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動物保護研究博碩士論文獎 

 

 

論文題目： 

工作犬計畫執行成效及關鍵因素分析 

─以 A 市為例 

Effectiveness and Crucial Affecting Factors 

Analysis for Working Dogs Program 

Execution in City A 

 

 

 

 

  

論文編號：            

 

 



 

 1 

摘要 

2017 年零撲殺政策在未考量國內現況下貿然實施，造成收容所過度擁擠、收

容品質驟降。為舒緩收容壓力及兼顧動物權益，中央政府積極提倡多元認養政策作

為地方施政重點。然而認養行為涉及民眾觀念、意願及資源，似難在短期內提升成

效，加上家戶飼養能量似瀕臨飽和，未來發展成疑。A 市以「工作犬計畫」作為推

動民眾認養流浪犬之策略方案，短期內認養率升幅最高，率先達成零撲殺目標，故

本研究以此個案，藉「由下而上」政策執行分析途徑，透過文獻分析、深度訪談、

參與觀察、問卷調查及焦點團體訪談等研究方法，了解工作犬計畫之實際執行情形、

工作犬個人家戶認養率及送養品質等成效，並剖析影響之關鍵因素，供各縣市參考，

以及提供政策實務者相關建議與未來研究思考方向。 

關鍵字：政策執行、由下而上途徑、流浪犬認養、工作犬、動物福利 

Conducted in 2017 without regar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ban on stray animal 

euthanasia has resulted in overpopulation and low living quality in animal shelters. To 

tackle these problems and protect animal right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been 

advocating multiple promotions of animal adoption as a trend to local policy 

developments. Nevertheless, it seems to be arduous for the local policies to be promptly 

efficient since animal adoption requires sufficient awareness, willingness, and resources 

from the public and with the limit of pet-raising affordability and already high household 

pet-raising rate. City A features in its promotion strategy – the Working Dog Programme, 

has performed the best among all regions in terms of adoption-rate boosting and zero-

euthanasia maintenance. As a result, the study takes it as a case, analyzes it with the 

Bottom-up Approaches and various methods (literature analyses, in-depth interviews, 

observ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focus groups) to examine its implementation 

processes, the actual share of the personal adoption rate, the follow-up status of the 

adopted working dogs, and the key factors to the above-mentioned achievements. It also 

proposes several suggestions and brings forward the direc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to 

related policy practitioners. 

Key words: Policy Implement, Bottom-up Approaches, Stray-dogs Adoption, 

Working Dogs, Animal Welfare  



 

 2 

壹、導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近年投入大量資源協助地方政府朝向流

浪動物源頭減量、多元管道認養及收容所管理專業化三大方向執行，期能降低公立

收容所超收壓力並提升動物福利。依該會動物保護資訊網提供之數據，顯示零撲殺

政策通過之初，2014 年底全臺平均認養率（含犬貓）僅 58%，短短 2 年內至 2016

年底平均認養率已提升至 74.86%。惟對照過去經驗，國內認養率一直不高，許多

學者指出認養行為涉及民眾觀念、意願、資源及責任，且多數公立收容所位置不易

抵達、人力配置不足、收容環境不佳致犬貓狀態過差難以吸引認養，真有可能短期

內大幅提升認養率嗎？甚至有說法認為該會網站上的認養數據只是「帳面數字魔

術」，或縣市政府利用大量認養將收容壓力（或所內死亡率）轉嫁至民間收容所的

結果。 

為解開認養率大幅提升之謎，筆者檢視各縣市資料，發現 A 市短期內認養率

升幅最高，率先於 2015 年達成收容所零撲殺，其市長更將認養率迅速達到 7 成以

上的亮麗成效歸功於該市「工作犬計畫」，該計畫其後亦受到農委會肯定，被納入

推動認養的策略之一，故本研究以 A 市工作犬計畫為個案，探討其目標內涵、實

際執行成效及影響關鍵因素。相較一般犬隻，「工作犬」為何能在國內認養風氣尚

未成形的一片困境中殺出重圍？該計畫在哪些條件下，確實有助於各收容所效法

提升認養率？除了量化績效，工作犬送養後，實際飼養情形是否符合動物福利且有

助改善整體問題癥結，亦是政策推動者必須重視的面向。動物保護實務學者黃宗潔

（2017）即指出：「『認養工作犬送白鐵鍊』的組合當然絕不等於虐待……但畢竟還

是複製了傳統豢養與利用動物的模式，較難開展出不同思維與教育方向。『狗送出

去之後呢？』這個問題，以目前狀況來說，似乎成為收容所難有餘力可兼顧的失落

的環節。但這失落的一環，卻可能是流浪犬問題總是在複製迴圈的重要關鍵。」 

為呈現此個案最真實完整的樣貌，筆者透過參與觀察法實際貼近「工作犬計畫」

執行現場、問卷調查法蒐集數千筆民眾反饋，以及深度訪談法與焦點座談法，了解

多元政策利害關係人的觀點，歸納研究過程所發現之事實、重要現象及問題，試想

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以及此議題可深入反思的方向，回應上述關鍵提問。 

貳、文獻檢閱 

一、 國內相關研究成果 

本研究以動物保護為關鍵字，搜尋華藝線上圖書館及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

值系統，包含哲學類、教育類、設計類、文學類、獸醫學類等文章總數約有 80 篇，

文獻豐富且相當多元，惟與本研究有關之政策類及流浪犬現況相關文獻僅約 3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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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流浪犬、流浪動物、收容所為關鍵字，國內研究政策類有關之期刊或學位論文

僅約 20 篇左右，有關流浪犬認養政策的研究不多，且多以宏觀性角度探討總體政

策層次問題，較少針對單一地區之政策個案分析。 

另經檢視，多數論文分析聚焦於「問題形成─規劃─合法化」階段，而有關「執

行─評估」階段之研究，則多探討高階政策層次之議題，亦有相當篇數以私部門協

力者為主體，探討公私協力關係及互動模式，惟極少就單一計畫層次，分析執行成

效及整體關鍵影響因素，亦未曾有任何文獻就收容所犬隻送養後的民眾飼養情形

進行整體性評估，引導政策實務發展改善。故本研究選擇官方數據成效最佳的 A

市為個案，以「工作犬計畫」為主題，剖析其執行成效及關鍵影響因素，補足目前

學術領域欠缺之政策執行分析實務，期待作為其他縣市推動認養政策之經驗參考。 

二、 政策執行理論與由下而上分析途徑 

自 1973 年 Pressman and Wildavsky《執行：華盛頓的偉大期望如何在奧克蘭破

碎》一書開始，學術及實務界才真正認知到一項政策的成功與否，固然與其問題認

定或政策規劃有相當程度關係，但更關鍵是政策執行過程是否產生問題，顯見政策

執行對政策成敗有決定性的影響。政策執行研究歷經不同的階段，研究重心有所不

同，Sabatier(1983)將其歸納為「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整合」等三種研究途徑，

因應不同性質的政策，可以使用不同的模式予以說明和解釋。 

本研究選擇以「由下而上」的研究途徑分析個案之政策執行過程及成效。此途

徑認為政治與行政不可二分，政策制定與執行是同步互動的關係 (Barrett and Fudge, 

1981)，執行作為政策形成過程的重要階段，不以完成正式（官方）目標為焦點，

而是執行者彼此間相互妥協的產物，故此途徑將執行過程中公私部門的行動與互

動視為一個執行結構，重視不同行動者策略性的互動，將多元觀點及選擇納入政策

過程研究焦點，並期待發現政策執行的非預期結果及影響，確保政策執行研究的全

觀性  (Mjem and Hull, 1982)。此途徑傾向使用後實證主義的角度檢視政策

(DeLeon,1999)，由於擅長處理涉及多元計畫而沒有主導機關的複雜政策情境，故

適用於分析具地方特色、需授與基層官僚自主權或賦予政策標的對象自主活動空

間、強調地方自主性之事務，以自我管制性政策與分配政策為代表政策類型。 

在本個案中，「推廣多元認養」雖然是農委會特別強調的政策方向之一，但基

於地方自治，未有統一律定的流浪犬管理方針及目標，其實際規劃主體為各地方政

府執行單位，且各區域執行政策的脈絡具地方性質差異，故本研究以此途徑作為個

案分析之方法，執行評估角度則參考 Vedung(2013)提出的 6 種模式中的確切性模

型(Relevance Model)及利害關係人模型(Stakeholder Model)，亦即跳脫對「政府所定

的預期目標」的執著，判斷標準在於是否「根本解決問題」，並將問題定義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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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提升動物福利」，以「減少整體流浪犬數量、提升認養率及確保送養品質」作為

評估標準，透過政策影響評估了解政策執行的實際效果，並以 Guba and Lincoln 

(1989)回應性評估的角度，盡可能納入多元利害關係人的價值觀點，以質化研究及

量化研究並重、交互資料彙整的研究方法，探悉問題核心、拓寬價值向度及鑽研深

度內涵。 

三、 政策執行影響因素 

承上述，一項政策成敗與否雖與問題認定或方案規劃有關，但更關鍵的是政策

執行過程及相關影響因素，故有許多學者提出不同的解釋觀點（T.B Smith, 1973；

Van Meter and Van Horn, 1975；吳定，2002；林與張，2006；Gerston, 2010，整理如

表 1）。本研究除了採由下而上政策分析途徑，更將分析重點置於政策環境的在地

特色、政策行動者的意向及資源、政策方案設計（含工作犬計畫內容、認養推廣措

施、認養制度流程及認養配套措施）、政策對象（需求及觀念）等影響因素。 

表 1 影響政策執行因素相關文獻整理對照表 

 環
境 

政
策
制
定
者 

執
行
者
能
力 

執
行
者
意
向 

資
源 

組
織
間
溝
通 

政
策
方
案 

政
策
對
象 

政
策
問
題 

T.B Smith(1973) V  V    V V  

Meter and Horn 

(1975) 
V  V V V V V   

吳定（2002） V V V V V  V V V 

林與張（2006） V V V V  V V V  

Gerston (2010)  V V  V V  V  

資料來源：整理自 Smith (1973)；Meter and Horn (1975)；吳定 (2002)；林與張（2006）；Gerston 

(2010) 

參、研究設計 

一、 研究問題 

為評估近年 A 市流浪犬認養率大幅提升，究竟如抨擊者所稱只是帳面數字，

或確實媒合個人家戶認養且有助於改善犬隻動物福利，本文研究問題界定如下： 

(一) A 市工作犬計畫之內涵為何？預期目標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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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 市工作犬的認養率如何？工作犬的送養品質如何？工作犬再認養率及再認

養意願如何？ 

(三) A 市民眾認養工作犬的動機及需求為何？影響工作犬被認養的因素為何？工

作犬與飼主之關係為何？其他影響工作犬認養成效的關鍵因素為何？ 

二、 研究流程與研究方法 

 

圖 1 本文研究流程與研究方法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首先檢閱與「流浪犬問題」、「流浪犬管理政策」及「認養政策」等關鍵

字有關之國內網路資料（含官方網站政策宣導、相關法規、實施計畫、統計資料及

新聞等），了解政策形成、個案相關背景及政策問題後，確立初步研究動機目的及

研究問題；後有賴動保處提供機會，本研究結合該處「106 年流浪犬貓後續追蹤工

作計畫」（以下簡稱追蹤工作計畫，含電話訪查及現地訪視）一併執行，筆者得以

實際參與 A 市認養政策後端追蹤作業，結合國內外寵物犬飼養、流浪犬管理、認

養主題相關期刊、學術著作（論文）、專書及網路資訊等文獻檢閱結果，釐清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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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認養政策之目標、設計概念、執行影響因素及成效分析等要素後，設計具可行性

之研究架構，並依雙方需求擬定電話訪查（以下簡稱電訪）問卷題目及現地訪視之

訪談題綱。 

其後，筆者在 2017 年 5 月至 10 月間，透過自行招募之志工隊（15 位），一面

進行電訪，一面從電訪資料登錄過程及志工即時反映之問題中，分析相關線索，篩

選出具有鑑別性之個案進行現地訪視（含第一階段深度訪談及飼養環境實地觀察），

藉此深入了解認養人的飼養觀念、需求、飼養方式及收容所服務流程等概況，與對

動物福利之影響。於 10 月底完成 5,000 餘筆電訪及 40 筆現地訪視後，筆者從中歸

納工作犬計畫實際內涵、執行成效及關鍵影響因素等分析要點，擬定討論主題，於

11 月至 12 月間，邀集志工隊主要成員（7 位）進行焦點團體訪談，蒐集電訪過程

中其他相關發現及建議，與本案量化統計成果、國內外其他認養方案比較、期刊論

文及相關新聞等資料一併彙整後，擬定訪談題綱，再與動保處進行第二階段深度訪

談，了解整體工作犬計畫之目的、政策設計、執行阻礙、自我評估成效等，最後彙

整分析所有量化資料與質化資料，以實務角度提出具可行性之政策建議，作為其他

縣市及該處運用工作犬計畫之參考。 

三、 研究範圍 

公共政策之研究範圍及分析面向，依所欲探討的議題特性，主要可分為位階性、

階段性及權責劃分等探討層次。位階性係指從政策目標宣示到特定行動方法之次

序，由上至下、概括至具體分別為：為達政策願景提出的政策（戰略）、為達政策

目標擬定的計畫（戰術）、為達成計畫目的設計的實施方案（戰技）；階段性係指將

公共政策依順序模式，分為問題形成、規劃、合法化、執行與評估等五階段；權責

劃分則涉及國家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組織權限及結構設計。 

本研究範圍旨在探討 A 市動保處業務單位作為地方政府政策規劃兼執行者，

在 2014 年至 2016 年間，為達成「零撲殺」願景及推廣認養政策之目標，所擬定並

執行之「工作犬計畫」內涵、執行過程及成效評估，並以個人家戶認養者作為追蹤

分析認養成效之主體；惟考量工作犬計畫僅整體認養政策「推廣認養─提升流浪犬

價值」方案之一，其認養配套措施及後續追蹤管理並未完全獨立設計，故送養品質

之討論將涉及整體認養政策後端管理範圍。 

四、 研究架構與資料蒐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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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文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以質化研究為主、量化研究為輔，並未額外設計量化研究架構，整

體研究架構之分析標的，依文獻檢閱結果設計，包括為解決政策核心問題（提

升動物福利）所設定之政策目標（分為流浪犬政策前後端管理）、政策成效指

標（認養率及送養品質）以及兩者之間的執行影響因素（環境脈絡、政策標的

對象、政策執行者及政策方案）。 

(一) 量化研究資料 

本研究配合動保處執行追蹤工作計畫（以個人家戶認養追蹤為主），取得

2014 年至 2016 年實際從動保處 a 收容所及 b 收容所兩處認養犬貓之民眾資

料，訪問對象幾乎為整個母體，故未另作抽樣。量化問卷內容主要以蒐集犬隻

飼養實況等敘述統計資料為目的，所得名目尺度及順序尺度之資料，作為質化

資料之補充，部分項目輔以類別資料卡方檢定，驗證質化資料可能之推論，或

提供質化研究思考方向。 

另為符合本研究主題，考量部分認養切結書所記錄之陪伴犬，經電訪飼主

確認該犬事實上為工作犬所用，為掌握所有實際工作犬飼養情形及特殊性，故

以受訪飼主所回復之認養目的為分類，分析實際工作犬及實際陪伴犬相關數據，

以取得較全觀之比較結果，並配合追蹤工作計畫及研究目的，僅就個人家戶認

養之資料分析（排除機構或個人中途之家等大量認養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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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化研究資料 

本研究將訪談內容繕打成逐字稿，經閱讀與理解後，針對語句拆解歸納後

定義主題概念，找出其意義集合，透過多元對象訪談結果交叉比對、現地訪視

觀察結果，以及其他不同資料來源，驗證資料正確性及內容效度。 

1. 政策標的對象：認養民眾 

表 2 現地訪視飼養犬隻類型及受訪代號 

類型 代號 訪問數 

陪伴犬 A1-10 10 

（表示僅接受電訪） W 1 

工廠守衛犬 B1-7 7 

魚塭守衛犬 C1-4 4 

禽類畜牧守衛犬 D1,3-5,9,12 6 

畜類畜牧守衛犬 D2,6-8,10-11 6 

農場守衛犬 E1-4 4 

醫療守衛犬 F1-2 2 

果園防疫犬 G 1 

總計   41 處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雖以工作犬為研究標的，仍將陪伴犬飼主納入現地訪視對象，係

為比較不同飼養目的實際飼養情形之差異，故在進行電訪追蹤工作時，同步

從電訪紀錄中，以配額抽樣兼目的抽樣方式，自不同類型工作犬飼主及陪伴

犬飼主，選取 41筆資料（其中有 1筆飼主係事後改口表示僅願意接受電訪，

撰寫為本研究備忘錄），分 4批進行家訪；採混合式抽樣法係為確保從不同類

型犬隻飼主中獲得充分資料相互比較，故以電訪紀錄之「認養犬隻類型」為

控制特徵，從訪問總數分配不同類型犬隻配額後，先以方便抽樣對該犬隻類

型之飼主初步探索，有相當了解後，再透過不同判斷標準及研究需求，依剩

餘配額數以目的抽樣法篩選須進一步受訪之對象，透過訪談及現場實地觀察，

拼湊各類型飼主全貌。各次抽樣標準如下： 

(1) 第一次：純粹挑選認養犬隻類型（工作犬或陪伴犬），探索兩者飼養差別。 

(2) 第二次：經電訪發現有許多特殊認養情形（例如飼主主動帶犬隻免費絕育

被歸類為工作犬、分類為工作犬但回答陪伴犬等），故針對此類飼主深入

了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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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次：為獲得廣泛資訊，選取電訪態度較良好、可提供較豐富資訊之工

作犬飼主受訪者或飼養情形判定較差之工作犬飼主受訪者進一步訪問。 

(4) 第四次：針對不同類型工作犬飼主，依剩餘配額平均挑選，蒐集其他全觀

性細節。 

此外，為在訪談過程判別飼主與犬隻的關係，本研究引用 Hal Herzo（轉

引自黃宗潔，2017）的觀點作為判斷基礎，該學者認為語言可以影響道德距

離，幫助我們創造對現實的看法。本研究假定受訪飼主談論飼養犬隻或有關

動物時所使用的詞語，得以顯示飼主對指稱動物的心理分類，有助於研究者

分析訪談裡的質化意涵。 

2. 政策協力者：電訪志工隊 

表 3 受訪志工列表 

代號 職業 參與期間 

甲 私部門決策者 6 個月（全程） 

乙 私部門決策者 6 個月（全程） 

丙 基層公務員 4 個月 

丁 學生 4 個月 

戊 學生 1 個月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訪談時間為 2017 年 11 月 19 日，實際參與追蹤工作計畫之電訪志工計

13 位，焦點團體座談共 5 位主要執行者出席（如表 3），為使志工暢所欲言，

由研究者以輕鬆、自在的場合及方式提出討論主題，邀請志工就收容所環境、

人員服務態度、觀察認養人類型、認養動機、飼養概況、認養流程及相關資

料等面向提出想法，以利進行蒐集第一手電訪經驗、探索性資料及政策建議。 

3. 政策執行者：動保處 

本研究探討對象如以該處基層單位業務權責劃分，包括動物收容組及動

物保護組；鑑於本研究以認養（工作犬計畫）為探討主軸，實務上動物收容

組（收容所）為推廣認養及送養追蹤計畫的主要執行單位，是最了解整體計

畫執行成效、資源、困境的行動者，也是影響執行成效之關鍵，故以該組成

員為主要訪談對象，了解其執行過程如何影響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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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案分析 

一、 個案簡介 

(一) 工作犬計畫推動環境 

A 市位居臺灣西南部，嘉南平原中心，東為中央山脈的前山地帶，西臨

臺灣海峽，地廣人稀、依山傍水，地景特色多樣；過去為舊 A 市及舊 A 縣兩

城市，2010 年 12 月 25 日縣市升格合併後，計轄 37 區。因地處北回歸線之

南，屬亞熱帶，氣候溫和，地形地勢平坦，土壤肥沃，總耕地面積高達 92,830

公頃，排名全國第一；漁牧業部分，主要養殖魚種包括虱目魚、臺灣鯛、白

蝦、文蛤等，國內排名數一數二；畜牧產業種類則相當多樣，每年產值居全

國畜產業第 4 名，孕育農牧產豐富，故合併之前的 A 縣有「農業大縣」之稱。 

1971 年後因外銷導向政策之產業需求，製造業產值的比例逐漸凌駕農業。

2012 年工業區劃設規模僅次於桃園縣及台北縣，居全國第 3 名、南部地區首

位，從事工業（二級產業）人口達 42.2%，幾乎一半；至今 A 市第二級產業

種類仍豐富多元，且不少具世界級水準。 

綜上觀之，A 市兼具城鄉特色且具多元產業條件，加上縣市合併之背景，

有利本研究探討整體工作犬計畫成效，並分別以 a 收容所代表舊 A 市範圍、

b 收容所代表舊 A 縣範圍，觀察城鄉實施情形及不同產業飼養樣態之差異。 

(二)  工作犬計畫推動背景 

A 市是全臺第一個成立流浪動物中途之家的縣市。因郊區廣大深受流浪

動物問題所擾，尤以流浪犬較具攻擊性，實施 TN(V)R 爭議不小，故市府聲

明將以加強推動民眾認養活動為主， 2012 年提出「推動畜牧場、漁塭認養工

作犬計畫」建議案，透過「工作犬」與「防疫犬」訓練，希望結合絕育及認

養，隨著源頭管理落實、民眾認養率及收容能量增加，逐步取代 TN(V)R。 

二、 研究發現 

(一)  工作犬計畫內涵 

1. 提升認養率是主要目的 

收容所內流浪犬以成年混種犬為大宗，由於民眾認養時普遍有幼犬及品

種偏好，成年混種犬多因長相不夠討喜，或部分經所內評估後，因個性兇猛、

難以馴化等原因不適合回置，亦不適合一般家庭認養作為寵物，有長期滯銷

的問題。為了在短期內紓緩這類犬隻造成的收容壓力，提升民眾認養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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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保處看準 A 市鄉村環境多，以及身為農牧業及工業重鎮，民眾長久以來需

要「猛犬看門」的需求 ，針對處所偏僻之家戶及農場、牧場、果園、工廠等

業主推出工作犬計畫，作為推廣所內成犬多元化認養之方案。 

另考量 TN(V)R 減少流浪犬繁殖雖有斬獲，現仍有部分山區、魚塭等偏

僻地區，存在難以掌握的流浪犬，以及現行鄉村地區中，常有民眾私自收養

流浪犬作為工作犬，但普遍未絕育且放養，導致源頭管理難以落實的問題，

故動保處於工作犬計畫中，加入鼓勵民眾帶犬隻至收容所絕育後認養的免費

絕育機制，將幽靈狗口正式納入飼主管理及絕育，可提升認養率數字，亦符

合減少流浪犬數量之政策目標。 

2. 送養品質未多著墨 

據動保處表示，工作犬計畫的理想願景，即促使鄉村民眾從飼養工作犬

開始，累積犬隻互動經驗，從而培養深厚感情，進而願意把工作犬當成陪伴

犬看待，並持續認養犬隻。但值得注意的是，工作犬計畫僅作為強化提升認

養率的解決方案，並未針對送養品質設計保障配套措施，故後續送養品質之

討論，將以收容所整體認養制度及配套措施為分析對象。 

(二)  推廣認養行為之成效 

1. 成效評估：認養率 

(1) 整體認養成效：研究發現工作犬計畫未充分宣傳，多數非畜牧業者飼主，

往往在辦理認養手續現場得知政策訊息，再以工作犬名義認養（佔 14.1%），

此種執行方式僅名義上增加工作犬認養比例，並未額外提升整體認養率，

故研究統計真正推廣認養成效，僅限事前宣傳並因此吸引民眾至收容所

認養之比例，約 10.6%。 

(2) 推廣所內認養或絕育後認養之成效：工作犬有 94.1%的比例是所內認養，

只有 5.9%是絕育後認養，故以所內認養為主；須注意的是，此分類係因

研究中發現實際執行上有部分工作犬為民眾帶犬隻至收容所絕育後認養

者，部分民眾在電訪初期並未主動表示犬隻認養來源，致所內認養比例

可能為高估值。 

(3) 推廣成犬認養成效：工作犬計畫目的之一，為推廣所內滯銷混種成犬及

不適合回置的兇猛犬隻。可發現所內成犬認養比例，尤以畜牧業工作犬

的成效似顯著高於陪伴犬；惟若檢視整體民眾以陪伴犬名義認養成犬實

際作為工作犬之比例，則成效較不顯著，顯示民眾認養工作犬時仍有挑

選幼犬之傾向，工作犬計畫僅部分達到推廣所內成犬認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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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犬計畫未來發展性 

雖然工作犬計畫真正推廣成效（名義及實際均為工作犬）僅佔所有犬隻

認養比例 10.6%，但實際工作犬（以陪伴犬名義認養，但實際作為工作犬）

認養比例約為 19.1%-33.2%之間，約現有工作犬計畫觸及者的 2-3 倍，有持續

推廣的空間。且從歷年成效分析，工作犬真正推廣比例、實際工作犬認養比

例、工作犬飼主重複認養意願等數據，均逐年提升。 

進一步分析，實際工作犬的飼主後續未飼養其他犬隻但表示未來打算再

飼養犬隻之意願達 43.3%，顯著高於陪伴犬飼主 28.2%，且表示未來亦打算

向動保處認養者，高達 88.5%；經比對確實有再飼養其他犬隻之飼主比例，

以 52.9%顯著高於陪伴犬飼主 37.8%，整體重複認養比例 23.7%顯著高於非工

作犬飼主 18.3%。可推估工作犬需求量大且相當穩定，尤其是鄉村地區（以 b

收容所為代表）之實際工作犬飼養比例、重複認養比例均顯著高於城市地區

（以 a 收容所為代表），有助以鄉村地區為大宗的 A 市持續推廣工作犬認養。  

惟須注意的是，現地訪視發現以工作犬名義認養之工作犬合計 100 隻（含

自行絕育後認養者），卻另有 44 隻其他飼主自養的工作犬未辦理登記，其幽

靈狗口與登記狗口之比高達 44：100。對照電訪結果，表示後續有再飼養犬隻

的工作犬飼主，其再飼養來源雖以「向動保處認養」的比例最高 39.1%接近

一半，但與未來有意願再飼養工作犬的飼主預期「向動保處認養」的比例

88.5%差距甚大，推估實際飼養來源可能受到「收編流浪犬」29.4%及「親友

送（多數為幼犬）」16.5%的影響，且可能與民眾實際飼養工作犬的幼犬傾向

產生加乘效應，影響成犬推廣認養成效，應多加留意。 

另以工作犬名義認養，實際可能兼具陪伴犬性質的工作犬類型中，有

45.1%是為了帶狗絕育，其中主要類別依序為漁牧業者 29.5%、看家犬 17.8%，

以及可能是狂犬病疫區的防疫犬 14.5%，顯示漁牧業者、偏鄉地區家戶民眾，

多數有流浪犬或家犬絕育需求，可針對此類飼主宣傳絕育後認養為工作犬的

優惠措施。 

2. 關鍵影響因素分析： 

2017 年之前，工作犬計畫僅推出「畜牧守衛犬」及「防疫犬」兩類，經

上述評估已初具效益及未來發展性，係因動保處針對「畜牧工作犬」優先推

廣，善用機關資源優勢，鎖定工作犬需求明確之畜牧業者，透過各種業務接

觸管道宣傳。配合偏鄉地區的運送需求，推出工作犬回條，民眾填寫需求即

可獲得收容所專車運送到府的服務亦相當方便，有助於降低民眾認養成本，

且該計畫有效針對民間飼養工作犬偏好兇猛、有土狗血統之大型犬需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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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鄉村地區地廣人稀、工作犬多飼養於戶外，有較多空間飼養大型犬等因素，

推銷所內數量佔大宗、在陪伴犬市場滯銷的中大型混種犬以及經民眾通報捕

捉後被評估為不適合回置的犬隻，確實有助於紓解近年來的收容壓力。 

惟工作犬計畫真正推廣成效僅 1 成，係考量推廣方式以大眾為對象恐難

以聚焦，而針對機構及特定產業推廣，雖較易透過業管機關既有管道宣傳，

但處外單位的執行意向、執行資源、業務性質對業者的強制性是否有號召力

等因素，均對執行成效有決定性的影響，動保處主導權薄弱，故在尚未突破

機關資源限制前，該處僅針對業務可直接接觸之畜牧業者進行所外宣傳，且

考量首要目標是降低收容壓力、推廣所內認養比例，實際執行上亦開放幼犬

認養，加上有部分工作犬飼主因特殊產業需求、對犬隻行為有所顧慮，對動

保處的犬隻訓練信心不足，仍偏好認養幼犬，致成犬推廣成效亦不顯著；而

免費絕育後認養為工作犬的優惠措施並未被廣泛宣傳，取得成效不顯著，加

以絕育迷思及鄉村自然放養觀念，鄉村地區的流浪犬、私人繁殖的數量難以

下降，均可能讓工作犬隻來源競爭化，影響認養推廣成效。 

表 4 認養率成效關鍵影響因素 

類別 影響因子 影響說明（+正面；-負面） 

環境脈絡 

（鄉村及產業） 

地廣人稀 工作犬需求穩定(+) 

放養風氣 犬隻繁殖排擠所內認養機會(-) 

政策對象 

（民眾） 

飼養空間大 可飼養大型混種犬(+) 

絕育迷思 犬隻繁殖排擠所內認養機會(-) 

畜牧業者特殊性 
幼犬偏好排擠成犬認養機會(-) 

明確工作犬需求(+) 

政策方案 

（工作犬計畫） 

認養專車運送到府 方便，偏遠民眾認養意願高(+) 

大型猛犬 符合守衛需求(+) 

開放認養幼犬 排擠成犬認養機會(-) 

犬隻無特殊訓練 行為問題影響飼養評價 (-) 

執行者 

（動保處） 

機關業務推廣優勢 畜牧業者推廣率高(+) 

組織層級資源少 一般大眾觸及率低(-)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三)  強化飼主責任之成效 

1. 成效評估：送養品質 

依研究者自訂電訪結果問題計分表（區間值 0-13.5）評估，可發現送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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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指數最大值為 8，最小值為 0；所有工作犬飼主平均為 1.08（百分比標準

92），整體資料集中於低問題指數，歸類為「良好」者佔 51.2%、「普通」者佔

35.9%、「小問題」者佔 8.7%。整體而言，「中問題」以上之飼主僅佔 4.1%，

相當少；然上述分析受限於飼主口頭答復，與現地訪視結果互相參照，若以

10 分為滿分標準，整體照顧程度平均分數驟降為 7.9（百分比標準 79）；且可

從純工作犬、兼陪伴犬之工作犬及純陪伴犬三者比較發現，純工作犬之照顧

品質及人犬關係明顯較其餘二者差，兼陪伴犬與純陪伴犬差異不大，由此推

估，犬隻是否兼有陪伴犬性質，的確可能與送養品質有明顯關聯。 

整體而言，工作犬雖在養率比較高，但以認養年度來看，2014 年工作犬

在養率僅剩約 60%，接近一半犬隻不在養，其原因以走失及死亡最多，且飼

主多數未完成飼主晶片變更登記；犬隻如生病，飼主傾向先觀察再自行處理，

甚至不處理，相較於陪伴犬，工作犬比較沒有固定的醫院，飼主對犬隻健康

狀況認知較差，因犬隻多居住在戶外，傾向讓犬隻自行尋找自然水源，較不

注重犬隻環境衛生、較少提供洗澡；絕育完成度及犬隻互動空間及時間有兩

極化的傾向，包括放養或全天鍊養。 

2. 關鍵影響因素分析 

首先，可發現工作犬計畫並未針對送養品質的配套多所著墨，其原因如

前述，動保處推廣工作犬計畫之首要目的在降低收容壓力，難以就現階段兼

顧送養品質。惟可發現，就目前工作犬飼養現況分析，其飼養品質雖不及陪

伴犬，但尚可接受，其原因可能與資料範圍內，工作犬飼主認養動機表示喜

歡犬貓之比例雖低於陪伴犬飼主且有顯著差異，卻是影響認養行為之主要因

素有關；現地訪視觀察同一戶內飼主同時飼養寵物犬與工作犬，或飼養多隻

工作犬的飼主與個別犬隻關係程度對犬隻生活品質的影響，亦發現飼主越願

意信任、人犬關係越有工具性以外之情感，飼養品質越有明顯差異。 

承上，可推估人犬關係是影響工作犬飼養品質的首要因素，是飼主建立

生命責任的「情意」前提，亦是評估工作犬計畫能否有朝一日達成「由守衛

引導至陪伴」、改變工作犬宿命的火花。犬隻來源（收容所、流浪犬、親友送

或購買等）、媒合方式（是否親自挑選）、本身的內外條件（犬齡、問題行為

等）、飼養環境（室內外、住家與否），以及飼主的照顧責任、訓練能力，均

影響所建立的關係性質，再影響人對狗的整體照顧程度及信任度，並回過頭

來影響人狗之間的互動及場域。2014 年至 2016 年工作犬計畫，其實係開放

所有所內犬隻認養，包括幼犬及未經服從訓練的成犬、鼓勵民眾自行帶未絕

育的家犬或流浪犬絕育後認養；故大多數工作犬飼主，因幼犬偏好或事前不

知道政策，多親至收容所挑選犬隻，也有部分飼主是因家犬或具長期互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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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流浪犬有絕育需求而認養為工作犬。可發現此認養方式對人犬關係產生

良好的影響，包括飼養幼犬容易激發飼主的親職角色，投入更多的關注，並

有機會飼養於家中，拉近與飼主的距離；飼主親自挑選或馴養的流浪犬，與

飼主在關係建立之初，就容易產生特別的情感，有利後續關係發展。 

須注意的是，工作犬計畫針對畜牧業者推廣工作犬回條專車運送到府，

雖以送養成犬為優先，有助於推廣成犬認養，但實際執行上仍有幾項因素，

無助於建立上述人犬親密關係，甚至可能背道而馳。第一，工作犬計畫為提

升犬隻價值，強調犬隻守衛、警戒功能可協助看守工作，但一般民眾容易因

此將符合需求的工作犬，假定為兇猛、愛吠叫，可提供即時犬力的流浪成犬，

而刻意挑選或要求所方提供可能有問題行為的犬隻；第二，動保處標榜每年

大約有 1,000 隻狗受過基礎服從訓練可作工作犬，實際上犬隻訓練並未直接

與工作犬計畫掛勾，若犬隻社會化不足或有問題行為，無法取得飼主信任及

建立良好互動關係，飼主為了避免犬隻造成破壞或逃跑，傾向長期拴養或關

籠；第三，針對飼主推出專車運送到府服務，但未經人犬相親的過程，導致

犬隻容易被「去主體化」，視為取得容易、替代性高的「工具」；第四，工作

犬計畫過去僅針對畜牧業者推廣，該產業型態有其特殊性，容易忽視犬隻動

物福利，與其他類型認養人有相當顯著的差異。 

畜牧業者的工作犬需求相較其他飼主更明確且單純，係因產業別本身就

是建立在動物利用關係，在整體經濟動物福利水準未被重視及經濟動物掛帥

的條件下，犬隻地位及福利自然較其他類型飼主低落。除此之外，畜牧業者

本身擁有動物醫療相關資源，加上多數業主本身畢業於畜牧類科，自認專業

度足夠，多習慣以對待經濟動物的方式處理犬隻醫療照護事宜，較難接受官

方觀念宣導；而產業別對於動物血統及育種帶有某種熱忱或習慣，以及本身

顧慮陌生成犬對經濟動物傷害的風險，亦導致此類飼主相較其他類型飼主更

有自行繁殖幼犬的傾向。 

A 市環境以鄉村地區為大宗，除了從事一、二級產業人口較其他縣市高

之外，因地廣人稀且鄰里界線模糊，鄰居之間關係密切又複雜，如有衝突，

則可能導致犬隻死亡率增加；而相較城市，偏鄉地區動物醫療資源稀少，飼

主需以較高成本完成動保法飼主責任，加上飼主通常一次飼養多隻中大型混

種犬，難以運送或有費用過高的考量，習慣配合動保處偏鄉三合一巡迴活動，

長期而言，仰賴免費資源的習慣似難建立完整飼主責任，且多數民眾視犬隻

為大自然的一部分，偏好採取較原始的方式飼養，對犬隻飼養認知較傳統放

任，欲提升飼主責任及動物福利，則必須投入資源改變飼主的「認知」前提。 

動保處現階段目標以推廣認養為主，以動保處的組織結構及分工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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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飼主即時教育及事後追蹤輔導等機制的整合規劃，還有可努力的空間。

例如：認為飼養犬隻是飼主責任，較不願在口頭宣導外，投入其他資源協助，

則無法改善現況；認養切結書以所方角度設計，且以動保法作基本宣導，其

不確定法律概念及宣導方式可能不利於民眾閱讀吸收；以口頭說明犬隻照護

知識，事後提供飼主的提醒內容較空泛簡略，可能不利民眾記憶；為推廣認

養而降低認養門檻，現行飼主名單及犬隻資料卻管理不彰，無法針對問題飼

主有效率地追蹤，亦難充分運用追蹤結果改善犬隻飼養處境、篩選問題認養

人及評估整體政策執行成效以利後續調整改善。 

表 5 送養品質關鍵影響因素 

類別 影響因子 影響說明（+正面；-負面） 

環境脈絡 

（鄉村及產業） 

鄰里關係 
界線衝突致犬隻死亡率高(-) 

繁殖優良血統犬為人情互換(-) 

偏鄉醫療資源少 
習慣被動配合三合一巡迴活

動，難以建立飼主責任(-) 

自然飼養觀 放養不絕育、放任的飼養法(-) 

政策對象 

（民眾） 

認養動機為喜歡狗 人犬關係較佳，關心犬隻(+) 

對犬隻信任程度 人犬關係較佳，包容對待(+) 

畜牧業者特殊性 
容易忽視犬隻福利(-) 

偏好自行繁殖幼犬(-) 

政策方案 

（工作犬計畫） 

未針對送養品質配套 未能篩選適格認養人(-) 

媒合方式為親選 建立人犬關係基礎(+) 

認養專車運送到府 工具性關係(-) 

開放認養幼犬 有助於建立人犬關係(+) 

大型猛犬的需求假設 易產生不信任及威脅感(-) 

執行者 

（動保處） 

橫向協調及合作度 
飼主教育及事後輔導機制未有

效整合(-) 

政策溝通能力及態度 飼主責任宣導不利吸收(-) 

後勤資料整理品質 
無法針對重複認養的問題飼主

追蹤篩選(-)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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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經評估檢視，A 市工作犬計畫現階段確實以因地制宜方式，結合該市鄉村地區

及產業特色需求，在推廣認養的成效上初有斬獲，可供條件類似之縣市參考。然研

究亦指出該計畫執行現況，因政策環境脈絡、政策對象的觀念需求、計畫目標、執

行者資源及意向等不利因素，較難兼顧送養品質，達成流浪犬政策「提升動物福利」

的核心目的，故本研究嘗試提出具可行性之解決方案，並指出工作犬計畫本身在動

物保護領域可再深入反思的方向。 

一、 實務建議 

(一) A 市動保處 

完整的流浪犬認養政策應重視結合源頭管理的認養流程設計，如飼主篩選、教

育、預防性配套措施等，並賦予收容所積極且強硬的角色，提供多元化措施教育飼

主行為、規定所內認養一律強制絕育，飼主必須接受追蹤及不當飼養犬隻收回的義

務等。惟我國主要困境在於立法者將零撲殺視為各收容所短期內必須達成的政策

目標，在政策初期，飼主責任尚未健全、流浪動物數量過多、收容所人力及經費均

不足的限制之下，以有限的資源解決收容壓力，成為收容所最迫切須解決的問題。

是故各地方政府在認養政策方面，只能在「提升認養率」及「送養品質」兩項目標

上有所取捨，以實現前者為主要方向，對於結合源頭管理的管制措施，為避免降低

民眾認養意願，以較保留的態度執行。 

然而，送養程序結合源頭管理，才能逐步減少後續流浪犬問題，改善整體同伴

動物福利現況。故本研究建議動保處定期檢視「推廣認養」及「動物福利」階段性

達成程度，規劃短、中、長期目標，在執行資源可允許的條件下，以全觀角度漸進

調整執行內容、方式及範圍。包括：持續推動工作犬計畫，強化媒合及犬隻訓練；

擴大宣傳畜牧業以外機構及個人認養與絕育；訂定基本飼養標準、將收容所升級為

飼主溝通教育平台、擴大媒合在地犬隻照護資源；強化或強制所內認養犬隻絕育、

改善犬隻及飼主資料庫管理品質、就潛在問題飼主例外管理、爭取外部資源聯盟等。 

(二) 動物保護團體 

目前國內已有少數發展較成熟或專業的動物保護團體，長期作為監督政府、推

動政策或法案改革的行動者，近年來更逐漸放下與官方的對立衝突，轉向務實合作

動物保護業務之執行與發展。由於研究者並未對動保團體有更具體深入之研究，僅

從觀察者角度提出幾點後續行動建議。 

本個案雖以工作犬為分析主體，卻從個案特性反映出鄉村地區與城市地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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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飼養現況的落差。鄉村地區相較都市地區，確實在環境及空間資源上有所不同，

目前不論是動保法的設計或動保團體的觀點，均較傾向「都市化」角度，受到都市

空間狹小、人口密集、交通繁忙等因素影響，把狗視為「人可以／應該管理的一部

分」的一端，與鄉村的觀點有根本上的差別，則管理面有關「干涉狗的程度」，究

竟該採用何種觀點及程度，不論是飲食為何、絕育與否、拴養與否、與野生動物的

關係等，都是城鄉地區的差異關鍵。動保團體仍然可以把「狗進入人類家庭」視為

一個理想目標，但建議用更包容的角度看待鄉村地區「以舊有的方式飼養狗」這件

事，並試著思考現況下，如何優先解決最棘手的問題。至於標準及方式如何取捨拿

捏，則必須跳脫單一觀點理所當然的認知，開啟更多對話空間。 

此外，犬隻飼養在無限制範圍的戶外時，放養或拴養的選擇問題，幾乎等同符

合動保法規範及動物福利的取捨問題，故本研究建議動保團體以增進人狗關係，協

助犬隻進入「家庭」場域為長期目標，把重點放在「協助工作犬進入家庭」或「被

允許在人所在的封閉式場域內互動（如校園、工廠內等）」，教育民眾如何與犬隻互

動、協助收容所強化犬隻社會化或行為訓練，增加人犬信任關係。考量現況難以期

待短時間內讓犬隻全面進入家庭/室內場域，或改變鄉村地區住屋型態，故建議短

中期優先改善放養及鍊養造成的影響，例如：協助公部門建立鄉村地區容許放養或

強制鍊養的評估條件、協助民間或政府強化絕育執行及宣導，達到類似 TN(V)R 的

效果、思考如何輔導鄉村地區習慣在戶外飼養犬隻的民眾建立「有範圍」的放養環

境，解決鍊養與放養之間的兩難，或至少讓飼主了解長期鍊養可能造成的危害，或

必須符合哪些條件盡可能符合動物福利，提供具體改善的不同選擇。 

另現地訪視發現鄉村的飼養方式相較城市更為多元，鄉村地區民眾對流浪犬

生活特性的觀察，究竟是一種偏見或誤解，還是一種值得參考的在地知識，仍有待

動物福利科學相關研究補充，消弭應然面與實然面之間的落差。建議動保團體利用

長期關注動物保護領域相關研究之學術專業，蒐整更多國內外相關科學文獻資料

等，並考量城鄉差異因素，協助訂定適合不同環境之最低飼養標準供政策、個人參

考，或作為動保法之補充，並視整體社會風氣改善情形，逐步調整；亦可針對本研

究發現之民眾觀念可能為迷思者，蒐集更多科學化的資料，作為公私協力破除錯誤

觀念的佐證基礎，並協助收容所以簡潔扼要、具有吸引力的包裝形式執行飼主觀念

教育，提供具體易採納的替代方案指導民眾解決問題。 

二、 未來省思 

(一) 政策執行：抱著希望與期待，寬容理解現狀之難 

首先，本研究相當肯定工作犬計畫之創意。文內提到待改善部分，可感受動保

處同仁並非完全未意識到問題所在，或曾多少嘗試，然政策執行相較政策制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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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具體深刻之變化及漸進試誤的過程，故可看到工作犬計畫經過時間演進，隨

著環境及民眾反應等具體情況及條件改變，不斷修正和調整的痕跡。對此，不論是

政策執行者、評估者、監督者，均必須正視複雜性才是政策執行真正的核心：除了

需要組織各種資源、回應標的人口感受、隨時解決始料未及的變化、調整政策體系

結構，政策成敗更時常涉及外部聯合行動者的意願，以及執行過程的政治性。阻礙

執行成效的因素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視的細節，或總是希望做得圓滿，卻必須在各方

衝突中取捨而難以面面俱到，甚至有時萬事俱全，終欠一陣等不到的東風。 

基層單位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時常處於「有組織的混亂狀態」而感到相當挫折，

爰筆者希望將此般事實呈現予讀者，使吾人意識到有待改善的現狀是政策過程的

常態，願以務實態度給予執行單位更多鼓勵及醞釀成效的時間，是本研究選擇政策

執行為觀察主體，撰寫實務性論文之目的；期待未來有更多研究者投入此等政策執

行個案分析，補足文獻中最缺乏的現實面，共同思索如何從個案中累積經驗，提出

有效的制度性建議。 

(二) 工作犬在人類社會中的尷尬處境 

犬貓長久與人類共同生活，我們過於習慣牠們的存在，未注意到隨著城市的發

展及現代化，牠們已經成為一群無法回歸自然，亦無法在人工環境中展現本性的

「社會動物」；在城市化的進程中，犬貓在舊時代的功能及重要性已幾乎被取代。

在城市中失去功能後，「陪伴人類」成為牠們存在的唯一理由，而理所當然地成為

「人類的寵物」，生活環境亦隨著城市結構的變遷，從戶外輾轉到了室內。被允許

在受侷限的空間及人類的行為規範下生活，其實已違反了牠們自然奔放的本性，亦

無法跳脫人與動物之間單向失能的關係及「人在上位」的控制思維。 

不可否認地，狗在城市中的生存處境，相較於貓更為棘手；反之，在鄉村的脈

絡中，仍保有舊時代對狗的功能需求，希望犬隻能夠在環境附近，巡守、驅趕、攻

擊野生動物及可疑人士，防止對農田、牧場、家戶可能造成的危害，亦有較大的空

間及容忍力，將狗飼養在戶外，故工作犬計畫中收容所內佔多數的中大型混種犬得

以有機會被認養，在半自然的環境中奔跑，展現最初的本性。然這種放養方式，仍

受到他者抗議對私領域或安全的威脅，而鄉村地區與野外界線過於模糊，以及飼養

工作犬本身的目的，亦引發許多野生動物保育者批評危及其他野生動物的生存；為

了減少爭議及賠償風險，部分飼主選擇鍊養，卻又因鍊養時間過長而侵害犬隻動物

福利。則不被允許生活在戶外，亦難要求生活在狹小的室內，這些中大型混種犬該

何去何從？吾人亦難想像，若不實施工作犬計畫，或允許犬隻被飼養在戶外生活，

該如何在現階段收容量及收容品質的壓力下，提升中大型混種犬，甚或是問題行為

犬的認養機會？可見工作犬計畫本身，在認養目的及功能性是否適當、鄰人關係及

野生動物保護問題如何解決、被鍊犬的動物福利及解決收容壓力的急迫性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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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複出現、糾結難解的基本衝突。 

此外，隨著城市擴張，當鄉村環境逐漸消失，工作犬計畫中犬隻的傳統功能對

個人家戶將完全喪失價值，加上住家空間有限，認養混種犬為陪伴犬的機會仍不樂

觀，屆時唯有改為訓練現代化功能犬（如緝毒、搜救等）並針對特殊機構推動認養，

才有機會維持一定的認養率，並不可避免地牽涉到沒有單一飼主環境下的認養，如

何定義應該被落實的面向以滿足基本動物福利。但在此之前，最有效且關鍵的恐怕

還是落實源頭管理，減少流浪犬數量，盡可能避免未來落到這般境地，故現階段在

鄉村地區實施工作犬計畫，推廣認養的同時，如何結合並落實源頭管理（尤其是絕

育），仍然是最須努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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