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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2000～2009 年 7 月農委會、各縣市政府「動物保護」活動內容分析 

整理、製表：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編號 主分類 次分類 活動內容 場次小計 次分類

(%) 
主分類

(%) 

1 人與動物互動 

寵物 

「狗狗與我」繪圖徵文比賽、我與狗狗照相活

動、兒童繪畫寫生比賽、「寶貝大頭貼」活動、

人狗同樂會、寵物合照拼圖比賽，流浪動物生命

影像紀實展、「狗印爬上臉」彩繪比賽 

7 1.6%

3.7% 

認識狗狗在生活上的點點滴滴，學會如何與動物

快樂和諧的相處 1 0.2%

認領流浪犬溫馨小故事敘說 1 0.2%
教小朋友學習撫抱狗、貓、兔子、天竺鼠等寵物 1 0.2%

農場動物 
拜訪可愛小動物「迷你豬」及「牛媽媽」 ，讓

民眾瞭解到動物貼心可愛的一面，進而喚起共有

的關懷與愛心 
1 0.2%

野生動物 
在戶外遇到野生動物如何處置，認識入侵紅火蟻

海報展及火蟻防治，收容所內附設的野鳥復原園

區及蝴蝶生態園導覽，野生動物認識展 
5 1.1%

2 動物福利 

動物福利教育 
動物需要的和不需要的、動物的福利；鼓勵大家

以歐美國家評估動物福利的 5 大自由，用來評估

是否善待動物。 
2 0.5%

0.7% 
動物福利議題討

論 

動物保護公共論壇--神豬飼養、動物放生及非營

利組織志工人力利用、動物收容所公辦民營得失

檢討，及農場動物防疫撲殺與動物福利等事項。 
1 0.2%

3 政策宣導 

狂犬病疫苗注射 免費狂犬病疫苗注射 61 14.0%

51.5%

晶片植入、寵物登

記 免費晶片、寵物登記 46 10.5%

推動認養 認養流浪犬 69 15.8%

動物保護觀念 

關懷生命保護動物劇場、由寵物談尊重生命、動

物保護攝影比賽、動物保護有獎徵答、動物保護

研習、動物保護宣導教室、動物保護寫生比賽（布

置彩繪牆，作為戶外教育解說教材）、動物保護

演講、台南縣長代言動保系列活動拍攝廣告、參

觀流浪動物之家、動物保護園遊會、動物保護作

文比賽、動物保護宣導著色活動、動物保護宣導

列車、宣導短劇、動物知多少問答拿贈品活動、

發送動保資訊與宣傳折頁、動物保護法簡介及案

例分享 

37 8.5%

動物保護檢查 全國動保員同步稽查授旗儀式及稽查行動示範

表演 1 0.2%

寵物買賣規範 推動寵物買賣定型化契約 1 0.2%

義工招募 設攤招募動物保護義工，動物輔助醫療推廣及志

工招募 4 0.9%

認識人畜共通疾

病 認識禽流感，了解傳染途徑及臨床症狀 1 0.2%

良好畜犬習慣 畜主以犬鍊牽狗外出，宣導遛狗隨手清狗便，示

範狗便清理袋使用方式 4 0.9%

倡導優良畜產品 CAS 洗選蛋免費索取 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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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分類 次分類 活動內容 場次小計 次分類

(%) 
主分類

(%) 

4 飼主責任教育 

健康檢查、醫療、

保健諮詢 

健康犬貓辨識方法、免費寵物健診及糞便檢查、

透過顯微鏡認識狗的病原微生物、免費心絲蟲檢

查、流浪貓狗回娘家健檢、寄生蟲檢驗、寵物健

康義診、寵物免費抽血驗心絲蟲等人畜共通疾

病、免費驅除內寄生蟲、寵物腎結石超音波檢查 

36 8.2%

16.9%正確飼養寵物的

觀念、知識 

正確飼養寵物的觀念、知識；動物醫生問一問；

犬隻照料及常見的重要疾病介紹演講；動物保護

與寵物照料常識講授；「動物結核病之認識與防

治」講習；宣導認養取代購買及犬隻絕育手術避

免不當繁殖；動物行為學；常見寵物疾病介紹與

預防 

29 6.6%

照顧ㄧ生 不輕易棄養寵物，宣導愛牠就不要丟棄牠 6 1.4%

飼養能力檢視 帶領小朋友從流浪狗問題去思考自己是否適合

養寵物、評估飼養環境是否合適 3 0.7%

5 行為訓練 
行為訓練介紹 

犬貓訓練簡介、示範如何讓犬隻服從、不隨便咬

人或亂叫、免費犬隻基本服從訓練、愛心犬訓練

故事與示範、訓犬名師段傳仁提供行為矯正服

務，寵物基本生活管理、基礎與進階的動作訓

練、簡易雜耍理論和訓練及社會化訓練等，犬隻

響板結合傳統訓練法 

12 2.7%
3.2% 

訓練成果示範 動物收容所調教犬隻成果展示、犬貓飼養與調教

之現場示範 2 0.5%

6 促進公民意識 

公民參與 加深民眾瞭解解決流浪狗問題的重要性，及全民

共同肩負之責任、關懷流浪犬行動短劇 3 0.7%

0.9% 
公民論壇 

動物保護公共論壇--神豬飼養、動物放生及非營

利組織志工人力利用、動物收容所公辦民營得失

檢討，及農場動物防疫撲殺與動物福利等事項 
1 0.2%

7 成果表揚 
表揚有功人員 表揚推動動物保護有功人員、、動物保護團體貢

獻獎頒獎 2 0.5%
0.7% 

動物保護成果展 國內動物保護成果 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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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分類 次分類 活動內容 場次小計 次分類

(%) 
主分類

(%) 

8 物化、商品化 

化人主義的動物

裝扮 

犬隻競美比賽、寵物與我變裝扮秀、家庭犬美容

造型表演、寵物扮裝秀、寵物美容及示範、可愛

狗貓舞台秀、藝人寵物走秀、寵物美容 DIY、寵

物選美比賽、狗狗紳士淑女美容教學營、板橋市

長牽著打扮可愛的狗為嘉年華活動造勢、寵物趣

味變裝秀、「漂亮寶貝星光大道」狗狗貓貓選美

比賽、寵物造型比賽、寵物趣味變裝選美秀、狗

狗造型變裝秀；美容造型課程、狗狗趣味走秀；

寵物免費基礎美容；寵物美容教學與示範 

30 6.9%

14.2%

強迫動物接受觸

摸（騷擾） 可愛動物觸摸、海生館的軟體動物觸摸區 2 0.5%

強化錯誤純種、名

種觀念 

犬貓品種展示；並展示兔子、寵物鼠，讓民眾了

解寵物的多樣性；世界名犬展示；台灣犬選美

展；狗、貓、鳥、魚展示；可愛寵物展 
8 1.8%

動物當贈品 觀賞魚免費贈送 1 0.2%

動物表演 

犬隻訓練表演、家庭犬才藝表演、工作犬服從及

警戒表演、警犬示範表演､導盲犬示範表演、馬

術治療示範體驗、流浪犬走秀、新竹市狗年月曆

狗走秀、搜救犬表演、狗狗武狀元（展現流浪狗

受調教訓練的成果，更能配合飼養家庭），警犬、

敏捷犬表演，飛盤狗表演，黎明狗學校流浪犬才

藝表演、動感寵物舞台秀、寵物特技表演秀，犬

貓走秀、寵物才藝表演賽、、狗狗馬戲團表演（跳

火圈、高空繩索）、寵物才藝比賽、有錢六小福

家族表演 

21 4.8%

9 娛樂化 競技與遊戲 

寵物敏捷賽；寵物迷宮競走賽；龜兔賽跑遊戲；

愛犬與主人迷宮遊戲；「人狗大小聲」；「歡樂

迷宮」競賽；寵物大胃王競賽；飛盤狗大賽；舉

辦寵物體型比賽；小朋友愛犬大冒險闖關遊戲；

「狗狗大胃王」、「遍地黃金」及「歡樂迷宮」

比賽；警犬競賽及敏捷犬障礙賽（高縣）；狗狗

走迷宮 

11 2.5% 2.5% 

10 
寵物用品產業推

廣 
展示 展示研發素食飼料及參與實驗的狗；試吃添加中

藥配方的「夏日爽口」飼料 3 0.7%
1.8% 

販賣 寵物用品跳蚤市場、寵物用品展 5 1.1%

11 供人娛樂的活動 

創意手工作品及

展示 
汽球動物造型展、動物紙黏土塑形教學、塑膠充

氣狗做動保活動吉祥物 4 0.9%

3.9% 
表演活動 

小朋友貝斯秀，偶像團體 tension 的表演，魔術

表演、兒童偶劇、學校表演團體節目、扯鈴表演、

星光幫歌手代言（台北市）、快樂幫藝人為活動

代言 

7 1.6%

美食活動 
有機全麥饅頭、剉冰、養生生機溫飲及冷飲（有

明日葉茶、高山青草茶及高山人參茶）及牧草果

凍系列，台東農工家政科合作舉辦放山雞品嘗會 
2 0.5%

其他活動 跳蚤市場、人體穴道按摩、親子植樹 4 0.9%
     合計 437 100.0% 100%
資料來源：農委會、各縣市政府「動物保護」活動新聞稿、相關新聞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