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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試點評估的研究方法方面
(一)TNVR 試點政策研究標的，係同時包括台南及宜蘭兩地「無主流浪犬」以
及「有主放養家犬」的兩類結紮措施。
(二)政策試點方法為循證方法的一種，該研究需注意之處，包括：過程必須要
完整、方法必須要多元、處理結果要彈性。
(三)政策試點的多元方法，包括過程評估（Process）
、成果評估（Product）以及
績效評估（Performance）等三類，但過去國內外 TNVR 研究重點集中於績
效評估，本研究為國內外首次將三類方法同時運用於評估 TNVR 政策的評
估報告。
二、 在兩地流浪犬數量調查方面
(一) 103-105 三年來，宜蘭縣境內，在支出總經費 1,146 萬元後，共結紮總數有
4,509 隻流浪犬。在宜蘭縣實施 TNVR 措施使流浪犬數量全面下降，但城鄉
下降幅度有差異，建議未來 TNVR 政策的推動，須思考都會與鄉村採取不
同的行政措施。
(二)台南市實施 TNVR 的發現：
1. 原則上 TNVR 是減少、抑止流浪犬數的方法，但學甲區效果並不明顯，
與宜蘭相同，呈現明顯的城鄉差距。
2. 建議 TNVR 在鄉村型聚落與都市型區域須有不同的作為。
3. 每年季節性的流浪犬數趨勢一致，中秋最高，小暑其次，立冬最低。
4. 何時可達生物平衡恐須再有 2-3 年連續的調查方有結論。
5. 流浪犬隻感染相關傳染病的狀況來看，推論對流浪犬之動物福利有負面影
響，然而，流浪犬感染傳染病後的生病及死亡狀況，受限於本研究人力限
制，並無法有效確認。
三、台南及宜蘭兩地民眾對於流浪犬 TNVR 看法的變化
(一)兩地民眾覺得流浪動物數量持平或下降。
(二)兩地民眾飼養家犬地點逐漸由室外往室內調整。
(三)推動流浪犬 TNVR 政策須考慮兩地民眾的擔憂
1.接近半數人所高度擔憂的「人身安全」問題應最積極處理。
2.少數人極為困擾的噪音問題，挑選適合 TNVR 放養區域，加上友善動物行
為的宣導，可以減少此類擔憂。
3.髒亂與市容美觀問題，或因乾淨餵食的習慣已經逐漸建立，或許因為民眾
容忍度提高，對民眾的困擾程度逐漸下降中。
四、台南與宜蘭兩地實施流浪犬 TNVR 政策的考量因素
(一)有效 TNVR 計畫需掌握三項基本因素：
1.政府單位須主責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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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犬隻管理標的族群應包括放養家犬及當地街犬。
3.飼主責任及 TNVR 計畫需同時進行。
(二)兩地實施 TNVR 政策的政治面考量
1.地方議員與市長的支持是 TNVR 是否能順利啟動的開端。
2.捕犬隊的建立是政策推動順利的促進劑。
3.捕犬前透過有經驗的承辦人先行溝通。
4.與地方動保人士保持多元的合作方式。
5.加強與地方居民的溝通及教育。
(三)兩地實施 TNVR 政策的行政面考量
1.執行 TNVR 階段
(1)有條件放寬捕犬吹箭之制度。
(2)手術補助費用(手術與住院分項) 。
(3)回置地點衛星座標化。
(4)提昇政府與委託團體之內外部流程一致性。
(5)重視動物福利評估之標準作業程序。
(6)管控人員使用捕捉器具及藥物。
(7)專業技術之提昇(本研究列有建議參加之會議及提供標準作業流程) 。
2.在地犬隻管理階段
(1)族群調查及家戶訪查的有效實施。
(2)特定被投訴區域之配套措施。
(3)針對特殊地點加設預防性警語。
3.結合志工進行回放後的追蹤
4.可建立 TNVR 與源頭管理之共用資源
(1)現有表單應進行革新(可參考設計表單系統) 。
(2)引進電子化設備加速行政管理效率。
五、台南與宜蘭兩地民眾對各種流浪犬政策的態度
(一)不同政策方案的偏好
1.民眾支持度排序為：落實寵物晶片登記>處罰棄養>推動 TNVR 政策>增加
寵物絕育。四項政策支持度，都穩定超過七成，都值得推動。落實飼主責
任(晶片登記及處罰棄養)甚至逐年成長到接近九成，應更積極推動。
2.同時涵蓋「流浪犬 TNVR」及「半野放犬三合一」的「流浪犬 TNVR 計畫」，
可降低流浪犬數目，且其中「半野放犬三合一」政策，具飼主責任精神，
更可提高民眾支持度，因此政府可納入「流浪犬隻族群減量控制計畫」整
體方案中持續推動。
(二)兩地「認養取代購買政策」初具成效，鄉村地區需持續加強宣導
(三)兩地寵物登記(植入晶片)政策具共識，可更強制執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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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具高度共識，可開始改用公權力強制執行(處罰)的措施，如訂定補助的落
日條款，宣導政府即將開罰的訊息，增加公共場合的犬隻晶片掃描稽查等。
2.鄉村地區則可能得增加植入晶片的地點，減少民眾的時間成本。
3.未來應更加強年長與低教育程度民眾的寵登觀念宣導。
(四)兩地處罰棄養可以採取更強力的執行手段，舉例來說，台北市政府結合檢
舉獎金制度、街頭錄影監視器蒐證以及增設網路即時動物棄養報案機制
APP 等等，都可以參考作為強化執行手段的機制。
(五)兩地絕育政策可以蘿蔔棒子並用
1.優先策略：針對家犬有植入晶片，但沒有絕育部分，可透過電訪提醒落實
絕育或提出不絕育的申請，政策優先順序提前。
2.未植入晶片亦未絕育者，政府可透過獸醫師的提醒來間接達致政策效果，
建議可透過獎勵的方式，對於落實植入晶片及絕育數較佳的獸醫院，給予
獎勵。
(六)兩地流浪犬 TNVR 政策的推動必須克服民眾人身安全上的擔憂，例如：挑
選適合 TNVR 放養區域，將大規模聚落之犬隻予以分散為小群，明確指認
並捕捉問題犬隻，另外加上友善動物行為的宣導，並告知民眾政府仍會持
續捕捉安全問題犬隻，可能可以減少此類擔憂。
(七)提供誘因，結合獸醫與地方動檢員落實飼養半野放犬的飼主責任，如請獸
醫師公會協助要求會員，或給予辦理最多寵物飼養登記數量的登記站獎勵
等等。
(八)寵物業與私人管理需多元方法齊用，落實寵物繁殖業者落實晶片登記及告
知義務外，有效管理私人繁殖交換中的黑數更是當務之急。或許應提高檢
舉獎金，鼓勵業者或者民眾的檢舉，並加強晶片登記、絕育、疫苗注射三
合一的取締。
六、研究限制及未來可努力方向
(一)無法透過「真實驗」百分之百確認變項的因果關係。
(二)研究設計無法區分流浪犬為半野放犬或流浪犬所繁衍。
(三)只能以替代指標進行動物福利評估。
(四)未來應加強飼主責任政策措施的政治及行政可行性研究。
(五)因地制宜推動包括流浪動物 TNVR 政策在內的「犬隻族群控制計畫」。
(六)保持開放與彈性的「循證政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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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緣起
壹、研究動機
從宏觀的政策需求來看，由於近年民間動物保護風氣高漲，要求改革流浪動
物處理政策之聲浪不斷，不論民間、議會或行政首長，皆有支持改革者。在民間
運動方面，動物保護民間團體由修法改革運動及行政數據監督兩個方向，不斷向
中央及各地方政府施加壓力，希望改變傳統以捕抓撲殺流浪動物為主軸的處理政
策。修法改革運動，透過立委及公民運動向中央單位施壓，要求政府將 TNVR
作為處理流浪動物政策的主要方向，雖有少數團體基於動物福利及行政資源分配
的考量，而不同意修法全面以 TNVR 政策取代傳統政策，但即使是反對將 TNVR
入法的動保團體，也表示不反對在配套措施完備下，地區性、小範圍地實施 TNVR。
而行政監督運動，則不斷要求政府將流浪動物的處理數據公開透明化，然後再透
過政府公開的數據，對各地方縣市做數據百分比上的排比。透過嘉獎前段縣市首
長，及揭露後段縣市首長名字的手法，在各縣市中形成評比的競爭壓力，希望透
過這樣的手段，讓地方首長進而重視地區的流浪動物處理政策。
在民間政治壓力下，流浪動物政策 TNVR 試點的倡議，曾經在兩次的重要
會議曾被提及，首先，在一場由總統與動物保護專家學者的會議中，曾提及為了
瞭解「捕捉、絕育、注射疫苗、回置」（Trap-Neuter-Vaccinate-Return, TNVR）
到底是解決流浪犬問題還是增加問題，與會者建議實施田野試點進行研究，當場
陳保基主委回應表示，農委會對此一議題持開放態度，未來將會規劃，希望能針
對此一試點進行實證工作，進一步探究 TNVR 的可行性，避免外界在此問題上
爭執（總統府，2014）。此外，在農委會所舉辦的流浪犬管理政策公民審議會議
中，會議結論中，有關是否應將 TNVR（捕捉、絕育、注射疫苗、回置）法制化，
做為處理流浪犬的主要方法，並推行全國，公民未有共識，但共識中卻談到，中
央政府可支持地方政府與動保團體合作小規模、有配套的 TNVR 試點。基於上
述的歷史，農委會遂補助經費進行三年度的流浪犬 TNVR 政策試點計畫，這也
就是本評估研究的背景。

貳、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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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NVR 試點政策研究標的：包括無主流浪犬以及有主放養家犬的
結紮措施
國際同伴動物管理聯盟指出，流浪犬之定義為「目前沒有被直接管理或活動
沒有受限制的狗」，因此，包括有主人和無主人的狗，意即放養家犬及當地街犬
皆會不斷繁衍出更多流浪犬，因此在實施相關干預措施時，必須針對兩種類型犬
隻同時進行管理計畫，為了使本評估研究的標的能夠更明確，也為了使評估與實
際試點的執行面能夠符合。本研究標的，即所稱的 TNVR 試點政策，包括無主
流浪犬以及有主放養家犬的結紮措施。

二、欲研究的問題
（一）與 TNVR 試點政策相關的問題
1.TNVR 試點政策對於台南及宜蘭兩地流浪犬數量的影響變化？
2.台南及宜蘭兩地民眾對於 TNVR 試點政策的態度？
3.台南及宜蘭兩地實施 TNVR 試點政策受到那些政治及行政因素影響？
（二）與流浪犬政策相關的問題
1.台南及宜蘭兩地民眾對於各種流浪動物管理措施的支持程度？
2.台南及宜蘭兩地民眾對於各種流浪動物管理措施配合行動的支持程
度？
3.台南及宜蘭兩地民眾飼養動物有哪些習慣？
（三）與試點政策評估理論相關的問題
1.政策試點評估的意義、類型有哪一些？
2.透過政策試點評估的優點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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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
壹、從「循證政策」到「政策試點」
一、何謂循證政策？
因為政策在全面實施前所採取的小規模實驗，我們常常會稱之為「政策試點」
（Policy Pilots），其目的乃是為了蒐集該政策實驗的明確資訊，因此，當我們一
談到「政策試點」，便常會聯想到「循證政策」（Evidance-based policy），但深
究其關係，政策試點應該視為循證政策的工具之一（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
Tropical Medicine[LSHTM], 2013: 3）
，因此，我們應該先了解，何謂「循證政策」，
方能繼續了解「政策試點」精神之所在。
「循證」最早起源於醫學領域，一般咸認為，醫療行為必須要有堅實的研究
做為基礎（蔡宏明譯，2007：48），後來才逐漸衍伸出各領域的「循證政策」，
健康照顧、教育、犯罪矯治、社會照顧、福利政策、住宅政策、都市政策、交通
建設等，都開始走向以證據為基礎的實務與政策（張英陣，2011：11），因此，
不只有醫藥領域、公共衛生、護理學、心理學、教育學、資訊科學等領域盛行，
最近亦擴散至其他學科領域（謝俊義，2015：13）。而循證政策的主張，最早由
英國自 1997 年新工黨政府執政後，開始流行（Sutcliffe & Court, 2006: 1），英國
柴契爾夫人在位首相時，為了改革政府以及大幅裁減公務人員，各機關便被要求
須證明預算達成的效益。經過這些年的發展，英國政府已成為一個最重視績效評
估的政府，也強力要求政策必須是證據導向或以證據為基礎（鄭國泰，2008：33），
截至目前，這樣的精神，已然成為已開發國家的政策習慣；但開發中國家還正在
學習當中（Sutcliffe & Court, 2006: 4）。
循證政策「強調一個實務工作者在做處遇的決策時，應以既有的證據為基礎，
同時也應提供證據佐證實務的有效性，亦即運用研究方法，有系統地蒐集相關文
獻與理論做為處遇的參考，同時運用研究方法評估各種服務或方案執行的有效性」
（張英陣，2011：11），若我們更細緻地分析此一循證定義時，我們就會發現，
該定義包括三項核心。首先，循證重視研究的設計。Sutcliffe & Court（2006: 1）
便談到，循證是一套與政策過程環環相扣的論述或研究方法，而非只影響政策的
最終結果；其次，循證重視實際證據更勝於既有行為模式。鄭國泰（2008）認為，
循證必須「找出能尋獲的所有證據，來面對現存的事實，並基於那些事實來行動，
3

而不是依大家都如此做、原來慣於進行的形式模式，或是突破過去一直認為是對
的做事方式，甚至不應把證據為基礎視為不行動的藉口」，並且「將從研究中獲
取的最佳證據，作為政策發展和執行的核心，協助人們在政策、專案、方案上做
更好的決策」（Sutcliffe & Court, 2006: 1）；最後，循證必須導向於決策。雖然
以證據為基礎的實務，很容易被人認為是強調實務與研究的整合，這樣的看法固
然沒錯。但是以證據為基礎的實務之核心，最關切還是「決策」
（decision-making）
的問題（張英陣，2011：12），因此，從循證基礎的角度來看，問題在於需要投
入什麼樣的資料、訊息以產生必要知識，既要理解複雜問題，又要創造可行的解
決方案（謝俊義，2015：15）。
循著上述的三個精神，透過循證，吾人便能夠回答新公共管理的幾個關鍵問
題：1.政府可以提供服務的選擇方案為何？2.政策方案如何改善，俾能物超所值
（value for money）？3.要如何擴展創新和競爭來推動生產力？4.方案管理者要如
何為民眾和利益相關者實現具體「成果」，而不僅僅是管理方案而已？5.什麼因
素在起作用？等等（Head, 2008; 謝俊義，2015：14）。也因此，政府便能夠避
免錯誤的政策，造成一國之內大多數人長期的困擾，且能透過一般化的經驗研究
基礎，強化改革的正當動機；並且產生對政策成敗的課責基礎」（陳敦源、呂佳
瑩，2009：195-196；謝俊義，2015：13）。由此可見，循證政策對於當代政府
施政成敗的影響至深且鉅。

二、「循證政策」與「政策試點」的關係
政策試點（Policy Pilots）
，可以視為循證政策精神下的一種政策工具，Sutcliffe
& Court（2006: 9）將循證政策可使用的工具分為以下幾類1，第一類是全面性的
「總覽與點檢表」（Overview and Checklist）工具；第二類是強化系統決策的「策
略與政策評估」（Strategy and Policy Evaluation）工具；第四類是強調利害關係
人的「公共導向的工具」（Public-orientated Tools）；第五類則是強調方法論的

1

在第一類是總覽與點檢表（Overview and Checklist）：可用的工具為「影響評估」（Impact
Assessment and Appraisal）；第二類「策略與政策評估」（Strategy and Policy Evaluation）中，
則有「管制影響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RIA）、「性別影響評估」（Gender Impact
Assessment）等工具；第四類「公共導向的工具」（Public-orientated Tools）類別：工具有「社
區參與指南」（Community Engagement How to Guide）及「使用者及公民的連結」（Connecting
with Users and Citizens）
；第五類「得到更好的諮詢與證據」
（Getting Better Advice and Evidence）
類中，工具則包括「決策專家委員會」（Expert Advisory Bodies for Policymakers）及「質化研
究的改進標準」（Improving Standard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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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更好的諮詢與證據」（Getting Better Advice and Evidence）工具，而本文
中所欲探討的「政策試點」（Policy Pilots）工具，則是在整個大的工具箱中，被
渠等歸在第三類「政策理念的測試」（Testing Policy Ideas）之中，從精神上來
看，它既不屬於演繹型的策略規劃工具、也不是歸納型的點檢表工具或利害相關
人分析，更不屬於方法設計的範疇。反過頭來，它的精神是特殊、個別政策創新
方案的試驗，因此，雖然它是循證政策的一部分，但從分析方法上來看，相較於
其他幾類已發展得非常嚴謹的研究工具來說，「政策試點」無疑是較未被開發、
最有空間，待研究者持續探索的一項「循證政策」工具。
若從我國推動政府循證研究的經驗來看，過去政策研究重點，一是建構整體
官僚的循證資料，另一則是建構各類公共政策的循證資料。前者，建構巨大官僚
體系資料庫的工作，近幾年來因為學界的努力，已經有了不錯的發展（陳敦源、
呂佳瑩，2009：197），甚至能結合定期文官意見調查、以及文官基本資料檔案
的整合活化使用（陳敦源、呂佳瑩，2009：194-195）；後者，則是透過各領域
專家學者的努力，也分別建構了包括教育、醫療、警政、財政、民政等循證資料
庫。然而，一如前述，過去政策實施的過程，多半是透過政治合法化的過程後，
由官僚全面性推動政策，而建構資料的邏輯，基本上都是採取回溯建構的方式，
調查已經發生過的經驗事實，並據此產生因果關係的分析。小規模或地區性「政
策試點」模式，以及評估「政策試點」模式的方法論，卻是較少被討論到的，因
此，從國內的政策實際經驗來說，「政策試點」無疑也是尚未開發，值得研究者
持續探索的新興領域。

三、何謂「政策試點」？
若政策方案在我國未曾實施而不確定性高時，除了可藉由跨國比較研究（政
策移轉之運用）或發展腳本等方法外，亦可考慮先以小規模或小範圍的試辦配合
評估後，再修正行動計畫（鄭國泰，2008：257），換言之，就是在有限的規模
中測試某一種方法，並在給定的時間內，仔細紀錄試點方案的結果，以及評估未
來擴大規模的潛力（Lattimer, 2013: 9）。因此，「政策試點」最重要的精神，便
是「在政府主要的政策或方案推行到全國之前，進行測試、評估，並在必要時進
行調整」（Jowell, 2003: 3, 5, 8; Partners for Health Reform plus[PHRplus], 2004: 1;
Sutcliffe & Court, 2006: 36），即使在被干預的狀態下，Jowell（2003: 11）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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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執行政策之前，仍然要進行試點，因為「一項政策大規模實施之前，能先
有小規模的實驗，再依循實驗結果修改政策方案，將可提升其可行性及公眾的接
受性」（Erridge, 2007: 1041; 陳敦源、呂佳瑩，2009：196；謝俊義，2015：16）。
此外，政策試點的另一個重點是，必須搭配良好的研究設計，Jowell（2003:
11）便提到，在政策推行之前，理想上應該有嚴謹的評估，且應按照蒐集來的證
據調整方向，因為試點內容規劃的好與壞，會決定最終是否成功，以及是否具備
可複製性（Lattimer, 2013: 15）。對研究設計的內容，Rossi & Freeman 進一步說
明，「試辦評估係於方案初步規劃階段或正式採行之前，選擇少數實施對象與地
點，設計試辦方案，針對正式方案之部分或全部內容，進行小規模試行，先期檢
定（pilot testing）相關行動假設，並評估方案推行之可行性、內容妥適性及相關
執行問題、價值、影響與效果，以提高其順利擴大推行之可能性」
（張聰明，1994：
330）。
從上述說明，我們要特別強調的便是，「政策試點」必須符合前述的「小規
模前驅實驗」精神，以及「嚴謹客觀的研究設計」原則。因此，雖然過去有些政
策作為，也常被叫做試點，但若是該方案缺乏「實驗」精神，便不應該被視為政
策試點（Jowell, 2003: 10），此外，更重要的是，政策試點必須經過中立、嚴謹
以及客觀的調查評估之後，才能夠決定試點政策是否繼續大規模推動，因此，過
去有許多對於「試點政策」的命名方式並不適當，諸如：「開拓者」、「先鋒」、
「標竿」（Jowell, 2003: 10）等，這些字眼會使中立的試點評估，被誤認為展現
政策早期推行績效所做的宣傳（Jowell, 2003: 6）。
根據上述原則，近年來，各級政府為提高行政效率，加強為民服務，無不積
極從事相關制度改革，創新業務推展策略及施政作為，主動研提試辦方案，進行
測試與評估，以確認方案之可行性，並挖掘相關執行問題作為進行方案擴大推行
決策之依據（張聰明，1994：330）。在英國《加總起來》（Adding it up）一書
中，建議英國應該有更多及更好的試點，來測試政策在正式推行前的影響（Jowell,
2003: 3），而事實上，自 1997 年起，英國的試點數量及規模也的確有顯著成長
（Jowell, 2003: 3），並且，在試點的方法學和分析上亦有更深入的探討（Jowell,
2003: 34），但儘管如此，由於在英國，不是所有政策都按部就班地實行，或是
有早期的評估（Jowell, 2003: 14），因此英國仍強調，需向國外不斷學習，特別
是試點的方法，以及試點在總體評估策略中的角色（Jowell, 2003: 34）。當我們
轉向美國，也會發現，過去三十年來，試點在美國非常流行，「隨機控制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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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早已經被廣泛採行，時至今日，試點仍是
美國政策推行前的例行事務（Jowell, 2003: 21）。當我們將焦點轉回台灣，也不
難發現試點逐年增加的趨勢，在中央政府，教育部正在推行「發展以學校為核心
之社區創新創業計畫」，在 104 年度，參與試辦的偏鄉國民中、小學有 12 校，
大學校院有 12 校，總計有 21 位大學教師及 130 位大學生至偏鄉國民中、小學駐
點執行計畫（教育部，2016）；另外，食藥署推動「104 年獎勵地方政府強化食
品安全管理方案試辦計畫」，針對查處食安案件表現績優之地方政府給予專案獎
勵（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16）。無獨有偶，在地方政府，臺南市的「流
浪犬 TNVR 試點」計畫（蕭士塔，2015a、2015b），高雄市的「金融服務業試
點」（楊小敏，2013）以及離島金門縣的「101 年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試辦
計畫」（陳麗妤，2012），都是政策試點趨勢下的重要個案。

貳、政策試點的執行、評估與結果
政策試點有三個最重要的原則。首先、實施過程必須要完整。其次、運用方
法必須要多元。最後、處理結果必須要彈性。

一、實施過程必須要完整
「過程必須要完整」原則，指的是政策「一旦開始試點，就要走完程序（Jowell,
2003: 8）。如果試點沒還結束，就推出政策，可能會抹煞試點的優點或誤導方向
（Jowell, 2003: 5; Sutcliffe & Court, 2006: 36）」，而政策試點的完整過程包括哪
一些呢？
Rossi & Freeman 認為，政策試點的「設計與評估過程」包含以下步驟（張
聰明，1994：332）：
（一）分析及確認方案所欲解決的問題
（二）選擇目標群體，並設定具體的操作性目標
（三）決定方案實施規模
（四）發展干預模型，以利方案及相關因果關係假設之檢定
（五）設計服務設施、區位、干預管道及替選執行方式
（六）妥適配置執行人員
（七）敘明方案執行監視過程
（八）評估方案之實際效率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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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 Rossi & Freeman 的政策試點過程，Soumelis 進一步將試辦方案報告
應該撰寫的內容說明如下（張聰明，1994：332-334）：
（一）方案目標
（二）實驗目標
（三）試辦期間
（四）方案內容要項、期間關係與執行之優先順位
（五）方案執行監視及評估報導系統
（六）衡量方案及其內容要項執行成敗所需蒐集的評估資訊
（七）所採用的評估技術與評估基準
（八）方案執行及評估所需成本
（九）執行改進措施
（十）其他影響方案試辦之因素

二、運用方法必須要多元
在政策試點上，必須謹記，沒有方法上的偏好與優先次序，只有嚴謹與合適
與否（Jowell, 2003: 16），因此，沒有單一、最好的試點方法，實驗法、準實驗
法、量化、質化……等都可以使用（Jowell, 2003: 6; Sutcliffe & Court, 2006: 36），
除了嚴謹的量化可用之外，針對受益者和服務接受者所作的質化研究也可以運用
（Jowell, 2003: 7）。根據這樣的原則，吾人將繼續介紹政策試點本身以及評估
政策試點兩個面向的多元方法。
（一）政策試點本身的多元方法
1.分類一：過程面 vs.影響面的試點分類
政策試點，可以分成影響面的試點（impact pilot）以及過程面的試
點（process pilot），前者，吾人所欲得出的試點標的，是測試新政策產
生的影響、測量和評估它們的早期產出（Jowell, 2003: 8; Sutcliffe &
Court, 2006: 36），而後者的試點標的，則是探索以特定方式或路線來
執行政策的實用性，評估何種方法最好用、最經濟（Jowell, 2003: 8;
Sutcliffe & Court, 2006: 36）。
2.分類二：為了研究目的所做的分類
根據政策試點最後的目的，可以將試點分成三種類型：第一類是
實驗型的試點政策，希望透過試點來發現以往未知的資訊（L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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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4-5）；第二類則是證明型的試點政策，希望能夠透過試點來驗證
過去的假設是否正確（LSHTM, 2013: 4-5）；第三類則是複製、擴散、
生產型（Sutcliffe & Court, 2006: 37）的試點政策，透過第三類的試點政
策，希望未來能將政策試點做更有效的衍伸應用。
3.分類三：根據政策試點與實際政策的搭配所做的分類
如果實際政策必須等政策試點完成後才決定，我們將之稱為「實
驗型」的政策試點。在這個方法裡，試點前，試點者便應先進行系統性
的證據蒐集（Jowell, 2003: 6; Sutcliffe & Court, 2006: 36），等到試點開
始，持續蒐集政策資訊，為政策改變可能帶來的效果收集證據，因而此
證據能被檢驗（LSHTM, 2013: 4-5）。但政策試點與實際政策也有可能
是亦步亦趨的，我們便將之稱為「執行型」，在執行型政策試點中，政
府會一邊進行政策試點，但另一邊也就開始推行政策（LSHTM, 2013:
4-5）。
4.分類四：根據政策試點的研究設計方法來分類
又可分為實驗設計以及準實驗設計兩類。第一類的「實驗設計」，
是以隨機控制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的方式來選擇
試點的對象（Jowell, 2003: 16），一般社會科學領域中較少使用 RCTs，
反而在醫學上較常用（分成實驗組和對照組）（Jowell, 2003: 16），如
果想要了解的是個人行為或結果的改變，則隨機控制試驗是個不錯的方
式，但某些政策會因為地區、單位、服務，而不適用隨機控制試驗（Jowell,
2003: 7; Sutcliffe & Court, 2006: 37），即便在美國，也不是所有的政策
倡議都能夠被隨機測試（Jowell, 2003: 23），並且使用實驗設計方法，
有時候會有負面影響留在實驗組身上的道德問題（Jowell, 2003: 17）；
第二類的「準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是 RCTs 的另一
種替代方式，但沒有 RCTs 嚴謹，僅能就所選擇要比較的個案，透過前
測與後測進行比較，因此，這個方法會隨著隨機分配的準確性，產生相
當大地變化（Jowell, 2003: 19），但一般來說，社會科學最多就能作到
準實驗（Cook & Campbell, 1979）的水平，這種實驗的本質正是循證基
礎的公共行政所依賴的方法架構（陳敦源、呂佳瑩，2009：196），自
然也適合用在政策試點的循證上（Sanderson, 2002）。
5.分類五：理性途徑的試點 vs.利害相關人政治途徑的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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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循證的角度來看，知識有兩種出處模式。分別是以「知識為基礎
的決策─強調正當性」以及以「證據為前提的政策─強調可行性」（鄭
國泰，2008：61-62）兩類。前者強調在規劃過程中各階段應有明確的
目標，而各階段所產出政策分析報告等資料，也均應有明確的評估標準，
以及在決策程序上的定位，重視資訊公開、溝通、民主、參與；而後者
則是強調專家知識、研究報告、統計資料、利害相關人諮詢、政策選項
的成本經濟與統計模式（鄭國泰，2008：61-62），著重對問題的了解，
唯有先了解問題才能思考對策（鄭國泰，2008：27）。因此，根據這兩
類的知識出處，政策試點也有兩種不同的模式。
首先，若強調用理性方法進行試點，則試辦評估作業應選擇目標群體；配合
評估目的並考量方案特性、差異、執行要項、時程及參與者背景，妥為擇定具代
表性之個案、試辦對象及執行者；因地制宜，研擬辦理方式，以利相關分支方案
試辦結果之評比（Jowell, 2003: 6; Sutcliffe & Court, 2006: 36; 張聰明，1994：334）
。
然而，若強調從利害相關人角度進行試點，則方案規劃過程應有效整合方案評估
者、執行者、相關決策運作，進行創意性評估（張聰明，1994：331），重點便
在於過程中的政治面向，並不完全是採用理性的方法。
（二）評估政策試點的多元途徑
光是政策試點尚不足以產生可靠的資訊，因此，政策試點的評估也是
另一個重點。美國國會在 1960 年代發現部分缺陷的立法，是因為用了不
好的證據，因此，開始立法要求，應該使用嚴格的評估方法（Jowell, 2003:
21），而我國政府也因尚未建立完整方案試辦評估制度，使各機關進行試
辦方案之規劃及其成效評估時有所依循，因此，相關試辦評估技術實有待
進一步探討（張聰明，1994：330）。根據 Herman & Morris，「方案試辦
評估」過程應包含幾個步驟：1.確定評估範圍；2.選擇適當的評估方法；
3.資料蒐集分析；4.報導評估結果（張聰明，1994：337-339），Freeman
等人歸納，方案評估報告宜包含下列內容：摘要、方案背景、評估說明、
評估結果、成本及效益、結論與建議（張聰明，1994：339-340）。
從前段文字可知，試點政策評估的程序其實都是大同小異。但是，政
策試點評估究竟應該聚焦到哪些面向，就有很多元的看法了。雖然不同的
學者，對於多元評估面向給予不同的稱呼，例如鄭淑惠、潘惠玲（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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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之分為「過程評鑑」以及「成果評鑑」；Jowell（2003）將之分為「形
成評估（formative）」以及「總結評估（summative）」；Gilber 與 Terrell
提出「3P」途徑，分別是：「過程（process）」、「成果（product）」
以及「績效（performance）」（Gilber & Terrell, 2013: 13; 黃志忠、曾蕙
瑜，2012：18）。雖然不同的學者，對於多元評估面向給予不同的稱呼，
但究其實質，其內容是非常類似的，以下以「3P」途徑為基礎，將不同的
政策試點評估焦點給標示出來。
1. 過程評估：
過程評估著重政策形成中，社會政治及技術層面的動態關係，政
治學和歷史這兩個領域是研究政策形成過程之重要基礎。在研究政策
形成的過程中，關切的重點在於影響政策形成的政治體系、政府以及
其他利益團間的關係與互動（Gilber & Terrell, 2013: 13; 黃志忠、曾蕙
瑜，2012：19）。本文中的「過程評估」，指的是在試點方案運作過
程中，各方政治角力的過程。社會福利政策的過程研究，把焦點放在
政策制定動態變化中，關於社會政治和專門技術方法的原動力。過程
研究者最關心的是：了解計劃資料和在社會中介於政治、政府和利益
團體的集合體，他們之間的關係以及互動，是如何影響政策制定。過
程研究在政策評估中是重要的一個環節，通常以政治個案研究的形式
和技術輸入的方式做成決策。過程研究可能隨著時間面向和人們處理、
分析的層次而改變。然而，若不顧時間觀點的考量，過程研究通常處
理政策的決定、行為、動機和各種不同行動者參與過程的目標和政策
發展過程的不同階段（林金立，2006：29）。
2. 成果評估：
在計畫過程中，所謂的成果，就是政策的選擇。這些選擇可能被
架構在建議案、法令法規或是最後形成方案的長期計劃中。成果研究
的重點在於選擇的相關議題，什麼是形成政策設計的選擇項目型態或
成分？什麼選項是在選擇時所排斥的？何種價值、理論、假設是可以
用來支持選擇的（Gilber & Terrell, 2013: 14; 黃志忠、曾蕙瑜，2012：
20）？在這裡所謂的成果評估，就是鄭淑惠、潘惠玲（2013：82）認
為的過程評鑑、也是要素分析，或稱為「形成評估」
（Jowell, 2003: 16）。
要素分析對於具有複雜內涵之方案尤其適用，其將方案視為目標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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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活動的組成，要素則是一組能引導至共同圖標、且具最大同質性單
位的活動組合。複雜的方案包括許多不同的要素，要素分析即是以各
方案要素為對象，進行系統性的描述與判斷，以提供個別要素改進的
回饋，能逐漸地改善方案，並提供具有類似要素之方案發展的參考（鄭
淑惠、潘惠玲，2013：82），透過方案管理措施，在過程中對該方案
執行、監控或不斷給予回饋（林金立，2006：29），最後瞭解新政策
為什麼、如何，以及在何種條件下，能夠被完美的執行（Jowell, 2003:
16）。更技術面來看，這裡的「成果評估」，便是評估試點政策方案
的經費、人力、地點的狀況等。
3. 績效評估：
績效的研究著重在方案執行成果的描述與評估。相較於過程評估和成
果評估，績效評估更要求客觀及系統化的觀察，因為方案的範圍是比
較具體的，績效可以利用質性或量化的資料，並使用具有方法論基礎
的應用軟體工具來評估結果（Gilber & Terrell, 2013: 14-15; 黃志忠、
曾蕙瑜，2012：20）。換言之，績效評估，則是去評估政策方案最後
造成的影響，又可以分為近程性的績效：例如知覺、態度、知識、動
機與意圖等（鄭淑惠、潘惠玲，2013：82），以及遠程性的績效：例
如實際行為的改變。這也就是 Jowell（2003: 16）所定義的「總結評估
（summative）」所欲了解的內涵，其重點是評估，政策做到什麼程度
才能達到想要的結果，透過方案的最後表現結果，最終提供給決策者、
潛在消費者，有關方案價值的判斷標準，決定方案未來是否採用（林
金立，2006：29）。
從上述的分類不難發現，政策試點究竟應該評估些甚麼？並沒有一致的答案，
但總體來說，各種方法應該都需要進行，並且應該呈現互補，而非競爭關係，且
質、量化研究可併陳（Jowell, 2003: 16）。

三、處理結果必須要彈性
相較於循證政策的其他工具，由於政策試點工具的實驗性，因此，使得政策
試點的執行過程，以及其所得出來的評估結果，很難滿足各方的要求。首先，在
績效評估上，因為幾乎沒有評估方法可以完整地回答政策的影響範圍為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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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的可靠度便常會被質疑；其次，在成果評估上，由於評估者難以回答行政經
費所帶來的實際價值，因此操作上也常受到挑戰；最後，在過程評估上，由於影
響政策結果的干擾因素過多，因此外界必須對得到的訊息有所保留（Jowell, 2003:
32），也就因為如此，政策試點的操作者常常認為，政策試點「如何執行」比「是
否執行」更難決定（Jowell, 2003: 16）。
根據過去的做法，以及學者的建議。政策試點及其評估結果產出之後，政府
可以根據利用政策試點資訊的程度，依序採取以下幾種不同的處置方法：
（一）提供官員更多政策參考資訊
首先，官員可以將每一次的政策試點，視為累積相關證據的過程
（Jowell, 2003: 7）；其次，官員也可以獲得具有變異性的資訊，作為政
策試點的目的，比如：測試新政策在不同地區會有什麼結果（Jowell, 2003:
13），正如同醫學的實驗經驗，透過實驗組跟對照組（Jowell, 2003: 8），
官員可以了解，政策試點(1)在何人身上產生作用？(2)付出的財務及社會
成本為何？(3)是否會因為某些方法使其更有效率？（Jowell, 2003: 8）；
再來，官員也可透過政策試點來獲得可行性的資訊，對發展正確的公共服
務或行政干預，並降低方案決策風險甚具價值，若干創新性的方案，便是
由於設計階段或執行初期未能進行試辦評估，及時終止，導致全案失敗（張
聰明，1994：330-331）；最後，即便政策試點失敗了，官員至少能夠獲
得不可行性的資訊，因此，政策試點透過揭露政策缺失，應該被視為試點
成功而非失敗（Sutcliffe & Court, 2006: 37）。
（二）讓民眾知悉更多政策考量
英國研究發現，政策試點如果希望能發揮效果，需要足夠的時間轉移
知識和結果，這些知識傳遞的管道可以是：(1)研討會、(2)工作坊、(3)網
頁等，但是，由於政府資源有限（或者根本沒有資源），常使得政策試點
的結果，無法使民眾知悉，非常可惜（Jowell, 2003: 31），因此，倘若希
望試點政策能夠產生社會影響力，政府應該確保試點的結果與方法應均可
被內外部檢視，協助人們能夠輕鬆地參考過去成功及失敗的案例，或許可
以定期進行試點後的回顧（review）並出版（publish），也應該設置集中
的電子資料庫，以利查詢過去成功和失敗的案例（Jowell, 2003: 7; Sutcliffe
& Court, 200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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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策試點資料究竟僅由官員自行參考，或者應該向民眾公布，
並沒有一致性的看法，許多過去從事政策試點的執行者，並不確定向外推
廣試點的結果，是否真的較內部參考合宜（Jowell, 2003: 31），即便已決
定對民眾公布政策試點資訊，對於資料是否該修飾，也一樣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認為釋出資料之前應該先「轉換」一下，但也有人主張避免過度修飾，
不可掩飾負面結果（Jowell, 2003: 28）。
（三）實際改變公共政策的方向
1.

增加推行者的輔助證據
政策試點的資訊，可使政策推行者產生決策面以及政治面的支持，
使未來的方案推動更為順利。在決策面上，政策試點可作為未來推動
方案的標竿（Sutcliffe & Court, 2006: 36; 張聰明，1994：332；鄭淑
惠、潘惠玲，2013：80），產生創新方案的效果，過去經驗中，推動
政策試點的首長和公務員常表示，政策試點是給予他們嘗試新事物、
學習的機會（Jowell, 2003: 33），此外，政策試點也可以使未來的方
案更加務實（Jowell, 2003: 3; LSHTM, 2013: 3），向未參與計畫的他
人展示，應如何完美執行政策（LSHTM, 2013: 3），並且淘汰不適當
的政策（Jowell, 2003: 3, 7; Sutcliffe & Court, 2006: 37），避開容易犯
下的錯誤（Jowell, 2003: 5, 7, 11）因而降低政策失敗的風險（Jowell,
2003: 8-9）；在政治面上，政策試點則可以做為說服他們的策略，取
得特定利害關係人的支持（LSHTM, 2013: 9），並能使政策制定者增
加權威、或增進行動的正當性（LSHTM, 2013: 9）。

2.

強化反對者的輔助證據
政策試點的資訊，也一樣可以讓政策反對者產生決策面以及政治
面的說服效果。在決策面上，若政策反對者在決策前，可秀出有力的
堅實證據，便能透過事實與論據，來阻止決策者進行錯誤行動（Jowell,
2003: 11）；在政治面上，政策試點的資訊，結合反對者的利害相關
人網絡，也常是有效延遲政策決定的方法（Jowell, 2003: 12）。

雖然，從實務層面來說，政策試點所蒐集到的證據，能夠對官員或者公共政
策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並不一定。有學者便認為，以證據為基礎的實務就像是
食譜一樣，工作者只要依過去證據指示做決策即可，但事實上，雖然循證要求實
務工作者與決策者要運用證據，但是，由於社會科學的證據本身就有缺陷，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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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專業判斷與服務對象的價值與偏好還是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張英陣，
2011：12），學者常從應然面的角度，問出這樣的問題：「政府決策應本於具有
證據基礎（evidence-based）的政策論述，那麼是具有經驗性資料的調查，能否
對政府機關形成一定程度的政策影響（policy impact）呢」？（陳俊明，2008：
147）
對此一問題，英國某些專家便對證據能產生的效果有相當分歧的看法，例如
Davies 等人，在證據為基礎的公共政策特刊中就有提到（鄭國泰，2008：28）：
「在提升研究證據在政策和實務上的用處時，我們面臨一個難以解
決的困境，那就是，多生產證據並不保證我們就能把這些我們認為有
效的轉化成實務。」（Davies, Nutley, & Smith, 1999）

舉例來說，在社會科學中，由於人類的主動性，過去在某一情境下所發生的
事件，在未來便未必會如同自然定律一樣，重複地發生。因此，便有人認為，以
證據為基礎的實務，不過是臨床經驗性實務的舊瓶新裝（張英陣，2011：13），
非常質疑學界「能以成功的循證醫學推論至社會上的公共政策嗎？」（LSHTM,
2013: 6）。
對這個問題，學者認為我們似乎應該調整思考方向，用「證據影響」
（evidence-influenced）、「證據感知」（evidence-aware），來替代「證據為基
礎」一詞（鄭國泰，2008：58），或許就是更正向的發展。在這個新的思維下，
英美學界逐漸跳脫了過去的線性與靜態政策規劃觀，將研究與政策的關係視為雙
向的，研究在政策規劃過程中有其重要性，但已經不是直線影響政策的最終答案，
且在今日的研究者與決策者的界線已逐漸模糊之下，朝向更廣闊的思考─以動態
且整合的「策略」取代過去較為靜態且單一的「政策」（鄭國泰，2008：254）。
在這個新思維下，政府有必要了解，決策中並不存在一種證據為絕對的基礎，
以及一勞永逸的政策規劃，任何的政策均須因應時間而調整。然而，目前部分行
政機關仍然缺乏此種動態的政策觀，也缺乏政策面臨挑戰時的危機處理，或是對
於外在挑戰缺乏兼容並蓄的能力（鄭國泰，2008：254）。在可見的未來，參考
政策試點評估所得的資訊，有效地發展動態且整合的策略，而不是使決策者被政
策試點評估資訊所桎梏，是必須念茲在茲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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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壹、我國推動 TNVR 政策試點的設計
一、過去其他國家推動 TNVR 政策試點的經驗與侷限
過往的國內外 TNVR 研究（請見表 1），焦點多放在「績效評估」，除了方
案執行成果的描述與評估以外，也評估該方案最後造成的影響，這些影響則包括
近程性及遠程性的績效。
雖然不同研究者，採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但其著重在表現評估焦點的做法，
並無二致，舉例而言，Lepczyk 等人（2010）、Marsh（2010）、Longcore, Rich,
& Sullivan（2009）、Sharon（2008）以及 Wallace & Levy（2006）等研究，都
是以文獻分析法來彙整過去 TNVR 的方案績效；Lohr 等人（2013）及 Schmidt
等人（2009）所做的研究，則是更精緻地以數學模擬的方式，來進行 TNVR 政
策的績效評估；而為了避免資料均限於「紙上談兵」
，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2012）
則進一步使用田野調查法來進行績效評估。上述的績效評估，焦點均是 TNVR
實際影響的流浪動物數量變化。
除了流浪動物的數量變化以外，研究者如 Levy 等人（2014）
、Fielding（2010）
以及 Loyd & Miller（2010），則進一步對民眾對 TNVR 的態度進行評估，所用
的方法，則包括田野調查以及問卷調查法。
表1
作者

國內外 TNVR 研究及其重點

文章名稱

文章重點

研究方法

保育生物學反對 TNR，因為
What Conservation Biologists
渠等認為不應該有更多的流
Lepczyk, et Can Do to Counter
浪貓被捉去研究，而且將貓 文獻分析法
al. （2010） Trap-Neuter-Return: Response to
放到野外，會對候鳥和瀕臨
Longcore et al.
絕種的物種帶來威脅
Marsh
（2010）

Longcore,
Rich, &
Sullivan
（2009）

Replacing Myth with Math:
Using Evidence-Based Programs
to Eradicate Shelter
Overpopulation.
Critical Assessment of Claims
Regarding: Management of Feral
Cats by Trap–Neuter–Return.

研究焦點

績效評估

以真實且客觀的數據取代迷
思，運用證據來說明美國收 文獻分析法
容所過量的問題

績效評估

作者檢閱科學文獻後，主張
不應該將 TNR 視為是管理流
浪貓的方法，且 TNR 缺乏正 文獻分析法
式的環境評估，會使科學
家、信託機構、保育學者難

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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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持
Sharon
（2008）

Feral cats Trap, neuter and
release.

論 TNR 的好處與壞處

Wallace &
Levy
（2006）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eral
cats admitted to seven
trap-neuter-return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本研究之資料來自於美國 7
個非營利的 TNR 專案，評估
這些組織於 11 年來，對 10
二手資料分析
萬隻貓狗執行 TNR 的結果，
結果顯示，大量結紮犬貓可
以降低族群數量

Lohr, Cox,
& Lepczyk
（2013）

對於控制流浪貓的數量而
Costs and Benefits of
言，本文目標是確定 TNR（捕
數學模型模擬
Trap-Neuter-Release and
捉-絕育-回置）或 TE（捕捉績效評估
Euthanasia for Removal of Urban
（STELLA
7）
安樂死）此兩者之間，何者
Cats in Oahu, Hawaii.
較具成本效益

Evaluation of euthanasia and
Schmidt et trap-neuter-return (TNR)
al., （2009） programs in managing
free-roaming cat populations.

文獻分析法

用人口統計學的數學模型來
模擬 25 年之間，犬隻的數量 數學模型模擬
變化

績效評估

績效評估

績效評估

在香港挑選三個地區進行
香港漁農自
流浪狗“捕捉、絕育、放回”試驗 TNR 試點，旨在減少指定地
然護理署
田野調查法
計劃
區的流浪狗數目及其相關滋
（2012）
擾方面的成效

績效評估

該研究以美國北佛羅里達州
Alachua 郡為研究地點，在
11.9 平方公里的範圍內持續
Levy, Isaza, Effect of high-impact targeted
trap-neuter-return and adoption of 執行 2 年，捕捉和結紮該範 田野調查法、
& Scott
community cats on cat intake to a 圍中至少 50%的貓，並回置 電話訪問法
（2014）
shelter.
到鄰里，或認養。這個研究
主要在評估 TNR 是否具有效
果

績效評估

Fielding
（2010）

此研究的目的在於探索巴哈
馬人如何遺棄小狗，以及有
Dog Breeding in New
Providence, The Bahamas, and Its 何影響？研究發現，受訪者
Potential Impact on the Roaming 通常沒辦法明確指出小狗的 問卷調查法
Dog Population II: The Fate of
數量到底有多少，因此，調
Puppies.
查的數量可能遠少於真實數
量

績效評估

Loyd &
Miller
（2010）

Factors Related to Preferences for 探討伊利諾州的民眾，偏好
Trap—Neuter—Release
以 TNR 作為管理流浪貓方式 問卷調查法
Management of Feral Cats among
的相關因素為何
Illinois Homeowners.

績效評估

湯宜之
（2011）

臺北市三所大學流浪犬捕捉-絕
育-回置管理策略之探討

選擇臺北市以 TNR 為學校流
浪犬管理策略的三所大學為 深度訪談法、
研究對象，探討與比較其執 問卷調查法
行 TNR 的緣起與經驗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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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評估

揆諸過去文獻，雖然對於績效評估有大量的研究，但對於「過程評估」及「成
果評估」，卻少有著墨，唯一比較相關的一篇，是國內湯宜之（2011）所做的研
究，稍微了解 TNVR 利害相關人的互動，某種程度可視為過程評估。之所以缺
乏過程評估及成果評估，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過程評估涉及利害關係人之間
的互動關係，若無一定信任程度或足夠的網絡關係，可能難以執行此類評估研究；
而成果評估，則因涉及政策選擇和要素分析，若無法得知決策者的判斷依據或具
專業分析能力，恐怕亦難以執行此類評估研究。
因此，筆者認為，單只使用績效評估，並無法完整、全方面地評估 TNVR
試點執行的狀況，而本次農委會之 TNVR 政策試點的研究計畫，包含過程評估、
成果評估、績效評估，因此，能夠提供更好的評估結果。

二、台灣推動 TNVR 政策試點的經驗
104 年 1 月 23 日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動物保護法」修正草案，其中一個
重點就是針對動物收容安置新增處理原則，並制定二年的日出條款逐步實施零安
樂死政策。目前部分縣市已開始實施零安樂死政策，同時推動寵物登記、絕育及
提高認養率。台南市政府自 101 年起便執行 TNVR（捕捉、絕育、注射疫苗、回
置）計劃以期減少流浪犬安樂死數。為了解 TNVR 計劃能否有效降低甚至減少
流浪犬的數量並作全國性的推廣，有必要對 TNVR 執行的結果建立一科學性的
評估，針對地區民眾對 TNVR 實施前、後對其人身安全的保障、環境品質的影
響等因素，進行科學性的調查、評估及分析，以作為推動流浪犬管理政策的參考。
本計劃在全國 21 縣市中，首先選定已實施 TNVR 的台南市，再選擇另一未
實行 TNVR 的城市-宜蘭縣。兩縣市有著不同的管理條件，因此其 TNVR 的實施
模式，可互為對照作為比較，作為政府是否全面推動，以及若欲在全國其他縣市
實施 TNVR 時之參考。
而本次農委會之 TNVR 政策試點的研究計畫，在其多元評估研究中，有三
類不同評估主題，這三類評估主題，恰好涵括前文所提到的：過程評估、成果評
估，以及績效評估（研究者整理如下表 2），因此，相較於國內過往所進行之
TNVR 政策評估，本次 TNVR 試點研究評估更為全面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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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對應的 3P 途徑

農委會三類評估研究與其所對應之 3P 途徑

評估研究重

該途徑內容

農委會評估研究名稱

點
過程評估

在 TNVR 試

過程評估關切的重點在於影

1.台南市流浪犬絕育回置(TNVR)制

（Process）

點 的 過 程

響政策形成的政治體系、政府

度變遷及績效評估。

中，利害關係

以及其他利益團間的關係與

2.宜蘭縣流浪犬貓絕育回置(TNVR)

人會如何互

互動。

標準作業程序評估報告。

動？
成果評估

為什麼要推

成果就是政策的選擇。重點在

（Product）

行 TNVR 試

於選擇的相關議題，什麼是形

點 ？ TNVR

成政策設計的選擇項目型態

政策試點如

或成分？什麼選項是在選擇

何運作？

時所排斥的？何種價值、理
論、假設是可以用來支持選擇
的。

績效評估

試點方案是

績效研究著重在方案執行成

（Performance）

否使利害關

果的描述與評估。績效評估更

係人在行為

要求客觀及系統化的觀察，包

或態度上產

含近程性的成果：例如知覺、

生改變？

態度、知識、動機與意圖，以
及遠程性的成果：例如實際行

1.

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
估-民意態度調查(三年度)

2.

加強動物保護行政效能(台南地
區)民意調查報告(一年度)

1.

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
估-民意溝通及家犬、流浪犬調

為的改變。

查(三年度)
2.

台南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
估(三年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自行整理
根據上述三類的評估研究，本研究乃設計出三年度的研究計畫。首先，研究
的最核心部分，是整體計畫的績效評估，著重在實際數據以及民意的調查，因此，
原則上從民國 103 年開始，連續進行三年度的「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
估--民意態度調查」及「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家犬、流浪犬調查」
及「台南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但是由於台南地區早在研究之初便已
實施 TNVR 政策多年，因此，已經無法進行「台南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
--民意態度調查」的前測，最後僅能選擇在 104 年度進行一次性的民意態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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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動物保護行政效能（台南地區）民意調查報告」，該次民意調查的題目，
則由民眾以主觀印象比較三年間的影響作為評估標準，俾節約經費。
另外，在過程評估與成果評估方面，也分別在 103 年以及 105 年分別進行「台
南市流浪犬絕育回置（TNVR）制度變遷及績效評估」，以及「宜蘭縣流浪犬貓
絕育回置（TNVR）標準作業程序評估報告」，之所以選擇不同年度進行，主要
是台南地區在試點開始之前，已經實施多年的 TNVR 政策，因此在 103 年度，
就已經可以就幾年度間政策實施的行政作為進行評估，而宜蘭地區在 105 年才歷
經第三年的試點，因此研究團隊選擇於 105 年度進行宜蘭地區的行政作為評估。
至於兩地的行政評估，其內涵則需要包括「過程評估」及「成果評估」性質，兩
個評估方向所重視的核心分別是：在行政過程當中，相關的利害相關人如何影響
政策（即「過程評估」），以及透過評估能產生最佳的行政作業建議（即「成果
評估」）。謹將三年度所有進行的分項計畫列表說明如下。

表3

農委會試點研究各年度的分項研究與各項報告性質整合表
研究年度及研究名稱

調查報告性質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宜蘭縣民意調查

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
-民意態度調查
(鄭夙芬老師主持)

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
-民意態度調查
(鄭夙芬老師主持)

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
-民意態度調查
(鄭夙芬老師主持)

宜蘭縣數量調查

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
-民意溝通及家犬、流浪犬調查
(林育安老師主持)

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
-民意溝通及家犬、流浪犬調查
(林育安老師主持)

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
-民意溝通及家犬、流浪犬調查
(林育安老師主持)

宜蘭縣行政調查

宜蘭縣流浪犬貓絕育回置(TNVR)
標準作業程序評估報告
(吳宗憲老師主持)

台南市民意調查

台南市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
-民意態度調查(吳宗憲老師主持)

台南市數量調查

台南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
-103 年度
(簡基憲老師主持)

台南市行政調查

台南市流浪犬絕育回置(TNVR)
制度變遷及績效評估(吳宗憲老師主持)

台南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
-104 年度
(簡基憲老師主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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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
-105 年度
(簡基憲老師主持)

第四章

總體調查結果說明

壹、宜蘭與台南地區流浪犬 TNVR 政策試點實施狀況簡介
國際同伴動物管理聯盟指出，流浪犬之定義為「目前沒有被直接管理或活動
沒有受限制的狗」，因此，包括有主人和無主人的狗，意即放養家犬及當地街犬
皆會不斷繁衍出更多流浪犬，因此在實施相關干預措施時，必須針對兩種類型犬
隻同時進行管理計畫，本研究中所稱的流浪犬 TNVR 試點政策，便包括無主流
浪犬以及有主放養家犬的結紮措施。

一、宜蘭縣 TNVR 計畫說明
（一）資源投入及絕育隻數
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撥款實施 TNVR 計畫，103 年為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科技計畫，總金額為 282 萬 5 仟元，其中 90 萬元由宜蘭大
學執行犬隻數量調查，192 萬 5 仟元為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執行 TNVR 計畫使用，
宜蘭縣縣款為 5 萬 4 仟元。
104 及 105 年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執行 TNVR 計畫金額，分別為 335 萬 5
仟元及 515 萬九仟元，其金額包括以中央補助款方式納入縣府預算，宜蘭縣縣
款分別為 39 萬 3 仟元及 57 萬 4 仟元，另包括針對家犬貓實施之下鄉三合一計畫
（絕育、施打狂犬病疫苗及晶片），以勞務委託方式，由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
簽約承包。
表4

宜蘭縣各年度絕育經費

年
度

計畫名稱

經費

103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科技
計畫
（2） 宜蘭縣縣款

（1） 192 萬 5 仟元
（2） 5 萬 4 仟元

104

（1） 加強動物保護行政效能計畫
（2） 宜蘭縣縣款

（1） 335 萬 5 仟元
（2） 39 萬 3 仟元

105

（1） 加強動物保護行政效能計畫
（2） 加強絕育計畫
（3） 宜蘭縣縣款

（1） 255 萬 4 仟元
（2） 260 萬 5 仟元
（3） 57 萬 4 仟元

資料來源：整理自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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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絕育補助、人事費
用、麻醉藥品、耗
材等

至於 103-105 三個年度宜蘭縣進行的所有犬隻絕育數字的統計，總共有 4,462
隻。
表 5

宜蘭縣各年度絕育數字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總計

公

358

302

182

842

母

456

356

213

1,025

公

288

151

137

576

母

732

298

434

1,464

公

9

40

41

90

母

39

236

237

502

1,882

1,383

1,244

4,509

收容所流浪犬貓絕育

三合一免費絕育

TNR 計畫

資料來源：整理自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提供資料
透過以上統計得知，103-105 三年來，宜蘭縣境內，在支出總經費 1,146 萬
元後，共結紮總數有 4,509 隻流浪犬。
以下就宜蘭縣實施 TNVR 計畫各階段執行過程，分別記錄在宜蘭縣流浪動
物中途之家及宜蘭湖光動物醫院實施之方式。
表 6 TNVR 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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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流程

宜蘭縣流浪動物中途之家

湖光動物醫院

通報

固定餵養人士或民眾透過 1999、縣

多由固定餵養人通報協助捕捉或是防疫所

長信箱及防疫所本身進行通報

案件

實施對象

放養家犬及當地街犬

審核

1.

動物狀態:

1.

(1)6 個月以上或 10 公斤以上

(1)4 個月以上幼犬

幼犬

(2)結紮懷孕母犬

(2)懷孕母犬視餵養人需求進

(3)哺乳母犬需滿 2 個月

行捕捉結紮

2.

(3)哺乳母犬需滿 1 個月以上
2.

動物狀態:

性別:
母犬為主，公犬視餵養人及飼主需求

性別:
母犬為主，公犬視餵養人及飼
主需求

捕捉運送

清潔隊(並無配合 TNVR 計畫)及動

醫院助理及動物管制人員

人員

物管制人員

運送依據

清潔隊送交或動物管制人員處理

醫院助理及動物管制人員協助捕捉通報餵

民眾通報流浪動物重點區域

養人合作區域

捕捉方法

大型圍籬、誘捕籠、牽縄手抱、吹箭、餵食安眠藥

術前觀察

單獨籠圈養觀察 1~2 天左右，術前

及空腹時

空腹 8 小時

觀察及術前空腹 8 小時

間
手術實施

家犬: 3 合 1(狂犬疫苗、晶片及可選擇是否剪耳)

內容

流浪犬: 3 合 1(狂犬疫苗、晶片不寵登及剪耳)
* 剪耳方式: 男左女右/平剪(剪除耳尖)

絕育

內縫法/免拆線
母犬手術位置: 腹中

休養天數

5~7 天，獸醫觀察確認安全後回置

家犬: 飼主當天帶回
流浪犬: 術後隔天原放，除非動物有需留院
觀察情況，或餵養人自費住院(200 元/日)

回置

動物管制人員

醫院助理、動物管制人員或餵養人

後續觀察

動物管制人員及餵養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台南市 TNVR 計畫說明
23

台南市的 TNVR 政策是直接延續補助政策擴大而來，而台南地區的 TNVR
補助，最早可追溯至民國 98 年，由動保團體向市府申請經費後，開放民眾申請
使用。當時並非政府政策，性質也以補助絕育為主，因此在市政府正式投入台南
地區的 TNVR 補助計畫前，民間的 TNVR 已行之有年。由此可知，台南地區的
TNVR 政策並非間斷式的改革，而是漸進式的改革，過往的補助經驗，已經逐漸
使得全面實施 TNVR 政策具有可行性。
如前所述，台南市的 TNVR 政策是直接延續補助政策擴大而來，因此在行
政流程上仍可觀察到補助案件的流程色彩，是同時由動保處（官方）與動保團體
（民間）分階段共同完成 TNVR 計畫。101-102 年間，動保處持續以補助案型式，
開放 NGO 申請經費進行犬隻絕育工作，但由於動物保護團體在執行過程當中，
並未能清楚地區分家犬與流浪犬，致使經費核銷與效果評估存在模糊地帶，因此，
台南市政府於 103 年度開始，全面實施 TNVR 計畫，由動保處動物管制隊捕抓
犬之後點交給 NGO，由 NGO 與配合的獸醫院進行絕育手術後回置。

三、宜蘭縣與台南市 TNVR 計畫之差異
宜蘭縣與台南市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有不小差異，台南市在地方政府支持、
人力及經費方面明顯優於宜蘭縣之計畫，除了可以減少實施過程中來自地方阻力，
在資源充足且大規模調查下，亦能較快掌握地方動物族群概況，達到相關之成效。
但在捕犬人員機動性部分，宜蘭縣之動物管制人員在獸醫師指導下，具備吹箭麻
醉技術，在現場觀察後可以立即執行，與台南市需經由獸醫師安排時間再出動，
存在機動性之差異，因此應該思考如何增加機動性。但為同時顧及動物福利及人
員安全，並不需所有人員皆需具備麻醉技術，另亦審慎評估使用之方法，建議設
立相關使用規範及監督使用人員，避免有誤用或使用過當等情形發生。

表7

台南及宜蘭 TNVR 計畫執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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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台南

首長及地方民代
支持

宜蘭

市長公開呼籲各地區村里長支持 TNVR 計畫，
宜蘭縣長於政策白皮書提到支持農委會 TNVR 計畫，
並編列相關預算，
但地方民代並未關注及支持計畫
地方民代亦長期持續監督協助改善計畫疏失

計畫發起單位

台南市政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市府每年編列補助流浪犬貓絕育經費(約 600
補助經費單位

萬元)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費主要運用於家犬貓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對象包括家犬貓及流浪犬貓

育
地方政府提供
資源

1.
2.

地方主管機關
執行
合作動物保護
團體

流浪犬貓絕育經費

人力、車輛、捕捉器材、教育宣導

人力、車輛、捕捉器材、教育宣導

是

是

7

1

1組2名
公部門捕犬人員

動物管制人員

11 組 32 名

及各區清潔隊送交

動物管制人員

(清潔隊並未配合絕育計畫，由防疫所選擇其中部分
犬隻結紮)

吹箭麻醉技術

地區族群調查及
家戶訪查

與餵養人士
合作誘捕
TNVR 公告及
教育宣導

動物管制人員經獸醫師

獸醫師執行，需另安排

受訓及指導後協助吹箭

時間，較不具機動性

麻醉，民眾通報或現場觀察後可立即執行

全市

部分區域

(動物管制人員執行，

(宜蘭大學執行)

各區里長協助調查)

是

是

是

否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貳、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流浪犬數目調查）
25

一、家犬結紮率方面
在 103〜104 年時，都會與鄉村交界型（羅東鎮成功里、冬山鄉冬山村）以
及都會型（宜蘭市思源里）家犬之結紮率，高於鄉村型（礁溪鄉龍潭村），但在
105 年時，4 個區域的家犬結紮率都同步增加到 73%以上。如果稍微擴大訪查區
域，吾人也可發現，103〜104 年時，四個面訪試驗區和周邊區域家犬結紮率為
22.0〜47.4%，顯示有 5〜7 成或以上的飼主不願意帶其家犬進行結紮，但是經過
與飼主溝通，希望能降低家犬的繁殖率之後，到了 105 年，四個面訪試驗區和周
邊區域家犬結紮率，均達到 72%以上（請見下表 7、8）。
表8

103-105 年各試驗面訪區之家犬隻數與家犬結紮隻數百分比 (%)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41.7%

40.6%

77.5%

60.0%

54.5%

94.6%

45.6%

43.8%

79.2%

16.7%

32.0%

73.3%

羅東鎮
（成功里）
冬山鄉
（冬山村）
宜蘭市
（思源里）
礁溪鄉
（龍潭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9

103-105 年四面訪試驗區與周邊區域家犬隻數與家犬結紮隻數比例之探討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羅東鎮

46%

46.9%

74.0%

冬山鄉

46%

47.4%

82.6%

宜蘭市

45%

46.0%

77.0%

礁溪鄉

22%

32.8%

72.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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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浪犬數目變化方面(林育安，103；104；105)
總體而言，103〜105 年，四個流浪犬試驗區流浪犬之比例都有下降或趨於
穩定數目的狀態。並且從區域比較，會發現流浪犬的數目，在都會地區下降幅度
比鄉村地區（礁溪鄉）來得高很多（如下表 9、10）。
表 10

103-105 年四個試驗區流浪犬隻數變化之比較

試驗區

103 年 (隻數)

104 年 (隻數)

105 年 (隻數)

羅東鎮

15

7

4

冬山鄉

15

14

13

宜蘭市

12

11

6

礁溪鄉

59

61

5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11

103-105 年四個流浪犬試驗區流浪犬比例之比較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羅東鎮

15/20 (75.0%)

7/17 (41.2%)

4/9 (44.4%)

冬山鄉

15/25 (60.0%)

14/38 (36.8%)

13/19 (68.4%)

宜蘭市

12/48 (25.0%)

11/52 (21.2%)

6/34 (17.7%)

礁溪鄉

59/80 (73.8%)

61/105 (58.1%)

53/80 (66.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表中分母代表的是該區域未繫繩之犬隻數，分子代表的是經訪查後，確定為無主犬（即流浪
犬）隻數。
另外，根據本試點團隊所提供資料，103〜105 年間總共結紮 1880 隻狗（公：440 隻；母：
1440 隻）
（1440 母狗 x 2 胎/年 x 8 隻/胎=23040 隻），1440 隻母狗經結紮可以減少 23040 隻
小狗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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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103-105 年宜蘭縣結紮狗數量

年

結紮狗隻數量

53 隻 (公狗：11 隻；母狗：42 隻)
103 年
(42 母狗 x 2 胎/年 x 8 隻/胎=672 隻) ， 42 隻母狗經結紮可以減少 672 小狗生產。
850 隻 (公：219 隻；母：631 隻)
104 年

(631 母狗 x 2 胎/年 x 8 隻/胎=10096 隻) ， 631 隻母狗經結紮可以減少 10096 隻
小狗生產。
977 隻 (公：210 隻；母：767 隻)

105 年

(767 母狗 x 2 胎/年 x 8 隻/胎=12272 隻) ， 767 隻母狗經結紮可以減少 12272 隻小
狗生產。

總計：1880 隻(公：440 隻；母：1440 隻)
(1440 母狗 x 2 胎/年 x 8 隻/胎=23040 隻) ， 1440 隻母狗經結紮可以減少 23040 隻小狗生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參、宜蘭地區流浪犬絕育回置(TNVR)制度評估
一、TNVR 執行階段
（一）地方首長及民意代表支持
宜蘭縣 TNVR 試點計畫由農委會提撥經費實施全台第一個試點計畫，共同
合作單位包括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湖光動物醫院、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台
南大學、宜蘭大學及政治大學。試點計畫雖已納為縣長動保政見之一，但在執行
層面上，當地政府並非發起單位，也未將計畫納入縣政府公開實施之政策中。在
這樣缺乏民間支持及關注下，執行過程常見相關單位承受來自民意代表及各區村
里長之諸多壓力。宜蘭縣如果能夠透過地方支持，增加在地絕育預算、強化政府
內部及一般民眾對流浪動物族群控管之教育宣導，勢必可以減少內部阻力，增加
外部民眾對計畫之瞭解。研究觀察台南市政府公開表明執行 TNVR 政策，且呼
籲各區里長配合計畫執行，過程中台南市議員亦協助監督、推動行政流程之改善
及爭取動保經費來源，計劃之執行如虎添翼，宜蘭縣政府可借鏡台南市政府經驗
再予以擷長補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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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昇內外部流程一致性
研究中發現關於哺乳母犬及動物最低絕育年齡資訊並無統一，建議執行單位
強化內部溝通、宣導及訓練，包括承辦人員、捕捉及結紮人員等應答，簡化流程
讓一般民眾易於瞭解，並且制定內外部 TNVR 標準作業流程，以達到維護行政
程序之一致性，避免民眾因工作人員溝通及認知問題產生誤解，降低執行成效。
另外，目前執行方法是由民眾或固定餵養人通報，動物管制人員以巡邏或約
定日期方式協助絕育，但為明確掌握各區域族群現況，建議製作分區完成比例及
進度表，用不同顏色代表地區完成度及記載其它需要注意事項，以便分配捕捉優
先順序及幫助了解計畫執行概況，並且與合作單位定期討論須改善及增加的相關
項目，以便強化程序之一致性。
（三）增加公部門人力資源
捕犬業務回歸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除了可提昇動物保護業務之專業度，亦
能增加 TNVR 執行之成效，包括協助捕捉、運送、犬隻普查及教育宣導，政府
或許也可以思考在爭取捕犬業務回歸階段先與各地區清潔隊建立合作模式，可思
考停止便利到府收狗服務（棄養需親自送至中途之家，並繳交相關行政規費）、
垃圾車吊掛宣導紅布條、針對一般民眾或通報家戶發放動保宣導傳單，並告知結
紮相關訊息。
（四）族群調查及家戶訪查
針對放養家犬及街犬進行全面普查，由原本被動接受通報案件，轉變為分區
進行家戶訪查，主動尋找未結紮犬隻、了解地區流浪犬之來源及問題、動物福利
現況、以及各地區之犬隻概況，包括總數量及各群體內犬隻數量。此外，透過調
查也能增加和一般民眾溝通宣導機會。

二、提昇動物福利
（一）標準作業程序之動物福利評估
包括捕捉方法、絕育技術、觀察及休養環境、動物疾病傳染、緊迫及其它風
險、術後回置觀察，另建議評估建立獨立絕育計畫空間之必要性，包括手術室、
準備室及動物恢復室，以減少疾病傳染、犬隻管理疏失問題。
（二）管控人員使用捕捉器具及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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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捕捉人員及協助餵養人不當使用。建議由政府或民間方承辦人員確認使用藥
物必要性，以控管單次藥物使用量，另內部在相關培訓後應建立規範將方法書面
化，確保執行過程中動物不因人員疏失導致受傷或死亡。
（三）專業技術之提昇
研究發現宜蘭縣關於哺乳母犬、最低絕育動物年齡是否實施絕育手術，以及
發情母犬結紮方式，取決於個別獸醫師之技術及認知。為提昇行政流程作業一致
性，建議可培訓獸醫、捕捉人員之技術，以提昇個別動物之福利。

三、犬隻族群控制及管理
（一）強化外部教育宣導
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為預防流浪動物產生，針對飼主責任實施相關教育宣導
活動，在末端管理部分，建議同時教育民眾現階段採取之流浪犬族群控制辦法，
提昇民眾包容度及民眾通報結紮意識，並加強網路公告、政府及民間單位協助捕
捉絕育等相關資訊。
（二）建立在地志工制度
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之承辦人及動物管制人員，已具備主動與民眾溝通之協
調能力，且願意與固定餵養人相互配合捕捉、結紮及後續管理，原則上政府應擔
負起上述相關工作任務，尤其是公權力執法事項，但考量公務機關人力有限，因
此在與公權力無涉之事項，可培訓志工協助地區訪查、溝通協調、教育宣導、照
護觀察及餵養捕捉以提升執行成效。
（三）建立重點區域之配套措施
訪談承辦及捕捉人員，發現實施計畫捕捉較多犬隻進行絕育，多數來自近年
發展觀光之區域，且多為外地遊客通報，大部分因為觀感問題，少數是被犬隻追
或攻擊而進行通報。建議可在當地設置告示提醒民眾絕育控制計畫內容及避免人
犬衝突方法，同時加強棄養及相關法條之宣導。針對少數之問題犬隻，可尋求當
地餵養志工協助行為改善或移除安置，數量較多之問題犬隻，建議可利用附近政
府閒置土地，設置管理餵食區，以減少人犬衝突問題（吳宗憲、陳靜芳，105）。

肆、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民意態度調查）
一、流浪犬對環境造成了甚麼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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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眾感受到流浪犬數量呈現平衡的狀態
根據本調查，宜蘭縣民眾目前並未感受到流浪狗數量問題非常嚴重。三年來，
受訪的民眾對於生活週遭流浪狗數量的感知程度並沒有很明顯的上升或下降。總
體來說，宜蘭地區的流浪狗數量，在追蹤樣本來說，民眾的感知中在三年中維持
下降（獨立樣本則是平衡）的狀態。並且，有感受（非常多、有一些）到流浪狗
數量的人數與不太感受（很少、沒有）到流浪狗數量的人數大約一致。
表 13

流浪狗數量感知程度的調查結果比較

非常多

有一些

很少

沒有

無反應

合計

備註

%

%

%

%

%

N

2014 獨立樣本

15.8

31.8

21.0

28.6

2.9

2128

2014 的追蹤樣本

14.8

23.3

28.0

32.8

1.1

1202

2015 獨立樣本

15.9

29.9

21.4

31.1

1.7

3016

2015 的追蹤樣本

14.1

23.8

23.6

36.7

1.8

2047

2016 獨立樣本

15.4

33.0

21.3

28.3

2.0

3039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民眾對流浪犬最介意的問題之排序
對於流浪狗可能會造成的髒亂、噪音、市容美觀及人身安全等問題中，宜蘭
民眾認為最困擾的問題，依序是「人身安全」、「髒亂」、「噪音」、「市容美
觀」，這與一般的直覺相符。
如果以三年的獨立樣本資料相比較，民眾介意的問題順序上並沒有差異。不
論是 2014、2015 或 2016 的受訪民眾，對人身安全問題的困擾程度都是最大的，
其次的順序也都是髒亂、噪音及市容美觀，三個年度的調查結果變化不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認為流浪犬會造成人身安全的民眾中，渠等的
人身安全的困擾，是各項因素當中，在三年的統計當中是不斷提高的一個項目，
從獨立樣本來看，數據由第一年的 35%到第二年的 38%，到第三年的 41%，有
穩定上升的趨勢，另外從追蹤樣本來看，也有穩定上升的趨勢，顯見民眾越來越
關切流浪犬對於人身安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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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髒亂

噪音

最困擾的流浪狗問題調查結果比較

市容

人身

破壞

傷害

交通

傳染

破壞

都沒

無反

美觀

安全

農作

家禽

安全

疾病

放在

有

應

物

合計

備
註

室內
外的
物品

2014 獨

%

%

%

%

%

%

%

%

%

%

%

N

23.0

11.8

8.4

35.7

---

---

---

---

---

8.0

13.2

2128

19.4

7.7

5.4

38.6

0.2

0.2

0.1

---

---

26.5

2.0

1202

18.8

10.0

5.0

38.9

0.2

0.1

0.1

0.1

---

23.1

3.8

3016

14.7

7.3

4.8

40.6

0.8

0.3

---

0.0

0.2

28.5

2.9

2047

19.3

10.2

4.9

41.5

0.4

0.1

---

---

0.0

20.6

3.0

3039

立樣本
2014 的
追蹤樣
本
2015 獨
立樣本
2015 的
追蹤樣
本
2016 獨
立樣本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以下將進一步分項，就民眾所介意的問題進行說明：
1.

人身安全的問題
調查中發現，認為流浪狗「不會」威脅人身安全的受訪民眾，占約
五成，而認為「會」威脅人身安全的約有四成五，顯示宜蘭的全體民眾
對於認為流浪狗是否會威脅人身安全的問題，感受較為分歧，但如果以
三年的資料相對照，我們發現，對於流浪狗威脅人身安全問題的感知程
度，整體而言穩定維持在四成五左右，但是如果以追蹤樣本來看，民眾
對流浪犬威脅人生安全的感知程度卻是上升的，已經接近五成。
至於那些認為流浪犬會造成人身安全的民眾，是否已經造成其個人
的困擾，三年資料大致維持穩定。有困擾者（非常困擾與有點困擾）大
於不太困擾（不太困擾與完全不困擾）者，分別約佔 8：2 的比例，可
見得民眾雖然在流浪狗會不會造成人身安全上有分歧意見，但覺得流浪
狗會威脅人身安全觀的民眾中，對於這個問題大多數是相當擔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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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對流浪狗威脅人身安全問題感知程度的調查結果比較
會

不會

無反應

合計

備註

%

%

%

N

2014 獨立樣本

44.1

49.3

6.6

2128

2014 的追蹤樣本

46.1

53.0

0.9

1202

2015 獨立樣本

45.4

52.2

2.4

3016

2015 的追蹤樣本

49.7

48.3

2.1

2047

2016 獨立樣本

45.8

51.8

2.4

3,039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16

對流浪狗威脅人身安全問題困擾程度的調查結果比較
非常

有點

不太

完全不

困擾

困擾

困擾

困擾

%

%

%

%

%

N

---

---

---

---

---

---

2014 的追蹤樣本 38.3

48.6

11.7

0.9

0.5

554

2015 獨立樣本

36.7

47.2

13.7

0.7

1.8

1368

2015 的追蹤樣本 45.6

43.3

9.5

0.9

0.7

1017

2016 獨立樣本

41.4

13.4

2.5

1.3

1392

2014 獨立樣本

41.5

無反應 合計

備註

沒問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

髒亂的問題
調查發現，將近六成五的宜蘭民眾認為流浪狗「會」造成髒亂的問
題，認為「不會」的僅有二成五，顯示流浪狗會製造髒亂是許多宜蘭民
眾共同的感受。但是，如果將三年的資料相比較，我們會發現，民眾對
於流浪狗製造髒亂問題的感知程度，整體而言有逐漸下降的情況。或許
可能是因為，餵養流浪狗的愛心人士逐漸更重視餵養的收拾，因此使得
民眾對髒亂的感受改觀。
至於髒亂帶給民眾的困擾感受，在感受到髒亂的民眾中，三年之間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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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有起有落，對於流浪狗製造髒亂問題的困擾程度，就獨立樣本而言沒
有太大的改變，而追蹤樣本則顯示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擾的受訪者，程度
上略有上升。但一般來說，感受有困擾者（非常困擾與有點困擾）大約
占五成五到六成，不太困擾者（不太困擾與完全不困擾）著則占四成到
四成五。
表 17

對流浪狗製造髒亂問題感知程度的調查結果比較
會

不會

無反應

合計

%

%

%

N

68.0

25.8

6.1

2128

2014 的追蹤樣本 69.8

27.5

2.7

1202

2015 獨立樣本

67.7

27.4

4.9

3016

2015 的追蹤樣本 65.8

30.7

3.5

2047

2016 獨立樣本

31.2

4.7

3039

2014 獨立樣本

64.1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18

2014 獨立樣本

對流浪狗製造髒亂問題困擾程度的調查結果比較

非常

有點

不太

完全不困擾 無反應 合計

困擾

困擾

困擾

%

%

%

%

%

N

21.7

32.1

30.0

12.5

3.7

1448

備註

0
2014 的追蹤樣本 22.3

37.4

33.7

5.2

1.3

839

2015 獨立樣本

19.3

36.9

34.6

6.2

3.1

2041

2015 的追蹤樣本 26.9

37.9

29.8

3.3

2.0

1347

2016 獨立樣本

35.3

31.6

6.9

2.9

1949

23.3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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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噪音的問題
由三年的調查發現，民眾對於流浪犬造成的噪音問題的態度非常穩
定，將近六成五的宜蘭民眾認為流浪狗「不會」造成此一問題，認為「會」
的則有三成，顯示宜蘭民眾並不認為流浪狗製造噪音是一個嚴重的問
題。
然而，即便只有少數（三成）民眾認為流浪犬不太會造成噪音的問
題，但只要感覺到流浪狗噪音的宜蘭民眾，就覺得會有所困擾，有七成
五到八成感到困擾。
表 19

對流浪狗製造噪音問題感知程度的調查結果比較
會

不會

無反應

合計

%

%

%

N

31.6

64.8

3.6

2128

2014 的追蹤樣本 31.9

67.6

0.4

1202

2015 獨立樣本

30.8

67.4

1.8

3016

2015 的追蹤樣本 32.0

66.9

1.1

2047

2016 獨立樣本

66.4

2.2

3039

2014 獨立樣本

31.4

備註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表 2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對流浪狗製造噪音問題困擾程度的調查結果比較
非常

有點

不太

完全不

困擾

困擾

困擾

困擾

%

%

%

%

%

N

32.1

44.5

16.2

4.8

2.4

672

2014 的追蹤樣本 33.3

47.9

16.4

1.6

0.8

384

2015 獨立樣本

31.0

48.8

16.3

2.0

1.8

929

2015 的追蹤樣本 37.7

46.1

13.7

1.4

1.1

655

2016 獨立樣本

41.5

18.5

1.5

2.0

956

2014 獨立樣本

36.6

無反應 合計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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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4.

市容美觀的問題
調查發現，將近五成五到六成的宜蘭民眾，認為流浪狗「會」造成
市容美觀的問題，認為「不會」的則有三到四成，顯示有過半數的民眾
認為，流浪狗會影響市容美觀。但是，如果將三年的資料相比較，我們
會發現，民眾對於流浪狗影響市容美觀的感知程度，整體而言有逐漸下
降的情況(就獨立樣本而言是呈現大幅度的下降，再訪的追蹤樣本也同
樣呈現下降的情況)。或許可能是因為，餵養流浪狗的愛心人士逐漸更
重視餵養的收拾，因此使得民眾對市容美觀的感受改觀，也或許是因為
民眾對於流浪犬的容忍程度變高所致。
至於流浪犬帶給這些認為會造成美觀的民眾的困擾感受，三年的調
查結果整體而言是呈現略微上升的趨勢，但一般來說，感受有困擾者(非
常困擾與有點困擾)大約占五成五到六成，不太困擾者(不太困擾與完全
不困擾)著則占四成到四成五。

表 21

對流浪狗妨礙市容美觀問題感知程度的調查結果比較
會

不會

無反應

合計

%

%

%

N

2014 獨立樣本

62.4

31.0

6.6

2128

2014 的追蹤樣本

60.2

36.1

3.7

1202

2015 獨立樣本

58.2

36.4

5.4

3016

2015 的追蹤樣本

56.3

37.3

6.4

2047

2016 獨立樣本

55.0

39.7

5.3

3,039

備註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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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對流浪狗妨礙市容美觀問題困擾程度的調查結果比較

非常

有點

不太

完全不困 無反應 合計

困擾

困擾

困擾

擾

%

%

%

%

%

N

21.2

34.3

29.8

12.2

2.6

1329

2014 的追蹤樣本 17.5

42.0

34.1

3.9

2.5

724

2015 獨立樣本

15.6

40.0

34.6

7.0

2.8

1755

2015 的追蹤樣本 22.5

42.9

28.6

4.2

1.9

1152

2016 獨立樣本

39.2

30.4

7.4

2.7

1672

2014 獨立樣本

20.3

備註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5.

小結
總體而言，雖然民眾對於流浪犬的問題仍然有其困擾，且相關困擾
的因素以及排序，三年來尚稱穩定，並無二致，宜蘭民眾認為最困擾的
問題，依序是「人身安全」、「髒亂」、「噪音」、「市容美觀」。
從人身安全上來看，從三年期的時程來看，在流浪犬的數量上，是
否會造成人身安全(維持四成五)的問題，大致維持持平(或僅小幅度上
升)，但從困擾的程度上來看，渠等的人身安全的困擾，是各項因素當
中，在三年的統計當中是不斷提高的一個項目。雖然，在流浪狗可能製
造的四個問題中，就「威脅人身安全」問題而言，認為流浪狗「不會」
對人身安全造成威脅的民眾，其實多於認為「會」的民眾，但是，這些
認為會的民眾，有困擾者(非常困擾與有點困擾)大於不太困擾(不太困擾
與完全不困擾)者，卻是佔 8：2 的比例，因此，流浪狗對人身安全的威
脅，潛在的心理恐懼似乎高於實際的認知。
從造成髒亂的議題來看，三年期的計畫發現，六成五的宜蘭民眾認
為流浪狗「會」造成髒亂的問題，認為「不會」的僅有二成五，顯示流
浪狗會製造髒亂是許多宜蘭民眾共同的感受。但是，如果將三年的資料
相比較，我們會發現，民眾對於流浪狗製造髒亂問題的感知程度，整體
而言有逐漸下降的情況。或許可能是因為，餵養流浪狗的愛心人士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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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視餵養的收拾，因此使得民眾對髒亂的感受改觀。至於對那些感受
到髒亂的民眾中，其困擾程度，就獨立樣本而言沒有太大的改變，而追
蹤樣本則顯示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擾的受訪者，程度上略有上升。但一般
來說，感受有困擾者(非常困擾與有點困擾)大約占五成五到六成。
從噪音問題來看，三年的調查發現，民眾對於流浪犬造成的噪音問
題的態度非常穩定，將近六成五的宜蘭民眾認為流浪狗「不會」造成此
一問題，認為「會」的只有三成，顯示宜蘭民眾並不認為流浪狗製造噪
音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然而，即便只有少數(三成)民眾認為流浪犬不太會造成噪音的問題，
但只要感覺到流浪狗噪音的宜蘭民眾，就覺得會有所困擾，有七成五到
八成感到困擾。
從市容美觀來看，三年調查發現，將近五成五到六成的宜蘭民眾，
認為流浪狗「會」造成市容美觀的問題，認為「不會」的只有三到四成，
顯示有過半數的民眾認為，流浪狗會影響市容美觀。但是，如果將三年
的資料相比較，我們會發現，民眾對於流浪狗影響市容美觀的感知程度，
整體而言有逐漸下降的情況(就獨立樣本而言是呈現大幅度的下降，再
訪的追蹤樣本也同樣呈現下降的情況)。或許可能是因為，餵養流浪狗
的愛心人士逐漸更重視餵養的收拾，因此使得民眾對市容美觀的感受改
觀，也或許是因為民眾對於流浪犬的容忍程度變高所致。
至於流浪犬帶給這些認為會造成美觀的民眾的困擾感受，三年的調
查結果整體而言是呈現略微上升的趨勢，但一般來說，感受有困擾者(非
常困擾與有點困擾)大約占五成五到六成，不太困擾者(不太困擾與完全
不困擾)著則占四成到四成五。
因此，對於民眾持續感到困擾的幾個因素，建議未來各地方政府若
有規畫 TNVR 相關政策的計畫時，必須從克服上述方面的困擾著手，
才能夠使推動更為順利。

二、民眾認為政策上應該如何解決流浪犬問題？
（一）民眾對於各政策的支持度初具共識
若以民眾對於政府各項政策的支持度來說，其偏好政策的強度依序為：1.
落 實 寵 物 晶 片 登 記 (86%->88%->89%)>2. 處 罰 棄 養 (85%->86%->87%)>3. 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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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VR 政策(74%->71%->72%) >4.增加寵物絕育(64%->72%->71%)。但即便有偏
好上的排序，上述各項政策的支持度，都已超過七成以上，落實飼主責任的手段
甚至還接近九成。其中，提高植入晶片以及處罰棄養寵物飼主的比例，三年度的
支持程度仍然持續增加，相較之下，推動結紮政策以及 TNVR 的支持度似乎開
始持平，但反對 TNVR 的比例則有增加的趨勢。以下謹就每一分項政策進行說
明。
（二）民眾對各政策態度的分析說明
1.

植入晶片的政策
在為期三年的調查裡，贊成為家裡的狗植入晶片的民眾有增加的
趨勢(贊成植入晶片登記的比例，由 86%逐年上升到 88%及 89%)，有
接近九成的受訪民眾表示支持。可見得民眾為家裡犬隻植入晶片的主
張，已經形成主流的共識。不過，在贊成的強度上，不論是獨立樣本
或是追蹤樣本，2015 年與 2016 年的受訪民眾不若 2014 年的受訪者
來得強。
表 23

對養狗要植入晶片態度調查結果比較
合計

%

%

N

有點

不太

非常

贊成

贊成

贊成

不贊成

%

%

%
2014 獨立樣本

無反應

非常

70.2

16.1

4.0

0.9

8.7

2128

2014 的追蹤樣本 63.4

28.4

2.3

0.2

5.7

1202

2015 獨立樣本

57.7

30.9

3.3

0.4

7.7

3016

2015 的追蹤樣本 59.5

27.5

2.2

0.2

10.6

2047

2016 獨立樣本

26.1

3.6

0.6

6.7

3039

63.1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

處罰棄養的飼主
資料顯示，宜蘭的受訪民眾對於棄養行為，有相當高程度的不認
同。第一年度調查，對棄養者已有高度的不認同，第二、三年度調查
中，不認同的比例還持續增加(贊成處罰的比例由 85%逐年上升到
86%及 87%)。因此，對於棄養飼主的處罰，已接近九成的支持度，
表示民眾對飼主棄養動物的行為。不過，與上述兩項態度相同，在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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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強度上，2015 年與 2016 年的受訪民眾不若 2014 年的受訪者來
得強。
表 24

處罰棄養狗的飼主調查結果比較
無反應

合計

%

%

N

非常

有點

不太

非常

贊成

贊成

贊成

不贊成

%

%

%
2014 獨立樣本

71.8

13.3

4.1

1.8

9.0

2128

2014 的追蹤樣本

64.2

26.0

3.0

0.1

6.7

1202

2015 獨立樣本

62.3

24.6

4.2

1.4

7.6

3016

2015 的追蹤樣本

62.1

25.6

2.0

0.4

9.8

2047

2016 獨立樣本

66.6

20.9

4.2

7.3

3,039

1.0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3.

寵物絕育的政策
資料顯示，為期三年的調查裡，贊成為家裡的狗絕育的民眾的比
例，有起有落，但基本上也是穩定成長的(贊成絕育的比例，由 64%
逐年上升到 72%及 71%)，有超過七成的受訪民眾表示支持。可見得
民眾為家裡犬隻絕育的主張，雖然不如處罰棄養以及植入晶片的意見
高，但也逐漸形成主流的共識。不過，在贊成的強度上，2015 年與
2016 年的受訪民眾不若 2014 年的受訪者來得強。
表 25

對飼養的狗絕育調查結果比較
無反應

合計

%

%

N

非常

有點

不太

非常

贊成

贊成

贊成

不贊成

%

%

%
2014 獨立樣本

46.6

18.2

14.4

4.4

16.4

2128

2014 的追蹤樣本

38.3

35.4

7.5

1.1

17.8

1202

2015 獨立樣本

39.9

32.2

12.1

1.8

14.0

3016

2015 的追蹤樣本

41.8

31.9

6.4

0.7

19.2

2047

2016 獨立樣本

42.5

29.1

11.3

2.1

15.0

3039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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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4.

要注意少數民眾對 TNVR 政策的態度漸趨現實
以往台灣地區對於流浪犬政策意見調查的發現，對於 TNVR 此
一政策的偏好，呈現贊成與反對雙方對立且平分秋色的狀況，這也常
使得政府面對此一政策時，有父子騎驢的困境。但在三年度的研究中
發現，第一年有將近七成五(74.1%)民眾的表示贊成 TNVR。但該年
度報告亦提及，民眾對於 TNVR 政策態度上接受度高，應該對於宜
蘭縣政府啟動試點政策有正面的效果。然而，會否因實施試點之後，
反而突顯了負面因素，降低了支持度，仍須觀察。
透過第二、三年的追蹤調查後發現，民眾贊成 TNVR 政策者，
開始有下降的趨勢，落到七成二左右（第二年的 71.9%及第三年的
72%），且值得注意的是，不贊成 TNVR 的受訪者所佔比率由第一年
的 10.9%，提升至第二年的 20.5%，以及第三年的 22.5%。從獨立樣
本來看，在這三年之間，贊成 TNVR 人數稍有下降，但反對 TNVR
的民眾所佔比率卻有較大幅度的上升趨勢(從追蹤樣本看來，基本上
也呈現相同的趨勢)，這些反對 TNVR 的民眾意見，值得進一步探究。
在 2014 年時，民眾之所以反對 TNVR，其主要原因是「無法解
決流浪狗問題」 (36.3%)，及絕育「太殘忍不人道」(28.6%)等，比較
傾向現實或人道的考量，至於顧慮流浪狗對人身安全的威脅(10.4%)
並不多，顯見在 2014 年，宜蘭的受訪民眾對於流浪狗有一定程善意。
但是，到了 2015 年以及 2016 年，不支持 TNVR 的民眾在反對理由
上，就產生了劇烈的變動。以 2015 年來說，認為絕育「太殘忍不人
道」而反對 TNVR 的民眾大幅下滑(6.0%)，相對地，認為 TNVR「無
法解決流浪狗問題」者所佔比率則有提昇(58.4%)，並且，因為顧慮
流浪狗對人身安全的威脅而反對 TNVR 者所佔比率也增加至 22.6%。
若持續觀察 2016 年的數字，情況也與 2015 年類似，認為絕育「太殘
忍不人道」而反對 TNVR 的民眾降至 8.1%，TNVR「無法解決流浪
狗問題」者所佔比率為 46.0%，並且，因為顧慮流浪狗對人身安全的
威脅而反對 TNVR 者所佔比率更增加至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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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眾反對實施 TNVR 理由的三年期變化，可以發現民眾似乎
逐漸由愛護動物理念考量，轉向自利現實考量的趨勢，其理由頗耐人
尋味。如何加強宣導 TNVR 在控制流浪狗數量的效果，讓民眾能夠
接受尊重流浪動物生命價值的觀念並提出適當的配套措施，避免造成
流浪犬成為民眾在人身安全上的顧慮，應該是主管機關與研究團隊需
要進一步思考的議題。
表 26
贊成

2014 獨立樣

不贊成

TNVR 政策調查結果比較

全面捕

全面捕

全面捕捉

絕育後鼓

捉，絕育後 捉，永久收 撲殺

勵民眾認

永久收容

容

養

無反應

合計

%

%

%

%

%

%

%

N

74.1

10.9

3.8

2.1

1.3

---

7.7

2128

75.7

18.8

0.1

---

---

0.1

5.3

1202

71.9

20.5

0.1

0.3

---

0.1

7.0

3016

67.9

23.8

---

---

---

0.0

8.3

2047

72.0

22.5

0.1

0.1

---

0.0

5.3

3039

備註

本

2014 的追蹤
樣本

2015 獨立樣
本

2015 的追蹤
樣本

2016 獨立樣
本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7

不贊成 TNVR 原因調查結果比較

太殘忍不人道，尊重 無法解決流浪

人身安 從防止棄養 維持現狀 不要

不要

應捉來 成本

直接全

動物生命權和生活權 狗問題

全問題 來解決流浪 即可

趕盡

再放

讓人認 很高

部安樂

殺絕

出來

養

死

%

%

狗問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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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4 獨
31.8

32.7

10.4

3.6

5.3

0.4

3.7

0.9

10.5

0.7

5.3

50.7

20.3

3.1

---

---

---

---

---

3.1

6.0

58.4

22.6

2.7

---

---

---

0.6

---

1.6

3.5

43.7

37.0

2.9

---

---

---

---

---

---

8.1

46.0

31.4

1.9

---

---

---

---

---

0.3

立樣本

2014 的
追蹤樣
本

2015 獨
立樣本

2015 的
追蹤樣
本

2016 獨
立樣本

對環境

無法防治

政府既然抓起

怕狗會 還是會有噪 依然會有 浪費國家 無反應

髒亂沒

流浪狗疾

來了，應想辦法 絕種

有改善

病的傳染

集中飼養

%

%

%

音問題

合計

咬死家禽 資源
的問題

%

%

%

%

%

N

2014 獨
---

---

---

---

---

---

---

0.0

233

5.3

---

9.3

0.4

0.9

0.4

---

1.3

227

1.4

0.7

2.2

0.2

0.3

0.1

0.1

3.2

618

7.2

0.6

0.4

---

0.8

---

---

0.8

487

5.2

0.4

1.2

0.2

0.6

0.1

0.2

3.9

683

立樣本

2014 的
追蹤樣
本

2015 獨
立樣本

2015 的
追蹤樣
本

2016 獨
立樣本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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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若以民眾對於政府各項政策的支持度來說，其偏好政策的強度依序為：1.
落 實 寵 物 晶 片 登 記 (86%->88%->89%)>2. 處 罰 棄 養 (85%->86%->87%)>3. 推 動
TNVR 政策(74%->71%->72%)>4.增加寵物絕育(64%->72%->71%)。但即便有偏
好上的排序，上述各項政策的支持度，都已超過七成以上，落實飼主責任的手段
甚至還接近九成。但是，處罰棄養寵物的飼主、提高植入晶片比例，三年度的支
持程度仍然持續增加，相較之下，推動結紮政策以及 TNVR 政策的支持度似乎
開始持平，但反對 TNVR 的比例則有增加的趨勢，民眾的理由是：該政策無法
根本解決問題，並且對人身安全有疑慮。從這樣的趨勢可以看到，民眾似乎在流
浪犬問題上，有其策略思考的邏輯，針對不同的環境，民眾會產生不同的政策偏
好回應，在剛推動 TNVR 政策時，民眾或許還未意識到安全問題，較傾向贊成，
但落實一段時間，民眾在考慮根本解決的效果，以及個人的安全之後，對 TNVR
政策似乎產生了疑慮，更偏好的是落實飼主責任的政策。
針對這樣的數據變化，未來政府似乎應該思考，在不同類型的流浪犬減量
政策措施上，資源應該如何分配才更妥適。如果要持續推動 TNVR 政策，則讓
民眾能夠接受尊重流浪動物生命價值的觀念並提出適當的配套措施，避免造成流
浪犬成為民眾在人身安全上的顧慮，應該是主管機關與研究團隊需要進一步思考
的議題。

三、民眾個人飼養行為的分析
（一）關於寵物的來源與飼養行為
1.

寵物來源的分析
根據三年的調查，家犬的來源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以他人贈予的
比例最高，接近四成；其次則為購買，比例為二成。顯示部分民眾讓
家中狗隻生育後送人，這對於減少流浪犬隻的目標並無助益。而購買
犬隻雖非最主要的家犬來源，但比例亦不低，這使得繁殖場擁有穩定
的供應市場，而賣相不佳的幼犬與已無法生育的母犬易成為流浪棄犬。
若欲減少流浪犬隻，必須再提高認養與拾獲的比例。
惟若進一步根據三年的資料分析，可以發現城鄉之間是有差異的。
城鄉差異檢視家犬來源的結果，可以發現無論是「購買」或是「別人
贈予」的比例，都會地區都略高於鄉村地區；反之，「拾獲」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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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來的」比例則是鄉村地區略高於都會地區，此外，都會地區民眾，
飼養純種狗與混種狗的比例相當，皆為四成二；相對之下，鄉村地區
純種與混種的比例落差較大，混種比例高於純種。
表 28

請問您家的狗是從哪裡來的？（可複選）（問卷第 18 題）
購買 別人贈予 認養 拾獲 自己來的 家裡的狗生的 寄養 無反應 合計

%

%

%

%

%

%

%

%

N

2014 獨立樣本 21.7

36.6 13.7

17.6

6.1

3.4

---

0.9 572

2015 獨立樣本 20.6

40.4 13.1

16

5.5

2.5

0.1

1.7 766

2016 獨立樣本 21.1

39.9 19.7

20.7

7.3

2.2

0.2

1.1 79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進，民眾的領養取代購買的觀念已有改善。
相較於 104 年度，105 年度民眾「認養」與「拾獲」的比例提升，顯
示民眾的認養觀念似乎有所進步，有助於流浪犬隻的減少。檢視家犬
來源的結果，可以發現都會地區「認養」比例明顯略高於鄉村地區
7.9%；反之，「拾獲」與「別人贈予」的比例則是鄉村地區略高於都
會地區 5%左右。此外，相較於 104 年的結果，都會地區「購買」的
比例明顯下降 5.5%（=21.4-26.9），認養比例微幅提升，鄉村地區則
是與 104 年無太大差異，顯示這一年認養觀念在都會地區的宣傳較具
成效，鄉村地區仍需持續加強宣導。
2.

寵物飼養方式的分析
根據三年的數據，研究發現有養狗的受訪民眾，多半傾向將狗飼
養在室內，佔五成多以上，且養在室內的比例有逐年提高的趨勢，由
五成五逐年增加到六成，從動物福利角度來看，應該是正向的發展。
但是，從三年數字來看，亦可發現有兩成多的民眾選擇以關籠
或栓鍊子的方式將狗飼養在室外，二者相加約為八成左右，顯示大多
數的飼主傾向讓家犬與外界保持一定距離的方式飼養。
至於城鄉差異，根據調查可以發現都市地區有將近七成的養狗受
訪者傾向飼養於室內，較鄉村地區的四、五成，多出近兩成。鄉村地
區則是以室外飼養（包含「關籠或栓鍊」與「半野放」）的方式比例
較高，這與一般的直覺相符。但是，105 年相較前一年(104 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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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可以發現鄉村地區飼養於室內的比例有明顯提升 (由
46.4%-->54.5%)，對動物福利角度來看，也應該是正面的發展。
表 29 請問您家的狗是飼養在室內還是室外？(養在室外請追問有沒有關在籠子
裡或栓錬子)？

2014
獨立
樣本

室
內

室外，
沒有關
在籠子
裡或栓
鍊子

室外，
關在籠
子裡或
有栓鍊
子

二隻以
上，有的
在
室
內，有的
在室外
（
室
外，沒有
關在籠
子裡或
栓鍊子）

二隻以
上，有的
在
室
內，有的
在室外
（
室
外，關在
籠子裡
或栓鍊
子）

三 隻 以
上，有的
在室內，
有的在室
外
（室外，
有的關在
籠子裡或
栓鍊子，
有 的 沒
有）

二 隻 以
上，都在
室外
（室外，
有的關在
籠子裡或
栓鍊子，
有 的 沒
有）

無
反
應

合
計

%

%

%

%

%

%

%

%

N

54.5

11.7

28.3

5.0

0.5 519

2015 獨 57.9
立樣本

10.4

22.9

2.5

3.3

0.7

1.8

0.4 683

2016 獨 59.9
立樣本

12.7

20.9

1.3

2.7

1.2

1.1

0.1 70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飼主對於寵物相關政策的配合程度
1.

飼主植入晶片的實際行動
三年的報告顯示，總體來說，為家中犬隻植入晶片登記的比例有
逐年增高的趨勢，由 53.1%->57.2%-->57.9%。願意帶家中的狗去植
入晶片登記的比例，也由 36.8%->34.9%-->42.0%，雖然相較於應然
面接近九成的高度同意，飼主實際行動仍然有很大的落差，但是養狗
飼主責任的觀念，應該在逐漸進步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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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請問您家中的狗有沒有植入晶片辦理登記？
有

沒有 有的有注射， 無反應 合計 備註
有的沒注射。

%

%

%

N

2014 獨立樣本 53.1 37.1 2.4

7.3

519

2015 獨立樣本 57.2 33.6 2.8

6.4

683

2016 獨立樣本 57.9 32.8 2.7

6.7

70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31

請問您會不會帶您家的狗去植入晶片辦理登記？
會

不會

無反應

備註

%

%

%

N

2014 獨立樣本 36.8

48.5

17.4

243

2015 獨立樣本 34.9

50.8

14.2

249

2016 獨立樣本 42.0

47.3

10.7

25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宜蘭縣家犬植入晶片辦理登記的比例，城鄉差異不大，都會地
區(59.5%)僅較鄉村地區(57.0%)高出 2.5%。並且，相較 104 年度城鄉
差距有 8.4%，顯示植入晶片辦理登記觀念的宣傳已日見成效，鄉村
地區的宣導有其效果。
至於飼主未為家犬植入晶片的原因，根據 105 年度的資料，可以
發現四成三(43.7%)持「覺得不必要」的理由。都會地區與鄉村地區
的原因差距不大，值得注意的是，鄉村地區持「沒時間帶去」理由的
飼主將近一成(9.7%)，相對其他理由略高。
另外，家犬未植入晶片的飼主，有略高比例傾向不願帶狗去植入
晶片(47.3%)，而且存在著些微的城鄉差異。相較之下，願意帶家犬
植入晶片的比例，鄉村地區(44.3%)較都市地區(39.8%)高出 4.5%。
上述結果顯示相關單位應再多花心力，加強植入晶片登記觀念的
宣導，都市地區針對室內犬隻，鄉村地區則可能得增加植入晶片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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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減少民眾的時間成本。
最後，從 105 年資料的交叉分析結果來看，相對於其他受訪者，
家犬有進行寵登的比例以 30 至 39 歲的受訪者為最高，達到七成
（70.5%）
；反之，家犬未進行寵登的受訪者以 40 至 49 歲（38.3%）、
60 歲以上（38.9%）與小學以下教育程度者（42.6%）相對較多。而
這些尚未帶家犬進行寵登的受訪者，以 20 至 29 歲（54.3%）、30 至
39 歲（61.7%）與專科（52.1%）與大學以上教育程度（55.9%）者有
較高比例傾向未來帶家犬去寵登；反之，50 至 59 歲（57.4%）、60
歲以上（64.8%）與國初中（57.6%）與小學以下教育程度（63.6%）
者有較高比例傾向不會帶家犬去寵登。上述結果顯示，年輕與高教育
程度的民眾多半已對寵登有一定的認識與瞭解，未來應更加強年長與
低教育程度民眾的寵登觀念宣導。
2.

飼主進行絕育的實際行動
三年的報告顯示，總體來說，為家中犬隻絕育比例有逐年增高的
趨勢，由 40.1%->43.5%-->51.3%。願意帶家中的狗去絕育的比例，
也由 19.7%->24.0%-->27.5%，雖然相較於應然面約七成的高度同意，
飼主實際行動仍然有很大的落差，但是養狗飼主責任的觀念，應該在
逐漸進步當中。並且，進一步觀察絕育的城鄉差異，可以發現城鄉間
的差距不大，無論是城市或鄉村的絕育比例皆約五成出頭，顯示絕育
觀念的宣導效果相仿。
表 32
有

請問您家的狗有沒有絕育？
沒有

有的有絕育，

無反應

合計

有的沒絕育
（養兩隻以上）
%

%

%

%

N

2014 獨立樣本

40.1

55.6

3.0

1.3

519

2015 獨立樣本

43.5

47.2

5.6

3.6

683

2016 獨立樣本

51.3

42.7

3.0

2.9

70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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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請問您未來會不會帶您家的狗去絕育？

會

不會

聽獸醫的意見再決定

無反應

合計

%

%

%

%

N

2014 獨立樣本

19.7

70.9

---

9.4

311

2015 獨立樣本

24.0

56.8

0.2

19.0

361

2016 獨立樣本

27.5

61.3

---

11.2

323

備註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至於絕育經費的來源，三年來自費絕育的比例約有七成五，政府
補助則約一成，民間團體幫助則有 2%。鄉村地區與都會地區的家犬
絕育自費比例接近，這個結果顯示絕育宣導的成效在鄉村與都會地區
接近，民眾普遍願意自費來減少犬隻的繁殖，並未因鄉村與都會地區
的資源差異而有不同。
表 34

請問您家的狗絕育是自費、政府補助還是民間團體幫助？（複選）
自費

政府補助

民間團體幫 養的時候已 熟識的獸醫 無反應
助

絕育

合計

或醫院免費
處理

%

%

%

%

%

%

N

2014 獨立樣本

76.6

8.8

3.9

5.3

---

5.4

226

2015 獨立樣本

75.6

12.7

2.5

3.5

---

5.6

347

2016 獨立樣本

75.8

8.3

2.0

6.5

0.6

9.3

39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至於還沒有絕育的飼主未讓狗隻絕育的原因。根據 104 年度的數
據，其中，以「狗養在家裡不會亂跑，所以不需要」的比例最高(約
兩成)，其次為「年齡太小」(約一成五)與「還要繁衍後代」(約一成)。
此外，回答「公狗不會懷孕，所以不需要」的比例亦有超過 5%抱持
這種看法。由上述結果來看，顯示部分飼主對於絕育觀念不甚瞭解，
因此絕育觀念的宣導仍有待加強。即便是飼養於室內的家犬，也多半
會帶去戶外遛，若未絕育，亦有可能懷孕或造成其他狗隻懷孕；同樣
的公狗不會懷孕，亦可能造成其他狗隻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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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從 105 年度資料交叉分析的結果來看，相對於其他受訪
者，家犬有進行絕育者的比例以 20 至 29 歲與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相
對較高，分別為 61.0%（包含有絕育的 55.7%與部分有絕育的 5.3%）
與 60.8%（包含有絕育的 56.0%與部分有絕育的 4.8%）
，反之，40 至
49 歲的受訪者，未替家中犬隻進行絕育的比例約莫五成（50.3%），
較其他受訪者來的高；此結果顯示年輕人與高教育程度者對於家犬的
絕育觀念較佳。

四、由宜蘭地區最新年度(105 年)調查數據進行交叉分析之發現
（一）高度民意支持下，可思考採取更積極或強制措施落實植入晶片登記
由下表 34 得知，無論受訪者是否養狗，對於登記及植入晶片的作法，都有
高達接近九成支持率(89.8%及 88.9%)，顯見強化飼主責任落實家犬登記及植入晶
片，已經是當今同伴動物政策中，民眾高度認同的共識，政府在民意支持的狀態
下，更應透過各種政策方案或工具大力落實。
然而，由表 35 反觀，相較於民眾對此政策的高度認同，有養狗，且態度上
也認同應當植入晶片登記的「飼主」中，實際上卻未落實植入晶片、登記的比例
接近三成(28.7%)。相反地，有養狗，但態度上不認同應當植入晶片、登記的「飼
主」中，實際上卻有 13.6%的比例已幫飼養犬隻植入晶片、登記。因此，基於政
策執行效率，也基於公平性原則，這些態度上認同，但卻尚未落實將家犬植入晶
片、登記的近三成「飼主」，應該是政府政策措施首要針對的目標。
至於政策落實的方法，或可一改以往較傾向補助鼓勵性質的方案，改用公權
力強制執行(處罰)的措施，例如：訂定補助的落日條款，宣導政府即將開罰的訊
息，開始增加公共場合的犬隻晶片掃描稽查等等，相關措施再請政府審慎考量。
表 35

是否養狗與對於植入晶片、登記的態度(二分)
贊成

不贊成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N

有養狗

89.8%

6.4%

3.8%

706

沒有養狗

88.9%

3.6%

7.5%

2334

總和

89.1%

4.2%

6.7%

3040

5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36

有養狗者的植入晶片、登記態度與行為

有

沒有

兩隻以上，部 無反應

回答人數

分有
%

%

%

%

N

贊成

62.5%

28.7%

2.5%

6.3%

594

不贊成

13.6%

77.3%

4.5%

4.5%

42

總和

59.3%

31.9%

2.7%

6.2%

636

*態度的無反應設為遺漏值。
*沒有養狗的會在家狗是否有登記那題會跳題，無法判斷行為和意見是否一致。
只能看有養狗者的行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民意也高度支持為犬隻絕育，可作為強制推動的次要政策
有關犬隻絕育政策，政策方向也如植入晶片登記類似，但強度稍弱。
由表 36 得知，無論受訪者是否養狗，對於犬隻絕育政策，有超過七成的民
眾支持(74.2%及 70.9%)，吾人可更確定，強化飼主責任，包括強制替家犬絕育，
已是當今同伴動物政策中，民眾高度認同的共識之一，因此政府在有民意支持的
狀態下，可透過各種政策方案或工具大力落實。
然而，由表 37 反觀，相較於民眾對此政策的高認同度，有養狗，且態度上
也認同應當絕育的「飼主」中，實際上卻並未落實絕育行為者，比例超過三成
(32.7%)。相反地，有養狗，但態度上不認同應當絕育的民眾中，實際上卻有 23.5%
的比例已絕育。因此，基於政策執行效率，也基於公平性原則，這些態度上認同，
但卻尚未替家犬絕育、超過三成的「飼主」，應該是政府政策措施首要針對的目
標。
至於政策落實的方法，由於相較於植入晶片登記的絕對高支持度，絕育的支
持度稍低，可能斷然採取強制措施仍然會產生政策不順服，因此可以思考將公權
力強制推動與補助方案相互搭配的方式進行，相關措施再請政府審慎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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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是否養狗與對於絕育的態度(二分)
贊成

不贊成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N

有養狗

74.2%

14.3%

11.5%

706

沒有養狗

70.9%

13.1%

16.1%

2334

總和

71.6%

13.4%

15.0%

304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38
有

有養狗者的絕育態度與行為
沒有

兩隻以

無反應 回答人數

上，部分有
%

%

%

%

N

贊成

61.4%

32.7%

3.1%

2.9%

523

不贊成

23.5%

71.6%

4.9%

0.0%

102

總和

55.2%

39.0%

3.4%

2.4%

625

*態度的無反應設為遺漏值。
*沒有養狗的會在家狗是否有絕育那題會跳題，無法判斷行為和意見是否一致。
只能看有養狗者的行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地方政府需更關注混種犬的動物福利
一般來說，動物保護人士最常抨擊的是購買與飼養所謂的血統犬(純種犬)，
但由表 38 來看，吾人會發現，純種犬的飼養者，比起混種犬的飼養者，似乎更
在乎犬隻的照顧。飼養混種犬者，有高達半數(52.5%)以上，將犬隻飼養在室外，
這些被飼養在外的犬隻，其動物福利如何？飼養環境是否有足夠遮蔽，以避免風
吹、日曬、雨淋；飼養環境活動空間是否足夠，是否長期遭栓綁、關籠；飼主是
否提供充足、適當的食物與飲水等，恐值得吾人進一步關注。
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動流浪犬的多元認養方案，各種工作犬多屬於混種犬，也
都會飼養在室外，保障犬隻的動物福利，地方政府責無旁貸，在推動流浪犬認養
工作時，叮嚀或提供相關飼養注意事項，並確保飼主必須符合動物保護法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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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飼主規範，也可避免動保人士日後不斷檢舉，免去流浪犬認養後政府單位的困
擾。
表 39
室內

飼養犬種與飼養方式(三分)
室外

部分室內

回答人數

部分室外
%

%

%

N

純種

80.1%

18.5%

1.4%

287

混種

42.9%

52.5%

4.6%

303

都有

45.5%

13.6%

40.9%

44

總和

59.9%

34.4%

5.7%

636

*飼養犬種的無反應設為遺漏值
**飼養犬種都有的回答人數與上表差 2 個的原因是因為加權
***飼養方式 3 分：室內(原 1)、室外(原 2.3.7)、部分室內部分室外(原 4.5.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半放養犬的絕育必須持續推動
研究數據發現，部分飼主把狗放在室外，這其中更有部分飼主，將狗放在室
外，且完全沒有關在籠子裡或栓鍊子。值得特別關心的是，若這大約一成將狗養
在室外的飼主，其恰巧是未對犬隻絕育，也未植入晶片者，恐怕會是造成流浪犬
管理的一個重要缺口（即動保人士所稱的「半野放犬」）。103 年度的調查發現，
這些真正的半野放犬飼主，約占所有飼主的 3%-4%左右。而這些半野放犬是否
就是目前流浪犬的形成主因，還需要進行母體的回推估計，並搭配犬隻繁殖期、
繁殖數量進行推估後，或許可以大略瞭解整體流浪犬與半野放犬之間的關係，但
目前研究尚無法有效推估相關比例。
由 105 年度的調查(表 39)得知，這些放養在室外或者部分室外的家犬(即半
放養犬)，仍有高達四成(43.2%)的並未絕育或者植入晶片(40.8%)，這些家犬很有
可能會走失，或被視為流浪犬而誤捕甚至安樂死的悲劇。此外，養在室外的未絕
育犬隻也比養在室內有更多繁殖的機會，有可能造成犬隻繁殖數量的增加，進而
增加流浪犬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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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39、表 40 看出，養狗者已幫犬隻絕育達 56.2%，已辦理晶片植入、登
記達 62%。顯然有些飼主只讓狗植入晶片、登記，卻未同時幫狗絕育。事實上晶
片、結紮、預防注射應為「三合一」政策，且具有法律強制性，因此當民眾帶狗
去辦理其中之一時，不論是獸醫院、各縣市動保機關、寵物登記站等第一線人員，
應主動要求民眾同時落實其他二項。此部分需要中央、地方政府主動積極協調相
關單位人員，賦予他們共同落實政策的責任或提供誘因。例如：請獸醫師公會協
助要求會員，或給予辦理最多寵物飼養登記數量的登記站獎勵等等。從源頭落實
犬隻減量。
表 40

飼養方式(三分) 與家犬絕育

有絕育

沒有絕育 部分有

回答人數

部分沒有
%

%

%

N

室內

53.0%

45.5%

1.5%

411

室外

52.5%

43.2%

4.2%

236

部分室內，部分 54.1%

32.4%

13.5%

37

44.0%

3.1%

684

室外
總和

52.9%

*有無絕育的無反應設為遺漏值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41

飼養方式(三分) 與家犬植入晶片登記
有植入

沒有植入

部分有

回答人數

部分沒有
%

%

%

N

室內

65.4%

32.8%

1.8%

390

室外

56.2%

40.8%

3.0%

233

部分室內，部 62.9%

22.9%

14.3%

35

35.1%

2.9%

658

分室外
總和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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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植入的無反應設為遺漏值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五）提高純種犬的繁殖管制強度
從表 41 結果可發現，飼養純種犬者，有植入晶片 69.7%，高於飼養混種犬
者，有植入晶片的 54.5%，政府應針對飼養混種犬者，加強植入晶片、登記的政
策宣導或執法。值得注意的是，飼養純種犬仍有 30.3%未植入晶片，不論是基於
以下哪一種情況，均顯示政府在政策推動上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1.

如犬隻是購買自合法繁殖買賣業者，則顯示合法繁殖買賣業者並未根
據動保法規定，每隻犬隻都植入晶片、辦理轉讓登記，目前的寵物業
查核制度可能也無法遏止此不法行為。

2.

如犬隻是來自非法寵物繁殖買賣業者或是家庭式繁殖場，則是寵物繁
殖數量的黑數。

3.

如犬隻來自別人贈與或認養，顯示許多純種犬並未絕育。

表 42 結果發現，飼養純種犬已絕育者占 48.9%，低於飼養混種犬已絕育
55.6%。值得注意。不論是飼養純種犬、混種犬，幾乎都有一半的狗沒有絕育，
顯示強制絕育的政策仍有待加強。此外，純種犬未絕育的比例也非常高，幾乎
接近一半(49.6%)，可推測為純種犬的飼主有繁殖的意圖，繁殖的犬隻可能遭
到私下買賣或轉贈他人。
從上述表 41、表 42 可看出，政府不論是對業者或者對飼主，若無法落實
全面的植入晶片登記，便無法有效管理未絕育的純種犬繼續繁殖的數量。但吾
人若加上表 42 予以分析，則純種犬的來源中，除了購買(37.3%)外，有更高的
比例(45.6%)是來自於別人贈與，可見得純種犬的來源當中，除了既有的寵物
業者以外，有相當大程度的來源，是來自於人際網絡當中的贈送行為。也與前
述表 42 純種犬絕育率較混種犬低，可能有繁殖意圖的推測相符。
因此，從政策上來說，一方面要求寵物繁殖業者落實晶片登記及告知義務
外，如何能夠有效地管理私人繁殖交換當中的黑數，是政府更重要的任務。或
許提高檢舉獎金，鼓勵業者或者民眾的檢舉，並加強晶片登記、絕育、疫苗注
射三合一的取締 ，才能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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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來源為「購買」的家犬，犬種與植入晶片登記
有植入

沒有植入

部分有

回答人數

部分沒有
%

%

%

N

純種

69.7%

29.3%

1.0%

99

混種

54.5%

45.5%

0.0%

22

都有

80.0%

10.0%

10.0%

10

總和

67.9%

30.5%

1.5%

131

*有無植入、飼養犬種的無反應設為遺漏值
**僅選取來源為「購買」的家犬為觀察值。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43
有絕育

飼養犬種與家犬絕育
沒有絕育

部分有

回答人數

部分沒有
%

%

%

N

純種

48.9%

49.6%

1.4%

282

混種

55.6%

41.8%

2.7%

297

都有

56.1%

24.4%

19.5%

41

總和

52.6%

44.2%

3.2%

620

*有無絕育、飼養犬種的無反應都設為遺漏值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44
購買

飼養犬種與家犬來源(複選題)

別人贈予 認養

拾獲

自己來的 家裡的

寄養

回答人數

狗生的
%

%

%

%

%

%

%

N

純種

37.3% 45.6%

11.9%

7.0%

2.2%

1.4%

0.4%

285

混種

7.3%

24.0%

30.9%

10.5%

3.3%

0.0%

300

36.8%

56

都有

21.2% 43.5%

45.5%

34.3%

13.1%

4.2%

0.0%

44

*細格數值為飼養犬種內的百分比，由於家犬來源為複選題，加總超過 1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六）優先針對家犬植入晶片但未絕育者進行訪查，獸醫師提醒為輔
根據目前動物保護法，犬隻植入晶片登記是強制政策，絕育則是在報備後得
以採例外管制，其目的，均是希望透過數量的掌握，能夠有效落實明確的飼主責
任，減少流浪狗的發生。但是從表 44 得知，即便民眾飼養的絕育犬隻當中，仍
然有四分之一(25.7%)的數量，並未植入晶片。並且，在民眾有植入晶片的犬隻
當中，也有接近半數(49.5%)沒有絕育。
針對家犬有植入晶片，但沒有絕育部分，由於植入晶片登記需上傳到寵物登
記管理資訊網，且包含飼主姓名、聯絡方式，因此透過電訪就能夠得到訊息並提
醒落實絕育或不絕育的申請，或許是政府在落實飼主責任及數量管理時，透過追
查最容易產生效果之處，可將政策優先順序提前。
至於對未植入晶片亦未絕育者，政府可透過獸醫師的提醒來間接達致政策效
果，但由於動保法對獸醫師落實該制度並未具強制力，因此建議可透過獎勵的方
式，對於落實植入晶片及絕育數較佳的獸醫院，給予獎勵，或可間接達到管制數
量的效果(鄭夙芬，103；104；105)。
表 45
有植入

家犬絕育與寵登行為
沒有植入

部分有

回答人數

部分沒有
%

%

%

N

有絕育

73.2%

25.7%

1.2%

339

沒有絕育

49.5%

47.7%

2.8%

283

部分有，部分 33.3%

38.1%

28.6%

21

35.8%

2.8%

643

沒有
總和

61.4%

*有無絕育、飼養犬種的無反應都設為遺漏值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伍、台南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流浪犬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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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地區三年度的效益評估謹列表說明如下：
表 46

台南市南區 103 年度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表

TNVR

×TNVR

Total

TNVR/Total(%)

105

328

433

24.2%

103.11 立冬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台南市自改隸六都後於 2010 年舊台南縣、市合併。故選定台南市南區代表都會
型生活圈及台南市學甲區(舊台南縣學甲鎮)代表鄉村型聚落，分別實施田野調查
並以分子診斷方式監測流浪犬族群中人畜共通傳染病的存在與否。
103 年度僅於 11 月，節氣立冬前後進行田野調查，其結果如下，台南市南區 TNVR
犬頭數有 105 頭，佔調查全犬數的 24.2% (表 45)。
學甲區 TNVR 犬頭數為 13 頭，佔犬頭數的 17.1% (表 46)。
表 47

103.11 立冬

台南市學甲區 103 年度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表

TNVR

×TNVR

Total

TNVR/Total(%)

13

63

76

17.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104 年度，依節氣在小暑(7 月)，中秋(9 月)，及立冬(11 月)前後一週內進行
田野調查。其 TNVR 犬數分別為 227 頭，251 頭及 211 頭。分別佔調查犬數的
36.7%、41.6%、及 26.8%。年度平均 TNVR 犬數 230 頭，全流浪犬數平均 670
頭，TNVR 犬約佔 34.3% (表 47)。
表 48

台南市南區 104 年度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表

TNVR

×TNVR

Total

TNVR/Total(%)

104.7 小暑

227

391

618

36.7%

104.9 中秋

251

353

604

41.6%

104.11 立冬

211

576

787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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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230

440

670

34.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學甲區在全年內皆未見有 TNVR 犬隻出現(表 48)。
表 49

台南市學甲區 104 年度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表

TNVR

×TNVR

Total

TNVR/Total(%)

104.7 小暑

0

40

40

0

104.9 中秋

0

209

209

0

104.11 立冬

0

234

234

0

平均

0

161

161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105 年度，也在小暑，中秋及立冬前後一週內進行調查，其 TNVR 犬分別為
189 頭，175 頭及 157 頭。分別佔全部調查犬數的 31.6%、34.8%及 26.5%。
年度平均 TNVR 犬數為 174 頭，全年流浪犬平均數為 564 頭，TNVR 犬佔約
30.8% (表 49)。
表 50

台南市南區 105 年度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表

TNVR

×TNVR

Total

TNVR/Total(%)

105.7 小暑

189

409

598

31.6%

105.9 中秋

175

328

503

34.8%

105.11 立冬

157

435

592

26.5%

平均

174

391

564

30.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105 年度內學甲地區亦未見流浪犬中有 TNVR 犬 (表 50)。
表 51

台南市學甲區 105 年度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表
TNVR

×TN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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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TNVR/Total(%)

105.7 小暑

0

182

182

0

105.9 中秋

0

193

193

0

105.11 立冬

0

182

182

0

平均

0

186

186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105 年度流浪犬病源檢測結果，有人畜共通傳染性的犬心絲蟲在流浪犬中有
22.2%的檢出率。非人畜共通傳染病但為犬科動物病原的犬艾利希體有 66.7%的
檢出率，犬大焦蟲有 55.6%的檢出率，犬小病毒有 22.2%的檢出率。前二項皆以
壁蝨 tick 為中間宿主(簡基憲，103；104；105)。

陸、台南地區流浪犬絕育回置(TNVR)制度評估
一、在過程評估(利害相關人評估)方面
（一）政治力的支持是推動的要素
台南市政府推動 TNVR 初期，因考慮執行面與法規面的困境，內部曾有不
同看法，後因市議員的施壓，以及市長的願意承擔試點的風險，因而促成 TNVR
方案的實施。
（二）捕犬隊的建立是政策推動順利的促進劑
台南市推動 TNVR 初期採取由動物保護組織負責捕犬、結紮、回放全程負
責的工作，但因捕犬業務不易查核，所幸賴市長支持，嗣後 TNVR 捕犬業務回
歸由政府負責，人道捕犬訓練與業務能夠更具效率。
（三）捕犬前透過有經驗的承辦人先行溝通
當民眾或里長通報捕犬，動保處的優先作法乃先作溝通，除非有咬人情事，
才作移除，因此承辦人的經驗與溝通能力與捕犬結果有高度相關。此法與精確捕
捉制不同。
（四）針對動保團體體制，擬定不同的合作方式
動保團體素質、體制、能力不一，對待動物的觀念與偏好也常不相同。在台
南的經驗中，可以明顯發現某些團體擅長捕犬，而未深耕與在地志工的連繫；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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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團體在地志工眾多，但在絕育回置的運送上顯然力有未逮。目前台南 TNVR
政策僅有政府單位與動保團體分階段合作執行，因此建議可以再區分出不同階段，
針對不同動保團體合作，只要能統一制度、利用表單控管流程，應能收事半功倍
之效。
（五）應加強與地方居民的溝通及教育
針對地方居民而言，積極溝通與教育是改變行為最好的途徑，動保處應該透
過日常溝通、舉辦講座、設立告示牌、開設學習課程等方式進行動物行為的講解
及流浪動物管理制度的宣導。此類宣導的目的是預防人犬衝突，而非生命教育，
因此應針對現行法規、人犬衝突通報管道、TNVR 政策原理、遇到犬隻時應注意
事項等進行教育宣導。

二、在成果評估(最佳行政作業設計)方面
（一）執行 TNVR 階段
1.

捕犬吹箭制度
目前法令規範，僅有在合格獸醫師的監督下，民間才能進行吹箭
麻醉手術。但實際狀況下，在 TNVR 政策執行後捕犬需求增加，需
要以吹箭捕抓的犬隻也不在少數，本研究建議研擬方案，吸納現行事
實上已具備吹箭技術，且長期支援民間團體捕犬業務的志工成為合法
的捕犬人員，舒緩動保處獸醫不足的情形，也可以對動物保護管制隊
進行捕犬經驗傳承。

2.

手術補助費用分項
目前不論中央或地方的絕育經費，針對獸醫師皆是補助絕育手術
之費用，因此動物福利高度仰賴獸醫自我良心及手術技術的要求，造
成絕育經驗豐富的獸醫師勞心勞力，而有意協助，但對絕育手術較無
經驗的獸醫師裹足不前。然而動物絕育手術後若有一至兩天的觀察期，
便能大幅減少動物回置後因絕育手術而產生的問題。因此建議嘗試分
項補助手術費用與住院觀察費用，取代提高絕育手術補助金額，或許
能提高實行 TNVR 政策時獸醫師的參與意願。

3.

回置地點衛星座標化
由 103 年開始，捕犬執行人員與回置執行人員分離，而衍生出無
法精確掌握回置地點的問題，因為現行「台南市流浪犬貓捕抓點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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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上的捕抓地點欄僅紀錄：區、里、路。因此當動保團體執行動物
回置時無法將動物準確回置其原生活圈，此舉會造成動物生存率下降
及破壞 TNVR 利用動物地域性達數量控制、疾病防疫的效果。因此
建議後續捕抓回置之地點，可以利用 APP 系統捕抓衛星座標加以記
錄，回置人員也同意可以用衛星座標導航與定位。
（二）在地犬隻管理階段
1.

現行數量統計方式有待改善
動保處表示在 102 年七月時有透過里長民政系統，進行在地犬隻
數量統計，但本研究實際詢問村里長時發現，里長有印象的不多，且
皆表示當時是以勸導家犬注射疫苗為主要任務，流浪犬多無統計或無
法統計。而動保處動物管制隊於執行捕抓業務時，同樣對在當地以巡
邏觀察方式，做狀況掌握。建議應該與村里長加強溝通，或另尋犬隻
數量掌控方式。

2.

針對特殊地點加設預防性警語
依據村里長的建議，應該於容易出現人犬衝突的地點加設預防性
標語。例如社區公園、菜市場、有植被的空地等。以告示牌為例，以
下兩種校園告示，成功大學的告示便比臺南大學告示具有指導性，能
預防可能的人犬衝突。而臺南大學的告示僅對平日就會關心犬貓的民
眾提出約束，對從不餵食流浪動物的民眾則毫無教育意義，但這類民
眾往往會是最不熟悉動物行為，最可能發生人犬衝突的族群，因而預
防性標語有其必要。

（三）回放後的追蹤
流浪犬回置後的情況並不清楚，部分流浪犬回放之後並未有後續志工照顧的
機制，因而與社區之間的關係以及動物後續的動物福利不易掌握，未來的試點應
否強化此項工作，又怎麼進行研究，應再思考。
（四）可建立 TNVR 與源頭管理之共用資源
1.

現有表單應進行革新
目前台南 TNVR 政策附加於動保處傳統業務之外，尚未進行統
一表單及網站公開資訊之更新，因此會在官方文件中觀察到公告項目
立場衝突或疊床架屋之處，且 TNVR 政策涉及民間團體、民間獸醫
與動保處，過程中許多資料需要填寫與移轉，建議可以對現有表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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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革新整理，本研究亦試做一套 TNVR 政策流程紀錄表單，望能提
供行政單位執行之參考。
2.

引進電子化設備加速行政管理效率
如前所述，TNVR 政策涉及民間團體、民間獸醫與動保處之合作，
過程中許多資料填寫與移轉，建議可以引進電子設備，例如停車管理
員具書寫、輸出功能的 PDA。同時也能參考交通警察的開單設備，
將此 TNVR 電子設備整合源頭晶片管理的查緝、開單功能，以電子
化設備加強政府機關動物保護的效能(吳宗憲、陳品旻，103)。

柒、台南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民意態度調查）
一、流浪犬對環境造成了甚麼樣的影響？
（一）流浪犬數量及困擾的感受有所下降
台南民眾三年來對於流浪犬數量及困擾程度，有下降的趨勢。但本研究無法
確定，該困擾下降是因為數量下降，或是民眾逐漸「習慣」流浪犬？

（二）民眾對於 TNVR 政策的擔憂因素強弱有別
民眾對於 TNVR 政策對自己的影響，最擔憂的分別是：「人身安全」>「髒
亂」>「噪音」>「市容美觀」。未來若各地方政府欲規畫 TNVR 相關政策時，
必須依序克服上述各方面的困擾。
以下將進一步分項，就民眾所介意的問題進行說明：
1.

人身安全的問題
研究顯示，雖然人身安全不會成困擾的民眾(55.3%)高於有困擾者
(43.9%)，但流浪狗威脅人身安全的問題，仍然造成許多台南民眾的困
擾。且流浪狗威脅人身安全問題，在民眾的感受中，這三年應該是略有
改進的。

2.

髒亂的問題
結果顯示，台南民眾對於流浪狗製造髒亂問題的感受，這三年應該
是有改進的。此外，調查發現，民眾不會覺得困擾的有 54.9%，高於覺
得困擾的 43.9%

3.

噪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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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流浪狗製造噪音問題，和三年前情況相比的感覺，雖然有較多
的人認為沒有變化，但覺得變好的人多於變差的人約二成，所以流浪狗
製造噪音問題，在民眾的感受中，這三年應該是有改進的。
此外，調查發現，民眾不會覺得困擾的有 62.6%，高於覺得困擾的
36.3%，顯示雖然將近四成多的台南民眾會在意流浪狗製造噪音的問題，
但認為這個問題不會成困擾的則仍然多於有困擾者。
4.

市容美觀的問題
對於流浪狗妨礙市容美觀的問題，和三年前情況相比的感覺，雖然
有較多的人認為沒有變化，但覺得變好的人多於變差的人也約二成，所
以流浪狗妨礙市容美觀問題，在民眾的感受中，這三年應該是有改進
的。
此外，調查發現，民眾不覺得困擾的有 64.1%，高於覺得困擾的
34.1%，顯示雖然有約三分之一的台南民眾會在意流浪狗妨害市容美觀
的問題，但認為這個問題不會成困擾的則仍然多於有困擾者許多。

二、民眾認為政策上應該如何解決流浪犬問題？
（一）民眾認為飼主責任的落實更勝於 TNVR 政策
偏好政策的強度依序為：1.落實寵物晶片登記(88.8%)>2.處罰棄養(87.2%)>3.
推動 TNVR 政策(71.3%)>4.增加寵物絕育(68.6%)。飼主責任的落實更勝於 TNVR
政策。並且，要注意的是，也有將近四分之一的民眾表示不贊成 TNVR 政策
(24.9%)，這個比例與宜蘭地區的 105 年的調查相近，較其他飼主責任政策的反
對比例來得高。至於臺南民眾不贊成對流浪狗採取 TNVR 方式者，在我們進一
步詢問他們不贊成的原因後，發現其反對的理由最主要理由有：此種方式「無法
解決流浪狗問題」 (47.6%)，及顧慮流浪狗對人身安全的威脅 (25.4%)，這個結
果也與宜蘭地區的 104.105 年調查結果一致。

三、民眾個人飼養行為的分析
（一）家犬的來源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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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調查，台南地區家犬的來源以他人贈予的比例最高，其次則為購買，此
結果顯示部分民眾讓家中狗隻生育後送人，這對於減少流浪犬隻的目標並無助
益。
惟若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購買」的比例，都市地區高於鄉村 8.3%；反
之，「別人贈予」的比例，鄉村地區則佔將近五成，高出都市地區 13.3％。另外，
從飼養犬種來看，台南都會地區以純種為主，純種比例較鄉村地區高出 6.7%，
鄉村地區則以混種為主，混種比例較都會地區高出 10.3%。
然而，無論是鄉村或是都市地區，「認養」的比例皆約一成五，此結果顯示
認養的觀念的宣導無論在都市與鄉村都仍未具體落實，特別是都市地區有明顯較
高比例的「購買」行為，顯示「以認養代替購買」的觀念，必須加強宣傳。
（二）都市與鄉村飼養模式不同
都市地區有將近七成的養狗受訪者傾向飼養於室內，較鄉村地區為多。鄉村
地區則室外飼養（包含「關籠或栓鍊」與「半野放」）方式比例較都市高。然而，
無論是鄉村或是都市地區，「認養」的比例皆約一成五，此結果顯示認養的觀念
的宣導無論在都市與鄉村都仍未具體落實，特別是都市地區有明顯較高比例的
「購買」行為，顯示「以認養代替購買」的觀念，必須加強宣傳。
（三）植入晶片政策的配合行動不高
有五成的（50.7％）的飼主有為狗植入晶片及辦理登記，可見得植入晶片的
觀念仍有成長的空間。資料顯示，在臺南家犬植入晶片辦理登記的比例，城鄉差
異不明顯，都會地區與鄉村地區皆五成多的家犬有植入晶片辦理登記，然而，資
料顯示，在登記的意願上，可發現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異。相較之下，不願帶家
犬植入晶片的比例，都市地區（59.1％）較鄉村地區（42.3％）高出 16.8％，這
點與宜蘭地區相反，顯見不同地區的行政資源分配還是必須依據不同地區的特質
而進行細緻分配。上述結果顯示相關單位應再多花心力，加強植入晶片登記觀念
的宣導，特別是台南地區的都市地區針對室內犬隻，鄉村地區則可能得增加植入
晶片的地點減少民眾的時間成本。
（四）飼主對犬隻進行絕育的比例不高
對於絕育政策的配合，調查發現城鄉間的差距不大，無論是城市或鄉村的絕
育與未絕育比例約四成七上下，顯示絕育觀念的宣導效果相仿。
但城鄉有差異的是，鄉村地區的家犬絕育有 82.2%是自費，較都市地區
（69.0%）高出 13.2％；都市地區家犬絕育是「接受政府補助」（9.4%）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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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高於鄉村地區的 3.6%，顯示都市地區可能相對較有資源，因此若欲再提高犬
隻絕育率的話，可再增加鄉村地區的政府補助。整體來說，都會地區與鄉村地區
未替狗絕育的飼主，不願意帶狗去絕育的比例皆在六成七上下，的確需要再加強
宣導犬絕育的觀念。
（五）靠補助解決「知行合一」的困境
養狗的飼主是否應為家裡的狗植入晶片辦理登記，受訪民眾有高達八成贊同
此作法。然而，有養狗的受訪民眾，則只有四、五成多飼主為寵物植入晶片及辦
理登記，判斷其原因主要是實際飼養者必須承擔登記以及絕育的成本(包括金錢
及時間)，因此，未來若能降低民眾在這些政策上所需要負擔的成本(補貼、增加
絕育或植入晶片的便利性)，並加強政府取締的強度，或許能夠使絕育或植入晶
片的比例較快地成長(吳宗憲，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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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壹、與 TNVR 有關之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
一、本研究多元政策評估模式較以往評估更加全面
本研究中，結合了試點評估研究中的：過程評估、成果評估以及績效評估，
能夠產生更多可以參考的資訊與數據，以供未來政策參考。過程評估重視的是
TNVR 實施過程當中的利害相關人等政治因素，成果評估重視的是如何產生
TNVR 的最佳實施細節與方案，績效評估重視的則是，最終 TNVR 產生的效果，
包括了實際上數量的差異，以及民眾對於 TNVR 政策看法的變化。在過去的
TNVR 研究多僅聚焦在績效評估，因而本研究能夠提供更多的資訊細節。

二、TNVR 對流浪犬數量影響的變化
（一）宜蘭縣實施 TNVR 措施（三合一及流浪犬結紮）使流浪犬數量全面下降，
但城鄉下降幅度有差異
在宜蘭調查區域內的家犬結紮率方面：103〜104 年時，都會與鄉村交界型(羅
東鎮成功里、冬山鄉冬山村) 以及都會型(宜蘭市思源里)家犬之結紮率高於鄉村
型(礁溪鄉龍潭村)，但在 105 年時，4 個區域的家犬結紮率都已達 73%以上。另
外，103〜104 年時，四個面訪試驗區和周邊區域家犬結紮率為 22.0〜47.4%，顯
示有 5〜7 成或以上的飼主不願意帶其家犬進行結紮，但經過與飼主溝通提升家
犬的結紮率後，到了 105 年，四個面訪試驗區和周邊區域家犬結紮率，均在 72%
以上。可見得在這三年之中，透過家犬三合一的政策措施推動，大幅度增加了家
犬的結紮率。
另外，在宜蘭調查區域內的流浪犬數目，在 103〜105 年之間，四個流浪犬
試驗區流浪犬之比例，也逐漸有下降或趨於穩定數目的狀態。其中，都市地區下
降的態勢較鄉村地區更為明顯。建議未來 TNVR 政策的推動，須思考都會與鄉
村採取不同的行政措施。
（二）台南市實施 TNVR（三合一及流浪犬結紮）的經驗與政策建議
由台南地區 3 年連續的調查，原則上 TNVR 是減少、抑止流浪犬數的有效
生物防治方法，但是對於類似學甲區的特定區域，須投入更多資源，才能有效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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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數目增長。另外，流浪犬的動物福利推測可能會因為傳染病的感染而降低，也
有可能因為病原媒介的關係，而影響到人類的健康。
以下謹就數量及動物福利議題分別說明：
1.

台南市實施 TNVR（三合一及流浪犬結紮）措施原則上可降低流浪犬
數量，但鄉村地區效果不明顯
台南市南區及學甲區為兩種不同生活型態的區域，南區有商業區、
住宅區、公 園、工業區等生活機能充備之都市型區域。學甲區為鄉村
型聚落以農業區、農地及漁塭為主，小型商業區為輔，又有東西向快速
道路(84 號)通過含大片溪埔地之農業區域。
(1) TNVR 實施的結果呈現明顯的城鄉差距
剖析 103、104、105 年度的調查結果(表 46、48、50、51)：
表 52

台南地區 103-105 年度 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總表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TNVR/Total)

105/433

230/670

174/564

%

24.2%

34.3%

30.8%

(TNVR/Total)

13/76

0/161

0/186

17.1%

0%

0%

南區

學甲區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學甲區僅於 103 年記錄到 TNVR 犬 13 頭，佔流浪犬數的 17.1%。
而在 104、105 年皆未記錄到 TNVR 流浪犬，且該二年度內各三次的調
查中流浪犬數皆維持穩定的數目。相對的都市型的台南市南區，3 個年
度平均 TNVR 的犬數為 105 頭、230 頭及 174 頭。其結果表示在鄉村型
聚落區實施 TNVR 須有不同的行政思維及作法。
學甲區北有 84 號東西快速道路沿急水溪通過，在快速道路高架橋
下及急水溪床及兩者之間形成大片的魚塭、空地及溪埔地，內有樹叢
且人跡無法涉足。南有將軍溪床，亦水淺、人跡罕至，故形成流浪犬
群聚的溫床及家犬棄置的絕佳地點。
103 年記錄到 76 頭流浪犬及 TNVR 犬 13 頭。而 104 年及 105 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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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犬頭數分別為平均 161 頭及 186 頭且皆未記錄到 TNVR 犬。年度流
浪犬頭數看似成倍數增加，但 103 年僅在立冬作調查，沒有全年度三
個季節的平均資料，無法作分析比較，此為其可能原因之一。其次，
觀察流浪犬的習性發現其食物來源除源自塭主之愛心餵飼外又啟發其
自行游水捕魚的獵食天性，所以形成一穩定(或發展中)之族群，可由其
族群中有 3-6 月齡犬之参與得到明證。故該地流浪犬族群數量之增加以
食物來源不缺為其主因。
學甲區未記錄到 TNVR 的犬隻，此係受限於調查研究方法，田野
調查規劃固定的時間及動線，在此規畫內雖未記錄到 TNVR 犬，但規
劃時間外仍可見 TNVR 犬，如半野放犬仍有 TNVR 的耳記。半野放犬
多擔任工作犬的角色，如看顧魚塭、畜牧場及工廠等角色。台南市政
府長期以來推動 TNA 及 TNVR 貫徹流浪犬零安樂死政策的成效在此有
明顯地呈現。
故對流浪犬執行 TNVR，在鄉村型聚落與都市型區域須有不同的作
為；如將公務人力(含公務獸醫師及管制隊等)積極投入農業型鄉鎮執行
TNVR 而都市型區域則委由地區私人動物醫院或獸醫師公會實行
TNVR。
(2) TNVR 犬數量的消長的年度及季節因素（以台南市南區為例），(表
45、47、49、51)：
台南地區在 103 年因規劃田野路線，訓練人員，設計表單，招開協
調會議再加上經費核撥故僅在 11 月立冬前後一週內進行田野調查。104
及 105 年除有上述教育訓練及協調會議的問題外亦待經費核實核撥後
在 7、9 及 11 月的小暑、中秋及立冬前後一週內各進行田野調查。由
年度觀，在實施 TNVR 後，流浪犬族群中 TNVR 犬的頭數有顯著的增
加，分別為 105 頭，230 頭及 174 頭，估流浪犬族群的比例分別為 24.2%、
34.3%及 30.8%。台南市動保處在 104 年徹底實施 TNVR，故節育過的
流浪犬又原地回釋，故 104 年全體的流浪犬數有增加(670 頭，為三年
之最)，但相對的 TNVR 流浪犬頭數亦較前一年增加(230vs105)，增加
率為 2.2 倍。105 年度 TNVR 流浪犬及全體流浪犬數皆較 104 年下降，
但綜觀 104 及 105 年度的三季調查期內，無論 TNVR 犬數或全體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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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數亦無顯著的變化(表 47、表 49)。表示除了自然增加的生物因素外，
TNVR 的成效在此有明顯的正向表現。
季節性的流浪犬數及 TNVR 犬佔全體流浪犬的比率及趨勢皆極為
一致。中秋最高分別為 41.6% (104 年)，34.8% (105 年)，小暑其次，36.7%
(104 年)，31.6% (105 年)，立冬最低，26.8% (104 年)，26.5% (105 年)。
就年度犬隻的消長可以指出 TNVR 的正向效應；105 年全流浪犬數較
104 年開始下降 (由 670 頭，下降到 564 頭)，下降頭數 106 頭，TNVR
犬頭數也相對下降 (104 年的 230 頭，下降到 105 年的 174 頭)，但下降
頭數僅 56 頭，遠少於全流浪犬下降的頭數，故可見 TNVR 可有效減少
流浪犬數，但 104 年因有原地回置，故犬數增加，105 年犬數減少，但
何時可以達到生物的平衡(即 TNVR 或 TNVR 的覆蓋率)恐須再有 2-3
年連續的調查方有結論。
2.

對動物福利的影響與流浪犬人畜共通傳染病原監測
104 年度開始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傳染病與分子醫學研究室合作
以即時定量聚合酵素鏈鎖反應收集血液及直腸拭子，以監控流浪犬族群
潛伏的病原及與人群間是否具有相互的傳染性。
104 年的結果，犬心絲蟲的感染率為 31.7%的陽性率，對人群有高
感染率及致死率的犬鉤端螺旋體及萊姆病皆為陰性。鉤端螺旋體症為人
畜共通感染症，在台灣屏東有人群體感染的紀錄。目前為止在流浪犬的
檢出率為零，可視為正向指標，表示執行 TNVR 的獸醫人員、執行誘
捕及收容業務的管制隊人員甚而愛爸愛媽們在目前與流浪犬的互動中，
沒有感染鉤端螺旋體症的風險。105 年的調查結果，人畜共通傳染病原
中的犬心絲蟲感染率為 22.2%，但非人畜共通傳染病原的犬艾利希體及
犬大焦蟲分別有 66.7%及 55.6%的感染率。該二傳染性疾病都需中間宿
主的傳播，犬心絲蟲的中間宿主為蚊，犬艾利希體及犬大焦蟲的中間宿
主為壁蝨(tick)。犬心絲蟲的流行率在民國 70、80 年代僅發病於進口犬，
台灣的蚊不具傳播的能力即心絲蟲幼蟲無法在台灣蚊內完成生活史。但
目前已成地方風土病，表示生物突變發生於心絲蟲幼蟲或台灣蚊才使心
絲蟲症成為風土病。犬艾利希體及犬大焦蟲雖沒有由犬傳染人的感染報
告，但其感染媒介為壁蝨(tick)。壁蝨有迷到人體表，叮留在體表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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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若壁蝨迷到人體表，若又帶原，是否造成人體發病，造成公共衛生
上的威脅則有待進一步之探討。
由以上流浪犬隻感染相關傳染病的狀況來看，推論對流浪犬之動物
福利有負面影響，然而，流浪犬感染傳染病後的生病及死亡狀況，受限
於本研究人力限制，並無法有效確認，若感染傳染病後流浪犬仍得以生
存，多半體內存有抗體，對於能存活於傳染病下的流浪犬，對其動物福
利影響不大。但是，由於數種傳染病有可能因為病原媒介的關係，而影
響到人類的健康。因而，對病原的監控除流浪犬本身所可能導致的人畜
共通傳染病原外，對病原媒介昆蟲的防治也是政府跨部會在施政上的重
點。

三、民眾對於流浪犬 TNVR 看法（不包括家犬三合一）的變化
（一）流浪動物數量的感受持平或下降
根據本調查，三年來，宜蘭市受訪的民眾，對於生活週遭流浪狗數量的感知
程度並沒有很明顯的上升或下降。總體來說，宜蘭地區的流浪狗數量，在追蹤樣
本來說，民眾的感知中在三年中維持下降(獨立樣本則是平衡)的狀態。並且，有
感受(非常多、有一些)到流浪狗數量的人數與不太感受(很少、沒有)到流浪狗數
量的人數大約一致。台南地區民眾的感知則是有下降的趨勢。
（二）飼養地點逐漸由室外往室內調整
根據本調查，發現民眾對於飼養犬隻的對待方式，似乎越來越能考慮到他們
的動物福利。有養狗的受訪民眾，多半傾向將狗飼養在室內，佔五成多以上，且
養在室內的比例有逐年提高的趨勢，由五成五逐年增加到六成，從動物福利角度
來看，應該是正向的發展。
但是，相較於都市地區有將近七成的養狗受訪者傾向飼養於室內，鄉村地區
則是以室外飼養（包含「關籠或栓鍊」與「半野放」）的方式比例較高，但 105
年相較前一年(104 年)調查的結果，可以發現鄉村地區飼養於室內的比例有明顯
提升(由 46.4%-->54.5%)，對動物福利角度來看，也應該是正面的發展。
即便如此，仍然有四成的民眾將犬隻養在室外，未來政府仍應注意：將犬隻
飼養在室外，這些被飼養在外的犬隻，其動物福利如何？飼養環境是否有足夠遮
蔽，以避免風吹、日曬、雨淋；飼養環境活動空間是否足夠，是否長期遭栓綁、
關籠；飼主是否提供充足、適當的食物與飲水等。尤其是，政府在推動流浪犬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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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工作時，叮嚀或提供相關飼養注意事項，並確保飼主必須符合動物保護法第五
條的飼主規範，也可避免動保人士日後不斷檢舉，免去流浪犬認養後政府單位的
困擾。
（三）推動流浪犬 TNVR 政策須考慮民眾的擔憂
對於流浪犬在外遊蕩，民眾最擔憂的問題依序是：「人身安全」、「髒亂」、
「噪音」、「市容美觀」等。其中，認為流浪狗「會」威脅人身安全的約有四成
五，並且是各項因素當中，在三年的統計當中是不斷提高的一個項目，至於那些
認為流浪犬會造成人身安全的民眾，是否已經造成其個人的困擾，三年資料大致
維持穩定。有困擾者(非常困擾與有點困擾)大於不太困擾(不太困擾與完全不困擾)
者，分別約佔 8：2 的比例。
至於髒亂的問題，六成五的宜蘭民眾認為流浪狗「會」造成髒亂的問題，但
對於流浪狗製造髒亂問題的感知程度，整體而言有逐漸下降的情況，而在這些民
眾中，認為已經對其產生困擾者大約占五成五到六成。
噪音部分，宜蘭民眾並不認為流浪狗製造噪音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三成)，但
這些認為有問題的民眾，卻有七成五到八成被困擾。
最後則是市容美觀的問題，近五成五到六成的宜蘭民眾，認為流浪狗「會」
造成市容美觀，這其中感受有困擾者大約占五成五到六成，但三年來，民眾對於
流浪狗影響市容美觀的感知程度，整體而言有逐漸下降的情況。
基於上述發現，未來各地方政府在推動 TNVR 政策時，對於接近半數人所
高度擔憂的「人身安全」問題應該最積極處理，對於少數人極為困擾的噪音問題，
也是處理重點之一，或許適合 TNVR 放養區域的挑選，將大規模聚落之犬隻予
以分散為小群，明確指認並捕捉問題犬隻，另外加上友善動物行為的宣導，並告
知民眾政府仍會持續捕捉安全問題犬隻，或可以減少此類擔憂。至於髒亂與市容
美觀問題，或許因為乾淨餵食的習慣已經逐漸建立，或許因為民眾容忍度提高，
對民眾的困擾程度逐漸在下降當中。
四、有效實施 TNVR 計畫需掌握的主要因素
根據國外經驗，TNVR 計畫在政府及動物保護團體共同合作下執行時，為達
到相關成效需注意之項目如下，亦為主要影響計畫成敗之因子。
（一）政府單位須主責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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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同伴動物管理聯盟(International Companion Animal Management
Coalition,ICAM)之「人道犬隻管理指南」(ICAM,2007)提出，地方及中央政府負
有犬隻管理責任，從事動物保護工作之非政府組織僅在有必要資金及資源支持下，
通過合作形式協助承擔部分工作，但不應完全承擔犬隻管理責任。而公部門在對
當地整體犬隻做相關評估時，必須徵詢利益相關方的意見，包括所有受到犬隻影
響的人員意見，採用參與式方法廣納各方建議以提高效率。此利益相關方委員會，
需由政府單位進行組織及協商，而關於利益相關方之委員會，建議組成單位如下:
中央及地方政府管理單位、獸醫界、非政府組織、動物安置機構、學術界、法律
機關、教育界、媒體、相關國際組織、當地社區領導及代表等。
此外，愛犬信託基金會及巴特西貓狗之家制定之 TNVR 指南(Dogs Trust and
Battersea Dogs and Cats Home, 2008)，針對計畫如何達到有效及成功，強調當地
政府必須支持以下項目：
1.

教育宣導：同時必須教育市政府、孩童及當地社區，包括方案宣導、人
與動物相處，並且避免流浪犬數量增加(如棄犬、放養家犬生育等)，應
控制原本族群以外流浪犬之資源(食物、水及庇護)，包括垃圾桶設置方
式或是提供民眾絕育資訊等。

2.

授權動物保護團體共同協助管理流浪動物問題：包括犬隻捕捉回置、餵
養照顧及解決犬隻造成問題等。動物保護團體之參與除了可以協助誘捕、
回置，亦可以共同解決問題，比如地區需移除犬隻時，餵養人信任的是
動保團體而非政府單位時，動保團體可做中間協調單位。或是在計畫區
域內政府單位可授權不同動保團體分區協助管理流浪狗群(區域認領)，
僅有志工(需有志工證)可進入及餵食照顧等。

3.

絕育經費、場所、人員、設備等，其中人員需求如下。
(1) 獸醫: 執行絕育手術、監管收容和恢復中流浪犬之照護工作。需擬
定獸醫協議及程序。
(2) 獸醫助理: 協助獸醫執行絕育手術、餵食及照顧犬隻。
(3) 捕犬人員: 依地區進行評估，但至少需 2 名。需具備效率，因為是
公眾與方案接觸之第一線人員，建議為和善、能展現良好形象之
人。
(4) 其它工作人員: 協助整理物資、清潔環境等。

（二）犬隻管理標的族群應包括放養家犬及當地街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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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同伴動物管理聯盟指出，流浪犬之定義為「目前沒有被直接管理或活動
沒有受限制的狗」，包括有主人和無主人的狗，意即放養家犬及當地街犬皆會不
斷繁衍出更多流浪犬，因此在實施相關干預措施時，必須針對兩種類型犬隻同時
進行管理計畫，在詳細調查後以便擬定控制族群量方法，以及設定執行方案時間
表。
（三）飼主責任及 TNVR 計畫需同時進行
犬隻管理並非僅解決末端數量問題，流浪犬之源頭管理亦需同步進行，犬隻
數量除了以絕育方式控制外，犬隻管理並非僅解決末端數量問題，流浪犬之源頭
管理亦需同步進行，犬隻數量除了以絕育方式控制外，設置動物收容所及安置中
心，即便能控管其收容量，也只是減少收容動物的福利問題，就數量上來看，並
無法根本解決流浪犬問題，並且，因為收容所的擴建，可能會使飼主以為有更佳
的棄養場所，更容易產生棄養動機，與為了控制數量而將健康犬隻安樂死之實施
同樣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因而，建議將更大部分的建置收容所所耗費大量財力
及時間，轉移到實施源頭管理的方案，建議實施源頭管理方案，能將重點放在提
高飼主之責任意識來減少犬隻遺棄問題，並且尋求其它更有創意之替代管理方案，
與末端管理計畫同步進行。
但是根據三年期報告，在我國的實施經驗過程中，筆者發現順利實施 TNVR
方案，需要掌握的重要因素除上述重點外，尚可細緻地列舉為更多重點。以下謹
區分為政治及行政兩方面進行說明。
（一）TNVR（包括三合一政策及流浪犬 TNVR）受到甚麼樣的政治影響？
1.

地方議員與市長的支持是 TNVR 是否能順利啟動的開端
地方政府如欲推動 TNVR 政策，政治力的支持是推動的要素，尤
其是地方議員與市長的支持，是 TNVR 是否能順利啟動的開端。試點
計畫雖然納為林聰賢縣長動保政見之一，但在執行層面上，當地政府並
非發起單位，也未將其納入縣政府公開實施之政策中，是以在缺乏民間
支持及關注下，執行過程中常見相關單位承受來自民意代表及各區村里
長的諸多壓力。相較台南市政府公開表明執行 TNVR 政策，且呼籲各
區里長配合計畫執行，過程中台南市議員亦協助監督、推動行政流程之
改善及爭取動保經費來源，計劃之執行如虎添翼，宜蘭縣政府可借鏡台
南市政府經驗再予以擷長補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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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捕犬隊的建立是政策推動順利的促進劑
台南市推動 TNVR 初期採取由動物保護組織負責捕犬、結紮、回
放全程負責的工作，但因捕犬業務不易查核，所幸賴市長支持，嗣後
TNVR 捕犬業務回歸由政府負責，人道捕犬訓練與業務能夠更具效率。
因此，建議宜蘭縣捕犬業務應回歸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除了可提
昇動物保護業務之專業度，亦能增加 TNVR 執行之成效，包括協助捕
捉、運送、犬隻普查及教育宣導，政府或許也可以思考在爭取捕犬業務
回歸階段先與各地區清潔隊建立合作模式，可思考停止便利到府收狗服
務(棄養需親自送至中途之家，並繳交相關行政規費）、垃圾車吊掛宣
導紅布條、針對一般民眾或通報家戶發放動保宣導傳單，並告知結紮相
關訊息。

3.

捕犬前透過有經驗的承辦人先行溝通
當民眾或里長通報捕犬，動保處的優先作法乃先作溝通，除非有咬
人情事，才作移除，因此承辦人的經驗與溝通能力與捕犬結果有高度相
關。此法與精確捕捉制不同。

4.

與地方動保人士保持多元的合作方式
在宜蘭縣方面，由於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之承辦人及動物管制人員，
已具備主動與民眾溝通之協調能力，且願意與固定餵養人相互配合捕捉、
結紮及後續管理，原則上政府應擔負起上述相關工作任務，尤其是公權
力執法事項，但考量公務機關人力有限，因此在與公權力無涉之事項，
可培訓志工協助地區訪查、溝通協調、教育宣導、照護觀察及餵養捕捉
以提升執行成效。
在台南的經驗中，則可以明顯發現某些團體擅長捕犬，而未深耕與
在地志工的連繫；某些團體在地志工眾多，但在絕育回置的運送上顯然
力有未逮。目前台南 TNVR 政策僅有政府單位與動保團體分階段合作
執行，因此建議可以再區分出不同階段，針對不同動保團體合作，只要
能統一制度、利用表單控管流程，應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5.

加強與地方居民的溝通及教育
針對地方居民而言，積極溝通與教育是改變行為最好的途徑，動保
處應該透過日常溝通、舉辦講座、設立告示牌、開設學習課程等方式進
行動物行為的講解及流浪動物管理制度的宣導。此類宣導的目的是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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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犬衝突，而非生命教育，因此應針對現行法規、人犬衝突通報管道、
TNVR 政策原理、遇到犬隻時應注意事項等進行教育宣導。在末端管理
部分，建議同時教育民眾現階段採取之流浪犬族群控制辦法，提昇民眾
包容度及民眾通報結紮意識，並加強網路公告、政府及民間單位協助捕
捉絕育等相關資訊。
（二）TNVR（包括三合一政策及流浪犬 TNVR）最佳實務應當注意的事項
1.

執行 TNVR 階段
(1) 捕犬吹箭制度：目前「管制藥品管理條例」，僅有在合格獸醫師的
監督下，民間才能進行吹箭麻醉手術。但實際狀況下，在 TNVR
政策執行後捕犬需求增加，需要以吹箭捕抓的犬隻也不在少數，本
研究建議可考慮修改法令，使政府能吸納現行事實上已具備吹箭技
術，且長期支援民間團體捕犬業務的志工成為合法的捕犬人員，舒
緩動保處獸醫不足的情形，也可以對動物保護管制隊進行捕犬經驗
傳承。
(2) 手術補助費用分項：目前不論中央或地方的絕育經費，針對獸醫師
皆是補助絕育手術之費用，因此動物福利高度仰賴獸醫自我良心及
手術技術的要求，造成絕育經驗豐富的獸醫師勞心勞力，而有意協
助，但對絕育手術較無經驗的獸醫師裹足不前。然而動物絕育手術
後若有一至兩天的觀察期，便能大幅減少動物回置後因絕育手術而
產生的問題。因此建議嘗試分項補助手術費用與住院觀察費用，取
代提高絕育手術補助金額，或許能提高實行 TNVR 政策時獸醫師
的參與意願。
(3) 回置地點衛星座標化：台南地區由 103 年開始，捕犬執行人員與回
置執行人員分離，而衍生出無法精確掌握回置地點的問題，因為現
行「台南市流浪犬貓捕抓點交清單」上的捕抓地點欄僅紀錄：區、
里、路。因此當動保團體執行動物回置時無法將動物準確回置其原
生活圈，此舉會造成動物生存率下降及破壞 TNVR 利用動物地域
性達數量控制、疾病防疫的效果。因此建議後續捕抓回置之地點，
可以利用 APP 系統捕抓衛星座標加以記錄，回置人員也同意可以
用衛星座標導航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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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昇內外部流程一致性：宜蘭執行經驗中發現，關於哺乳母犬及動
物最低絕育年齡資訊並無統一，建議執行單位強化內部溝通、宣導
及訓練，包括承辦人員、捕捉及結紮人員等應答，簡化流程讓一般
民眾易於瞭解，並且制定內外部 TNVR 標準作業流程，以達到維
護行政程序之一致性，避免民眾因工作人員溝通及認知問題產生誤
解，降低執行成效。另外目前執行方法是由民眾或固定餵養人通報，
動物管制人員以巡邏或約定日期方式協助絕育，但為明確掌握各區
域族群現況，建議製作分區完成比例及進度表，用不同顏色代表地
區完成度及記載其它需要注意事項，以便分配捕捉優先順序及幫助
了解計畫執行概況，並且與合作單位定期討論須改善及增加的相關
項目，以便強化程序之一致性。
(5) 標準作業程序之動物福利評估：包括捕捉方法、絕育技術、觀察及
休養環境、動物疾病傳染、緊迫及其它風險、術後回置觀察，另建
議評估建立獨立絕育計畫空間之必要性，包括手術室、準備室及動
物恢復室，以減少疾病傳染、犬隻管理疏失問題。
(6) 管控人員使用捕捉器具及藥物：避免捕捉人員及協助餵養人不當使
用。建議由承辦人員確認使用藥物必要性，以控管單次藥物使用，
另內部在相關培訓後應建立規範將方法書面化，確保執行過程中動
物不因人員疏失導致受傷或死亡。
(7) 專業技術之提昇：為提昇行政流程作業一致性，建議可培訓獸醫、
捕捉人員之技術，以提昇個別動物之福利。此外，為強化執行機關
及動保團體於計畫內關於動物福利之交流，建議執行及補助單位參
與國際相關研討會及培訓課程(國際犬隻族群管理研討會、亞洲動
物高峰會、國際動物福利及照護研討會、全球獸醫師服務國際訓練
中心等)，增進對 TNVR 計畫動物福利之完整瞭解及技術提昇。
此外，為強化執行機關及動保團體於計畫內關於動物福利之交流，建議執行
及補助單位參與國際相關研討會及培訓課程(國際犬隻族群管理研討會、亞洲動
物高峰會、國際動物福利及照護研討會、全球獸醫師服務國際訓練中心等。
表 53

執行及補助 TNVR 單位可參與之國際相關研討會及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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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名稱

網站及資訊

研討會

國際犬隻族群管理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第1屆

dog population management)

https://secure.fera.defra.gov
.uk/dogs2012/index.cfm
第2屆
http://www.icam-coalition.
org/downloads/ICAM_Abst
ract_book.pdf

亞洲動物高峰會

http://www.asiaforanimals.

(Asia for animals conference)

com/

國際動物福利及照護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1.

on Animal Welfare and Care)

http://www.dogstrusti
nternational.com/icawc/
2.
https://www.waset.or
g/conference/2017/08/vanc
ouver/ICAWC

培訓

全球獸醫師服務國際訓練中心( Worldwide veterinary

http://www.wvsitc.org/

service international training centre)

聯盟

狗信託國際及專業培訓課程

http://www.dogstrustinterna

(Dog trust)

tional.com/training/

獸醫無國界

http://www.vetsbeyondbord

(Vets beyond borders)

ers.org/

國際同伴動物管理聯盟

http://www.icam-coalition.

(International companion animal management coalition)

org/

亞洲動物聯盟

http://www.asiaforanimals.

(Asia for animals coalition)

com/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另針對執行細節，可參考相關標準程序手冊，如流浪犬隻絕育標準作業程序
(Animal welfare board of india, 2009)、幫助改變的樣本-TNVR 指南(Dogs Trust and
Battersea Dogs and Cats Home, 2008)等，以增進對 TNVR 計畫動物福利之完整瞭
解及技術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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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建議犬隻絕育管理計畫之標準作業程序

問題分析
• 至少2名公部門人員建立工作小組及進行相關分析、討論及追蹤
• 擬定源頭管理相關政策需同時了解收容所動物來源(地區、繁殖場、寵物棄養、家犬、野犬、成幼、公母等)以及分析民眾通報犬隻之問題(幼犬出生、追咬、排泄物等)

人員培訓
• 至少2名人員負責培訓
• 工作人員需接受通報通溝技巧訓練、族群調查及家戶訪察訓練、捕捉(大型圍籬、誘捕籠、保定等)及運送、管理流程訓練
• 獸醫師及助理: 吹箭麻醉、手術流程(需注意發情及哺乳母犬手術方法不同)、籠舍管理、急救等訓練

空間設計
•
•
•
•

手術房(手術相關設備)
儲備室(飼料、狗碗、籠子、手術器材、布巾等)
籠舍(術前觀察及術後休養、需通風、遮蔽)
員工休息室及洗手間

調查、訪察及宣導
•
•
•
•

每組至少2人，依計畫分區建立組別及人數
目標: 家犬(放養、未放養)及野犬
族群調查(同時尋找餵養人)及家戶訪察
教育宣導: 告知絕育訊息並請民眾協助通報(亦可同時宣導未絕育、棄養、虐待動物相關罰責)

通報
同一單位至少2人接受通報
通報來源: 電話、信箱及google表單(網路需公開絕育及計畫相關資訊)
建立完整通報及預約捕捉結紮表格
棄養、動物虐待、問題犬隻(需告知相關處理流程)
絕育需求。
1. 詢問犬隻概況(家野犬-純種或米克斯、公母犬、成幼犬、動物健康-精神食慾大小便等)
2. 對方身分(飼主、餵養人或附近民眾)
3. 告知絕育訊息
4. 捕捉運送及絕育相關配合事項(包括術前空腹)
• 絕育標準建議: 幼犬需滿4個月、發情母犬可結紮(優先協助捕捉運送及手術)、懷孕母犬視情況或計畫認定、哺乳母犬需滿2個月
•
•
•
•
•

捕捉
•
•
•
•

每組至少2~3人，需接受相關訓練
大型圍籬、誘捕籠、吹箭麻醉(獸醫師及指導受訓者才可使用)、安眠藥
需設立使用方法及相關規範
捕捉前如有固定餵養人需聯絡相關配合事項(空腹、餵食地點等)

運送
• 如未捕捉僅協助運送，建議人數為2人
• 車輛需具足夠之運輸籠、如有傳染疾病犬隻需隔離，使用後需消毒
• 隨時注意犬隻狀況、需通風避免日曬或溫度過高熱衰竭情形，冬天需以布巾遮蔽避免失溫

術前觀察及空腹
• 至少1人協助確認
• 餵食清理、空腹(8~12小時，依計畫認定)及初步觀察，精神、食慾、大小便及其它生理症狀等
• 獸醫師進行術前觀察及結紮手術確認

絕育手術
•
•
•
•

至少1名獸醫2名助理
需建立針對放養家犬及流浪動物之手術流程方法及規範，包括絕育標記方式
1名獸醫師手術過程至少須有1名助理協助麻醉、理毛、綁縄、施打疫苗、捕麻醉、拿取手術物品、急救、術後拍照、手術表填寫等事宜
另需有一名助理協助術前及術後手術器械準備、清潔、環境整理、經費核銷及資料登錄等

術後休息、觀察
•
•
•
•
•
•
•

至少1人協助照顧觀察
術後放置籠舍時需注意動物頭部不可凹折到，避免術後嘔吐及窒息發生
需等到動物麻醉完全清醒，無搖晃情形才可給食。可先給水，半個小時如無嘔吐再給食物(可給消炎藥)
依獸醫師及動物回復情形，調整留院觀察時間及隔離之必要性
冬天需準備布巾或暖器設備避免失溫情發生
發情結紮犬隻需注意避免術後又交配情形發生
哺乳母犬亦需避免幼犬吸奶影響傷口癒合

回置運送
• 需在獸醫師進行術後觀察確認後帶回或回置原地，不可在麻醉尚未清醒時進行原放
• 如有餵養人，需事先告知回置時間及注意事項，並請協助犬隻後續觀察
• 每組至少2人，其它注意事項同上方「運送」

資料登錄及經費核銷
• 至少1人協助資料記錄及辦理文書相關事宜
• 包括照片上傳、線上寵物登記管理、填寫狂犬疫苗證明書等

觀察評估及監督管理
•
•
•
•
•
•

至少2人
原地觀察或電話詢問犬隻術後回復情形
建立分區完成比例及進度表
是否有新增加犬隻、動物虐待等情形發生
精確捕捉及管理(配套機制，包括安置中心、管理站等)
溝通協調及教育宣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翻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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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地犬隻管理階段
(1) 族群調查及家戶訪查的有效實施：原則上建議應針對放養家犬及流
浪犬進行全面普查，由原本被動接受通報案件，轉化為分區進行家
戶訪查，主動尋找未結紮犬隻、了解地區流浪犬之來源及問題、動
物福利現況、以及各地區之犬隻概況，包括總數量及各群體內犬隻
數量。此外，透過調查，也能增加對一般民眾進行溝通宣導的機會。
至於台南市，動保處雖有透過里長民政系統，進行在地犬隻數量統
計，但本研究實際詢問村里長時發現，里長有印象的不多，且皆表
示當時是以勸導家犬注射疫苗為主要任務，流浪犬多無統計或無法
統計。而動保處動物管制隊於執行捕抓業務時，同樣對在當地以巡
邏觀察方式，做狀況掌握。建議應該與村里長加強溝通，或另尋犬
隻數量掌控方式。
(2) 重點區域之配套措施：根據宜蘭縣的調查，發現實施計畫捕捉較多
犬隻進行絕育，多數來自近年發展觀光之區域，且多為外地遊客通
報，大部分因為觀感問題，少數是被犬隻追或攻擊而進行通報。建
議可在當地設置告示提醒民眾絕育控制計畫內容及避免人犬衝突
方法，同時加強棄養及相關法條之宣導。針對少數之問題犬隻，可
尋求當地餵養志工協助行為改善或移除安置，數量較多之問題犬隻，
建議可利用附近政府閒置土地，設置管理餵食區，以減少人犬衝突
問題。
(3) 針對特殊地點加設預防性警語：依據村里長的建議，應該於容易出
現人犬衝突的地點加設預防性標語。例如社區公園、菜市場、有植
批的空地等。以告示牌為例，以下兩種校園告示，成功大學的告示
便比臺南大學告示具有指導性，能預防可能的人犬衝突。而臺南大
學的告示僅對平日就會關心犬貓的民眾提出約束，對從不餵食流浪
動物的民眾則毫無教育意義，但這類民眾往往會是最不熟悉動物行
為，最可能發生人犬衝突的族群，因而預防性標語有其必要。

3.

回放後的追蹤
流浪犬回置後的情況並不清楚，部分流浪犬回放之後並未有後續志工
照顧的機制，因而與社區之間的關係以及動物後續的動物福利不易掌握，
未來的試點應否強化此項工作，又怎麼進行研究，應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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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建立 TNVR 與源頭管理之共用資源
(1) 現有表單應進行革新：目前台南 TNVR 政策附加於動保處傳統業
務之外，尚未進行統一表單及網站公開資訊之更新，因此會在官方
文件中觀察到公告項目立場衝突或疊床架屋之處，且 TNVR 政策
涉及民間團體、民間獸醫與動保處，過程中許多資料需要填寫與移
轉，建議可以對現有表單進行革新整理，本研究亦試做一套 TNVR
政策流程紀錄表單(該表單系統較為複雜，請見原報告)，望能提供
行政單位執行之參考。
(2) 引進電子化設備加速行政管理效率：如前所述，TNVR 政策涉及民
間團體、民間獸醫與動保處之合作，過程中許多資料填寫與移轉，
建議可以引進電子設備，例如停車管理員具書寫、輸出功能的 PDA。
同時也能參考交通警察的開單設備，將此 TNVR 電子設備整合源
頭晶片管理的查緝、開單功能，以電子化設備加強政府機關動物保
護的效能。

貳、與規劃台南市與宜蘭縣流浪犬政策相關之發現與建議
由於宜蘭縣民意調查為三年期的多年度調查，相較於台南市的一年度調查，
以宜蘭縣之數據做為觀察對象，能夠得到更細緻的分析。且在筆者對照之下，台
南市的數據與宜蘭縣一致，故以下以宜蘭縣民眾的調查作為分析的基礎。

一、近年來兩地民眾更偏好飼主責任政策選項
若以宜蘭民眾對政府各項政策的支持度來說，其偏好政策的強度依序為：1.
落實寵物晶片登記(86%->88%->89%)>2.處罰棄養(85%->86%->87%)>3.推動
TNVR 政策(74%->71%->72%) >4.增加寵物絕育(64%->72%->71%)。上述各項政
策的支持度，都已超過七成以上，落實飼主責任的手段甚至還接近九成。但是，
在推動結紮政策以及 TNVR 的支持度似乎開始持平，而反對 TNVR 的比例則稍
有增加，如果從宜蘭的民意趨向來看，上述四項政策都有共識，都應該推動，但
從分配資源的優先順序來說，似乎宜蘭民眾最近三年，更贊成政府將資源優先分
配到落實寵物晶片登記與處罰棄養的政策上，而 TNVR 與絕育的支持度，則與
前幾年持平。至於台南市的調查數據，與宜蘭縣大致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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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所試點之 TNVR 政策方案，乃同時包括流浪犬 TNVR 及半野放
犬三合一的 TNVR 實驗計畫，經前文數量調查可知，原則上可降低流浪犬數目，
且由於方案中的半野放犬三合一政策，具上述的「飼主責任精神」，更可提高民
眾支持度，因此建議政府可納入「流浪犬隻族群減量控制計畫」整體方案中持續
推動。

二、兩地「認養取代購買政策」初具成效，鄉村地區需持續加強宣導
調查發現，整體上，宜蘭市民眾的寵物來源，以他人贈予的比例最高，接近
四成；其次則為購買，比例為二成。至於城鄉差異上，「購買」或是「別人贈予」
的比例，都會地區都略高於鄉村地區；反之，「拾獲」與「自己來的」比例則是
鄉村地區略高於都會地區。若是從時序上進行比較，隨著時間的推進，宜蘭市民
眾的領養取代購買的觀念，已有改善，民眾「認養」與「拾獲」的比例提升，顯
示民眾的認養觀念有所進步，這其中，尤其以都會地區「購買」的比例明顯下降
5.5%（=26.9-21.4），鄉村地區則是與 104 年無太大差異，顯示認養取代購買的
觀念，整體上有了進步，但在都會地區的宣傳較具成效，鄉村地區仍需持續加強
宣導。

三、兩地寵物登記(植入晶片)政策具共識，可更強制執行政策
根據宜蘭縣民眾的調查，整體上，贊成為家裡的狗植入晶片的民眾有增加的
趨勢，而實際上，為家中犬隻植入晶片登記的比例也有逐年增高的趨勢，願意帶
家中的狗去植入晶片登記的比例，也不斷提高，因此，寵物植入晶片的政策已經
是民眾的共識，支持度還不斷提高。然而，根據調查，有養狗，且態度上也認同
應當植入晶片登記的「飼主」中，實際上卻未落實植入晶片、登記的比例接近三
成。相反地，有養狗，但態度上不認同應當植入晶片、登記的「飼主」中，實際
上卻有 13.6%的比例已幫飼養犬隻植入晶片、登記。因此，基於政策執行效率，
也基於公平性原則，這些態度上認同，但卻尚未落實將家犬植入晶片、登記的近
三成「飼主」，應該是政府政策措施首要針對的目標。至於政策落實的方法，或
可一改以往較傾向補助鼓勵性質的方案，改用公權力強制執行(處罰)的措施，例
如：訂定補助的落日條款，宣導政府即將開罰的訊息，開始增加公共場合的犬隻
晶片掃描稽查等等，相關措施再請政府審慎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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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觀察都會與鄉村的比較，在宜蘭縣家犬植入晶片辦理登記的比例，城鄉
差異不大，都會地區僅較鄉村地區高出 2.5%。並且，相較 104 年度城鄉差距有
8.4%，顯示植入晶片辦理登記觀念的宣傳已日見成效，鄉村地區的宣導有其效果。
至於飼主未為家犬植入晶片的原因，根據 105 年度的資料，鄉村地區持「沒時間
帶去」理由的飼主將近一成(9.7%)，相對其他理由略高。另外，家犬未植入晶片
的飼主，有略高比例傾向不願帶狗去植入晶片(47.3%)，而且存在著些微的城鄉
差異。相較之下，願意帶家犬植入晶片的比例，鄉村地區(44.3%)較都市地區
(39.8%)高出 4.5%。上述結果顯示，鄉村地區則可能得增加植入晶片的地點，減
少民眾的時間成本。
最後，如果從年齡來看，家犬有進行寵登的比例以 30 至 39 歲的受訪者為最
高，達到七成；反之，家犬未進行寵登的受訪者以 40 至 49 歲、60 歲以上與小
學以下教育程度者相對較多。顯示年輕與高教育程度的民眾多半已對寵登有一定
的認識與瞭解，未來應更加強年長與低教育程度民眾的寵登觀念宣導。

四、兩地處罰棄養可以採取更強力的執行手段
根據調查，宜蘭地區贊成處罰棄養者的民意，比例由 85%逐年上升到 86%
及 87%，其共識程度僅次於前項植入晶片的政策，宜蘭縣政府可以採取更積極的
手段處罰棄養，舉例來說，台北市政府結合檢舉獎金制度、街頭錄影監視器蒐證
以及增設網路即時動物棄養報案機制 APP 等等，都可以作為強化執行手段的參
考機制。

五、兩地實施絕育政策可以蘿蔔棒子並用
從執行的策略來說，由於調查顯示，宜蘭地區民眾贊成絕育的比例，由 64%
逐年上升到 72%及 71%，逐漸成為民眾的共識，另外，為家中犬隻絕育比例也
有逐年增高的趨勢，由 40.1%->43.5%-->51.3%，願意帶家中的狗去絕育的比例，
也由 19.7%->24.0%-->27.5%。另外，進一步觀察絕育的城鄉差異，可以發現城
鄉間的差距不大，無論是城市或鄉村的絕育比例皆約五成出頭，顯示絕育觀念的
宣導效果相仿。然而，由上述結果來看，顯示還有一半的民眾沒有帶狗去絕育，
或許是部分飼主對於絕育觀念不甚瞭解，因此絕育觀念的宣導仍有待加強，要再
繼續加強絕育宣導，然而，由於未絕育者仍佔半數，可能斷然採取強制措施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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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政策不順服，因此可以思考將公權力強制推動與補助方案相互搭配的方式
進行，相關措施再請宜蘭縣政府審慎考量。
至於絕育經費的來源，宜蘭地區三年來自費絕育的比例約有七成五，政府補
助則約一成，民間團體幫助則有 2%。鄉村地區與都會地區的家犬絕育自費比例
接近，這個結果顯示絕育宣導的成效在鄉村與都會地區接近，民眾普遍願意自費
來減少犬隻的繁殖，並未因鄉村與都會地區的資源差異而有不同，因此絕育不需
要特別針對城鄉進行差別對待。
至於家犬有進行絕育者的年齡分布，以 20 至 29 歲與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相
對較高，反之，40 至 49 歲的受訪者，未替家中犬隻進行絕育的比例約莫五成，
較其他受訪者來的高；此結果顯示年輕人與高教育程度者對於家犬的絕育觀念較
佳，未來應針對年長者加強宣導。
強制與補助方案應該如何搭配呢？更細緻地來說，可以針對家犬有植入晶片，
但沒有絕育部分，由於植入晶片登記需上傳到寵物登記管理資訊網，且包含飼主
姓名、聯絡方式，因此透過電訪就能夠得到訊息並提醒落實絕育或不絕育的申請，
或許是政府在落實飼主責任及數量管理時，透過追查最容易產生效果之處，可將
政策優先順序提前。至於對未植入晶片亦未絕育者，政府可透過獸醫師的提醒來
間接達致政策效果，但由於動保法對獸醫師落實該制度並未具強制力，因此建議
可透過獎勵的方式，對於落實植入晶片及絕育數較佳的獸醫院，給予獎勵，或可
間接達到管制數量的效果。

六、兩地流浪犬 TNVR 政策的推動必須克服民眾人身安全上的擔憂
三年調查顯示，宜蘭地區民眾贊成 TNVR 政策的比例，開始有持平的趨勢，
大約落在七成二到七成四之間（第一年的 74%第二年的 71%及第三年的 72%），
且值得注意的是，不贊成 TNVR 的受訪者所佔比率由第一年的 10.9%，提升至第
二年的 20.5%，以及第三年的 22.5%。且 2015 年以及 2016 年，不支持 TNVR 的
民眾在反對理由上，產生了劇烈的變動。以 2015 年來說，認為絕育「太殘忍不
人道」而反對 TNVR 的民眾大幅下滑(6.0%)，相對地，認為 TNVR「無法解決流
浪狗問題」者所佔比率則有提昇(58.4%)，並且，因為顧慮流浪狗對人身安全的
威脅而反對 TNVR 者所佔比率也增加至 22.6%。若持續觀察 2016 年的數字，情
況也與 2015 年類似，認為絕育「太殘忍不人道」而反對 TNVR 的民眾降至 8.1%，
TNVR「無法解決流浪狗問題」者所佔比率為 46.0%，並且，因為顧慮流浪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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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的威脅而反對 TNVR 者所佔比率更增加至 31.4%。由此可見，針對流浪
犬政策的制定，民眾似乎逐漸由愛護動物理念考量，轉向自利現實考量的趨勢，
其理由頗耐人尋味。如何加強宣導 TNVR 在控制流浪狗數量的效果，讓民眾能
夠接受尊重流浪動物生命價值的觀念並提出適當的配套措施，避免造成流浪犬成
為民眾在人身安全上的顧慮，應該是主管機關與研究團隊需要進一步思考的議題。
或許，適合 TNVR 放養區域的挑選，將大規模聚落之犬隻予以分散為小群，明
確指認並捕捉問題犬隻，另外加上友善動物行為的宣導，並告知民眾政府仍會持
續捕捉安全問題犬隻，可能可以減少此類擔憂。

七、提供誘因，結合獸醫與地方動檢員落實飼養半野放犬的飼主責任
103 年度的宜蘭地區調查發現，這些真正的半野放犬飼主，約占所有飼主的
3%-4%左右。而這些半野放犬是否就是目前流浪犬的形成主因，還需要進行母體
的回推估計，並搭配犬隻繁殖期、繁殖數量進行推估後，或許可以大略瞭解整體
流浪犬與半野放犬之間的關係，但目前研究尚無法有效推估相關比例。事實上晶
片、結紮、預防注射應為「三合一」政策，且具有法律強制性，因此當民眾帶狗
去辦理其中之一時，不論是獸醫院、各縣市動保機關、寵物登記站等第一線人員，
應主動要求民眾同時落實其他二項。此部分需要中央、地方政府主動積極協調相
關單位人員，賦予他們共同落實政策的責任或提供誘因。例如：請獸醫師公會協
助要求會員，或給予辦理最多寵物飼養登記數量的登記站獎勵等等，從源頭落實
犬隻減量。

八、寵物業與私人管理需多元方法齊用
政府不論是對業者或者對飼主，若無法落實全面的植入晶片登記，便無法有
效管理未絕育的純種犬繼續繁殖的數量。但如本調查針對宜蘭地區民眾所分析的
數字，純種犬的來源中，除了購買(37.3%)外，有更高的比例(45.6%)是來自於別
人贈與，可見得純種犬的來源當中，除了既有的寵物業者以外，有相當大程度的
來源，是來自於人際網絡當中的贈送行為。也與調查中顯示的另一個數據，即純
種犬絕育率較混種犬低，因而推測可能民眾有繁殖意圖。因此，從政策上來說，
一方面要求寵物繁殖業者落實晶片登記及告知義務外，如何能夠有效地管理私人
繁殖交換當中的黑數，是政府更重要的任務。或許提高檢舉獎金，鼓勵業者或者
民眾的檢舉，並加強晶片登記、絕育、疫苗注射三合一的取締，才能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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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限制及未來可努力方向
一、無法透過「真實驗」百分之百確認變項的因果關係
試點評估研究最大的困難，在於所欲評估的政策方案，無法採取科學實驗法，
在真空中，透過實驗組與對照組去實驗，蒐集資料後進行差異分析。在本研究當
中，無論是台南或者是宜蘭地區的 TNVR 措施實施過程中，吾人無法將其他政
策方案(如寵物繁殖業的查緝頻率、棄養取締的案件數等)設定為常數，因此，研
究並無法精確地推論，三年來所有的流浪動物數量變動，完全是受到兩地實施
TNVR 措施（包括三合一政策及流浪犬 TNVR）所影響。由於兩地在流浪動物減
量的所有其他行政措施上，隨著時間的變動，也都有投入不同比例的資源，更重
要的是，透過本調查發現，民眾對於政府各項措施的態度以及行為，有不小程度
的改變。舉例來說，民眾為家中犬隻植入晶片登記的比例，三年間有逐年增高的
趨勢，由 53.1%->57.2%-->57.9%，願意帶家中的狗去植入晶片登記的比例，也
由 36.8%->34.9%-->42.0% ； 民 眾 為 家 中 犬 隻 絕 育 比 例 三 年 間 由
40.1%->43.5%-->51.3% ， 願 意 帶 家 中 的 狗 去 絕 育 的 比 例 ， 也 由
19.7%->24.0%-->27.5%；家中犬隻的實際來源，是認養者，從第一年 13.7%升高
到第三年 19.7%，是拾獲者，從第一年 17.6%升高到第三年 20.7%。因此，流浪
動物數量的減少，應該視為政府所有方案共同投入及民眾行為改變所造成的結果。
但由於 TNVR 實驗方案是近年來較大的制度變革，其他行政措施變化不大，因
此，本研究的推論是，三年來的所有流浪動物數量降低，較大程度是受到兩地實
施 TNVR 措施（包括三合一政策及流浪犬 TNVR），以及民眾在三年過程中行
為模式有所改變而影響。
在犯罪行為研究中，最難做的效益評估，便是警力資源投入與其產出之間的
評估。警力的投入，如果透過感化或嚇阻，因而使民眾根本不產生犯罪行為，這
樣的投入最為有效，但因為民眾不產生犯罪行為，因而破案率也會同時降低，因
此如果單純觀察警力投入與破案率的關係，便有可能失準。同理，本研究當中，
若只觀察 TNVR 投入的行政資源與結果之間的關係，便有可能忽視了民眾自我
改善的行為與結果的關係。因此，這類研究困境如何克服，尚待後續研究者努力。

表 55

102-104 年宜蘭縣投入飼主責任措施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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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計仍無法有效區分流浪犬為半野放犬或流浪犬所繁衍
前文已經提及，過去調查發現，真正的半野放犬飼主，約占所有飼主的
3%-4%左右。而這些半野放犬是否就是目前流浪犬的形成主因，還需要進行母體
的回推估計，並搭配犬隻繁殖期、繁殖數量進行推估後，或許可以大略瞭解整體
流浪犬與半野放犬之間的關係，但若欲分析此一問題，必須能做到追蹤流浪犬及
半野放犬個體的位置及生活習性，目前研究受限於研究經費，與可投入的行政資

87

源與技術，尚無法有效推估相關比例，這也是本研究限制之一，未來研究者可針
對此一限制進行更深入研究。
然而，即便本研究無法確認流浪犬數目為半野放犬或者流浪犬所繁衍，但由
於 TNVR 措施（包括三合一政策及流浪犬 TNVR）在本研究中初步推論認為，
對於減少流浪犬數目有其效果。因而，結合家犬三合一及流浪犬 TNVR 的 TNVR
措施，可持續推動。

三、只能以替代指標進行動物福利評估
也因為本研究受限於研究經費與可投入的行政資源與技術，無法做到追蹤流
浪犬及半野放犬個體的位置及生活習性，並沒有辦法掌握每一個流浪犬個體，進
行長時間的動物福利治標的評估，目前僅能就抽血、蒐集肛門分泌物等方法，觀
察流浪犬是否有感染相關疾病，以此做為動物福利指標，來推論其他流浪犬的動
物福利狀況。對於流浪犬的動物福利指標與觀察項目，國際同伴動物管理聯盟
(international companion animal management coalition)曾經在 2015 年出版「監督與
評估犬隻數量管理介入方法的指引」(A Guide to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Dog
Population Management Interventions)其中明確說明了流浪犬管理過程中需要注
意到的動物福利指標，這些指標可供未來後續研究者進行參考。

四、未來應加強飼主責任政策措施的政治及行政可行性研究
本研究對於 TNVR 政策措施的效果、民意態度以及利害相關人及行政措施
都進行了深入的調查，也透過問卷，旁及了解到飼主責任政策措施的民意態度。
然而，政府對於民意有高達九成贊同程度的飼主責任政策措施，卻缺乏利害相關
人以及行政措施的調查，據悉，目前某些地方政府已經大力推動飼主責任的行政
措施，例如：新北市政府動保處大舉查緝違法寵物業者；台北市政府與台中市政
府動保處都積極推動公權力執法的委外措施；台北市政府動保處推動將戶政系統
與寵物管理系統相互勾稽，便於管理寵物登記資訊。凡此種種，均是落實飼主責
任的方案，但尚缺乏細緻地記錄與分析，未來應強化此等研究，俾利其他地方政
府產生政策學習的效果，進一步降低流浪犬的數目。

五、因地制宜推動包括流浪動物 TNVR 政策的「犬隻族群控制計畫」
由本民意調查的數據研究看來，雖然飼主責任(植入晶片、處罰棄養)，絕育
與 TNVR 等方案，都有高於七成的接受度，因此，希望將政府行政資源「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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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移」到某一種政策措施，而忽視另外一種措施，從政治可行性來看，恐遭受另
一方的民意反對，並不切實際。此外，根據前文所述，從數量調查上來看，流浪
犬數量之所以降低，主要應該是來自於 TNVR 措施的實施，但也不能夠排除宣
導教育的成功，以及政府強制力介入的效果，因為實際試點研究，無法設計成真
實驗設計，也因此無法將流浪犬數目減少的原因歸於單一因素，並進一步將政府
行政資源「完全挪移」到某一種政策措施。
然而，從目前宜蘭的經驗來看，我們可以做出以下推論，在政府逐步落實飼
主責任做法，加上台灣民眾動保觀念已逐漸提升的狀況下，如果投入更多資源進
行 TNVR 政策，則流浪犬數目的確可以逐漸減少。
因此，目前最佳的方案，應該還是要增加中央及地方的行政資源，採取全面
性的作法，推動包括流浪動物 TNVR 政策在內的「犬隻族群控制計畫」，多管
齊下推動流浪動物減量政策。在政策措施選定的過程當中，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據
本研究所列出的政治及行政注意事項，每個區域可以視其不同的條件，選擇更適
合自己地區的政策措施，以達事半功倍之效。因此，推動不同流浪犬減量政策方
案的動物保護團體，在既有的資源之下，各自努力精緻化方案，使各種政策措施
在既有成本限制下，能夠發揮最大效益，各方力量加總，便能產生正面的效果。

六、保持開放與彈性的「循證政策」過程
社會科學研究的決策，較難對照醫學或者自然科學，完全或直接透過證據
來進行政策決定，而社會科學的試點研究，相較於一般的循證政策方法，它既不
屬於演繹型的策略規劃工具、也不是歸納型的點檢表工具或利害相關人分析，更
不屬於方法設計的範疇。反過頭來，它的精神是特殊、個別政策創新方案的試驗，
因此，雖然它是循證政策的一部分，但從分析方法上來看，相較於其他幾類已發
展得非常嚴謹的研究工具來說，「政策試點」仍然顯得較為粗糙，因此，即便蒐
集了相關的資料，政府只能夠參考這些既有的資料，妥善考量其他因素之後，做
出最好的政策判斷，從精神上來說，政府必須以「證據影響」
（evidence-influenced）
、
「證據感知」（evidence-aware）的概念來制定政策，而不必然需堅持決策須全
然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

89

參考書目
Cook, T. D., & Campbell, D. T. (1979). Quasi-experimentation: Design and analysis
issues for field settings. Chicago: Rand McNally.
Davies, H. T. O., Nutley, S. M., & Smith, P. C. (1999). What works? The role of
evidence in public sector policy and practice. Public Money & Management,
19(1), 3-5.
Erridge, A. (2007). Public procurement, public value and the Northern Ireland
unemployment pilot project. Public Administration, 85(4), 1023-1043.
Fielding, W. J. (2010). Dog breeding in New Providence, The Bahamas,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the roaming dog population II: The fate of puppies. Journal
of Applied Animal Welfare Science, 13(4), 300-313.
Gilber, N., & Terrell, P. (2013). Dimensions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8th Ed.). Boston:
Pearson.
Head, B. W. (2008). Three lenses of evidence-based poli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67(1), 1-11.
Jowell, R. (2003). Trying it out. The role of pilots in policy-making: Report of a
review of Government pilots. London: Cabinet Office.
Lattimer, C. (2013). UNICEF India Country Office guidelines of piloting and
scaling up of innovations and good practices. New Delhi, India: Th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Lepczyk, C. A., Dauphin´e, N., Bird, D. M., Conant, S., Cooper, R. J., Duffy, D. C.,
Hatley, P. J., Marra, P. J., Stone, E., & Temple, S. A. (2010). What conservation
biologists can do to counter trap-neuter-return response to Longcore et al.
Conservation Biology, 24(2), 627-629.
Levy, J. K., Isaza, N. M., & Scott, K. C. (2014). Effect of high-impact targeted
trap-neuter-return and adoption of community cats on cat intake to a shelter. The
Veterinary Journal, 201(3), 269-274.
Lohr, C. A., Cox, L. J., & Lepczyk, C. A. (2013). Costs and benefits of
90

trap-neuter-release and euthanasia for removal of urban cats in Oahu, Hawaii.
Conservation Biology, 27(1), 64-73.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 Tropical Medicine (LSHTM). (2013). Policy pilot and
evaluation. Retrieved July 4, 2015, from
http://history.lshtm.ac.uk/files/2014/02/Policy-Pilots-report-final-version-2.pdf.
Longcore T., Rich C., & Sullivan L. M. (2009). Critical assessment of claims
regarding management of feral cats by trap-neuter-return. Conservation Biology,
23(4), 887-894.
Loyd, K. A., & Miller, C. A. (2010). Factors related to preferences for
trap-neuter-release management of feral cats among Illinois homeowners.
Journal of Wildlife Management, 74(1), 160-165.
Marsh, P. (2010). Replacing myth with math: Using evidence-based programs to
eradicate shelter overpopulation. New Hampshire: Town and Country
Reprographics, Inc.
Partners for Health Reform plus (PHRplus). (2004). The role of pilots programs:
Approaches to health system strengthening. Bethesda, MD: Abt Associates Inc.
Sanderson, I. (2002). Evaluation, policy learning and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80(1), 1-22.
Schmidt, P. M., Swannack, T. M., Lopez, R. R., & Slater, M. R. (2009). Evaluation of
euthanasia and trap–neuter–return (TNR) programs in managing free-roaming
cat populations. Wildlife Research, 36, 117-125
Sharon, L. P. (2008, MAY 07). Feral cats Trap, neuter and release. USA Today, Life,
Pg. 07d.
Smith, K. B. (1999). Clean thoughts and dirty minds: The politics of porn.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7(4), 723-734.
Sutcliffe, S., & Court, J. (2006). Toolkit for Progressive Policyma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Wallace J. L. & Levy J. K. (2006).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eral cats admitted to
seven trap-neuter-return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Feline
91

Medicine and Surgery, 8(4), 279-284.
林金立（2006）
。老人居家服務方案之評估研究──以雲林縣為例。國立中正大學
研究所碩士，未出版，嘉義縣。
張聰明（1994）。論試辦方案之評估。經社法制論叢，14，329-354。
陳俊明（2008）。循證型的廉政政策研究：台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公共行
政學報，29，133-152。
陳敦源、呂佳瑩（2009）
。循證公共行政下的文官調查：台灣經驗的觀點、方法、
與實務意義。公共行政學報，31，187-225。
湯宜之（2011）。臺北市三所大學流浪犬捕捉—絕育—回置管理策略之探討。臺
北市立教育大學環境教育與資源研究所環境教育組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
台北市。
黃志忠、曾蕙瑜（譯）
（2012）
。社會福利政策（Neil Gilbert & Terrell Paul 原著）。
臺北市：臺灣培生教育、雙葉書廊。
蔡宏明（譯）（2007）。真相、傳言與胡扯：循證管理──以事實證據為基礎的管
理──讓你獲益無窮（Jeffrey Pfeffer & Robert I. Sutton 原著）
。臺北市：梅霖
文化。
鄭國泰（2008）
。證據為基礎的政策研究──理論與實務分析。臺北市：唐山出版
社。
鄭淑惠、潘惠玲（2013）。全國性試辦方案實施之過程與成果評鑑：以中小學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為例。中等教育，64（2），78-97。
謝俊義（2015）。地方與都市治理的政策與管理：循證基礎觀點。臺北市：五南
出版社。
林育安（2014）。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民意溝通及家犬、流浪犬調
查。國立宜蘭大學，未出版。
林育安（2015）。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民意溝通及家犬、流浪犬調
查。國立宜蘭大學，未出版。
林育安（2016）。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民意溝通及家犬、流浪犬調
查。國立宜蘭大學，未出版。
吳宗憲、陳品旻（2014）。台南市流浪犬絕育回置(TNVR)制度變遷及績效評估。
國立台南大學，未出版。
92

吳宗憲（2015）。加強動物保護行政效能(台南地區)民意調查報告書。政治大學
選舉研究中心，未出版。(本案由臺南大學承辦，但實際由政大鄭夙芬老師
執行)
吳宗憲、陳靜芳（2016）。宜蘭縣流浪犬貓絕育回置(TNVR)標準作業程序評估
報告。國立台南大學，未出版。
鄭夙芬（2014）。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民意態度調查。政治大學選
舉研究中心，未出版。
鄭夙芬（2015）。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民意態度調查。政治大學選
舉研究中心，未出版。
鄭夙芬（2016）。宜蘭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民意態度調查。政治大學選
舉研究中心，未出版。
簡基憲（2014）。台南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103 年度。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未出版。
簡基憲（2015）。台南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104 年度。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未出版。
簡基憲（2016）。台南地區流浪犬 TNVR 效益評估-105 年度。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未出版。
鄭夙芬、林育安、吳宗憲、簡基憲（2014）。宜蘭及台南地區以 TNVR 處理流
浪犬效益之評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科技計畫（編號：103 農科-6.3.1牧-U1），未出版。（本書面資料為 103 年度各研究單位整合版）
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2012）。流浪狗“捕捉、絕育、放回”試驗計劃，2016 年 5
月 11 日，取自：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record=b1147297。
教育部（2016 年 3 月 16 日）
。青年有夢‧偏鄉創業 ─ 「梨」想家園成果發表記
者會。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16 年 5 月 11 日，取自：
http://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E78887F1
08B43780。
陳麗妤（2012 年 10 月 10 日）
。身障家庭托顧即起三處試點服務受理申請。金門
日報社，2016 年 5 月 11 日，取自：
http://web.kinmen.gov.tw/Layout/main_ch/News_NewsContent.aspx?NewsID=1
02329&path=&LanguageType=1。
93

楊小敏（2013 年 1 月 17 日）
。要高雄試點 陳菊：先鬆綁金融法規。台灣大紀元，
2016 年 5 月 11 日，取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13/1/16/n3778443.htm。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16）。104 年獎勵地方政府強化食品安全管理方
案試辦計畫，2016 年 5 月 11 日，取自：
http://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mID=19&id=46559&chk=cce97
172-7eef-424c-9a2d-83936df434f1。
蕭士塔（2015a 年 3 月 14 日）
。撤 TNR 試點 台南體育公園移除浪犬。台灣動物
新聞網，2016 年 5 月 11 日，取自：http://www.tanews.org.tw/info/7244。
蕭士塔（2015b 年 5 月 7 日）
。里長伯嗆聲 南市 TNR 遇阻力。台灣動物新聞網，
2016 年 5 月 11 日，取自：http://www.tanews.org.tw/info/7725。
總統府（2014）。總統與動物保護團體座談， 2016 年 6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1585。
張英陣（2011）
。以證據為基礎的方案管理：邏輯模式。研習論壇月刊，132，11-20。

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