貓和飼主一路陪伴一起成長。當牠們老了病了走了，飼主

一定要堅強承擔面對牠們死亡的事實，一如初時用愛來圓滿牠們的後

事，選擇最好的方式送牠們離去！

第四單元 悲傷療癒

相依相愛的同伴動物過世後，飼主感到悲傷難過是自然且正常的

情緒反應。但飼主切莫因思念或傷心過度，在「情感上，輕則覺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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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悲哀或失落等負面情緒，重則感覺如失掉親人，無法接受甚至引

發情緒問題」。例如有些飼主會否認牠已死去的事實，接著出現憤怒

的情緒，並可能將其發洩到家人或動物醫師的身上，然後責怪自己或

他人因沒有及早發現或照顧不周而造成牠的死亡。有些飼主會轉向怪

罪自己，長期陷溺在悲傷中而引發憂鬱症。

對寵物的愛越深，失去牠的打擊就越大，痛苦就越深。飼主放下

罪惡感，不用究責，無須遷怒，選擇一個方式去紀念牠、感謝牠，與

牠好好告別，為人與動物的情緣留住美好的回憶。飼主如果能將同伴

動物所給的愛，延伸至其他動物身上，或投身動保志工，不僅可療癒

悲傷，更可豐富人間的愛。

壹、感恩告別

許多飼主在失去同伴動物時，無法接受事實而走不出傷痛。但與

其難過的想念牠，不如再次與牠好好的告別，讓愛重新出發。告別的

方式，動保專家的建議可供參考：

一、舉辦合宜儀式

儀式不僅是安頓死亡的靈體，也包括還活著的人們的身心。透過

喪禮儀式中恭敬慈悲的唸唱佛經或讚頌聖歌，傳達感謝的祭拜，祈禱

牠們平靜安息，也讓一切的牽掛思念、悲喜放下。

二、與同理者對話

一般人對親人死亡的哀痛可以理解，卻不太能接受飼主對失去寵

物的傷痛感受。所以選擇能同理寵物離去的親友，跟他們分享對話自

己與寵物相處的點滴，在哀傷的淚水中與牠深情的話別。

三、寫文追思感念

一篇追思文、一首小詩或一則短文，寫下曾經的溫馨小故事，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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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牠，你想念牠、感謝牠。透過文字書寫生命中與牠美妙的邂逅、快

樂的陪伴與靜默的守護。當你難過想牠的時候，就拿出紙筆，寫下你

滿滿的感念吧！

四、整理照片相本

許多回憶珍藏在相片裡，好好整理寵物的倩影或與牠的合照，然

後親手製作成一本相簿。留住影中可愛犬貓，是告訴彼此絕對不會忘

記對方的！

五、收拾寵物玩具

一邊懷想一邊整理，每一個牠喜歡牠用過的玩具，都是愛牠的主

人所添購的。收拾好牠留下的玩具，也收起對牠悲傷的不捨。飼主

能用堅強的方式繼續快樂的生活著，這是對離去寵物最好的告別，讓

「愛」等待另一次的重逢。

六、書寫想念雜記

好好道別不是為了遺忘，是為了紀念。牠帶來的歡笑、牠默默地

聆聽，如果不捨離別就把牠寫成永遠的紀錄吧！當你想念牠，就在日

記中或隨筆中寫出你的哀思、你的感謝！

七、布置思念空間

在花園的角落為牠種下一株樹苗，或在屋內的櫃子上放牠的照片

和牠喜歡的玩具，讓家仍有牠的感覺，以此銘刻與牠的回憶與永遠的

想念。

從相逢到共同相依相伴的生活，接納失去寵物的悲傷和痛苦，但

無須否定或有罪惡感，因為「你有愛，而有愛，是幸福的！」牠已成

為天使了，放下對牠的執念與罣礙，帶著幸福的記憶前進。「親愛的

寶貝，安息吧！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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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至親般的同伴動物死亡，

有些飼主在與家人共同面對、親

朋的陪伴下，能自我療癒，與牠

好好告別後走出傷痛。若飼主仍

舊無法放下悲傷，在國外，可以

去參加有相同經驗的社群所成立

的寵物死亡支持團體（p e t  l o s s 

support group），目前國內也有團

體會舉辦類似的活動，像是臺灣

殯葬資訊網，特別以寵物為主題

舉辦「寵物死亡咖啡館」，邀請飼主討論飼養寵物的生死經驗。透過

彼此的同理心，為自己找到「放下」的支持。另外，飼主也可以到動

物醫院，由具備心理諮商專業知識的動物醫生協助。

如果飼主因傷痛而已經嚴重影響到生活日常，建議可以去醫院掛

門診做心理諮商或輔導，像臺大動物醫院內科就有臨終關懷諮詢的門

診，協助飼主進行心理的重建。

布置思念空間

與寵物告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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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讓愛延續

為避免再次面臨死別的傷痛，許多飼主選擇不再擁有同伴動物的

陪伴。其實對於身歷傷痛的飼主，就是對動物具有愛心的動保人士。

因此鼓勵飼主在家中同伴動物辭世後，能繼續發揮愛心再尋找一個相

同的「牠」，也就是再認養一隻同伴動物。藉由新成員的加入，將注

意力轉移，愛心和關懷的心有了新的出口，悲傷也能漸漸淡去。

如果不想再面臨動物的生離死別的痛苦，不想要再擁有同伴動

物，那麼有愛心的飼主也可以發揮大愛加入動保志工的行列。

一、擔任動保志工

所謂的動保志工，主要是透過教育課程，培訓更多關注動物保護

議題的民眾，藉此提升臺灣動物保護觀念。透過參與培訓的動物保護

志工們，實際投入各地方動物保護機構或組織工作。亦即一方面讓志

工了解臺灣《動保法》及相關法規的規範， 另一方面幫助志工對所配

合單位的動保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學習如何與服務單位互相合

作，一同為臺灣的動物保護努力。

（一）志工需求

一般志工、活動志工、服務志工。

（二）服務範圍

公立收容所、民間保育場。

（三）服務內容

1.  到認養動物的飼主家探訪及追蹤動物是否真正過著健康、快樂的

幸福美滿生活。

2.  遛狗、洗狗（動物梳毛、洗澡、修剪指甲、美容）、基本健康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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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助環境導覽、推廣民眾認養。

4. 協助教育宣傳、義賣商品。

欲投入動保志工，可上網搜尋相關單位，惟建議選擇公立收容所

及其委託合法單位所提供的志工單位，而且需有辦理「志工意外團體

保險」的動保團體，以確保工作有所保障，讓愛心不打折。

二、加入動保中途之家或中途志工

所謂動保的「中途之家」，就是專門收容流浪、受難或遭人遺棄

的動物，將牠們妥善照顧治療，直到健康情況穩定後，再替牠們尋找

一個適合的新家。

飼主如果在工作之餘，仍有心照顧動物，平常有較多的居家時

間、家人也不反對的話，可以考慮自己成立動物的中途之家，讓飼主

對同伴動物的愛能在人間繼續發光。建議可先上網搜尋，與保育組志

工取得連繫。

中途之家為收容動物，所要支付的費用不少，如果有經濟上的考

量，投身當中途之家的志工，為他們節省人事費用，確實是一種愛護

動物的好行為喔！

三、捐款挹注愛心

不管公立、私人所成立的動物收容所或中途之家，照顧動物的費

用以及就醫看病的支出實在龐大。如果有愛心的飼主無法投入志工行

列，那麼以捐款行動來支持這些動保團體也是一件美事。

例如有些動保團體或協會會舉辦相關的課程研習或設計實用的商

品，以收費或義賣的方式來填補經費的不足。因此，歡迎愛心人士踴

躍參與或購買，讓這些動保團體能永續經營，讓人類的愛擴及動物，

真正體現眾生平等、安心皆幸福。

動物有感知能力，會開心、會痛苦，對飼主會關心、會安慰並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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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陪伴，但牠們絕對不會遺棄、不會報復，因此同伴動物與飼主關係

的建立是一段善緣的開始。當緣分到了盡頭，請飼主用感恩善終，為

牠們舉辦後事。

懷念牠、與牠告別，不要讓自己耽溺悲傷太久。收拾心情讓愛轉

移，再啟一段善緣找一隻同伴動物，或是投入動保志工行列，讓大愛

擴及更多動物。

打造對動物的友善環境，讓動物的福祉能受到人類最基本的尊重

與保障，這是我們文明社會必須朝往達標的方向！

參考文獻

一、專書

1.  徐濟泰、賴政宏、楊姮稜等編著：〈人類與同伴動物之連結關

係〉，《動物福祉》，臺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2015年。

2.  陸承平主編，賈競波、包軍副主編：〈家庭動物的保護〉，《動物

保護概論》，臺北：九州圖書文物出版社，2002年。

3.  杜白著：《動物生死書》，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

4.  小林豐和著，黃筱涵譯：《高齡犬照護指南》，臺北：楓書坊文化

出版社，2018年。

5.  橫田晴正著，王華懋譯：《為了下一次相逢，讓我陪你一起幸福到

老》，臺北：本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6.  麗塔．雷諾斯著，廖婉如譯：《陪牠到最後—動物的臨終關懷》，

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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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資料

1.  龐惠潔著：〈寵物會與我一起老嗎？高齡社會飼主應有的思考〉，

FIFTY PLUS，https://50plus.cwgv.com.tw/articles/index/9149

附錄

壹、問題討論

一、國小

◎  家中飼養的小黑貓老了，行為習慣會改變喔！如果你是主人，請

問你可以在家裡為牠做什麼樣的配合？

◎  如果有同學家裡養的老狗一直生病看醫生，阿嬤說太浪費錢了，

要把牠丟掉。請問這位主人該如何處理他的老狗？

◎  家中飼養的貴賓狗離開了，如果你是主人，請問你會選擇什麼方

式跟牠告別？

二、國中

◎  雙北市政府對高齡犬貓的長照機構，這個政策你贊同嗎？你覺得

還有其他更好的補充做法嗎？說說看。

◎  有一位 80歲獨居的阿嬤生病過世，而她所飼養的小黑狗要如何安

置呢？你可以為小黑做哪些事？

◎  家中的犬貓過世，飼主如果不替牠辦理「除戶」會受罰？為什麼？

你認識的親友有人養寵物，你願意提供他們這個訊息嗎？

三、高中職

◎  家裡的老貓重病，經常疼痛嗚嗚叫，動物醫生已診斷牠實在無法

治癒了，這時作為飼主的你同不同意讓牠安樂死？為什麼？

◎  如果你飼養的同伴動物過世了，請你為牠寫下一篇追思短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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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看你寫後的感想。

◎  動物跟人類一樣，牠的生命需要被尊重，你認為自己對保護動物

可以做些什麼樣的貢獻？請分享你的看法和做法。

貳、延伸閱讀

一、專書

1. 陳小介著：《我好想養寵物》。臺北：聯經出版，2019年。

2.  潔西卡．皮爾斯著，祁毓里、李宜懃譯：《學會愛你的寵物伴

侶》。臺北：商周出版，2016年。

3.  鄧紫云著：《動物國的流浪者》。臺北：啟動文化出版社，2016

年。

4. 鄭品茹著：《不會和你說再見》。臺北：經濟日報，2014年。

5.  服部杏著，黃筱涵譯：《高齡貓照護解剖圖鑑》。臺北：楓書坊文

化出版社，2016年。

6.  田向健一著，彭春美譯：《可愛的兔子飼育法》。臺北：漢欣文

化，2019年。

二、教案媒材

（一）教案

國小低年級

1.  孫麗卿設計，湯宜家改編：〈想像牠的一生 _貓篇〉，動保扎根教

育平台，2016年 3月 24日，http://awep.org.tw/caseshare/junior/

companion-animals/257-imagine-its-lifetime-cat-articles.html

2.  孫麗卿、李岱儒設計，湯宜家改編：〈我可以養花花嗎？〉，動保

扎根教育平台，2016 年 8 月 12 日，http://awep.org.tw/teaching-

package/companion-animal/393-i-can-keep-it-flow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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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

3.  周玫玫設計：〈生命，真美好〉，動保扎根教育平台，2 0 1 6

年 2 月 1 日，http://awep.org.tw/caseshare/grades/companion-

animals/461-life-really-good.html

4.  周玫玫設計：〈甜蜜回憶，化為愛〉，動保扎根教育平台，2016

年 2 月 1 日，http://awep.org.tw/caseshare/grades/companion-

animals/459-sweet-memories-into-love.html

國小高年級

5.  孫麗卿設計，簡淑娟改編：〈他們的故事〉，動保扎根教育平

台，2016年 4月 25日，http://awep.org.tw/caseshare/high-school/

companion-animals.html?start=10

6.  林巧芳設計：〈讓誤會冰釋〉，動保扎根教育平台，2015 年 12

月 11 日，http://awep.org.tw/caseshare/high-school/companion-

animals/175-let-misunderstanding-vanish-n.html

國高中

7.  孫以柔、陳冠琳設計：〈論理．同理．倫理—同伴動物的生命與

權利〉，動保扎根教育平台，2017年 7月 10日，http://awep.org.

tw/caseshare/state-high-school/companion-animals/529-the-same-

reason-ethics-companion-animal-life-and-rights.html

8.  吳俊逸、林婉清、張榮峰設計：〈Free Animals from Dog Days—

感同身「獸」〉，動保扎根教育平台，2017 年 7 月 4 日，http://

awep.org.tw/caseshare/state-high-school/companion-animals/545-

free-animals-from-dog-days.html

（二）影音媒材

1.  《狗狗的旅程》，導演：G a i l  M a n c u s o，演出：M a r y  M a rg 

Helgenberger、Betty Gilpin、劉憲華，美國環球，2019年，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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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了與你相聚》，導演：Charles Martin Smith，演出：Ashley 

Judd、Bryce Dallas Howard、Edward James Olmos，Sony Pictures 

Releasing，2019年，電影。

3.  《遇見街貓 BOB》，導演：Roger Spottiswoode，演出：Luke 

Treadaway、Bob，索尼影視，2016年，電影。

4.  《旅貓日記》，導演：三木康一郎，演出：福士蒼汰、高畑充希、

竹內結子，CatchPlay，2019年，電影。

三、官方網站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https://www.baphiq.gov.tw/

index.php?error_id=J002

2.  全國動物收容管理系統，https://asms.coa.gov.tw/Amlapp/App/

Default.aspx

3. 各縣市動保資訊網，https://animal.coa.gov.tw/mobile/08.aspx

4.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

5.  臺灣動物協會志工招募，http://www.animalstaiwan.org/volunteer.

html

6.  臺灣殯葬資訊網，h t t p : / / w w w. t a i w a n f u n e r a l . c o m / D e t a i l .

php?LevelNo=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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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是一種社會的道德規範。人類基於某種道德觀點，做出

有關「對」與「錯」的判斷，構成人們行為的規範，這種規範，就

是「倫理」。它約束人的言行，是人在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相互關

係時，應遵循的道理和準則。「動物倫理」，即是人類處理與動物的

相互關係時，所秉持的道德觀點與行為法則。「倫理」牽涉到道德判

斷，以及道德價值的判定。然而，價值是主觀的，每個時代、每個族

群、每個人都可能有不同的價值觀，對事物的看法因此衍生出不同的

觀點與立場。「動物倫理」在探討人類對動物的相互關係與行為法則

的道德判斷，也因此涵括多種立場相異的論述。

「動物福祉」，俗稱「動物福利」，這個原本以「人類如何對待

動物」為起點的倫理關懷，在 20世紀中葉之後，隨著都市化與資本

化的社會轉型，在各方推動之下，逐漸凝結社會共識，成為社會文明

的指標。

然而，如同「倫理」，「福祉」也是一個「泛義」的概念，具體

指涉何種內涵細節，往往難以明確定義。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社會生產形態、乃至不同的信仰，對於「倫理」或「福祉」都

會有不同的判斷或想像。現代「動物福祉」觀念，便是在各種不同的

認知、判斷與想像中，不斷的進行對話與修正。從人類馴養動物開

始，人對於「動物福祉」的關注重點持續演變：從畜養方式的改進到

關照動物的感受，觀點的蛻變豐富了概念的內涵，同時也引發行為態

度與政令法規的更新改善。

2019 年 9 月，農委會的《動物保護白皮書》定稿公布。這是我

國首部《動物保護白皮書》，為政府的動物保護與福祉政策訂立策略

藍圖。《動物保護白皮書》耗時 3年、經過數十次公開意見徵詢與產

業界、學者專家多方會議，才終於成型定稿。由此可見，現代臺灣社

會對於「動物倫理」與「動物福祉」的觀念，也是在各方意見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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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中，求同存異，逐漸凝聚共識。

本章將探討「動物倫理」與「動物福祉」觀念的形塑與發展，介

紹「動物福祉」的評估方式，接著討論「同伴動物福祉」，特別聚焦

於「犬貓」，簡單說明其可能面臨的福祉風險。

第一單元 動物倫理觀的發展

人應該如何與動物相處？人與動物的關係為何？這是「動物倫

理」所叩問的核心問題。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就會涉及幾個基本命

題：動物是否有權利？動物的地位是什麼？由此而生的哲學思辨，發

展成為現代動物倫理學。

討論動物倫理時，「動物權利」是主要爭議之一。動物是否與人

一樣，具有知覺、記憶、智力、情感，以致於可被視為「生命主體」

（subject-of-a-life）並擁有相符的道德權利？如果動物有權利，當動

物的權利與人類的權利有衝突的時候，又應該如何看待？針對這些問

題的討論，以下簡單介紹西方學界幾種不同的觀點：

壹、無地位論

以法國理性主義哲學家笛卡爾（Rene Descartes, 1596-1650）為

代表。早在古希臘，蘇格拉底與亞里斯多德都以「理性」將人類與動

物劃分開來，把人類的地位置於動物之上。蘇格拉底認為人類才有智

慧，而動物只有本能；亞里斯多德主張只有人類的靈魂是理性的，動

物存在的功能與目的都應服膺在人類之下。到了 17世紀，笛卡爾提

出「動物機器說」，主張動物只是上帝發明的的機器，沒有靈魂、也

不具備理性意識，所以沒有認知經驗，不像人一樣能感受痛苦、快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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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爾的看法影響深遠，到了 18世紀的理性時代，大部分人都

認同他的觀點，認為人類與動物的區別在於人類具有理性，而理性是

靈魂的財產，所以動物沒有靈魂、沒有感知能力，因此也就沒有所謂

對動物殘酷的問題。這種說法，為後來的動物活體實驗、動物搏鬥娛

樂等使用動物的行為提供了支持性的論點。

貳、間接義務論

以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為代表。基督

教的信仰認為動物不具有直接的道德地位，但是，人類必須作上帝的

「好管家」，妥善使用各種動物。到了啟蒙時代晚期，康德從「義務

動物倫理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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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立場主張人類對動物有「間接義務」。康德指出，動物雖然沒

有天賦的權利，但人類因對擁有動物的理性存有義務，因此人類仍應

仁慈對待動物—因為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會影響我們對待其他人

的態度。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在街上殘忍虐待一隻狗，不止狗的主人

心痛，也會讓看到的人覺得心有不忍，十分不安。因為人類具有讓他

人幸福愉快的直接義務，這種虐殺動物的行為直接損害了其他人，因

此，我們不可以虐待動物。

參、地位平等論

以美國動物權利哲學家雷根（Tom Regan, 1938-2017）為代表。

雷根主張動物有情緒、能表達慾望，具有某些程度的喜好傾向，以及

建立己身生命福利的能力，是「具有生命的主體」，應將之視為道德

考量的對象。雷根提出動物擁有「天賦價值」，也就是動物具有與生

俱來的本有價值，其基本「權利」因此應該受到尊重。人類與動物

的道德地位都是平等的，動物與人具有同等的權利。雷根反對辛格

（Peter Singer, 1946-）用功利主義來判定動物的道德地位，認為這種

計算方式並不尊重動物、甚至人類先天本有的存在價值。

換句話說，雷根不接受辛格在不同的生命個體之間做價值的比

較。雷根提出生命存在的本身就具有道德地位與天賦權利，因此動

物並非隸屬人類的資源。由此出發，雷根反對所有利用動物的方式，

包括動物表演、動物實驗，以及將動物因人類食用目的而畜養的畜產

業，即使是所謂「人道飼養」的「快樂雞蛋」或「快樂農場」。

肆、平等考量論

以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為代表。邊沁與康德是同

時期的哲學家，但是不同於康德，邊沁質疑神學「人類統領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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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也不認同笛卡爾以理性劃分人類與動物，將人類地位置於動

物之上的看法。邊沁的名言是：「我不在乎動物是否有能力思考，我

在乎的是牠們感受痛苦的能力。」邊沁主張動物具有感知能力，一樣

能感知快樂與痛苦，在這個基礎上，在作道德考慮時，動物利益（快

樂）與人類利益（快樂）應該平等考量。

邊沁是古典功利主義（也譯作：效益主義）之父，功利主義認為

當人們難以抉擇之時，應該以何者能「達到最大善」（即「最大效

益」）作為判斷的標準。所謂的「效益」就是快樂，是一個行為所涉

及的每個個體之苦樂感覺的總和。正確選擇就是能帶來最大快樂值的

選擇。功利主義是結果論，只考慮一個行為的整體結果。其中涉及的

每個個體都被視為具相同分量，每個個體的痛苦與快樂都會影響「效

益」計算的最終結果。因此，功利主義在處理人類與動物的關係時，

將人類與動物平等看待，動物的感受一樣重要、不可輕忽。

邊沁的功利主義觀點為現代的動物權理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現代動物權理論的拓展，首推澳洲著名的道德哲學家辛格（Peter 

Singer, 1946-）。辛格的《動物解放》一書對現代動物倫理思想與動

保運動影響深遠。辛格以功利主義辯證法，強調苦樂的知覺是道德考

量的基礎。動物與人類一樣都具有感受的能力，因此必須要給予相同

的考量。在這個基礎上，「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人類作為道德關懷

的主體，必須平等考量所有生命個體的道德利益。辛格提出「物種歧

視」的概念，將物種主義與種族主義（racism）類比，認為獨厚人類

是不公平的—動物因物種上的差異而遭受不平等的對待，正猶如黑

人、女性因生物上的差異而受到「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一般。

辛格說：「種族主義在自己種族的利益與其他種族的利益衝突時，看

重自己種族成員的利益⋯⋯同樣地，物種主義容許自己物種的利益凌

駕於其他物種成員的利益。」辛格據此批判「視人類自己的利益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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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物種」的人，稱之為「物種主義者」，認為「物種主義者」與「種

族主義者」在道德判斷上有一樣的偏誤。辛格主張人類應該盡可能消

除這種「物種歧視」。

辛格的理論具有開創性，同時也飽受爭議。辛格提出不能直接以

「物種」作為價值分級的依據，與此同時，他相信不同個體的生命具

有不同的價值—如果一個生命個體的理性意識較發達、感知能力較

強、與其他個體的牽連較深，當他遭受傷害或死亡時，造成的損失會

較大，那麼這個生命個體的價值，比起其他生命個體就更高。舉例來

說，人類的理性自我意識的能力依然比動物的單純感受痛苦能力，具

有更高的價值。這種生命分級的看法，在接下來的動物權論辯中時常

受到質疑。

伍、分級論

由當代哲學家馬丁．班傑明（Martin Benjamin）提出。馬丁．

班傑明批評了前 4種理論，認為「無地位論」和「間接義務論」過度

貶低動物的道德地位，而「地位平等論」和「平等考量論」則過度抬

高動物的道德權利。他主張動物雖然具有道德地位與權利，但仍應低

於人類，這是因為理性意識造成生命價值的不同。同時，他提出「需

求」的概念，並將其區分為「重要需求」（important needs）與「微

末需求」（trivial needs）。例如，生存與不被傷害的需求是「重要

需求」，而口腹之慾則屬於「微末需求」。班傑明相信人類的需求

大於動物的需求，但是人類的「微末需求」則小於動物的「重要需

求」。以食物來說，假如吃肉是為了人類的生存或健康，那麼生存的

需求屬於「重要需求」，人類可以為了生存殺死動物。可是，假如吃

肉只是為了滿足人類的口腹之慾，此事相對的攸關動物的生命（「重

要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人類無權因為口腹之慾而殺害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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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簡介可以看出，在動物倫理學的思辨中，有兩個相對立的

主要陣營：一方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將人類當成道德價值的

中心，主張在人與其他物種的相互關係中將人類的利益置於首要的地

位。另一方是「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反對以人類為價值中心的

觀點。這一方認為生命應該沒有高低貴賤，人類對自身物種利益的偏

袒致使人類輕忽其他物種的權益。任何存在形式，包括人類本身，都

具有本有價值（inherent value），因此在倫理上應該被平等看待。

對「人與動物的關係應該如何定義」這個命題，這 2種立場分別

展示了各自的想像與判斷：人與動物的關係是否平等？動物是否擁有

與人一樣的道德地位？如果同意動物與人類有相同的道德價值，那麼

就應該平等對待，反之，則應該差別對待。

儘管仍有歧見，但透過不同立場的論述與爭辯，現代人對於人與

動物關係的行為準則與看法，漸漸匯集成為一種新的趨勢：動物應

該被視為人類道德對待的對象，即「道德受體」。動物與人之間的關

係，應強調人類對動物負有道德義務，必須尊重動物應享有某種本有

價值。人類應該尊重不同生命應有的尊嚴，也應該尊重動物與生俱來

的能力，使其得以運作發展。在這個基礎上，世界各國紛紛將動物保

護納入國家政策。動物倫理學的思考反映了時代的軌跡，促使人類思

索人與動物的分界、反省自己與自然萬物的關係，也讓更多人投身動

物保護運動、關注動物福祉。

第二單元 動物福祉觀的演變

壹、早期觀念的形塑

一、中華傳統：儒釋道文化的影響

中國 3千年前就有保護動物的法令，最早可追溯到夏朝。夏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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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規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

罟，以成魚鱉之長」（《逸周書．大聚解》）。周文王在臨終前囑咐

武王說：「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升網

罟，以成魚鱉之長」（《逸周書．文傳解》）。這些規定，重點在保

護自然生態與動物族類可持續生長。

中華傳統文化看重天地陰陽的平衡，強調人與自然的諧和，儒家

的「天人合一」觀可說是在人與自然的互動中發展出的哲學理想。儒

者探究「造作有為」的人道與「自然無為」的天道間的應對，認為人

最理想的心靈狀態與存有方式，是順應天地自然，完美融合。人本身

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類應尊重自然秩序和生命。

因此，儘管儒家認為人與動物地位有別，人是「天地之心」、

「天地之性最貴者」（《說文解字》），而動物和人不同，「禽獸艸

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為天地之心」（《說文解字注》）；但是「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章句下》）。儒家認為人

與動物相差無幾，人之所以「貴」、之所以有別於禽獸，最主要的差

別就在人有「不忍人之心」，即對其他人或生命，不忍其受傷害的惻

隱之心與道德關懷。人有仁心，所以「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

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儒

家要求人類必須善待動物—人可以利用動物，用來祭祀或狩獵，但

不管何時都必須有仁心，同理動物的感覺，不可虐待濫殺。

道家思想，則比儒家更強調人與自然萬物的平等關係。老子談

「道」，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認為「道」

是萬物的根源，並且「道」自然而然、畜養天地萬物，充盈在萬物之

中；「道」不宰制萬物，而是滋養萬物的自然本性，任其發展、呈

現自己的自然樣態。在這個基礎上，「以道觀之，物無貴賤」（《莊

子．秋水》），人與動物的生命地位應該是平等的。所以，「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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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合一」（《莊子．齊物論》），人與萬物沒有差

等，人類不應將自己置於動物之上，因為每個個體都有存在的意義與

天賦自然的本性與能力。是以人類不應主宰支配動物，而應該師法

「道」，順應自然的發展，尊重天地萬物呈現的意義，尊重他們的本

性，不加干涉、不加改變，平等相待、和平共存。

佛教雖然是儒釋道三家中，最晚發展的思想，但它的宗教觀與哲

學思想對華人社會影響深遠。佛教主張「眾生平等」，同時要求佛弟

子「從今日乃至命終，護生」（《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其保護對

象為一切有情眾生，鳥獸昆蟲都納入道德關懷的範圍。佛教五戒第 1

戒就是「不殺生」。由於佛教的「輪迴觀」認為在沒有解脫之前，眾

生依照不同業力得相應果報，在六道三界流轉輪迴，當這期生命結束

時，再轉投成新的生命形態，因果輪迴讓所有的生命形式相互勾連；

同時，因為眾生都有佛性，且生命又依因緣而生滅變遷，雖然看起來

物類有別，但其實「法性平等」，生命的本質是平等的，所以應該尊

重每一個個體的生命價值，將之平等看待。

儒家的「仁學」思想、道家的「齊物觀」與佛教慈悲「護生」的

說法，互相呼應，深深影響華人社會對待動物的態度與方式。唐朝詩

人白居易的七言絕句《鳥》：「誰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

勸君莫打枝頭鳥，子在巢中望母歸」，勸誡世人推己及人、善待動

物；宋代文豪蘇東坡也留下「鉤簾歸乳燕，穴牖出癡蠅，愛鼠常留

飯，憐蛾不點燈」（《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其一》）的名句，至

今傳誦不衰。在華人的文化傳統中，「善待動物」是人應具備的道德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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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案例：「生類憐憫令」的失敗

同樣深受儒釋文化影響的日本，曾在 1687年（貞享 4年）正月，

頒布了一條劃時代的政令：「重病之生類未死則不得捨棄」。在江戶

幕府第 5代將軍德川綱吉的主導之下，之後幕府陸續頒布一連串關於

保護動物的相關法規，就是著名的「生類憐憫令」。

「生類憐憫令」在人類的中近世史中是極為特殊的一個法令。它

是非常罕見的、由政府以官方命令形式正式下達、具有法律效力，以

動物為關懷主體，約束人與動物關係的規準法則。

「生類憐憫令」並不是單一的成文法，而是分別發布的一系列禁

止虐待動物、隨意殺生的禁令，保護的對象包括狗、貓、牛、馬、

魚、鳥，甚至到貝類與蟲類。德川綱吉在位期間，一共頒布了 135條

相關法規。「生類憐憫令」尤其重視犬隻的保護。當時幕府在江戶市

儒釋道三家的動保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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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製作「飼犬戶籍帳」，猶如現代的寵物登記制度—家犬必須登

記，萬一走失，飼主必須將其尋回；獎勵舉發虐待動物，給予告密虐

狗者 30兩的高額賞金。

綱吉最接近現代動物保護的舉措之一，是創建被稱為「犬小屋」

的流浪狗收容所。在「犬小屋」中，成犬與幼犬分別有各自的養育區

域，並且分開收容雄犬雌犬，防止牠們繁殖出更多野犬。犬隻由公家

指派專人照料，糧食高規格管控、甚至還備有獸醫的宿舍，全天候照

管收容的流浪狗。

當時的日本，流浪狗問題極為嚴重。野犬破壞莊稼、攻擊人類的

狀況層出不窮。綱吉在中野等地設立「犬小屋」，最高峰時，收容的

犬隻數量高達 8萬 2千多隻。現在日本的中野區公所前，還設有紀念

「犬小屋」的犬隻銅像。

以現代的眼光來看，「生類憐憫令」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在法規

層面對動物保護觀念的拓展。早期動物保護的觀念，更看重維持物種

存續，而較少關注到動物的生活狀態。很長一段時間，人類社會關於

保護動物的法令，其理性邏輯在防止動物滅絕而影響人類生存，或是

影響人類對動物的長久利用，歸根結底都是以「人類」為本位的態

度。

以中國為例，不管是夏朝時就有「禁漁期」的規定（夏季的 3個

月嚴禁下網捕魚，避免影響魚類繁殖、長成），還是到元朝「禁獵孕

子野獸以及屠牛馬」、「禁民獵捕飛禽與殺當乳者」的禁令，重點都

是避免過度的捕殺，以免物種無法延續，影響人類生活。

綱吉的「生類憐憫令」則與此不同，它要求人類必須進一步關注

動物的生存狀態：行車必須避讓犬貓、不可使牛馬過度負重、不得用

石頭打鳥、妥善安置流浪犬⋯⋯。當時的江戶幕府在佛法好生的信仰

基礎上，要求人們保障動物的生存權，不濫殺、不肆意傷害、嚴禁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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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要求百姓關注動物的生活環境、生存狀態，予動物以前所未有的

高規格對待。

然而，「生類憐憫令」最終掀起巨大民怨：「犬小屋」運營的費

用高昂，財政支出龐大，所需經費得向江戶市民徵收額外的賦稅支

應；法令過度瑣細，甚至連蚊子都成為保護的對象；違法的懲處過於

嚴苛，有旗本武士因射殺一隻燕子被判處死刑，當時也在場的同僚則

以「共謀」罪名被判流放；信濃太守因為踢了自家的狗被鞭笞充軍。

當時日本社會對動物的態度與現代截然不同，動物的存在是為人

所用，可以任意對待。綱吉時代的德川幕府，在社會大眾尚未達成共

識的時候，以公權力強制保障動物權、提高動物地位，過度激進的保

護措施無法得到人民的認同，朝野上下怨聲載道。

以現在眼光看來也十分前衛的「生類憐憫令」，因此被當時的日

本人視為擾亂社會民生的苛政「惡法」，在綱吉過世之後，立即廢

止。綱吉本人也得到了「犬公方」（狗將軍）這個輕鄙的蔑稱，成為

日本歷史上有名的昏君。

三、英國社會：現代動物福祉的萌生

「生類憐憫令」的失敗，提醒我們關於動物保護、動物福祉的政

策施為，不可以枉顧民意、以官方意志獨斷專行。這個案例也許為現

代關注動物福祉的人士提供了一個警示：最重要的不是法令，而是教

育—改變一般大眾的觀念，進而影響其行為態度，比強硬推行的法

律更能行之久遠。

大眾的觀念如何改變？對動物福祉的關注，如何隨著時代思潮前

進，成為當代社會重要的核心價值？觀念的改變不可能一蹴可幾，社

會形態的改變、有識之士的倡議、政令法條的判例、公眾教育的推

廣，以及動物倫理學的探究，都對現代動物福祉觀念的形成，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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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滅的影響。

日本的「生類憐憫令」曇花一現，現代人類社會對動物福祉的

關注，要到 19世紀，才在英國倫敦開始成形。在工業革命的影響之

下，以英國為首的歐美各國，在 18世紀末開始從近代向現代社會的

蛻變：人們的行為方式、生活模式、價值體系都與農業社會不再相

同，經濟結構、思想文化、價值觀念都發生巨大的變化。人類與動物

的關係發生結構性的改變，人對動物的態度與看法，也在這個時期，

進行了根本性的反省與革新。

（一）比爾．伯恩斯判案

1822年英國倫敦，一名叫做比爾．伯恩斯（Bill Burns）的賣水

果的小販，和以往一樣，在擁擠且骯髒的倫敦街道上，大聲叱罵自己

那頭用來載貨的驢子。「笨驢！」他怒吼，鞭子在驢子身上抽出條條

血痕。這個倫敦街頭的日常事件，後來成為動物福祉運動開創性的經

典案例。

1822 年 7 月，《馬丁法案》剛剛被國會通過，國會議員、也是

法案的推動者理查．馬丁，親自主持控訴比爾．伯恩斯的虐驢事件。

一如既往，對於動物受虐案，法庭攻防很快一邊倒，傾向無罪認定。

這時候，馬丁做出出乎眾人意料的事：他請求法官傳喚「證人」—

那頭驢子。

從來沒驢子出庭作證的先例！法庭內一片嘩然。

然而，當驢子被牽進法庭內牆的時候，所有人都啞口無言。驢子

明顯遭到虐待：皮毛雜亂、瘦可見骨，身上鞭痕交錯，血痕斑斑。比

爾．伯恩斯最後被處以罰款，而馬丁喚驢出庭的驚人舉措，成功引起

一般大眾對動物福祉的關注。人和動物的關係，從 19世紀中的英國

開始，進入全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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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轉型：新生活、新觀念

19 世界後期的英國倫敦，在急速工業化的發展下，這個大英帝

國的首都，其實是一個擁擠不堪、公衛系統超出負荷，出了名的髒亂

都市。街道塞滿牛車馬車，行走時踩到的泥濘其實是牛馬的排泄物。

為了趕集，牲畜被鞭打催促，過度負重的情況司空見慣。由於沒有公

有化的屠宰措施，拍賣牲畜與肉品的市場環境髒亂，不時可聽見牲畜

的悲鳴。鬥雞是倫敦人熱愛的休閒娛樂，而鼎鼎有名的威斯敏特鬥獸

場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是放獵犬與大黑熊廝殺。

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倫敦，中產階級悄然興起。他們擁有空餘

的閒暇與金錢，有能力飼養不具經濟效益的動物，於是寵物越來越流

行，成為中產階級的都會風尚。當時倫敦人對寵物的摯愛現在仍然可

從海德公園西北角保留的維多利亞時期寵物公墓看得出來。中產階級

脫離了傳統農村的生活模式：過去犬隻可能作為「工具」使用，幫忙

看守、拖拉交通工具；現在則成為「寵物」，人們與犬隻的互動關係

改變，動物的工具性降低，陪伴功能迅速強化。人與動物的關係有了

更緊密的情感依附，人類看待動物的視角開始有了變化。

比爾．伯恩斯審判（作者：P. Mathews，日期：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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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英國人道主義興起，同情弱小的博愛情操，開始推及對

動物的同理與關懷。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動物福祉開始成為值得

考慮的問題，進入公共領域。1809 年，艾斯金爵士（Lord Thomas 

Erskine）向英國國會提案，禁止殘酷對待家畜。在此之前，家畜只

是飼主的「財物」，假如傷害動物會受到懲罰，是因為犯罪人侵害了

飼主的財產。艾斯金爵士則認為動物本身應受保障。他的提案雖然沒

有通過，卻是歐美歷史上首次把動物當作生命個體，而不是個人財產

來對待。

（三）法案的推動

1822年，英國國會通過《防止殘忍及不當對待牛隻法案》（Act 

to Prevent the Cruel and Improper Treatment of Cattle，俗稱《馬丁法

案》）。這是人類史上第一個賦予動物特定權利的政令，是動物保護

歷史上的里程碑，人類與動物的關係至此展開了新的篇章。

法案的推動者是來自愛爾蘭的英國議員、人道主義者理查．馬

丁。被英國國王喬治四世稱作「人道迪克」的馬丁，在諸多嘲笑聲浪

中力排眾議，說服了上下院的議員，讓法案順利通過。法案明文規定

禁止虐待牛、馬、騾、驢、羊等動物，否則會被罰款；如未能繳交罰

款，則可被處以最多 3個月的監禁。由於這個法令只適用於大家畜，

英國國會在 1835年通過的增補法案，第一次把保護的對象擴及到家

養的狗、貓和其他同伴動物。之後又相繼通過 2項增補法案，將《馬

丁法案》保護動物的範圍延伸至「所有人類飼養的哺乳動物和部分

受圈養的野生動物」。1854年的法案禁止犬隻拖車，1906年通過的

《犬隻法》則禁止販賣流浪狗給實驗室。1911 年，通過《動物保護

法》。這些法令的設立昭示了人與動物的新關係：人類開始看待動物

為值得尊重的獨立生命，因此有義務保護無法自保的動物、關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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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狀況，避免動物受到「不必要」的痛苦與傷害。

1824 年，「防止虐待動物協會」（SPCA）成立。這是世界第

一個動物福祉機構，影響深遠。1840 年，維多利亞女皇賜予協會冠

上皇家封號，成為「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RSPCA）。影響所

及，法國於 1845年成立了動物保護協會，愛爾蘭、德國、奧地利、

比利時、荷蘭等緊追在後，保障動物福祉的法令與組織紛紛成立。

1860 年，巴特西狗之家（Battersea Dogs Home）在倫敦創立，成

為歐美最早的流浪犬收容所。1866 年，「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ASPCA）成立，動物福祉機構與觀念漸漸往全球範圍拓展。

貳、現代觀念的成形

《馬丁法案》通過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人類對待動物的「方

式」成為動物福祉最主要的考量。就如散布各地的「防止虐待動物協

會」的名稱所示，人類對於動物福祉的關注點，長期聚焦在是否存在

「蓄意的虐待行為」。這樣的概念框架一直要到 20世紀中葉以後，

才又產生新一波的反省與討論，「如何對待動物」的倫理觀急速轉

變，生發出更加廣闊的視野，與更加豐富的內涵。

一、二戰後的產業轉型

觀念的轉變必然源於社會的變化。如同 19世紀英國面臨工業革

命下急劇的社會轉型，二戰之後，世界各國也面臨全球範圍的科技工

程與生產方式的產業革新。生物醫學有了飛躍性的進展，政府和民間

大力投資醫藥業，醫藥研究獲得政府支持。在這種背景下，實驗動物

被大量使用，其殘酷與濫用的程度甚至引發大眾恐慌。

除此之外，隨著戰後經濟復甦和嬰兒潮而來的，是市場對肉製品

需求的大幅增長。有需求就有供應—戰後畜牧生產方式有了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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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變，企業式集約化經營的大型畜牧場取代了傳統粗放式、多樣少

量動物的家庭農場。與此同時，汽車工業高度發展，各國爭相建設高

速公路，交通要道迅速連結成方便快捷的運輸網絡；冷凍、冷藏與急

速脫水等食品保存技術的開發，使得畜產品脫離地區限制，能夠將肉

品大量販售到更遠的地方。機械化與科技創新讓畜牧技術突飛猛進，

大量的自動化集約生產成為畜牧業的常態。

人類運用動物的方式有了革命性的變化，相對的，動物的生活狀

態與他們的祖輩也截然有異，早前較為單一的、以「蓄意的虐待行

為」作為動物福祉的衡量標準，面對新形態的畜牧產業，已經不敷實

用。現代化產業中農場動物的生存狀況，促使人類重新思考「動物福

祉」的各種向度。

二、都市化的生活模式

都市化的生活形態更對現代動物福祉概念的形塑產生關鍵性的影

響。都市化帶來的人際疏離，讓人傾向在同伴動物身上尋求情感依

附；中產階級的快速增加，容許更多人有空暇與金錢飼養照料喜愛的

動物。家養犬貓的數量不斷攀升，而飼主幾乎都將這些同伴動物視為

家庭成員。脫離「農村」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模式，人類飼養動物不再

需要有特殊的經濟或役使目的。在現代人的概念中，不再不假思索的

將動物視為人類「利用」的對象。事實上，動物在現代人眼中，更像

是一起生活的「同伴」。

三、媒體的推波助瀾

與此同時，媒體的推波助瀾，也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現代人對動

物的態度。商品廣告使用野生動物或犬貓，塑造或狂野或親切的商

品形象，作為行銷的手法。廣告中這些脫離自然生活環境的動物，出

現在人造場景時，很容易誤導大眾對其動物本質的正確認知；通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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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商業播送，這種人為的動物形象很容易就被散播出去。同時，廣

告、新聞媒體以及娛樂產業處理動物議題的時候，傾向將動物「擬人

化」，塑造討喜的形象。都市生活導致現代人對動物的實質接觸減

少，動物的習性與形態不再是常識，一般大眾對動物大多抱持正向好

奇的態度。與動物有關的新聞報導通常會引起大眾興趣，有些新聞媒

體甚至會刻意留出動物新聞版面以博關注。

電視媒體、廣告商與卡通動漫產業很快發現動物會為他們帶來收

益，於是以動物為主角的故事不斷被創造：動物被賦予人格（不管多

麼失真）、表情與行動都被「擬人化」解釋。電影、童書、卡通所創

造出的擬人化動物形象深入人心：以美國迪士尼的影視產業為例，迪

士尼的動物王國包山包海，從野生動物、經濟動物到同伴動物，所創

造出的動物烏托邦擁有全球性的影響力，所塑造出的動物明星也成為

家喻戶曉的動物品類。

迪士尼的動物形象飽受爭議，兒童因此傾向於錯誤詮釋動物及其

行為，也容易「物化」動物，把動物看成可販售的物品。大麥町犬

（《101忠犬》）、天竺鼠（《鼠膽妙算》），小丑魚（《海底總動

員》），都曾因迪士尼動畫成為最受歡迎的同伴動物，在寵物市場上

紅極一時。然而，當飼主發現寵物不像銀幕呈現的可愛無助之後，失

望之下的棄養潮，反而衍生更嚴峻的問題。

即使如此，不可否認的是，迪士尼及其他娛樂媒體以充滿感情的

方式把動物卡通化，透過「擬人」的方式強調動物與人的相似之處：

動物都和人一樣，是可以互動、產生共鳴的對象。這樣的動物形象讓

現代人更容易對動物產生情感投射，也更容易對動物的處境感同身

受。

在這樣的社會情境下，時至今日，不同組織、不同族群對動物福

祉的看法仍有不同。例如，對使用動物作為商業或娛樂資源的業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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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動物福祉也許只需保證他們會在乎動物。一般人對動物模糊的關

心愛護、避免虐待動物的慈悲心，可能就是大眾認知中常識性的動物

福祉。對抱持人道動物福祉觀點的人士而言，虐待動物是不可接受

的，但將動物當成役使或食用的對象則問題不大。至於辛格一派的動

物解放論者，動物福祉對他們來說，至少是將動物的痛苦減到最低。

而某些動物權論者甚至可能主張動物福祉應該是讓動物回歸自然的狀

態，一切使用動物的行為都損害了動物的福祉。

即使觀點仍然分歧，但人們基本建立了一定的共識：現代人相信

動物是「有感覺的」，不管是畜牧場裡的豬牛羊雞，還是家裡沙發上

的狗狗貓咪，牠們都能夠感受到幸福和痛苦。人類有義務保護動物，

也有義務為動物創造舒適的生活條件，避免牠們受苦。

現代動保觀念的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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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 動物福祉的衡量

壹、「五大自由」的概念

「福祉」是一個「泛義」的概念，同時也是一個不斷變化調整的

概念。通常，「福祉」被定義為「康樂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

動物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而痛苦被降到最低。也就是說，現代動物

福祉的概念，是基於認可動物具有「感知能力」的前提，由動物「自

身」的生理或心理感受出發，來判斷動物是否處於滿足基本需要的

「康樂的狀態」。

一般來說，針對動物福祉的討論，有 3種主流觀點：第 1種強調

動物的感知力，因此，好的動物福祉除了要讓動物免於飢渴、疼痛等

不適之外，也要讓動物感到舒服、滿足、享受各種愉悅的感覺。第 2

種則著重動物的生物性功能，動物必須能正常成長、順利繁殖，免於

傷病、營養不良以及行為生理上的各種傷害。第 3種強調動物自然的

生存方式，認為動物應該生活在合理的自然環境中，能夠自由發展、

行使天生的各項能力。儘管切入角度不同，這 3種觀點對「福祉」的

基本內涵有一個概括性的想像：良好的生存狀態與生活品質。

一、英國農場動物福祉委員會的「五大自由」

英國政府在 1 9 6 5 年設立布蘭貝爾委員會（ B r a m b e l l 

Committ），委任了 Roger Brambell 教授對農場動物的福祉事宜進

行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於 1967年成立農業動物福祉委員會（Farm 

Animal Welfare Council, FAWC），建議必須維護動物福祉。就實際

的狀況來看，不同動物的習性、飼養管領的目的都不相同，要制定符

合動物生活福祉的規範也必須因應調整，很難有一致的標準。現今

最為大家接受、國際上最常提及的動物福祉標準是 1992年英國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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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動物福祉委員會所確立「五大自由」（five freedoms）。「五大自

由」的概念如下：

1992年農業動物福祉委員會（FAWC）確立的「五大自由」的概念

項 原則 說明

1 免受飢渴的自由
容易取得新鮮的水及食物，以維持其
健康與體力。

2 免處於不適的自由
擁有合適的環境，包含遮蔽處與舒適
的休息處所

3 免受痛苦及傷病的自由
預防疾病措施或快速治療及診斷疾病
結果。

4 表達自然行為的自由
有充足的空間、恰當的設施和各自的
夥伴。

5 免受恐懼和壓力的自由 有避免受心理痛苦之環境與待遇。

動物福祉的「五大自由」概

念的提出具有歷史性的意義—

雖然是以農場動物為考量對象，

但是它引導大眾意識到在考量動

物福祉的時候，必須更全面的關

照其可能的多元向度。一直到現

在，都是各國實踐動物福祉的重

要參考基礎。

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的定義擴展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於各項動物福祉綱要就明定以動物福

祉「五大自由」為依歸，推動各會員國制訂相關法律與政策。2005

年起，在 OIE 公布的《陸生健康法典》（Terrestrial Animal Health 

動物的五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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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中，「動物福祉」在五項自由的基礎上擴大，認為動物可以

應付（coping with）其所處之生活條件、有科學證據為基礎、認定動

物是健康、營養、安全、感到舒適，能夠自然表現天性行為（innate 

behaviour），免受於不愉快的狀態（如：疼痛、恐懼或痛苦），就

是良好的動物福祉。

由此可知，動物福祉應該完整涵蓋「正常生物功能的維持」（生

理的適應）、「天性行為的自然表現」（自然的行為）、「正向心理

感覺的保障」（心理的滿足）這三大層面。在評估同伴動物福祉的時

候，仍然可以運用這三大層面與「五大自由」的概念，了解同伴動物

的需求，並評估其福祉狀態。這些原則，無論對居家或收容所中的同

伴動物，一樣適用。

「五大自由」的概念有助於讓人了解動物與其環境關係的好壞，

以及哪些條件對動物具有壓力。動物對環境條件的適應因個體而異。

然而，每個個體都處於一種必須做出回應的環境影響之下，環境條件

的好壞對個體會造成全面性的影響：越困難的環境，會給個體帶來越

緊迫的壓力，影響身心健康，也就導致較差的福祉狀況。

不過，由於「五大自由」概念是為農場動物所提，在衡量同伴動

物福祉時，未免有所不足。同伴動物根據品類不同，個體差異大，因

此各自面臨的福祉問題也不盡相同。除了商業貿易衍生的福祉問題之

外，一般來說，主要可分為兩類：一是影響生理適應與自然行為的遺

傳性健康問題，二是因飼主不當對待引發的福祉問題。對同伴動物來

說，由於對飼主的情感依附與生活連結遠較農場動物更為親密，飼主

能否盡責、有足夠的知識正確對待，攸關同伴動物能否處於「康樂的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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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動物福祉評估方法

儘管人們提出了如「五大自由」等判斷動物福祉的原則，我們又

如何得知動物的「五大自由」都被滿足？無論是農場動物或同伴動

物，在飼養的環境下，「三大層面」、「五大自由」達成的程度多

高？動物是否真的處於「康樂的狀態」？為了回答這些問題，顯然需

要系統性的評估方法，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測試與觀察，來評估動物的

生活情況。

動物福祉的基本原則涵蓋動物的生理、心理和天性，所以很難以

單一項目的量測來判斷是否達成動物福祉的標準。一般來說，可能的

評測項目會從不同面向—包括生理表現、行為表現、疾病患病率、

甚至死亡率—來同時進行評估。根據不同的生產系統與動物福祉概

念，各國相繼產生不同的評估系統，用不同的指標來檢測影響動物生

活的各項因素或動物的表現，據此判斷動物的福祉是否達到要求。

一、最低標準制度的評估方法

現行動物福祉評估系統的評估方式概分為兩類：一類評估方式是

最低標準制度。美國非營利組織 Humane Farm Animal Care（HFAC, 

2004）的 HFAC 系統和紐西蘭的動物福祉規範就是採用這種評估方

式。這種做法是制定評估指標，採最低標準制，以 HFAC 為美國乳

牛場制定的評估指標為例，共分成 1.食物與飲水、2.環境、3.管理、

4. 健康、5. 運輸、6. 屠宰六大項，並且要求每一項指標都要達到最

低標準才算合格。

二、動物需求指數的評估方法

另一類，也是比較常用的一類，是動物需求指數（animal need 

index, ANI）。這類評估方式是在不同的項目下，根據不同程度的

環境狀況，給出對應的分數，然後再用算式加總，評定福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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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 評估方法著重外在環境

條件，認為動物受到合理照

顧與否，可從其生活的環境

條件是否完善來做評估判斷。

歐盟動物福祉評估指標

（Welfare Quality®）更進一

步將各評估項目賦以不同評

分方法，以不同的算式算出

指數，再根據不同項目乘以

不同權重。福祉品質系統是

歐盟結合了 17個國家、44個

機構，共同建構的農場動物福祉評估系統。歐盟設立了 12個動物福

祉評估指標，並可將測量標準轉換成摘要式的資訊，不僅可提供飼主

改善意見，也可讓一般民眾知道動物的福祉狀況。

歐盟動物福祉評估指標（Welfare Quality®, 2009）

4個動物福祉原則 12個評估指標

良好飼養
1. 沒有長期飢餓。
2. 沒有長期口渴。

良好房舍
3. 休息時的舒適度。
4. 溫度的舒適度。
5. 移動的容易度。

良好健康
6. 沒有受傷。
7. 沒有疾病。
8. 沒有管理程序所造成痛苦。

適當行為

9. 社會行為的表現。
10. 其他行為的表現。
11. 良好人與動物關係。
12. 正面的情緒狀態。

4個動物福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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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 同伴動物的福祉

壹、同伴動物福祉：飼主

在評估同伴動物福祉的時候，福祉品質系統是比較常被使用的評

估方法。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基本的「五大自由」以外，同伴動物

比其他動物更容易遇到一些與飼主相關的福祉問題。飼主能否正確飼

餵、教養與對待同伴動物，與同伴動物的福祉利害攸關。

同伴動物往往被飼主以各種方式限制活動範圍，或是不允許牠們

展現完整的自然行為。舉例來說，有些飼主因為社區的安寧要求，會

禁止自己的犬隻吠叫，甚至進行「減聲手術」（俗稱割聲帶手術）；

又或是將同伴動物飼養在逼仄的籠子或陽臺，忽略個體不同的空間與

活動的需求。這些不當對待，都會對動物產生長期的壓力，可能會讓

同伴動物陷入挫折與沮喪。動物因此承受的緊迫感會導致免疫功能下

降，增加生病的機會，嚴重的話，甚至會造成不斷繞圈、繞籠子、咬

欄杆等動物刻板症。飼主應當注意讓同伴動物的自然行為有更多被表

達出來的機會。

營養與肥胖等健康疾患，也是同伴動物常見的福祉問題。由於同

伴動物與飼主共享相同的生活方式和家居環境，飼主往往會以自己

的喜好投射在同伴動物身上；加上寵物食糧的行銷與飼主的寵愛，常

常容易過度飼餵，導致營養不均或過度肥胖，讓同伴動物面臨健康風

險。

飼主教養不當，導致同伴動物的不良行為，或缺乏相關知識、致

使同伴動物的不良習慣難以改正，也會涉及同伴動物福祉。以犬隻來

說，隨處便溺、吠叫或是攻擊性行為，都會對飼主帶來巨大的困擾。

在西方國家，犬貓的不良行為是飼主棄養、將犬貓送到收容所的主要

原因。飼主對同伴動物負有道德義務，棄養是嚴重損害同伴動物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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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這些福祉問題都威脅到同伴動物正常生物功能的維持與自然

行為的合理表現，需要特別留意。

貳、同伴動物福祉：寵物貿易

寵物貿易也是同伴動物面臨福祉風險的因素之一。全球的寵物貿

易，尤其是較為稀有的野鳥類、爬蟲類、兩棲類、魚類，在捕捉、處

理和運送的過程中，時常讓動物處於痛苦與死亡的高風險情況。而對

犬貓而言，寵物市場中的繁殖、買賣、寄養等商業行為，也都可能讓

犬貓面臨福祉風險。

一、「過度繁殖」的福祉問題

嚴格的寵物繁殖買賣業管理，有助於提升同伴動物福祉。因此，

為了約束管理，《動物保護法》、《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寵物

業查核及評鑑辦法》以及地方政府的動物保護自治條例，都針對業者

的申請、人員、場所及查核等訂定遵行標準。

寵物商業的行為中，特別容易讓同伴動物福祉處於較高風險的，

主要是「過度繁殖」衍生出的問題。地下繁殖場或民間狗場規避政府

監督，違反動物福祉的案件，時有所聞；「過度繁殖」衍生的福祉風

險，肇因於有些售賣者將犬貓視為貨品，過度追求最大利潤。商業行

為本就以營利為目的，然而過度追求利潤，則容易輕忽動物福祉。例

如，當流行風潮一過，特定品種滯銷，市場價格下跌，亦或是當種犬

種貓失去生育能力、不能再繁殖提供貨源時，這些犬貓被棄之不顧的

風險就大為增加。地下繁殖場的犬貓通常不會受到良好照顧，飼養者

也不會多花成本做遺傳篩檢，更有可能近親繁殖，產出的幼犬幼貓患

病的機率就會增高。

合格的繁殖場受政府嚴格規範，業者必須要提供寵物來源、種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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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等產銷履歷給飼主，法律也規定種犬繁殖的胎次（《特定寵物業

管理辦法》第 11條第 5款：連續 2年度內之繁殖胎次，不得超過 3次；

終生繁殖胎次，不得超過 7次），同時，繁殖的犬貓在空間、設備、

食物、醫療照護上都較有保障。不過，法規能否落實，主管機關是否

有效稽查、正確掌握繁殖數量，十分重要。一旦市場某些品種的產銷

供應失衡，難有調節機制，賣不出去的犬貓，可能承擔較高的福祉風

險。

二、「遺傳缺陷」的福祉問題

同伴動物的福祉問題中，歷史悠久且最為棘手的，是遺傳引起的

健康問題。

人類最親密的同伴動物是犬貓。人類將之馴化，且依照人類的需

要與審美，培育出不同品種。人為育種使得動物遺傳的基因缺陷難以

避免，產生不少遺傳疾病，影響同伴動物的生活品質。

民眾傾向購買外形漂亮的血統犬貓。然而，過於重視犬貓的外

形、追求名種，導致繁殖者常忽視遺傳性疾病，甚至近親交配，以生

產出漂亮純血的犬貓。但是，人為介入且近親交配之下，原本會被自

然界淘汰的基因缺陷就被保留下來，造成犬貓的遺傳性基因病。由於

寵物消費鏈的供需關係，這種基因缺陷往往在繁殖時被忽視，導致生

下來的犬貓飽受疾病之苦，這種現象，被稱為「基因虐待」（genetic 

cruelty）。

從 19世紀開始，人類造出多種身具遺傳缺陷的品種，光是犬類

就有超過 300種因基因缺陷而生的疾病，不止患病的動物痛苦，飼主

也因愛犬的痛苦而受到影響。大型犬如拉布拉多、黃金獵犬、秋田犬

等容易罹患的「遺傳性犬髖關節形成不良症」，就是基因缺陷造成、

最具代表性的疾病之一。除此之外，眼疾、耳聾、先天性心臟病、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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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性皮膚病等，都是在犬貓育種過程中留下的基因缺陷疾病種類。這

類缺陷會造成動物一輩子的痛苦，有些需要進行外科手術來矯正，有

些則終身無法治愈。

因此，犬貓的繁殖，應該先做遺傳篩檢。不過，即使是正規的繁

殖場，因為追求利潤的關係，過去也很少淘汰不健康或隱性遺傳有問

題的犬貓。近親繁殖或是有遺傳疾病的個體沒有被篩選排除，都可能

造成後代的健康狀況出現問題。

現在的法律已經規定，種犬繁殖前應進行健康檢查及特定先天或

遺傳性疾病篩檢（《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第 11條）。如果親代做

過檢測，產生遺傳型疾病的風險很小，動物福祉受損的風險就比較

小；但如果發現是遺傳性疾病的高風險者，卻仍不顧後果，生下具有

遺傳性疾病的後代，那麼這類犬貓的動物福祉受損的風險就比較高。

遺傳缺陷的福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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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買賣、寄養的福祉問題

同伴動物到了買賣和寄養的場所，也會面臨福祉風險。受限於空

間與人力，這些場所的犬貓可能會被關在狹小的籠子中，缺乏適當的

照明、溫度、通風，也沒有足夠的活動空間。

就寵物貿易鏈下游的寵物販售者來說，由於店家不一定能清楚了

解上游供貨與繁殖場的環境和飼養狀況，也可能成為地下繁殖場的銷

貨管道。寵物店為了爭取利潤，未必會主動提醒消費者品種遺傳疾病

與飼養知識，一旦消費者在不了解的情況下衝動購買，就容易在購買

後棄養，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讓帶有基因缺陷的寵物繼續繁殖。除此

之外，有些寵物販售者會為了迎合顧客而對同伴動物進行一些美容性

手術，比如剪尾、剪耳，或是為了減少行為問題而做的去爪手術，都

會造成同伴動物不必要的痛苦。

這些與寵物貿易相關的福祉風險，從動物福祉的角度來看，已經

構成對動物權益的損害。有些動物權論者甚至主張，應該將寵物飼養

看做某種類型的動物剝削，加以禁止。然而，這種看法可能忽視了同

伴動物對人類的重要性。很多時候，同伴動物與人類是互惠的關係。

如何在寵物貿易的產業鏈中，更好的落實動物福祉，才是在實務上更

值得考慮的問題。透過法律，確保業者無法以犧牲動物福祉的方式來

求取利潤；透過教育，讓大眾了解對待同伴動物的正確方式，同伴動

物的福祉才更能夠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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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動物保護法》第 6條條文明白規定「任何人不得騷擾、虐

待或傷害動物」。這裡的「動物」是「指犬、貓及其他人為飼養或管

領之脊椎動物，包括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寵物及其他動物」。為了

落實尊重動物、保護動物的理念，行政部門各有其主管機關，民間亦

有許多動保團體組織積極參與，希望透過公民素養的提升，以及完整

社會體系的建構，營造一個萬物和平共處的環境。

第一單元 行政部門與功能

壹、中央機關

依據《動物保護法》第 2條，其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我國現

有行政部門的動物保護機關組織如下：

中央機關

地方機關

管理單位

行政院農委會

畜牧處動物保護科

農業局／

產業發展局

農業處／

產業發展處

建設處／

產業發展處

嘉義市／

連江縣
14縣市6直轄市

動保處 動物防疫所 農林畜牧科

我國現有行政部門的動物保護機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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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推動動物保護政策的中央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

牧處」的「動物保護科」，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事細則》規

定，「動物保護科」的職掌內容有下列 10項：

一、寵物管理政策與法規之擬訂、策劃及督導。

二、實驗動物人道管理政策之擬訂、策劃及督導。

三、經濟動物福利政策之擬訂、策劃及督導。

四、動物收容管理政策與法規之擬訂、策劃及督導。

五、動物保護政策與法規之擬訂、釋示、連繫、協調及督導。

六、動物保護團體之輔導及監督。

七、動物管制業務之連繫、協調及督導。

八、動物保護國際合作、人才交流及訓練事宜之推動。

九、寵物新興產業管理政策與法規之擬訂、策劃及督導。

十、其他有關動物保護事項。

其職掌內容主要是針對寵物、實驗動物、經濟動物及一般動物，

進行管理、收容、保護、管制等政策的擬訂、策劃與督導，以及動保

團體的輔導監督，國際合作的交流等。

貳、六直轄市

地方機關方面，臺北、新北、桃園、臺中、臺南、高雄 6直轄市

於「農業局」（或「產業發展局」）下設有動保處，名稱為「動物保

護處」或「動物保護防疫處」、「動物防疫保護處」。以臺北市政府

為例，「產業發展局」下設有「動物保護處」，職掌內容有：

一、防疫檢驗組

畜禽飼養登記、畜牧場登記、動物傳染病防治、疑患傳染病動物

之處理、疫情調查、衛生保健、人畜共通傳染病檢驗、獸醫公共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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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檢驗研究、寵物食品檢驗及動物虐待傷害鑑定、動物用藥品輔導管

理、動物飼料輔導管理、寵物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等事項。

二、動物管理組

動物保護政策規劃、擬定及執行，獸醫業務管理、寵物登記及生

育控制、飼主責任教育及宣導、經濟動物運送管理、實驗動物管理及

寵物屍體焚化服務等事項。

三、動物收容組

流浪動物及野生動物之收容、認領、認養、絕育、救傷醫療及管

理，動物收容處所管理及生命教育推廣等事項。

四、產業保育組

寵物產業發展策略規劃與分析，寵物繁殖、買賣、寄養、租賃、

保管、展示、訓練、殯葬等寵物產業輔導管理、法定消費者保護業

務、自然公園經營管理及野生動物保育管理等事項。

五、動物救援隊

流浪動物與野生動物救援、捕捉及管制，動物保護法、野生動物

保育法案件查察取締及違規寵物業查察取締等事項。

參、十六縣市

16 縣市中，除了嘉義市及連江縣未設置專責單位外，其餘縣市

於「農業處」或「產業發展處」下設有二級單位，名稱為「動物保

護防疫所」或「家畜疾病防治所」、「動植物防疫所」、「動物保護

及保育科」等，負責職掌動保相關業務。以彰化縣政府為例，動保管

理單位為「農業處」下之二級機關「動物防疫所」，該所設有豬禽防

疫、草食防疫、疫病檢驗、獸醫藥政、動物保護 5 課，其中，「動



313社會系統與公民行動第 章8

物保護課」人力配置 8人，業務項目為：掌理動物保護宣導及教育訓

練、寵物登記管理、流浪犬之收容管理、野生動物救護及疫情調查、

特定寵物業輔導與管理、寵物用飼料及寵物食品管理、實驗動物及經

濟動物福利管理、動物保護違法案件查處及狂犬病預防等事項。

至於嘉義市及連江縣未設置專責單位，嘉義市僅由建設處「農林

畜牧科」、連江縣由「產業發展局」處理動保相關業務。

第二單元 動物虐待與走私事件

壹、動物虐待

一、發生動物虐待的常見場域

《動物保護法》第 3條中提到「虐待」動物是指「除飼養、管領

或處置目的之必須行為外，以暴力、不當使用藥品或其他方法，致傷

害動物或使其無法維持正常生理狀態之行為」。故意傷害動物，包括

虐打、虐殺，甚至飼主有意識地剝奪動物食物、飲水或任何醫療照顧

等，都屬於虐待動物行為。任何「人與動物互動」的場合，包括家

庭、寵物店、繁殖場、動物園、農場、動物展示場等，都有可能出現

動物虐待的情形。以同伴動物而言，最常發生的場域為鄰里社區與鄉

村農地。

鄰里社區中，人與流浪動物接觸頻繁，也衍生許多虐待動物的

案件，以新北市為例，統計 2018年共接獲 246起虐待動物案件，其

中，有許多是流浪貓狗受虐事件，許多人缺乏愛心，仗勢欺壓凌虐較

弱小的動物，或是把虐待流浪貓狗當成娛樂及抒發情緒的方式；此

外，飼主的不當照護行為，也是虐待動物案件中常遇到情形，比如把

狗拴在住家附近，任由大太陽曝晒、風吹雨淋，或是未給予足夠的食

物、乾淨的飲水，皆是不當的虐待行為，可通報動保人員，依法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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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導單，限期改善，勸導不聽則可以強制沒收動物。若是虐待情形嚴

重，比如毆打、踢踹、騎車或開車拖行，致使動物遭受肢體傷害、甚

至死亡，則涉及刑事責任，可移送法辦。

鄉村農地則常因農作與畜牧問題，產生人犬衝突。2018 年 8 月

彰化縣芳苑鄉發生一名老翁因不滿自己養的鴨隻被狗咬死，遂將農

藥摻入豬肝、肉塊誘殺野狗，造成附近 3隻狗死亡，1隻狗受傷，其

中，還包含鄰居飼養的寵物狗；2019 年 8 月，嘉義縣民雄鄉也發生

7隻狗遭毒殺事件，涉嫌毒狗的農民向警方自首，坦承是因為野狗常

常到田裡破壞，損害農作物，才會以毒餌誘殺野狗。農民為了生計

考量，其情可憫，但以殘害生命的方式報復，卻不足取，且以濫殺方

式，傷害無辜生命，絕非良好的處理方式。

任何傷害動物、虐待動物行為，皆不是友善社會中該發生的情

形。《動物保護法》第 6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騷擾、虐待或傷害動

物」。並明定若故意行為使動物遭受傷害、死亡，或是未給予動物必

要之照護、醫療，都得依法處罰。

虐待動物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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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報動物虐待事件的管道

發現虐待動物的事情時，該如何處理呢？未成年的孩童及學生若

有發現虐待動物或不當照養等情形時，應立即通報 1999或當地動保

單位檢舉。成年人則可依照下列步驟處理：

步驟一： 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先嘗試阻止正在發生的動物虐待

行為。

步驟二：想辦法進行照相或錄影蒐證。

步驟三： 向當地所屬的動保單位檢舉，也可直接撥打 1999市民專線

或 110報警處理。

　　　　（ 市民專線 1999，目前除彰化縣及嘉義縣外，其他縣市皆有

設立。）

步驟四： 請待在現場等待動保人員或警察抵達，避免動物再受到傷害

或是行為人離開現場。

步驟五：若是在警察局報案，一定要索取到三聯單，才算報案完成。

而在報案時，儘可能有照片或周遭有監視錄影可調閱，備齊人證

及物證，相關資料越完整，越有利加速處理。報案時需詳述下列幾

點：

（一） 人：報案人需有姓名、電話及地址；及施虐人的長相、外貌特

徵等。

（二）事：清楚描述虐待傷害動物的經過。

（三）時：事發的實際時間，越詳細越好。

（四）地：虐待動物的事發地點，以及周遭環境特徵。

（五）物：何種動物遭受虐待？如何被虐待？目前動物的狀況？

動物受虐時，常常無法保護自己，也無法發聲求援，有賴民眾的

發覺舉發，共同建立友善動物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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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動物走私

一般來說，走私動物遭查獲，政府有 2種處置方法：第一、如果

是數量稀少的保育類動物，因其具稀有性，不會立刻執行人道銷毀。

經過檢疫後，即沒入指定的收容單位，如：臺北市立動物園。例如

2019 年臺北海關查獲走私的「安哥洛卡陸龜」，國際貿易公約列為

一級保育動物，全世界只有約 400隻，後續送臺北市立動物園照顧。

第二、如果是非保育類，又帶有極大疾病傳染風險，將直接以「人道

銷毀」方式處理，也就是安樂死的環節。

2021年 8月 19日海巡署於安平外海 9浬處查獲一起走私案件，

涉案的新北市籍漁船「順發 866號」船艙內裝有 62籠寵物攜帶箱，

每籠分裝 2至 6隻大小不等、總計 154隻的品種貓，包括市場價格不

斐的俄羅斯藍貓、布偶貓、波斯貓及美國短毛貓等。主管機關農委會

依照《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於 21日下午為 154隻貓執行安樂死。

相關新聞引起民眾熱議，直批政府「不人道」的輿論也隨之甚囂塵

動物虐待報案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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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歷年來已有多起動物走私案件，卻不如 2021年走私的「名種貓」

案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同伴動物與人類的關係親密，自然受到社會

更多關注。

一、為什麼不能把牠們送回去？

第一，如果走私保育類動物，極有可能是四處捕獲收集而來，因

此根本無法確切知道原本的棲息地是在哪，又要如何送回原處？再

者，若任意放回該國但又非原棲息地，環境未必適合，動物要融入新

的棲地族群，對動物而言絕對是一番挑戰。

第二，走私就是沒經過任何檢疫，身上是否有帶疾病完全沒證

據。為了避免查緝，走私的過程必定會設下許多斷點，如同這次的事

件一樣，船主是在澎湖外海向不知名的船主接洽，他們都僅是寵物走

私產業鏈的其中一個分支。如果依循正規管道送回，要如何證明身上

的疾病是在出口國得到的？還是在走私的路上，或是在落地的進口國

得到的？

第三，不管是正規管道還是走私，對動物來說都造成極大的緊迫

（害怕與壓力）。動物沒有「運輸」的概念，引擎的聲音、暫時的移

動限制，或是不明原因的晃動（車、船、飛機），都會讓沒有經過訓

練的動物感到無比的害怕及恐懼。

可以想見宵小之輩在走私過程中為了避免查緝，環境一定更刻

苦。過往就曾經查緝到鸚鵡的走私，不肖商人將 74隻鸚鵡塞進寶特

瓶中，被查獲的時候，已經有 10隻鸚鵡被活活悶死了。另外亦有人

以棉襪、膠帶，把烏龜、松鼠、黃鼠、綠繡眼、貂綑綁在腿上走私。

走私手法各式各樣，不管哪種對於動物都是極大的痛苦。走私本身就

很容易造成動物殘弱不堪，如果又將其送回去，不管動物福祉的規格

有多高，勢必對於動物又是一番大折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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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什麼不能開放認養？

走私案件經媒體報導，許多動保人士紛紛向政府請命開放民眾認

養，籌措檢疫費用。但政府為什麼在極短時間內，即 8月 21日下午

為 154隻貓執行安樂死？

第一，若是具有出口國證明，就可以依照是否為狂犬病疫區進行

檢疫隔離。因為不確定走私動物來源，不具備出口國文件，就得採取

檢疫隔離最高規格 187 天的隔離。可以想像隔離 187 天是什麼樣的

世界嗎？走私的過程已讓動物體弱多病，又要經過 187天單獨隔離，

對於動物來說會造成心理上極度的緊迫，輕者免疫力下降，行為暫時

出現異常，重者造成腦部損傷，成為不可逆的後果，行為無法恢復正

常，此種痛苦是無法量化的。

第二，貓咪 7天隔離的費用是 5千 8百 50元∼6千 6百 25元不等，

這只是場地跟一般診療費用，不包含狂犬病注射檢測、晶片施打費、

寄生蟲治療、重大疾病治療的費用。假設一天 1千元，187天隔離就是

18萬 7千元，154隻貓咪隔離 187天就是 2千 8百 79萬 8千元，即使

籌得龐大的檢疫費用，開放認養無異變相默許走私的情況發生，走私

者知道永遠有愛心人士，只要多付檢疫費用，仍舊會非法走私動物。

第三，從公共衛生的角度而言，開放沒有檢疫的動物進入國門，

恐會造成國內動物很大的危害。研究發現貓感染狂犬病是有潛伏期

的，平均是 2個月，短則 2週，長則可達數年，若是輸入臺灣，感染

到的動物只有死路一條，而且在死亡之前，伴隨著無法自我控制、肌

肉僵硬、窒息死亡的染疫案例將是數以萬計。過去臺灣有太多慘痛的

教訓，像是口蹄疫，先不談畜牧業的損失，光看因疾病死亡或是撲殺

的豬隻，就以百萬來計算。處理動物相關議題經常會產生道德兩難的

困境，一者是 154隻貓的生命，一者是全臺灣溫血動物可能染疫的風

險及後續福祉的考量，面對此道德困境，只能選擇人道銷毀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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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154隻無辜生命的離開很令人惋惜，但是我們更希望他們的生

命可以喚醒臺灣對於動保法規的重視、對動物福祉的重視、對動物的

愛護、對生命的尊重。同時我們也要監督政府落實執法，加強查緝，

嚴懲惡徒，杜絕違法走私者的慾望。

第三單元 流浪動物議題的關注

隨著國人動物保護意識的提升，社會逐漸關注並反省人與動物、

動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臺灣對於流浪動物的管理，也朝向多元化發

展：

壹、醫療救援

由於對動物生命權的重視，許多公益團體積極投入動物醫療救援

的活動，比如「台灣動物緊急救援小組」、「台灣照顧生命協會貓

狗 119」、「台灣流浪動物救援協會」等民間動保團體，皆提供動物

救援醫療服務。他們救助重傷、危急狀況中的流浪動物，包括車禍重

關注流浪動物的幾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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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受困、重度受虐、項圈勒頸、中獸鋏等會立即影響動物生命者，

進行第一線的營救。此外，這些社福團體也與動物醫療機構、收容中

心合作，透過許多醫助及志工的幫忙，提供後續醫療、絕育、送養等

支援，讓動物能得到最佳安置。

近年來，政府單位及學術機構也投入動物醫療的援助，2019 年

新北市成立動物行動醫療站，中興大學也成立全臺首座流浪犬貓專用

醫療室，希望能提升動物醫療福利。

動保團體也提出建議，受傷的動物因恐懼、害怕，會主動攻擊靠

近的生物，所以不宜貿然接近援救，尤其，不應由未成年小孩主動救

援。且未滿 18歲孩童將動物送進一般獸醫診所救治，在沒有監護人

同意下，相關醫療費用支付，也會有很大的消費糾紛。所以未成年孩

童或學生若發現受傷動物，應先通報 1999，告知時間、地點等相關

細節，等待專業協助。

貳、收容送養

除了流浪動物的醫療救援外，後續的安置照料也是亟待解決的問

題。1988 年「流浪動物之家基金會」、「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等動保團體紛紛設立流浪動物之家，收養流浪動物，並積極建立急難

救援、醫療絕育、保育收養、中途教養、愛心認養的一貫系統。而為

了整合資源，「台灣動物緊急救援小組」建置「台灣貓狗聯合勸募平

台」，支援全臺多個弱勢的流浪貓狗收容中心，進行動物緊急救援、

醫療、安置及送養。

且為了解決流浪動物問題，幫助這些流浪動物找到適合的家，規

劃不同的認養方式，也是解決對策之一。「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於 2013年起推出「您領我養」專案，以捐助代養的方式，讓認養形

式更加多元化；「台灣動物緊急救援小組」自 2006年 12月開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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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或加拿大等地的動保團體合作，推動跨海認養活動，將臺灣收容

的傷病犬貓送往海外。此活動推動十多年來，已成功護送 2千餘隻臺

灣傷殘犬貓前往美、加等地，展開牠們的新生活。後續追蹤發現，成

效十分良好。

近年，為控制流浪動物的繁殖速度，動保團體大力推動「TNR/

C N R」政策。「T N R」是指誘捕（Tr a p）、絕育（N e u t e r）、

釋放（Release），簡稱「TNR」，或是指捕捉（Catch）、結紮

（Neuter）、放回原處（Return），簡稱「CNR」，藉由施以絕育手

術，使之無法繁殖，是一種取代安樂死的人道管理和減少流浪犬貓數

量的方法。

「台灣動物協會」設立動物救援中心，全力進行及推廣 TNR/

CNR，並積極宣導認養代替購買、寵物飼主責任與結紮的重要性；

「流浪動物花園協會」成立流浪動物中途保育場，強力推動「注重安

全性」的「TNR」結紮補助計畫，由愛心媽媽或義工捕捉他們日常餵

養的浪貓浪犬，結紮休養後再原地放養；「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

則進一步以「TNvR」，亦即捕捉（Trap）、絕育（Neuter）、注射

疫苗（Vaccinate）、回置（Return）的方式處理，藉由大型的下鄉絕

育活動、偏遠地區長期駐點結紮，以及補助動保人士抓紮等多元的方

式，致力完善 TNvR的執行率。

什麼是 TN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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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推廣

友好動物，除了完善的救援醫療、安置收養外，最根本的做法是

透過教育，改變人對待動物的態度，建立人與動物的友善關係。動保

團體「關懷生命協會」以議題倡議、教育宣導為運作主軸，於 1977

年出版臺灣首部民間流浪犬收容報告書〈犬殤〉，1993 年出版首部

臺灣經濟動物紀錄片《生命的吶喊》，並於 2016年建構「動保扎根

教育平台」，提供教師、孩童與青少年有關動物保護教育的資源；

「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TAEA）則是透過影像、音樂、語文等藝

文方式，致力推動動物平權教育，這些社福團體，藉由長期深耕的方

式，製作影片光碟、出版品，舉辦各式教育研習、大眾講座、體驗

營、工作坊等，扎根生命教育，傳遞動保理念。

2018 年修訂完成的《動物保護法》，規定各級政府應普及動物

倫理與動物保護法規相關之教育及學習，以提升國民動物保護知識，

並落實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中，包括貓犬等同伴動物、牛豬等經濟動

物、馬戲團表演等展演動物都要融入課程，希望透過教育，全面提

升、強化國人對動物保護的意識。

且為提升動保知識的改革與創新，許多專家、學者也積極投入研

究，透過文獻探討、實地訪查、法規審議、實驗分析、個案研究等方

式，對動物保護相關議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與反省。「台灣防止虐待

動物協會」（Taiwan SPCA）即設立研究部門，進行動物保護專題研

究，深入了解各地動保執行狀況，希望將理論與實務結合，提出具體

的政策建議；公部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也在近幾年設立「動物保護研

究博碩士論文獎」，以增進學術、理論與實務的交流。

而自 1998年《動物保護法》頒布施行後，也促進學界對此議題

的關注與研究，目前已累積 2百篇左右的博碩士論文，研究層面遍及



323社會系統與公民行動第 章8

動物倫理、法規政策、行政組織、收容現況、生態環境、教育推廣、

寵物經濟等方面，對於現行的組織運作與政策規劃，皆提供了多元且

重要的參考意見。

肆、立法監督

完善的動物保護法規，是保障動物權利的依據。我國《動物保護

法》自 1998 年 11 月 4 日公布施行，至 2021 年已歷經 15 次修正。

由法案的催生、訂定，到實施後的反省、討論與修正，皆有賴許多動

保團體與政府單位的努力與協調，以期建立完善的法規與政策。

成立已逾 20載的「關懷生命協會」，以「立法推動、行政監督」

作為協會首要目標；「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亦主張「絕育」、

「教育」、「立法」為解決流浪動物問題的「黃金三原則」，當動保

議題遇到爭論時，需經研究、討論、倡導、解析方能取得社會的共

識，以督促政府制定良好的法規與政策；「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Taiwan SPCA）則依靠長期在現場調查虐待動物案件的經驗，全面

檢討動物相關法令的漏洞與缺失，並積極參與政府動保研討會議，密

切關注國際動物保護趨勢，進而與立法機關合作推動修法，讓臺灣的

動保法規更能符合國際標準且能有效推行，也讓這把動物的保護傘更

為健全與完善。

第四單元 參加動物保護運動

1960 年 6 月成立的「中華民國保護牲畜協會」，後更名為「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為臺灣目前動保團體中最早成立

者。之後，隨著動保意識的提升，民間陸續設立許多動保組織，進行

各項動物救援及教育推廣的工作，但也發生了一些關於動保團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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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工作，甚至於捐款行為的爭議與質疑。為何從事動保運動？如何

選擇動保團體？擔任志工應注意的事項，即成為目前推展動保教育時

應先反思的課題。

壹、參加動保運動的意義

《動物權與動物福利小百科．序言》整理及反省臺灣動物保護運

動的發展，認為「所謂保護動物，必須承認動物有自身的利益可言，

而你願意對動物自身的利益有所考量和尊重。可是一旦你認真反思甚

麼才算保障與尊重動物自身的利益，你會發現，保護動物除了要求歡

喜、愛疼身邊的貓貓狗狗，更是一套道德鍛鍊、是一套有關公共政策

的社會運動、也是一套可能改變社會的訴求」。動物保護運動，不僅

是善待貓貓狗狗，而是一種牽涉道德、政治、社會三層面的不斷反思

辯論的過程：

一、道德層面

通常會參與動保運動，多來自於對動物的同情共感能力，可能是

曾與動物有美好的相處經驗，對動物充滿關懷照顧之心，或是看到動

物受苦受難，而產生的悲憫之情，因為這些能力，使人把動物視為道

德關懷的對象。但這種能力並非是每個人都具有的，比如有人曾遭受

動物攻擊、傷害，從此對動物產生恐懼、排斥，甚至嫌惡的情感，或

是有些人天生對外在感受較為冷淡或麻木，而無法去關懷其他人、其

他物種的處境。

因此，培養共感能力，提升道德敏感度，讓人與動物產生情感上

的互動，使人與環境、生物和睦相處，有助於改善人對動物的態度，

對動物發揮平等包容、民胞物與的道德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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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層面

動物保護不能僅訴諸於個人的情緒及感受，更不能只以「寵物」

角度來考量動保政策，要確實改善人與動物的關係，必須透過公共事

務，包括政府、法令、政策，由制度面加以完備落實。

動物議題作為公共事務，除了涉及大量的專業知識、資訊外，也

牽涉到「論述」及「社會支持」兩要素。「論述」是指將有關動物的

問題及訴求，包括了生活語辭、資訊、理據、價值觀等，建構成一套

儘可能周全、完整、連貫的說法。比如有人會以動物作為指責罵人之

詞，這其實隱含了對動物的貶抑與成見，所以必須對社會或文化進行

不斷的覺察、反省，才能達到論述的一致性；而「社會支持」則是要

找到動物議題的社會支持力量，找到並集結對動物議題關心、對動物

權益理解的有心人士，透過民主程序，對動物政策進行監督。

三、社會層面

動物保護運動的功能與價值，不僅是改善動物的處境，也將對社

會結構產生根本的變化。當人們不再僅以自身利益為主，而能關照到

動物福利，人對待動物的態度、方式，也將隨之改變，比如同伴動物

受到的保護愈多，寵物相關法令也將愈周延；對待經濟動物態度的反

省，也將影響人類飲食習慣；對實驗動物的關注，促使科學家們調整

對動物的偏見。當然，要打破傳統價值觀或成見，是一件困難且長遠

的路，但一個能注重動物福利的社會，才是一個具備反省能力的進步

社會。

貳、如何選擇動保團體？

臺灣人大多善良淳樸、急公好義，見人有危難，多不吝於伸出援

手，協助解決問題或渡過生活困境。勸募民間愛心捐款，是大部分動



動物保護教育—同伴動物326

保團體維持運作的主要方式，但參與動保團體的活動或捐款時，皆須

謹慎查詢，選擇合法的動保團體，以杜絕「動保蟑螂」藉愛心之名，

行詐騙之實。「動保蟑螂」是泛指利用動物、消費動物，向民眾或政

府拿取捐款，卻不當對待動物，從中謀取利益者。查詢的方式有兩步

驟：

一、查詢募款單位是否為立案法人

參與動保團體前，應先至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網

站，利用「全國性人民團體資訊管理系統」查詢該團體是否為政府立

案的合格社會團體。

二、查詢該機構金流狀況

政府為「有效管理勸募行為，妥善運用社會資源，促進社會公

益，保障捐款人權益」，於 2006年 5月 17日制定並公布《公益勸募

條例》，並於同年 12月 25日訂定發布《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

12月 27日訂定發布《公益勸募許可辦法》，條列中針對「公立學校、

行政法人、公益性社團法人、財團法人」的勸募行為、方式、用途，

皆加以明確規範。

國人在參加動保團體的勸募活動時，應先由衛生福利部「社會救

助及社工司」網站的「公益勸募管理系統」，查詢此勸募活動是否有

活動許可文號，並了解活動的募款用途、公益目的及使用方式，以確

保愛心資源不會被濫用。

參、擔任志工應注意事項

擔任志工也是參與動保活動的方式之一。目前，臺灣有許多動保

團體，對於志工的需求也是多面向的，有收容所的動物照料、有醫療

性的動物援助、有動保理念的教育推廣，也有動保新聞資訊的參與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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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擔任動保志工是一種社會服務的實踐，除了充滿愛心外，擔任動

保志工前，須考量下列事項：

一、選擇合法的動保團體

要擔任動保志工，首先，須選擇政府立案的合法動保團體，並可

檢索該單位的相關訊息，包括網站內容、招募志工公告、新聞訊息

等，了解其運作狀況。針對志工工作，也要留意是否有保險、培訓課

程等，有完善的志工管理機制，始能確保志工工作的安全性與合理

性。

二、了解工作宗旨與內容

進行志工服務前，應先清楚了解該動保單位的成立宗旨與服務內

容，選擇理念相合，且有能力協助的動保活動，比如若是不敢接觸貓

狗，可能就不適合從事照料動物的服務工作；若未學習過相關醫療照

護課程，亦不宜貿然從事動物醫療救援活動；有些動保志工有年齡限

制，或是須自備交通工具等，詳細了解動保工作的宗旨與內容，才能

確實達到協助服務的目的。

三、確實學習志工培訓課程

選擇良好的動保團體，積極學習，遵守志工服務規範，也是擔任

動保志工應具備的工作態度。動保團體在徵募志工時，通常都會針

對志工開設培訓課程，幫助志工了解基礎的任務內容與相關知識。所

以，若欲擔任志工，必須確實學習培訓課程，才有助於安全、準確地

完成工作任務。此外，各動保團體開設的志工培訓課程，也是動保教

育推廣的重要管道，以「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為例，於 2008年

開始於全臺各地辦理「動物保護志工培訓計畫」，課程內容由協助公

家動保單位培訓專業志工、訓犬知識，到推廣絕育，透過不同面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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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課程，一方面讓志工了解臺灣《動保法》及相關法規的規範，另

一方面幫助志工了解相關動保單位的工作內容，藉此培訓更多關注動

物保護議題的民眾，以提升臺灣動物保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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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壹、問題討論

一、國小

◎  小智喜歡戶外活動，常常在假日和朋友一起登山踏青。有一天，

他們一行人漫步在鄉間小路，突然聽見路旁有微弱的聲音，走近

一看，原來是一隻被捕獸器夾住的小野貓，由於後肢受傷，無法

脫困。小智他們很想幫助這隻小貓，他們該怎麼做？ 

二、國中

◎  志明家養了一隻大型犬「奇奇」，奇奇防禦心強，且具攻擊性。

一天，志明未將家門關緊，奇奇趁機溜出門外。正巧隔壁的阿婆

買便當回來，奇奇隨即撲上，咬傷阿婆，搶走便當。最後路人報

警處理，阿婆也緊急送醫救治。

  因為奇奇傷人，作為飼主的志明在「民事責任」上應負賠償責任、

在「刑事責任」上則要負起過失傷害罪的刑責，而在「行政罰」

上，依據《動物保護法》，將受什麼樣的處罰？

三、高中職

◎  2019年 5月嘉義縣布袋鎮觀光重鎮觀光魚市及高跟鞋教堂陸續發

生流浪狗傷人事件。嘉義公園也有 20 多隻流浪狗聚集，民眾經

過，常發生狗追人的情形。面對浪流狗增量問題，可用什麼方法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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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fbclid=IwAR1FYHsSSkguuQN3Ci6f8hfW8DdWHLZARBwU

c4BOAWbA1GI3dgcl3LqPqNI

2. 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http://www.spca.org.tw/

3.  全國性人民團體資訊管理系統，https://group.moi.gov.tw/sgms/

html/new_search_team!searchteam.action

4. 全國法規資料庫—動物保護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M0060027

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物保護資訊網，https://animal.coa.gov.tw/ 

6. 社團法人台灣幸福狗流浪中途協會，https://lovedog.tw/

7. 動物當代思潮論壇，https://thought-of-anim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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