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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飼養寵物停看聽 

摘要 

 

 養寵物不只有帶來快樂，也需要處理許多狀況。我們想了解養寵物對兒童

的影響，棄養會造成的問題，並找出解決的方法。 

 本研究做了問卷調查來了解國小學童飼養寵物的狀況。發現 70%的人有養

寵物的經驗。大多數的人同意養寵物帶來許多好處。但 30%的人在飼養之前沒

有和家人討論會遇到的問題。有 15%的寵物被放生或丟棄。 

 本研究做了訪問調查來了解關於寵物被棄養會造成的問題，發現籠中逸鳥

在野外繁殖會影響本土鳥類的生存，流浪狗會造成環境衛生和安全問題，綠鬣

蜥會破壞環境及河堤。外來種動物在台灣沒有天敵所以繁殖快速，要減少野外

數量需要很多的人力和時間。 

 為了瞭解寵物店家對於想飼養的人會提供哪些準備，我們實際訪查寵物店

家，發現店長會請飼主先了解習性再決定是否飼養，並販售相關書籍或提供照

顧知識。 

 經過這個研究，我們建議飼養寵物之前要停下來思考時間及空間是否足夠;

多看相關資料了解寵物的特性;聽聽家人意見並進行討論。如果飼養就要認真

照顧，不能棄養或放生，不然寵物會死亡或影響生態平衡。 

 我們建議在學校的課程中納入寵物相關的生命議題，從教育著手進一步去

影響整個家庭和社會，才能從根本減少寵物棄養所造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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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自從我們家養了四隻寵物鳥之後，我們就對養寵物非常有興趣，家裡的鸚

鵡帶給我們許多快樂時光，但是為了照顧牠們，我們也多了許多工作，像是每

天早上上學前要換小鳥喝的水，要換飼料，周末要一起幫小鳥洗澡和清理鳥籠

及大便。在自然課上到動物的生活時(南一版自然，五下第二單元，動物的生

活，三下第三單元，動物的身體和運動)，大家興奮的討論家裡養甚麼動物，

我們發現很多同學都有養寵物的經驗。有一次老師放了紀錄片「十二夜」讓我

們了解流浪狗的實際狀況，我們看了很震驚，原來養寵物不是只有帶來開心，

也會衍生許多狀況。最近的思辨課中，老師也讓我們討論流浪狗的問題。經過

這些課程討論，讓我們想進一步了解養寵物對兒童的影響，飼養之後不想再養

會造成甚麼樣的問題?有沒有甚麼解決方法?於是我們開始了這個研究。 
   

圖1 我們的寵物 
 

貳、 研究目的 

 
一、 飼養寵物帶給兒童什麼好處? 

二、 照顧寵物會遇到哪些狀況?  

三、 棄養寵物會造成什麼問題? 

四、 如何讓兒童可以養寵物又不會造成棄養的問題? 

 

參、 文獻探討 
 

一、寵物對兒童有甚麼影響? 

科學研究顯示，養寵物對兒童的心理健康有好處，透過和寵物玩耍、照顧

陪伴寵物，會讓兒童比較有安全感，讓兒童的焦慮程度變低，也會有較好的社

交能力和人際關係。透過觀察狗的肢體動作，去摸摸牠跟牠玩，甚至還可以讓

自閉兒變開朗。養寵物還可以讓兒童學習負責任，練習照顧別人。透過照顧寵

物的過程，兒童也會有機會去體驗寵物整個生命的生死過程，是很好的生命教

育。(柯俊銘，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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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棄養寵物會造成甚麼問題? 

 我們先用寵物鳥或飼養鳥被棄養或飛走的問題來探討。外來種八哥早期是

寵物鳥，變成籠中逸鳥後在台灣的繁殖記錄每年都一直在增加，影響了本土種

麻雀的生存。(林務局，2018)來自非洲的埃及聖鹮，被一個私人動物園引進台

灣，作為觀賞鳥展示，後來不小心飛走，一開始在關渡發現 6隻，目前全台灣

的河口溼地都能見到，2018年爆增到 800巢，這就影響到原生的鷺科鳥類的生

存。(陳佳利，2018)白腰鵲鴝，就是寵物店常說的「長尾四喜」，和其他一樣

以現成樹洞築巢的本土鳥競爭鳥巢，可用的巢洞幾乎被外來鳥搶先作為繁殖利

用時，就減少了本土鳥的棲息空間。(楊駿北，2009) 

 
圖 2 我們參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看到籠中逸鳥埃及聖䴉 

 

 綠鬣蜥是最近幾年造成很大問題的爬蟲類寵物。在 2001年，臺灣開放人工

繁殖的綠鬣蜥，之後很多人都養了綠鬣蜥當寵物。從 2004年起，野外開始出

現了綠鬣蜥亞成體，才發現這些綠鬣蜥可能是人們遺棄的寵物，適應力好、繁

殖速度快，又沒有天敵，牠們喜歡吃果實、嫩葉，還會造成農作物的損害，這

幾年已經成為台灣中南部農作物的大麻煩了，而且他們還會挖土坑、破壞河堤

周邊的設施，造成電線桿倒塌、電路短路。(陳俞安，2021)林務局在 2020年 8

月將綠鬣蜥列為有害外來種。(我們的島，2021) 

  

 流浪狗一直都是在都市公園或校園裡就會見到的問題，流浪狗的活動場域

也包括了鄉間或山區。造成流浪狗現象的主要原因包括了飼主放養、家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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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或是沒有辦法繼續飼養而放生到野外，就成了流浪狗，流浪狗之間互相交

配繁殖，數量就會越來越多，若沒有進行絕育和打疫苗，就會造成環境的衛生

和安全上的問題。2018年，台灣的流浪犬調查報告為 146,773隻。(流浪犬，

2021) 

 

肆、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流程圖: 

 
圖 3 研究流程圖 

 

二、問卷調查:為了瞭解國小學童飼養寵物的狀況，帶給兒童甚麼好處，又帶給

家庭甚麼樣的問題，還有對於飼養相關知識的需求，我們設計了一份問

卷，對本校中高年級的同學進行調查。飼養寵物問卷以線上網路問卷的方

式呈現，根據有無飼養寵物的經驗進行跳題設計，問卷內容如附件一，網

路問卷的網址為：https://forms.gle/tJbjX5nVXQr1xrCZ7。 

三、訪問調查:為了瞭解棄養寵物造成的問題，我們列出了訪談問題，找尋專家

來訪問。我們找了台南某鳥類學會的專家訪問，向他請教關於人飼養的鳥

類如果跑到野外(籠中逸鳥)會造成的問題。有一次經過學校附近的犬貓認

養會，我們看到了某流浪動物相關協會在做介紹，我們約了專家老師進行

訪談，瞭解流浪狗的狀況和解決方式。我們還上網查詢了負責處理綠鬣蜥

的政府單位，找到處理的專家，訪談綠鬣蜥造成的影響和如何處理。 

四、田野訪查:為了瞭解寵物店家對於想飼養的人會提供哪些準備和建議，我們

找了專門賣寵物鳥的○○鳥園，訪談店長有關飼養寵物鳥要注意的事項。

我們也找了學校附近每天上學經過的○○狗專賣店，訪查飼養狗的規範和

https://forms.gle/tJbjX5nVXQr1xrCZ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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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準備。我們也上網查詢了專賣爬蟲類的○○水族，訪查關於爬蟲類飼

養的相關問題。我們查資料時知道有些學校有校園犬，我們選了一間有校

園犬的○○國小，實地訪查了解校園犬對國小學童的影響和會帶給學校甚

麼樣的問題。 

 

伍、 結果與討論 

 
一、問卷調查結果: 本研究的問卷調查，總共回收了 327份問卷。 

(一) 性別：男生 152人，女生 175人。 

 
圖 4 問卷調查男女比例及人數 

 

(二) 年級：三年級 174人，四年級 77人，五年級 76人。 

 
圖 5 問卷調查各年級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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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問您是否飼養過寵物? 

 有飼養寵物經驗的比例很高，有將近一半的同學正在飼養寵物(占

45%)，有 26%的同學曾經養過寵物但目前沒有再飼養了，而有 29%的

同學都沒有養過寵物。 

 
圖 6 是否飼養過寵物的問卷結果 

 

(四) 針對都沒有飼養過寵物的組別 (共 96人)的問題： 

1. 如果可以養寵物, 您最想養的寵物是?(可複選) 

  有 43.8%的同學都不想養寵物，而想要飼養的是以最想養貓當寵物的比

例最高(占 31.3%)，其次是狗(占 25%)，排名第三的是兔子(占 16.7%)，排

名第四的是鼠類(占 11.5%)，其他種類寵物都占不到 10%。 

 

表 1 沒有飼養過寵物的同學最想要飼養的寵物的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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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沒有飼養過寵物的同學最想要飼養的寵物的問卷結果 

 

2. 請問您為什麼沒有養?(可複選) 

  沒有飼養過寵物最多的原因是自己和家人沒有足夠的時間(占 43.8%)，

其次是家人不喜歡寵物(占 32.3%)，排名第三是因為家裡沒有足夠的空間養

寵物(占 29.2%)，排名第四是自己或家人對寵物過敏(占 22.9%)，有 19.8%

是因為擔心寵物會死亡，而只有 14.6%是因為自己不喜歡寵物。 

 

表 2 沒有飼養過寵物的原因之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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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沒有飼養過寵物的原因之問卷結果 

 

(五) 針對曾經養過寵物，但目前沒有飼養的組別 (共 84人)的問題： 

1. 請問您為什麼現在沒有繼續飼養寵物?(可複選) 

 大部分沒有繼續飼養寵物是因為寵物死亡(占 73.8%)，其次是送人(占

13.1%)，有 13.1%將寵物放生，6%是因為寵物走失，有 2.4%是將寵物丟棄

了。 

 

表 3 沒有繼續飼養寵物的原因之問卷結果 

 
 

 
圖 9 沒有繼續飼養寵物的原因之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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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問您沒有再飼養其他寵物的原因?(可複選) 

 最多同學會因為擔心寵物死亡(占 42.9%)而不再飼養寵物，其次是因為

自己和家人沒有時間養寵物(占 41.7%)，排名第三的原因是因為家人不喜

歡寵物(占 25%)，排名第四的原因是沒有足夠的空間飼養寵物(占

17.9%)，只有 3.6%是因為自己不喜歡寵物。 

 

表 4  沒有再飼養其他寵物的原因之問卷結果 

 
 

 
圖 10 沒有再飼養其他寵物的原因之問卷結果 

 

(六) 針對曾經養過寵物，包括正在飼養和曾經養過寵物的組別 (共 231人)

的問題： 

1. 請問您養過什麼寵物?(可複選) 

  飼養魚的比例最高(占 61.5%)，其次是狗(占 35.1%)，排名第三是甲蟲

(占 20.3%)，排名第四是貓(占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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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養過寵物的種類之問卷結果

 
 

 
圖 11 養過寵物的種類之問卷結果 

 

2. 請問您的家中主要負責餵食寵物的人是?(可複選) 

  主要負責餵食寵物的大部分是自己(占 82.7%)，其次是媽媽(占

48.9%)，排名第三是爸爸(占 44.6%)，排名第四是兄弟姊妹(占 39.4%)。 

 

表 6 主要負責餵食寵物的人之問卷結果 

 
 

 
圖 12 主要負責餵食寵物的人之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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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您的家中主要負責清理寵物排泄物的人是?(可複選) 

 主要負責清理寵物排泄物的大部分是自己(占 55.4%)，其次是媽媽(占

43.7%)，排名第三是爸爸(占 42.9%)，排名第四是兄弟姊妹(占 22.5%)。

這些結果顯示除了自己外，父母也是協助照顧寵物的主要成員。 

 

表 7 主要負責清理寵物排泄物的人之問卷結果 

 
 

 
圖 13 主要負責清理寵物排泄物的人之問卷結果 

 

4. 請問您的家中主要會和寵物玩的人是?(可複選) 

  主要會和寵物玩的人的大部分是自己(占 82.3%)，其次是兄弟姊妹(占

44.2%)，排名第三是媽媽(占 23.4%)，排名第四是爸爸(占 22.1%)。 

 

表 8 主要會和寵物玩的人之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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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主要會和寵物玩的人之問卷結果 

 

5. 請問您的家中主要幫寵物洗澡的人是?(可複選) 

 有 35.5%的寵物不用洗澡，而自己幫寵物洗澡的占 35.9%，其次是媽媽

(占 26%)，排名第三是爸爸(占 20.8%)，排名第四是兄弟姊妹(占 14.3%)。 

 

表 9 主要幫寵物洗澡的人之問卷結果 

 
 

 
圖 15 主要幫寵物洗澡的人之問卷結果 

 

6. 請問您的寵物來自? (可複選) 

  寵物的來源以寵物店購買的為最多(占 58.9%)，其次是別人送的(占

28.6%)，排名第三是撿到的(占 15.2%)，只有 13.9%是透過認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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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寵物的來源問卷結果 

 
 

 
圖 16 寵物的來源問卷結果 

 

7. 請問您在養寵物之前和家人有討論過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嗎? 

  有 41.1%的同學在養寵物之前有和家人討論過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有

30.7%的同學沒有討論過，有 28.1%不確定有沒有討論過。 

 

 
圖 17 養寵物之前是否和家人有討論過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之問卷結果 

 

8. 我養寵物的知識來自: (可複選) 

  養寵物的知識最多來自家人教導(占 59.3%)，其次是上網搜尋資訊(占

35.5%)，排名第三是寵物店教導(占 27.3%)，閱讀相關書籍占 24.7%，而

學校上課有教到的占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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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養寵物的知識來源的問卷結果 

 
 

 
圖 18 養寵物的知識來源的問卷結果 

 

9. 如果您無法繼續養寵物，您會?  

  如果無法繼續養寵物，大部分的人會送給親朋好友(占 59.3%)，其次

是送去動物之家(占 31.6%)，有 15.6%會送回賣寵物的店家，有 15.6%會放

生到野外。 

 

表 12 如果無法繼續養寵物的處理方式之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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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如果無法繼續養寵物的處理方式之問卷結果 

 

10. 請問您覺得飼養寵物對您有什麼幫助? 

  有高達 74%的人非常同意飼養寵物可以感到快樂，有超過 60%的人非常

同意飼養寵物可以降低擔心和焦慮、寵物的陪伴可以增加安全感、可以學

會負責任、更會照顧別人。有 49.4%的人覺得養寵物可以增加活動量。 

 

表 13 飼養寵物的好處之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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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飼養寵物的好處之問卷結果 

 

11. 問您認為飼養寵物會帶給您什麼問題? 

  飼養寵物帶來的各種問題，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布都差不多。 

 

表 14 飼養寵物的壞處之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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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飼養寵物的壞處之問卷結果 

 

12. 請問關於飼養寵物的相關知識，您有什麼建議? 

  有超過一半的人都非常同意希望圖書館裡有寵物相關的書籍、希望學

校能有寵物相關的課程、希望能有寵物相關知識的網站、希望店家能提供

足夠的照顧寵物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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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飼養寵物相關知識的建議之問卷結果 

 

 
圖 22 飼養寵物相關知識的建議之問卷結果 

 

二、訪問調查結果: 本研究訪問調查總共訪問了三位專家，並針對專家的回答

進行整理與分析。 

 

(一) 訪問某鳥類相關學會專家關於籠中逸鳥的問題   

 

1. 台南或台灣籠中逸鳥的情形多嗎? 哪些種類的籠中逸鳥最常見?分布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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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多呢? 有沒有哪些種類已經可以自己在野外繁殖了? 

答：算多，市區很多都是籠中逸鳥的後代，交通號誌孔洞變成八哥的人工巢
箱，牠們可以大量的繁殖，台灣也有本土的八哥，嘴巴有象牙的顏色，但我們
現在看到的多是黃嘴的外來種的家八哥、白尾八哥。還有些人養鴿子去比賽，
可是在比賽完之後就不想養牠，或是鴿子自己走失，就會亂飛然後繁殖。白腰
鵲鴝是近年也擴張蠻快的一個外來種，牠們在台灣的低海拔山區這幾年繁殖的
很好，甚至到平地來，另外鵲鴝也不少，鵲鴝跟白腰鵲鴝都是外來種籠中逸
鳥。有一種長得像本土斑文鳥的白喉文鳥，又叫做印度銀嘴文鳥，會和斑文鳥
混群，數量也一直在上升。這些都已經在野外繁殖很穩定了，要移除很困難。 
 
2. 籠中逸鳥或外來種鳥類會帶來甚麼樣的問題?對我們本土種的生物會有甚麼

樣的影響?對環境有什麼影響?對人類是否有影響?  

答：外來種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影響本土種鳥類的生活空間，外來種八哥佔領本
土八哥的生活空間，像生存築巢的地方台灣本土的八哥爭不過，就一直越來越
少，飛往偏僻的地方，所以現在我們在都市裡看到的都是外來種的八哥，這些
外來種通常在台灣沒有天敵，會活得很好，會破壞生態平衡，本來台灣有自己
的生態體系，這時候跑進來幾種外來種而且又繁殖的很好，就會讓這個生態系
被打亂，但實際上對自然環境會有什麼影響，還看不出來，看得到的就是對本
土鳥類的生存空間會有影響。 
 
3. 若民眾撿到籠中逸鳥，會送來協會處理嗎? 通常可以怎麼處理? 

答：原則上我們是不收，因為光照顧本土鳥種就已經花費很多金錢了，我們不
救鴿子，民眾要救的話可以送去動物醫院，有一些受傷或生病的八哥把牠照顧
好之後會找人認養，因為我們希望外來種不要再回到野外去。 
 
4. 若已有外來種鳥類大量在本土繁殖，可以如何處理?國外是否有此問題? 

答：各個國家都有這個問題，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處理方式，處理方式就是要移
除牠們或是抓起來，如果數量不多可以放在動物園，或讓民眾去認養，若數量
太大沒有那麼多人力和金錢去飼養就只能讓他們安樂死。去年開始就有埃及聖
䴉的移除計畫，因為牠們和小白鷺搶食物和築巢的位置，會影響本土小白鷺的
生存，也會偷吃小白鷺的蛋或幼鳥，所以鼓勵民眾通報，成鳥就請原住民去獵
殺，巢穴就破壞。埃及聖䴉是從新竹的動物園飛出來的，一開始只有六隻，因
為沒有天敵後來就繁殖到一萬多隻，去年年底打掉了八千多隻，但野外都還
有。至於放走或飛走的鸚鵡就還無法在野外繁殖，在台灣還沒有建立穩定的族
群。  
 
5. 對於想要飼養寵物鳥的小孩有沒有甚麼建議? 

答：對於想要養的小孩就是要跟父母討論，上網作功課，最重要的事就是一旦
決定要養了，就要養牠一輩子，不能養一年兩年不養了就放走。因為如果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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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生存的很好會對環境是一個很大的破壞和威脅，如果生存的不好，就會傷害
一個生命。要養寵物之前一定要想清楚，絕不能想說不想養了就放到野外。 
 

 
圖 23 訪問鳥類專家關於籠中逸鳥的問題 

 
(二) 訪問某流浪動物相關協會○老師關於流浪狗問題 

 

1. 台南哪裡流浪狗最多?台南一年多大約有幾隻流浪狗? 

答：要調查確實的數量需要有專業研究機構和計劃去研究才能有確實的數量。
流浪狗最多的地方在舊台南縣偏遠地區，人員稀少再加上地理環境像是魚塭特
別多，流浪狗捕捉不像市區那麼容易。 
 
2. 如何處理流浪狗?這種方式的優點在哪?如何分辨處理與沒處理過的? 

答：在過去是用撲殺的方式對待流浪動物，把流浪犬貓捉到之後一個禮拜，沒
有人認養就把牠撲殺。原本安樂死的政策在這一、二十年都沒有解決問題。我
們之所以會成立協會就是希望能夠用絕育來替代撲殺，讓牠不能繁殖。我們成
立學會大約有 13年，目前的流浪狗在台南市區內差不多減到八到九成。台南
市在 104年宣布零撲殺，是開全國之先，政府在 106年也宣布零撲殺。而要分
辨有沒有絕育過，有絕育會在耳朵剪一個角，男左女右，讓大家分辨是公是母
還有避免重複捕抓。 
 
3. 要如何捕捉?捕捉過程人員是否會受傷? 這樣的處理會遇到那些困難? 

答：要配合外面的愛爸愛媽去餵養牠們，狗或是貓慢慢會親近他，流浪動物對
人類有戒心，如果每天去餵就會敢去親近你。我們學會有專車，專門捕捉的人
員和工具，第一個捕抓方法就是這些狗如果親近這些愛爸愛媽，可以一隻隻抱
給我們，用籠子裝起來。第二個方法是若不讓你抱但會親人，就用誘狗籠裡面
放食物讓牠進去。第三個方法是愛爸愛媽到圍籬裡面去餵流浪動物，等到有很
多隻進去後，就一隻隻用籠子裝起來。如果用以上三種方式沒有辦法抓，最後
就只能用麻醉、吹箭，再絕育。遇到的困難就是有些狗非常的怕人，或非常聰
明，牠看到同伴都被捉了，放食物牠也不來，要抓牠最後的方法就是吹箭，但
是吹箭有一定的距離，太遠也吹不到，曾經一隻母狗抓兩三年才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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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飼養狗前須要做甚麼準備? 認養大會時會給新飼養的人什麼樣的資訊? 如

何避免寵物狗走失? 

答：飼養是一種責任，就好像養孩子也是一種責任，在飼養認養之前，要好好
去考慮是不是有時間，有沒有經濟能力。認養必須考慮到牠身體的健康，養了
之後在飼養的過程會比較順利。之所以流浪動物是因為人類的棄養，為了防止
流浪動物的發生，我們會告訴飼養人他應有的責任。養狗要注意的事項在認養
會就會做宣導。會幫他把領養的狗注入晶片做寵物登記，狗或是貓身上有晶片
就有法定的主人，如果有一天走失了被掃晶片，就可去找認養的人，如果是棄
養的話，動保法有規定要處罰。 
 
5. 對想養狗的小孩有甚麼建議? 

答：依照動保法規定，認養必須年滿 20歲才能認養，小孩要認養那就要爸媽
來認養。小孩跟動物互動是很好的一個生命教育，如果從小就能愛護動物的小
朋友，將來長大，對人與人之間都會有愛。 
 

 
圖 24 訪問流浪動物專家關於流浪狗的問題 

 

(三) 訪問政府單位某綠鬣蜥處理專家 
 

1. 台南哪個區域綠鬣蜥最多? 這幾年台南綠鬣蜥的數量是增加或減少?  

答：奇美博物館附近，三爺宮溪，上禮拜就抓了 120隻。這幾年平均大約都是
每年 300隻左右，但是最近有氾濫的趨勢。台南其實不是很多，多的是在高雄
和屏東，尤其是屏東去年捉了大約八、九千隻。 
 
2. 綠鬣蜥對環境和對人類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對本土種生物造成甚麼問題? 

答：綠鬣蜥是進口的，唯一的天敵就是人。蛇要去吃牠的時候，牠鼓起來蛇吞
不下去，甚至蛇也會死掉。因為沒有天敵，就會到處去破壞環境，會去破壞河
堤，挖洞河堤就會被掏空，會造成潰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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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捕捉綠鬣蜥? 如何處理抓來的綠鬣蜥?適合像流浪狗一樣進行 TNR嗎? 

答：牠的蛋會下在一公尺深的地方，一般找不到巢穴，牠生完蛋後也會抹平，
看不出哪裡有生蛋，所以沒辦法破壞巢穴。一般是利用晚上牠們在休息的時
間，或是天氣比較冷牠不會動的時候，用圈去套，或是用空氣槍。捉到了就冰
在冰箱裡面安樂死，然後燒掉。因為綠鬣蜥是有害的，不會把牠放生，要絕育
也很難，沒有獸醫師想要做。  
 
4. 除了綠鬣蜥以外有沒有其他外來種的爬蟲類在台灣野外繁殖? 

答：台灣還滿多的，像是青蛙類的有斑腿樹蛙，台南在安南區，牠也是不怕
蛇，跟綠鬣蜥一樣會膨脹讓蛇吞不下去。另外在永康附近有外來種的亞洲錦
蛙。還有巴西龜、綠水龍和沙氏蜥都是外來種的爬蟲類。 
 

5. 國外是否也有這個問題呢? 

答：現在最多的是在美國附近國家，綠鬣蜥會在路邊走路。牠吃菜，所以所有
外國在種菜幾乎都是用溫室，綠鬣蜥進不去。 
 
6. 對於想要飼養爬蟲類當寵物的小孩有甚麼建議? 

答：爬蟲類有很多不適合養，要先評估有沒有能力可以養，懂不懂牠的習性。
小朋友的部分不建議去飼養爬蟲類，因為不了解爬蟲類對你們有甚麼害處。 
 

 
圖 25 訪問綠鬣蜥專家 

 

三、田野訪查結果: 本研究實際訪查了三個寵物店家和一個國小。我們將訪查

結果整理成表 16。 

 

(一) ○○鳥園實地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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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訪問鳥店老闆 

 

(二) ○○狗專賣店實地訪查 

 
圖 27 訪問狗店老闆 

 

(三) 某爬蟲專賣水族實地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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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訪問爬蟲水族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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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三種寵物店家實地訪查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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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實地訪查這三種店家，我們發現養狗的法律規定最明確，台灣法律
規定要年滿 20歲才能合法登記養狗，要養狗的話都要有晶片登記。晶片登記
是代表這隻狗的出生有沒有符合法標準。在台灣的合法狗就是在繁殖的過程有
很多規定，包括不可以近親交配，而且一隻狗一輩子不能太常生小狗，還有定
期健康檢查，這樣生下來的小狗才是合法狗。比較健康的小狗，到大家手上養
的時候健康比較不會有問題，也比較不會被棄養。動保處的規定就是養狗的人
不要把狗棄養。小孩要養狗必須是家長登記才能合法養。鳥和爬蟲部分法律並

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店家會請小孩和家長先做功課了解習性和如何飼養再決

定飼養。 

 

(四) 有校園犬的○○國小實地訪查 

 經過實地訪查有校園犬的國小，發現友善且有規矩的校園犬可以幫助

小孩穩定心情，學習照顧和關心，也可以納入生命教育課程。 

 

 
圖 29 訪問有校園犬的國小 

 

1. 拉拉平常日都做甚麼活動?如何和孩子們互動? 平時會不會生氣?如何處理? 

答：牠常在外面溜搭，小朋友看到會想跟牠玩。拉拉的增強物是網球，牠會把
球放在地上，讓小朋友丟給牠。牠很喜歡小朋友，越小越喜歡。拉拉也很喜歡
吃，食物是一個很大的增強物。拉拉對小孩不會生氣，不大會叫，一般人來學
校牠不會叫。拉拉完全相信人，曾經有小朋友心情不好，就去找拉拉，陪牠
玩。拉拉會傾聽、陪伴，自閉症小朋友因為喜歡拉拉，放下了戒心，心情低落
抱住拉拉就會好轉。拉拉唯一會生氣是為了護食，搶食，護食的時候尾巴會夾
在兩條腿底下，會讓牠暫時不靠近小孩，不過這種情況很少。 
 
2. 有沒有小孩會怕拉拉? 拉拉有沒有受過特殊訓練?  

答：還是有小朋友會怕拉拉，可能小時候有被狗嚇到。不過跟拉拉互動後就會
喜歡牠，所以喜歡牠的人比怕牠的人多很多。沒有特殊訓練，原來的飼主有教
牠，所以牠很友善，規矩。拉拉很聰明，給牠手勢牠會坐下，握手。 
 
3. 平常誰來照顧?餵食?大小便，洗澡? 寒暑假誰來照顧? 對照顧的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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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會是個負擔? 

答：平常餵食早晚各吃一次，基本上是老師餵，有時小孩會來餵，大小便是老
師把牠帶出去，洗澡以前有高年級生會幫忙洗，現在大概都是送寵物店洗澡，
一個禮拜一次，寒暑假會有畢業的校友把拉拉帶回家照顧。應該說是一個甜蜜
的負擔，不會覺得有壓力，喜愛拉拉大部分都願意付出。 
 

4. 拉拉是自己跑進來學校住的嗎? 拉拉年紀?若拉拉老了到天堂去了, 學校會

不會想再找一隻校園犬? 

答：牠是聖誕節跑進來的，第二天早上把牠放到外面，但牠又跑進來，所以就
把牠留著。牠有晶片後來找到原本主人才知道是因為主人生病很嚴重無法再照
顧了就把牠放走。拉拉大概 11歲，換算成人類的年紀大概有 80歲。要再找到
一隻這樣的像拉拉老師的狗很困難。 
 
5. 學校養寵物，對小孩有甚麼影響? 

答：小孩有共同的話題，共同關心的對象。將拉拉納入三、四年級的的生命教
育課程中。 
 
6. 學校養寵物可能會遇到的困難是甚麼?請問有甚麼解決方式? 

答：目前拉拉是沒有問題，目前都沒有家長反對。但若是其他寵物可能就要考
慮到傳染病，如何照顧等因素。 

 

陸、 結論與建議 

 
一、本研究發現有約 70%的小學生都有飼養寵物的經驗。 
二、有六、七成的人非常同意飼養寵物可以感到快樂，降低擔心和焦慮、增加

安全感、學會負責任、更會照顧別人。 
三、曾經養過寵物但目前沒有再飼養的原因，最多是因為擔心寵物死亡，還有

自己和家人沒有時間養寵物。 
四、有約 30%的人在養寵物之前並沒有和家人討論過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五、有超過一半的人都非常希望圖書館裡有寵物相關的書籍或能有寵物相關的

課程、希望能有寵物相關知識的網站、店家能提供足夠的照顧寵物知識。 

六、如果無法繼續養寵物，有 15%的小學生會選擇將寵物放生;曾經養過寵物但

目前沒有再飼養的族群，也有 15%的寵物是被放生或丟棄。 
七、經由訪問專家關於寵物棄養造成的問題，了解籠中逸鳥在野外繁殖會影響

本土鳥類的生存，流浪狗會造成環境衛生和安全上的問題，綠鬣蜥會破壞

環境及河堤。外來種動物在台灣因為沒有天敵所以繁殖快速，要減少野外

數量需要很多的人力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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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際訪查寵物店家，店長都會請小孩和家長先做功課了解習性再決定是否

飼養，店裡有販售相關書籍或提供照顧知識。 

九、對想養寵物的兒童，我們建議飼養寵物之前停下來思考有沒有時間照顧以

及家裡空間是否足夠;多看相關資料，做功課，了解寵物的特性和需求;聽

聽家人的意見並進行討論。真的飼養後就要認真照顧，千萬不能棄養或放

生，不然寵物會死亡或造成很多環境問題和影響生態平衡。 

十、我們建議在學校的課程中納入寵物相關的生命議題，讓小學生了解放生和

棄養會造成的結果，思考飼養寵物需要負起的 6責任，從教育著手進一步

去影響整個家庭和社會，才能從根本減少寵物棄養所造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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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件 
附件一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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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某鳥類相關學會專家訪談逐字稿 

 

1. 請問台南或台灣籠中逸鳥的情形多嗎? 

答：應該算多，現在在市區裡面看到很多都是籠中逸鳥所生的後代，像八哥，

因為交通號誌有很多孔洞，變成八哥的人工巢箱，繁殖下一代比較不費力，牠

們可以大量的繁殖，台灣也有本土的八哥，嘴巴有象牙的顏色，但我們現在看

到的多是黃嘴的，主要是外來種的家八哥、白尾八哥。 

 

2. 哪些種類的籠中逸鳥最常見?分布在哪裡比較多呢? 

答：大概就是家八哥、白尾八哥 ，他們其實到處都有。八哥的適應力很好，

你可以在馬路上看到他們，有時候我們開車，牠們會在馬路邊、人行道上，在

那邊覓食，因為牠們是雜食性的，什麼都可以吃，牠不用看紅綠燈，牠只要注

意有沒有車子來就好。八哥闖紅燈，沒有人會處罰牠，有些八哥反而會用紅綠

燈來築巢，紅綠燈是橫的，它下面還有開口沒有封起來，偶爾你停在紅綠燈，

你就會看得到八哥在那裡進進出出，牠們就是在裡面繁殖了。公園裡面也會有

八哥。還有一種籠中逸鳥叫做鴿子，麻雀本來就是原生的動物，有些人養鴿子

去比賽，可是他們常常在比賽完之後就不想養牠了，或是那隻鴿子自己走失，

就會亂飛然後繁殖，所以去公園裡面可以看到很多的鴿子，鴿子適應力也很

好，牠們也是雜食性。另外有外來種的日本麻雀，我們推測日本麻雀是搭船來

的，台灣的麻雀叫樹麻雀，另外有一種在日本的叫家麻雀，這種鳥在印度也

有，但是在台灣沒有，但是在台灣發現過兩次，我在澎湖看過一次，另外野柳

也有紀錄過一次，因為這種麻雀沒有人會想要養，所以不太懷疑是籠中逸鳥，

我們會認為是偷渡來的，不小心搭上日本的某一艘船，或是印度的某一艘船，

然後就到台灣了。白腰鵲鴝是近年也擴張蠻快的一個外來種，這種鳥一開始也

不多，然後牠們在台灣的低海拔山區，這幾年就繁殖的很好，然後甚至到平地

來，因為很多人養，養鳥人叫牠們長尾四喜，因為牠很漂亮，叫聲也蠻好聽

的，另外鵲鴝也不少，只是鵲鴝不容易看到，在野生動物保護區鳥生館那邊就

會有，鵲鴝跟白腰鵲鴝，這兩種也都是外來種籠中逸鳥。 

 

3. 有沒有哪些種類已經可以自己在野外繁殖了? 

答：我們剛講的都是已經在野外繁殖的很好的，家八哥、白尾八哥，鴿子我不

知道要怎麼算，因為鴿子這個問題也很複雜，台灣也有本土的野生的種，也有

外來種，也有人家養的放出來，可能已經雜交了，不知道到什麼情況，我們現

在在野外很難分別，剛剛講的白腰鵲鴝和鵲鴝，大概都市裡面比較常見的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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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這幾種已經繁殖很穩定了，所以要移除都很困難。有一種長得像本土斑文

鳥的白喉文鳥，又叫做印度銀嘴文鳥，會和斑文鳥混群，數量也一直在上升。 

 

4. 請問籠中逸鳥或外來種鳥類會帶來甚麼樣的問題?對我們本土種的生物會有

甚麼樣的影響?對環境有什麼影響?對人類是否有影響?  

答：外來種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影響本土種鳥類的生活空間，本來台灣也有本土

八哥，但是外來種八哥佔領本土八哥的生活空間，像生存的地盤就是築巢的地

方台灣本土的八哥爭不過，就一直越來越少，然後就會一起飛往偏僻的地方，

所以現在我們在都市裡看到的都是外來種的八哥，看不到本土種的八哥，因為

這些外來種通常都沒有天敵，在牠們出生的地方有天敵，但是在台灣沒有天

敵，所以牠們就會活得很好，至於對環境生態會有什麼影響，就是破壞生態平

衡，本來台灣有自己的生態體系，這時候跑進來幾種外來種而且又繁殖的很

好，就會讓這個生態系被打亂，但實際上對自然環境會有什麼影響，還看不出

來，看的到的就是對本土鳥類的生存空間會有影響。 

 

5. 請問若民眾撿到籠中逸鳥，會送來野鳥協會處理嗎?通常可以怎麼處理? 

答：原則上我們是不收，因為光照顧本土鳥種就已經花費很多金錢了，如果外

來種，尤其是像鴿子，其實我們每年都會接收到很多要送來的鴿子，但其實大

家都知道鴿子在野外很多，而且鴿子很會吃，一隻都很大隻，比珠頸斑鳩還要

胖，要很多的人去餵，而且要很多飼料錢，所以原則上我們不救鴿子，但民眾

要救的話，可以送去動物醫院，有一些受傷或生病的八哥類的，有一些不能拒

絕的狀況下，我們把牠照顧好之後，會找人認養，不會再讓牠回到野外去，因

為我們希望外來種不要再回到野外去，就是在人的家裡面，剛剛講到外來種對

環境的影響，像外來種的八哥都要比麻雀來的多了。麻雀的數量有在減少，因

為他們和八哥的食物和環境是類似的，八哥又比麻雀大隻，競爭之下數量就被

影響了。 

 

6. 若已有外來種鳥類大量在本土繁殖，可以如何處理?國外是否有此問題? 

答：現在交通方便，各個國家都有這個問題，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有

些處理方式就是要移除牠們，也就是殺死；或是抓起來，如果數量不多可以放

在動物園，或是讓民眾去認養，若數量太大沒有那麼多人力和金錢去飼養就只

能讓他們安樂死。去年開始就有埃及聖䴉的移除計畫，因為牠們和小白鷺搶食

物和築巢的位置，會影響本土小白鷺的生存，也會偷吃小白鷺的蛋或幼鳥，所

以就鼓勵民眾通報，成鳥就請原住民去獵殺，巢穴就破壞。埃及聖䴉本來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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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的動物園飛出來的，一開始只有六隻，因為沒有天敵後來就繁殖到一萬多

隻，去年年底打掉了八千多隻，但野外都還有。至於放走或飛走的鸚鵡就還無

法在野外繁殖，在台灣就還沒有建立穩定的族群。  

 

7. 請問您對於想要飼養寵物鳥的小孩有沒有甚麼建議? 

答：對於想要養的小孩就是要跟父母討論，然後上網作功課，最重要的事就是

一旦決定要養了，就要養牠一輩子，不能養一年兩年不養了，就放走。因為牠

如果在野外生存的很好，這會對環境是一個很大的破壞和威脅，如果生存的不

好，就會死掉，傷害一個生命，所以要養寵物之前一定要想清楚，絕不能想說

不想養了就放到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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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流浪狗專家訪談逐字稿 某流浪動物相關協會 ○老師 

 

1. 台南哪裡流浪狗最多?台南一年多大約有幾隻流浪狗? 

答：現在目前流浪狗的數量，我也沒有辦法告訴你，因為要調查確實的數量需

要有一個專業研究機構，要有一個計劃去研究才能有確實的數量。我們之所以

會成立協會是因為在過去在民國 98年的時候，政府對流浪動物都是用撲殺的

方式-安樂死，這就是為什麼我今天在教書退休的時候，我會投入這個工作，

因為政府一向不尊重這些生命，所以我成立學會就是希望能夠改變政府對撲殺

的政策，用絕育來替代撲殺，讓牠不能繁殖。政府安樂死的政策在這一、二十

年都沒有解決問題。我們成立學會大約有 13年，目前的流浪狗在台南市區內

差不多減到八到九成。台南市區的流浪狗已經少掉八到九成。而流浪狗最多的

地方還是在偏遠地區，就是在舊台南縣，因為比較偏鄉地區人員比較稀少，再

加上因為地理環境的關係，像是魚塭特別多，流浪狗都在那種地方生活，捕捉

就不像是市區那麼容易，而且比較不影響鄉下人民生活。 

 

2. 如何處理流浪狗?這種方式的優點在哪?如何分辨處理與沒處理過的? 

答：我們剛才說的成立學會的原因，就是希望用絕育替代撲殺。在過去是用撲

殺的方式對待流浪動物，把流浪動物，包括犬、貓，捉到之後一個禮拜，沒有

人認養，就把牠撲殺。我認為這不人道，所以我主張以絕育替代撲殺。在民國

98年，我去找了台南市長許添財，跟他談這個問題，一年多的時間，最後他答

應對流浪動物開始做絕育，是對流浪動物絕育的開始。然後到了民國 100年，

賴清德市長上任，我也去跟他談，希望他能夠延續許添財市長的絕育替代撲殺

的政策，來幫助外面的流浪動物做絕育，後來，他也同意。因為絕育是目前一

個最好處理流浪動物的方式，所以台南市在 104年宣布零撲殺，中央政府在

106年也宣布零撲殺，所以零撲殺對台南市來講，是開全國之先。而要分辨有

沒有絕育過的話，有絕育的我們會在耳朵剪一個角，男左女右，剪耳朵一角的

原因除了讓大家分辨是公是母，還有避免重複捕抓。 

 

3. 要如何捕捉?捕捉過程人員是否會受傷? 

答：我們要配合外面不捨這些生命的愛爸愛媽，愛爸愛媽會去餵養他們，在餵

養時，狗或是貓慢慢會親近他，這個流浪動物也是對人類有戒心，你如果每天

去餵他，他知道你是好人，就會敢去親近你，久而久知，你一去牠就知道愛爸

愛媽來了，牠就出來了。第一個捕抓方法就是這些狗如果親近這些愛爸愛媽，

愛爸愛媽可以抱給我們，我們學會有專車，我們有專門捕捉的人員，然後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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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工具，你通知我們，我們就會去你那邊，就可以一隻一隻抱給我們，我們

有籠子，裝起來。第二個方法就是說他狗狗不讓你抱，但會親人、給你摸，在

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是用誘狗籠，裡面放食物，讓牠進去。第三個方法就是如

果我們看到一群狗的話，我們會帶圍籬，愛爸愛媽到圍籬裡面去餵流浪動物，

等到有很多隻進去後，愛爸愛媽就出來，我們就把牠們關起來，到裡面一隻一

隻用籠子裝起來。最後，因為你用以上三種方式，有沒有進去的狗看到同伴被

抓走，就不進去了，那你沒有辦法抓，最後就只能用麻醉、吹箭，再絕育。 

 

4. 這樣的處理會遇到那些困難? 

答：遇到的困難就是有些狗非常的怕人，也可以說他非常的聰明，牠看到同伴

都被捉了之後就不來了，牠知道你來餵養是要抓牠，牠就遠遠看著不來，你放

了食物牠也不來，等你離開牠才來，這種你要抓牠最後的方法就是吹箭，但是

吹箭有一定的距離，太遠你也吹不到，曾經要捉一隻母狗抓兩三年才抓到。 

 

5. 其他縣市有這種保護協會嗎?沒有的話,他們如何處理流浪狗?您們的保護會

有想要到其他縣市發展嗎? 

答：有，不過我們這個學會是民間團體，民間團體很多，但是有這個能力來做

這種事情的不是很多，那麼在台南是因為我對於這種動物特別的有感，所以我

下定決心，一定要幫助這些流浪動物。 

 

6. 認養大會中，大多數是哪個年齡層的人較多? 

答：一般，大概是三、四十歲的青年 

 

7. 請問飼養狗前須要做甚麼準備? 

答：我常說飼養是一種責任，就好像我們的家人，我養孩子也是一種責任，所

以我們在飼養，認養之前，我們要好好去考慮，我們是不是有時間，因為我們

要照顧牠需要時間，我們有沒有經濟能力。然後認養，你必須考慮到牠身體的

健康，所以你認養後對牠的疫苗注射、健康檢查等等，都要幫牠們做好再來認

養，養了之後在飼養的過程比較順利。 

 

8. 對想養狗的小孩有甚麼建議? 

答：依照動保法規定，認養必須年滿 20歲才能認養，小孩要認養那就要媽媽

來認養。小孩跟動物互動是很好的一個生命教育，所以我常常到學校去接受宣

導演講，主要就是要把保護動物的觀念給一些小朋友知道，如果從小就能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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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的小朋友，將來長大，對人與人之間都會有愛。 

 

9. 請問會給新飼養的人什麼樣的資訊? 

答：我們重點就是說認養前要做一些準備，就是看有沒有空間跟時間，如果沒

有我們就拒絕讓他認養。 

 

10. 是否會提供養狗需要的知識?或有建議的養狗知識的網站或書籍?  

答：會，養狗要注意的事項，這個我們在認養會裡面，就會做宣導。 

 

11. 如何避免寵物狗走失? 

答：我們知道之所以流浪動物是因為人類的棄養，為了防止流浪動物的發生，

我們會告訴飼養人他應有的責任之外，如果他是認養，我們會幫他把領養的狗

注入晶片，做寵物登記，讓這一隻狗或是貓身上有晶片，牠就有法定的主人，

如果有一天這隻狗走失了，會被掃晶片，我們會去找認養的人，如果是走失

的，那沒關係，如果是棄養的話，動保法有規定要處罰。 

 

12. 如果家裡無法再飼養狗,可以怎麼做? 

答：這也是我們經常碰上的問題，所以在認養的時候要好好考慮。 

 

13. 如果有人撿到流浪狗, 會送來嗎? 

答：撿到流浪狗不會給我們，因為我們目前沒有收容的地方，有些愛爸愛媽撿

到可能就自己收下來，一段時間後，健康保護有做好，就會到我們認養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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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綠鬣蜥專家訪談逐字稿  政府單位某綠鬣蜥處理專家 

 

1. 請問台南哪個區域綠鬣蜥最多? 

答：奇美博物館附近，三爺宮溪，那裡整個區域，我們上禮拜就抓了 120隻

了。我們以前一年都只捉到兩百多隻，但是最近有氾濫的趨勢。也因為牠的蛋

會下在一公尺深的地方，所以一般是找不到巢穴，然後牠生完蛋後也會把牠抹

平，所以看不出哪裡有生蛋，到了五、六月，蛋孵化後，牠會自己鑽出來，所

以沒辦法破壞巢穴。 

 

2. 請問這幾年台南的綠鬣蜥的數量是增加或減少?請問有沒有大約的數量? 

答：這幾年抓平均大約都是 300隻左右，台南其實不是很多，多的是在高雄和

屏東，尤其是屏東，去年捉了大約八、九千隻。捉到了的話就是把它冰在冰箱

裡面安樂死。 

 

3. 請問綠鬣蜥對環境和對人類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對本土種的生物會造成甚

麼樣的問題? 

答：基本上綠鬣蜥是進口的，所以在我們台灣沒有天敵，唯一的天敵就是我們

人，其他動物都奈何不了牠。蛇要去吃牠的時候，牠鼓起來，蛇吞不下去，甚

至那隻蛇也會死掉。因為沒有天敵，就會到處去破會壞我們的環境，最怕的就

是會去破壞我們的河堤，會去挖洞，河堤就會被掏空，就會壞掉，就會造成潰

堤。 

 

4. 請問要如何捕捉綠鬣蜥?捕捉過程人員是否會受傷? 

答：一般是用圈去套，等快睡著，或是天氣比較冷，牠不會動的時候，用圈去

套，不然就是用空氣槍。 

 

5. 如何處理抓來的綠鬣蜥?請問適合像流浪狗一樣進行 TNR嗎? 

答：因為綠鬣蜥是有害的，所以不會把牠放生，要幫牠絕育也很難，因為沒有

獸醫師想要做，所以一般抓到就是安樂死，然後把牠燒掉。 

 

6. 除了綠鬣蜥以外有沒有其他外來種的爬蟲類在台灣野外繁殖? 

答：有，我們台灣還滿多的，像是青蛙類的有斑腿樹蛙，台南也有，在安南

區，牠也是不怕蛇，跟綠鬣蜥一樣，會膨脹讓蛇吞不下去。另外一個是在永康

附近，那裡有諸羅樹蛙，是我們要保護的，但是那裡有外來種的亞洲錦蛙。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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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巴西龜、綠水龍和沙氏蜥都是外來種的爬蟲類。 

 

7. 請問如果民眾在家附近發現綠鬣蜥，通常可以怎麼處理? 

答：因為綠鬣蜥的活動很快，所以在外面的空間看到，通知是沒有意義的，因

為你們跟我們講，到地點通常都已經跑掉了。所以我們通常如果牠有固定的棲

息地，像三爺宮溪，我們就會利用晚上，牠們在休息的時間去抓牠，效果最

好。 

 

8. 請問國外是否也有這個問題呢? 

答：都有，其實現在最多的是在美國附近國家，但他們不會處理，甚至綠鬣蜥

會在路邊走路，因為牠不會主動攻擊人。牠吃菜，所以所有外國在種菜幾乎都

是用溫室，綠鬣蜥進不去，但台灣都是野外的，所以牠很喜歡。 

 

9. 請問您對於想要飼養爬蟲類當寵物的小孩有沒有甚麼建議? 

答：我認為爬蟲類有很多不適合養殖的，而且小朋友要養的話，要先評估有沒

有能力可以養，你懂不懂牠的習性。小朋友的部分我們不建議去飼養爬蟲類，

因為你們不了解爬蟲類對你們有甚麼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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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鳥園實地訪查訪談逐字稿 

 

1. 來購買鳥的族群以哪個年齡層最多?老人?成人?青少年?兒童? 

答：大部分是成年人最多 

2. 有沒有人買了以後又不想養了?會拿回鳥園嗎? 

答：也是會有，或是讓給他的朋友 

3. 如果有人家裡無法再飼養鳥了，可以怎麼做? 

答：可以送回鳥園，或給親人飼養 

4. 飼養小鳥前應該做甚麼準備? 

答：應該要做好他的基本功課，如何飼養牠，需要的環境，了解鳥種的習性 

5. 對於想養鳥的小孩有甚麼建議? 

答：要有時間去了解牠或照顧牠才建議飼養 

6. 有沒有分哪種年紀或家裡環境適合養哪一種鳥呢? 

答：小朋友會建議養小型鸚鵡，像牡丹或鸚哥或小太陽鳥；若要養大型鸚鵡建

議成年人再飼養 

7. 請問店裡會給新飼養的人什麼樣的資訊? 

答：基本的飼養資訊都一定要告知，生命一條也怕牠出問題 

8. 店裡是否會提供養鳥需要的知識?或有建議的養鳥知識的網站或書籍?  

答：有，這是一定都要提供的，在購買的時候，就會依照鳥種的習慣或食物不

同來給予建議，網站也都可以搜尋 

9. 店裡有沒有考慮賣一些養鳥相關知識的書籍? 

答：店裡面都有提供相關書籍，有三四種鳥類圖鑑和資訊 

10. 如果有人撿到籠中逸鳥，會送來店裡嗎?請問建議要如何處理? 

答：要看情況，大部分我們不會直接接受，野鳥類要送去給野鳥學會，除非是

鸚鵡類就會找可以照顧牠的鳥友去飼養 

11. 要如何預防寵物鳥變成籠中逸鳥? 

答：會建議要修羽，或配戴牠的電話號碼環 

12. 寵物鳥在野外是否可以生存? 

答：不行，因為牠沒有競爭力，在野外無法生存 

13. 店內的鳥是在本地繁殖或國外進口的? 

答：目前還是為本地繁殖居多 

 

 

 



44 
 

附件六 ○○狗專賣店實地訪查逐字稿 

 

1. 請問認養的族群以甚麼年齡層居多?老人、成人、青少年、兒童? 

答：大部分是 20到 30歲年輕人最多。因為台灣法律規定要年滿 20歲才能合

法登記養狗，在我們這邊只要是要養狗的話，都有晶片登記。其實晶片登記是

代表說你這隻狗的出生有沒有符合法標準。為甚麼會需要這樣是因為狗狗在台

灣，其實世界各地都有，一定是有些品種特別名貴，那這些特別名貴的狗狗，

有人想要賺錢的就會想要弄到這種狗來生小狗，這些小狗可以賣錢，但是如果

你只是為了賺錢的話，你的狗狗在養的過程中，可能就沒有好好的養。這樣的

話，狗媽媽生下來的小狗就會不健康，那不健康的小狗以後被養大後就會有遺

傳性疾病，或是體質比較不好。那體質比較不好的狗在很多飼主在養的過程

中，只要狗狗生病，他就要花錢看醫生，這個花錢看醫生的錢如果很貴的話，

搞不好就不帶狗狗去看醫生，那就會讓狗狗病的更嚴重，最後無法照顧就會把

牠丟掉，所以在台灣的合法狗就是在養狗的地方的那些狗狗都要有很多規定，

包括不可以近親交配，然後你一隻狗狗一輩子不能太常生小狗，還有健康檢查

這些。這些東西都 ok之後，生下來的小狗才是合法狗。比較健康的小狗，到

大家手上在養的時候，就比較不會有問題。比較不會有問題的狗狗就比較不會

被棄養。動保處的規定就只有一個，就是希望我們養狗的人不要把狗棄養。有

比較貴的狗狗的情況下，有人再去挑那些便宜的狗的話，就很容易買到不合法

的狗狗。現在在台灣，養狗很簡單，只要買一隻狗，一些飼料就好了，但在以

前，養狗可能還要一堆工作，像是你還要煮肉，不過後來飼料出來了，狗就變

得很好養。然後也沒有很貴，可能就比一台機車還要便宜，你要養領養的也可

以，甚至連免費的都有。中年人通常在養狗都是一個習慣性，就是已經以前養

過狗了，養到習慣了，他就會在短時間再帶一隻狗回去。所以通常沒有養過狗

的，衝動性想要養狗的，大部分都是年輕人，那中年人以上養狗的就是生活中

已經習慣了，所以中年人養狗就比較穩定。年輕人最大的問題就是太愛玩，就

是如果你養這種品種，你不了解他的個性，有些人就會一時衝動，但是經濟能

力不足，譬如說我養狗前一個月賺兩、三萬塊錢，等到這狗長大之後，他開始

就是一個月要花很多錢，多到我們沒辦法存錢，或者是說變成只能便宜的養

牠，那這樣的情況就是養膩了，照顧不好。所以不同的人，在養狗的時候，我

們這邊會說一定要先認識牠，因為這一隻狗狗到你們家，陪你可能會佔你人生

五分之一、十分之一的時間，你人生中這個狗狗陪你的時間可能會超越你的任

何一個朋友都有可能。所以你在養狗前一定要想清楚，所以就是要對這些東西

越有概念，在養狗時就會越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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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沒有人買了或認養以後又不想養了?會拿回店裡嗎? 

答：很多，這種人超多的，每個月都有，我們這邊有遇過幾個比較誇張的棄養

的例子。最誇張的就是有一個人，他買了一隻柯基養了兩個月，他們家的經濟

能力也很好，後來他棄養送過來，我們問他為甚麼，他說因為算命的說他們家

不能養狗。最多的原因就是狗養大了但不聽你的話，可能就是他小的時候沒有

教好，但這就有分狗狗不聽話的過程是你可負擔或不可負擔，就會造成棄養。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搬家，年輕人比較常遇到這個問題，就是搬家後那個地

方不能養狗，或者也有可能是家人不同意，也會造成棄養。台灣並沒有所謂的

合法棄養，所以理論上你是不能把狗送回店裡，但我們不希望狗狗被棄養，所

以還是會把狗狗拿回來，再幫他媒合可以收養的人。但是我們不希望這麼做，

還是強調養一隻狗後就要一直養下去，不然就會變成養狗會變成養養看。 

 

3. 如果家裡無法再飼養狗，可以怎麼做? 

答：其實最好的情況下，就是找一個可以幫你養狗的人，再去做晶片資料轉移

到對方，這樣做後就代表這隻狗就變成另一個人的了。當你家裡無法再養狗

時，你只能這樣做，其他方法都是不合法的。 

 

4. 請問飼養狗前須要做甚麼準備? 

答：就是你要先認識你養的狗長大後會長什麼樣子，你能不能接受，譬如說大

型犬、中型犬或小型犬，牠們的缺點，可能是很愛叫，可能很愛掉毛，那你能

不能忍受。如果這些東西你都可以忍受，才能考慮養狗，如果你連狗的最基本

的缺點都無法接受，那你就不能考慮養狗。 

 

5. 有沒有分哪種年紀或家裡環境適合養哪一種狗呢? 

答：有，最大的區別就是大型、中型和小型犬，如果你的家是住公寓，空間沒

有很大、或者是鄰居很多的話，你就不要養叫聲會很大聲的狗，要依照你的居

住環境去挑你的狗狗。然後，還要看你的生活習慣，像是只把狗狗養在家裡就

好的，或者是常出去玩、逛街，運動型的，或者是想把狗狗訓練的很聰明的。 

 

6. 請問店裡會給新飼養的人什麼樣的資訊? 

答：我們這邊比較特別，我們這邊會依照你帶的那隻狗狗現在的狀況個性來教

你，譬如這隻狗狗是比較兇的，我們會教你，兇的狗狗怎麼照顧，比較膽小的

狗怎麼顧，然後還有最基本的就是你帶甚麼年紀的狗狗，養年紀很小的狗其實

沒有很難，難的是你想做的事情可不可以做，像是我想要跟牠玩，但是現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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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跟牠玩，如果你硬要跟牠玩，牠搞不好會細菌感染生病。這個東西我們一定

會講，還有一個禮拜和一個月的狗狗飼養方式完全不同，那你要養成犬或你要

養幼犬，他們的飼養方式也不一樣。 

 

7. 店裡是否會提供養狗需要的知識?或有建議的養狗知識的網站或書籍? 

答：會，我們會提供，其實現在網路很發達，看訓練什麼品種，像我今天想養

柴犬，牠的個性是怎麼樣在網路上都查的到。 

 

8. 店裡有沒有考慮賣一些養狗相關知識的書籍? 

答：書沒有，因為書的分類太多了。 

 

9. 如何避免寵物狗走失? 

答：最重要的就是只要一出門，都要牽繩，而且你一定要拉的動牠，也就是你

要帶狗狗出去之前，你的狗狗要先認識你，你不要帶一個根本不認識你的狗出

去，你根本就抓不住牠，牠如果不見的話就很麻煩，那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你覺

得你的狗再聰明、教的再好，你只要在戶外就一定要牽繩，除非你到公園，有

固定的範圍，才能讓牠跑一跑、運動一下，但其實你只要把狗帶出去，你就要

把狗狗控制好，不讓牠跑掉。 

 

10. 寵物狗在野外是否可以生存? 

答：通常寵物狗在野外生存不了，你有時候會看到路上有野生的小狗，但你不

會看到野生的博美、貴賓、米克斯在路上走路，不可能，因為他們活不下去，

牠們的小狗一生出來，一個禮拜大概就全部死光了。因為牠們的抵抗力根本沒

辦法去面對現在外面社會的細菌。 

 

11. 如果有人撿到流浪狗，會送來店裡嗎? 請問會如何處理? 

答：流浪狗要送的話通常是到收容中心，我們店裡不是收流浪狗，我們店裡會

收的是有些人真的沒辦法在養就會送過來，因為流浪狗牠們本身健康狀況就會

有很多不知名的細菌病毒，那如果送來我們店裡的話，店裡很多小狗，可能會

一次很多狗生病，所以我們不收流浪狗。 

 

12. 店內的狗是在本地繁殖或國外進口的? 

答：都有，但通常不會說是國外進口，應該說國外進口然後在台灣繁殖出來的

小狗才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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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某爬蟲專賣水族實地訪查逐字稿 

 

1. 來購買爬蟲類的族群以哪個年齡層最多? 老人? 成人? 青少年? 兒童? 

答：基本上都是成年人比較多，老人的話都是買陸龜，每個年齡層買的東西都

不一樣，青少年、小孩大部分都是家長帶來買。 

2. 有沒有人買了以後又不想養了?會拿回店裡嗎? 

答：有，可能因為一些家庭因素，或者是搬家沒辦法養，就會拿來給我們。 

3. 如果有人家裡無法再飼養爬蟲類了，可以怎麼做? 

答：一般就是回收來養在店裡，或者在網路上分享說看有沒有人要養，再另外

找飼主。 

4. 飼養爬蟲類前應該做甚麼準備? 

答：主要是看要飼養什麼物種，需要什麼環境、設備，先準備好這些東西就可

以了。 

5. 對於想養爬蟲類的小孩有甚麼建議? 

答：小朋友來買的話，建議是買小型的爬蟲類，然後家人同意會比較好。 

6. 有沒有分哪種年紀或家裡環境適合養哪一種爬蟲類呢? 

答：最普遍的就是陸龜，老人大部分會買陸龜，覺得象徵長壽，年輕人就會養

蜥蜴或蛇，不過還是要看家人的接受度。 

7. 請問店裡會給新飼養的人什麼樣的資訊? 

答：看你飼養什麼物種，先做一些功課，看需要的環境有沒有足夠。 

8. 店裡是否會提供養爬蟲類需要的知識?或建議的網站或書籍?  

答：有，相關爬蟲類的書籍都有，爬蟲問題也都可以直接詢問我們。 

9. 店裡有沒有考慮賣一些養爬蟲類相關知識的書籍? 

答：有，店內都有 

10. 如果有人撿到爬蟲類,，會送來店裡嗎?請問建議要如何處理? 

答：要看是什麼的爬蟲類，若是保育類，那一定是先交給消防局或警察局這些

政府的機構。 

11. 要如何預防爬蟲類跑掉? 

答：因為爬蟲類沒有像貓狗一樣有裝晶片，所以走失後很難找回，而大部分走

失都是因為籠子沒關好，所以就是要把籠子的門隨手關好。 

12. 寵物爬蟲類在野外是否可以生存?  

答：有些可以，有些不行，要看種類。像綠鬣蜥就可以吃青菜很好生存。 

13. 店內的爬蟲類是在本地繁殖或國外進口的? 

答：本地或國外進口都有。要看相關法規是否需要另外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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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有校園犬的○○國小 ○老師 訪談逐字稿 

 

1. 請問拉拉平常日都做些甚麼活動?如何和孩子們互動? 

答：牠常常會在外面溜搭，小朋友看到牠就會想要跟牠玩。拉拉的增強物就是

網球，牠看到小朋友就會把球放在地上，讓小朋友丟給牠。牠很喜歡小朋友，

越小越喜歡。拉拉也很喜歡吃，食物也是牠一個很大的增強物，小孩有時會餵

牠吃。 

 

2. 拉拉平時會不會生氣?如何處理? 

答：拉拉基本上對小孩是不會生氣，不大會叫，一般人來學校牠不會叫。拉拉

完全相信人，曾經有小朋友心情不好，就去找拉拉，陪牠玩，拉拉不會生氣。

拉拉唯一會生氣是為了護食，搶食，一般動物的特性。護食的時候，牠的尾巴

會夾在兩條腿底下，這種行為就會讓牠暫時不靠近小孩，因為這時候牠會攻

擊，不過這種情況很少。 

 

3. 有沒有小孩會怕拉拉? 

答：還是有小朋友會怕拉拉，可能小時候有被狗嚇到。不過跟拉拉互動後就會

喜歡牠，所以喜歡牠的人比怕牠的人多很多。 

 

4. 拉拉有沒有受過特殊訓練?  

答：沒有特殊訓練，應該是原來的飼主有教牠，所以牠很友善，規矩。拉拉很

聰明，給牠手勢牠會坐下，握手。 

 

5. 請問拉拉和自閉兒的相處的情形? 

答：一般人跟人會對對方有戒心，但拉拉就是傾聽、陪伴，然後一般人看到動

物就會喜歡。而自閉症小朋友就是因為他喜歡拉拉，對拉拉就放下了戒心，心

情低落就會抱住拉拉，然後心情就會好轉。 

 

6. 平常誰來照顧?餵食?大小便，洗澡?寒暑假誰來照顧? 

答：平常大概就是老師跟小朋友來照顧，餵食的話就是早晚各吃一次，基本上

是老師餵，有時小孩會來餵，大小便就是老師把牠帶出去，洗澡的話，我們學

校以前有高年級生會幫忙洗，現在大概都是送寵物店洗澡，一個禮拜一次，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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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就是會有畢業的校友，家裡本來就有養，就會把拉拉帶回家照顧。 

 

7. 對照顧的人而言，會不會是個負擔? 

答：應該說是一個甜蜜的負擔，裡面有愛，一般就不會覺得有壓力，但是因為

願意，然後喜愛拉拉，所以大部分都願意付出。 

 

8. 拉拉是自己跑進來學校住的嗎? 

答：是，牠是聖誕節跑進來的，第二天早上，牠還留著，所以就把牠放到外

面，但牠又跑進來，所以就把牠留著。因為牠有晶片後來找到原本主人，才知

道是因為主人生病很嚴重無法再照顧了，所以就把牠放走。 

 

9. 拉拉年紀?若拉拉老了到天堂去了，學校會不會想再找一隻校園犬? 

答：拉拉大概 11歲，換算成人類的年紀大概有 80歲。我們有想到說如果拉拉

上天堂了的這部份，不過要再找到一隻這樣的像拉拉老師的狗很困難。 

 

10. 請問老師覺得學校有養寵物，對小孩有甚麼影響? 

答：與小孩有共同的話題(拉拉)，共同關心的對象。曾經有小朋友心情不好，

老師問有什麼可以幫的，他說沒有，然後小孩問可不可以陪拉拉，老師說可

以，然後抱下去，再問他好了沒，他就說好了。 

 

11. 學校養寵物，可能會遇到的困難是甚麼?請問有甚麼解決方式? 

答：目前以拉拉來講，是沒有問題，但若是其他寵物，可能就要考慮到傳染

病，如何照顧等因素，可能後續有很多，但拉拉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12. 有沒有家長會反對?反對的原因?學校如何處理? 

答：目前都沒有人反對。 

 

13. 學校有校園犬，如何進行生命教育? 

答：我們將拉拉的生命教育納入三、四年級的課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