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到你，艱苦到我和動物」
因寵物不當繁殖買賣 ，而一再發生的受害案例
案例一：約克夏犬－萱萱，飼主－張敏惠，購買日－91 年 4 月。
在櫥窗裡標榜迷你約克夏，是炙手可熱的寵物狗。萱萱今年已經四歲，正是所謂「迷你小約」。
身長 13 公分，體重 1 公斤，人見人愛的活潑個性，金黑分明的毛色，抱在手上羨煞所有人的眼光。
但一般民眾所不知道的是，這所謂的迷你型犬，卻是常見的侏儒症，集所有遺傳疾病於一身。
3 個月大開始，右前肢出現嚴重變形，經 X 光診斷後，前肢研判混著正常體型約克夏及迷你約克
夏的基因，導致脛骨生長速度不同而彎曲變形、天生性心臟瓣膜脫垂、頭蓋骨至今發育不完全等等……
各種遺傳疾病都有。
萱萱可說是飼主張小姐這輩子最大的痛，前年冬天她突然倒下，眼睛直挺挺的看著，飼主抱著她
往樓下獸醫直衝，經急救後才恢復平靜，而這是她的另一種終身折磨──先天遺傳性心臟病發作。
案例二：臘腸狗－ㄋㄟㄋㄟ，飼主－吳小姐，購買日－95 年 2 月。
ㄋㄟㄋㄟ是一隻長毛臘腸狗，購自一家自稱「專業
繁殖臘腸」的犬舍，業者還說是所謂「冠軍犬」的後代。
帶回狗狗時是 1 個半月大，大約 3 個月大時，飼主發現
他走路怪怪的，腳也會縮起來，當時飼主馬上問繁殖業
者，回答說是：小狗尚未發育好！直到 5 個多月大時，
飼主參加臘腸狗的聚會發現，ㄋㄟㄋㄟ的腳和別的狗不
一樣，是彎曲的，而且沒辦法站的很直，腳常常會發抖。
飼主再次詢問繁殖業者，業者便說是飼主讓狗在磁磚地
上跑才會受傷，不是他的問題。
為了了解狗狗的問題，飼主帶他看了幾個專業醫
生，也拍了 X 光，這才發現狗狗不但有先天的髖關節問題，也有嚴重「膝關節異位」，醫生也都開立
了證明。
飼主當初買狗是希望陪伴家人與小孩，同時希望藉著與狗狗的相處，讓孩子從小培養愛護動物、
尊重生命的態度。在狗出現疾病後，飼主認為，換狗或退錢都不能解決問題，為了狗的健康，飼主花
費大筆醫療費用替狗狗治病，同時與業者溝通，希望業者能開始為自己的狗實施遺傳疾病篩檢，但卻
沒有獲得善意的回應。業者賺進大把鈔票，卻要飼主與動物承受苦果，這樣公平嗎？
案例三：北京犬－獎獎，飼主－黃顯喬，購買日－89 年。
獎獎是一隻北京犬，飼主在士林夜市路邊攤買回家一
週後，開始出現精神萎靡，不斷腹瀉、嘔吐，之後又出現
血便。獸醫告訴飼主是球蟲感染，原因是業者的飼養環境
本來就有這個病源，狗狗之間相互感染，買狗時並不會發
現，等到發病就只能靠飼主及時發現就醫治療，否則小命
難保。
幸運活下來的獎獎又在五歲被發現有髖關節發育不良
（CHD）問題，從那時開始，飼主努力在網路上蒐集資訊，
才慢慢了解狗狗常見的一些遺傳問題，例如先天性的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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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膝關節發育不良，先天性的白內障……等，而且這些疾病並不是大型犬的專利，不當的繁殖，會
使這些遺傳疾病發生在大小犬種身上。
飼主黃小姐說，她只是卑微的希望繁殖業者能夠善待他們的「生財工具」，先天性疾病是可以預
防的，只要業者做好繁殖篩檢，不要讓有先天性疾病的狗狗繁衍後代，就可以大大降低這些不必要的
爭議了。
案例四：伯恩山犬－Bogi，飼主－許乾晃，購買日－95 年 4 月 30 日。
Bogi 是伯恩山犬，當飼主為了迎接這位小天使，小心翼翼的
為他打點一切，比如－－怕小 BABY 蹦蹦跳跳踩在太光滑的瓷磚
會滑倒，還特別在家中舖上地毯；陪他吃飯，帶他玩耍……給他
需要的一切。某天，飼主發現，家裡的寶貝怎麼不吃飯了，而且
常常和他玩到一半他就離開不玩了，默默的趴在遠處看著飼主，
叫他也不過來。直到帶他去打預防針時，跟醫生說他胃口不太好，
同時醫生也發現他走路怪怪的，當醫生做了腿部觸診時，小 BABY
疼痛的叫了一下，後來醫生給了飼主不想聽到的答案－－因為髖
關節疼痛所以造成他不想吃飯－－這個答案不僅對狗太慘忍，對
飼主來說更是莫大打擊，後來再經過更精確的 X 光檢查，證實狗
狗患有中度髖關節遺傳疾病。每天，只要一想到狗狗的腳，飼主
就不自覺流淚，害怕狗狗會無法走路了。雖然 CHD 不是癌症，但
是飼主要比別人付出更多的愛來照顧、關愛他們。
案例五：拉布拉多犬－拉拉，飼主－曾小姐，95 年拾獲之流浪犬。
拉拉是在五月底的某個晚上，在大直的
美堤河濱公園發現的。一隻白色的拉不拉多
很緩慢的「走著」，直到曾小姐走近才發現，
他只有前面兩隻腳可以移動，而且還不是用
走的，而是「爬行」。曾小姐抱著希望等著，
希望有主人會來找他。結果，一等 3 個小時，
凌晨兩點了依然沒有人來找他，曾小姐才發
覺，這隻狗很可能因為疾病而被主人惡意遺
棄了！
隔日帶狗去動物醫院掃描晶片，掃了好
幾次都確認沒有，同時也發現，狗的後腳有
開刀過的痕跡。經過醫生檢查，得知他的兩
側膝關節 4 級異位，膝關節附近的骨頭也因
長期摩擦長了不少骨刺，加上它前一次手術失敗，以至於後來的手術難度增加不少。
曾小姐研判，這隻狗狗原先的主人可能就是因為無法承受醫療負擔而選擇遺棄他，現在拉拉的右
腳已經開完刀了，正在努力復健中，兩個月後他要再接受一次手術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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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博美犬－貝貝，飼主－陳小姐，92 年拾獲之流浪犬。
博美犬貝貝是 92 年某日深夜在河濱公園被發現的，愛狗人士帶到醫院掃瞄不到晶片，尋訪附近
動物醫院及寵物店，也都不見主人尋找。經獸醫診斷，她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及氣管塌陷的問題，時常
發生咳嗽及哮喘，脛骨也有變形彎曲的現象。研判即是因為疾病而造成飼主棄養。
案例七：黃金獵大－Lulu，飼主－吳笛，購買日－94 年 6 月。
案例八：黃金獵犬－Nicole，飼主－李愛樺，購買日－94 年 7 月 30 日。
案例九：黃金獵犬－Latte，飼主－張秀玉，購買日－95 年 1 月。
◆ 以上三隻均購買自「一 級 X 犬舍」
Lulu、Nicole、Latte，是三隻黃金獵犬，他們是在不同時期，購自同一家知名且規模不小的犬舍。
當初三位飼主從該業者的網站上看到繁殖環境似乎不錯，門面也很漂亮乾淨，業者並標榜種公的血統
優良，心想，狗狗應該會比較健康，但在購買後的 4~6 個月，三隻狗就陸續出現問題，到醫院檢查後
確認狗有中度到重度的先天遺傳性疾病－－「犬髖關節發育不良症」（簡稱 CHD）。
當三位飼主陸續告知業者，其犬舍的種公種母帶有遺傳疾病的基因後，業者並未重視，並仍持續
繁殖有問題的狗。此外，該業者還要求飼主，要他們去指定的「特約醫院」做檢查，而這家所謂的特
約醫院並無專業的 X 光檢查設備，最後業者便不斷推托是飼主照顧不當所導致的。由於同時間在網站
上受害的狗友陸續出現，業者為了息事，遂答應退還款項解決「糾紛」。但是這三位飼主在乎的不是
金錢，而是不希望再有不幸的生命繼續被繁殖出來，因此要求業者：「有問題的種公母不應再被用來
繁殖」。然而業者卻不接受，更不承認自家的狗有先天性遺傳疾病，因此也就不願讓自家的種狗去專
業醫院接受「遺傳性疾病篩檢」。
這三位飼主至今不接受業者所提「退錢、合解」的條件，對他們來說，拿回了錢，也無法彌補狗
狗殘缺的生命。業者希望可以「用錢封口」，然後繼續繁殖不健康的狗，掠取不當利益。但那將導致
更多有疾病的狗會被繁殖出來，更多無辜民眾及動物受害。
案例十：黃金獵犬－招財，飼主－吳孟儒，購買日－93 年 5 月。
招財是飼主吳小姐向 L 先生買的黃金獵犬。L 在網路上公布販賣自家繁殖的狗，當飼主按圖索驥
找到地址時，看到的竟是一家饅頭店，但當時並不知道這就是「非法繁殖」。
招財 4 個月大時，開始出現走路怪怪的樣子，從此就開始了飼主帶著狗狗家人「四處求醫」的故
事－－第一家動物醫院說：
「根本沒聽過這種病」
；第二家醫院開了一個禮拜的藥說：
「吃了就會好了」
，
問醫生是什麼原因引起的，醫生支支吾吾也說不出個所以然。吃了藥以後的招財，走路還是有問題。
再找第三家，結果只是叫飼主買另外一罐藥，其他問題還是一問三不知。直到找到第五家，拍攝了正
確的「OFA」 X 光片，醫生細心的為飼主解說關於 CHD 這個疾病，從此招財才走上正確的醫療道路，
而這整個過程卻讓飼主身心飽受煎熬。
飼主吳小姐說，讓他更難過的是：她不知道有多少被繁殖業者不當繁殖出的狗，最後因為飼主無
力負擔而被丟棄街頭。
案例十一：黃金獵犬－阿寶，飼主－劉秀琴，購買日－94 年 2 月。
黃金獵犬阿寶是劉小姐去年 2 月在寵物店買的，買的時候 3 個月大，老闆一再保證狗沒有 CHD，
結果在 6 個月大拍 X 光時，證實狗有 CHD。飼主不能理解，寵物店沒有替繁殖的種公母做檢查，如
何能保證狗沒有遺傳的疾病，是對疾病毫無認知還是刻意欺騙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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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阿寶是一個一輩子需要做復建的寶貝，一輩子的藥罐子，在狗狗極能耐痛的忍耐力中，看
狗狗每每忍著痛，搖著尾巴迎接飼主時，飼主心裡難過得有如刀割一般。
案例十二：黃金獵犬－球球，飼主－龐宇伶，購買日－94 年 4 月。
球球是在東湖一家繁殖場購買的，購買時才 35 天大。在球球八、九個月大的時候，飼主才藉由
網路接觸到了 CHD 的資訊，但在台灣獸醫對 CHD 疾病也不慎了解的狀況下，球球歷經過一次誤診。
誤診的醫生，根本不懂如何拍攝標準「OFA」 X 光片，沒有麻醉、片子解析度不夠，而且雙腳不對稱。
三個禮拜後，飼主重新帶球球再訪另一個醫生，才正確診斷出狗患有中度的 CHD！此後球球開始採用
保守療法，包括－－控制體重，減少關節負擔，適當運動以維持強健的肌肉，限制狗狗不當的活動，
鋪上止滑墊使其生活環境安全、適當攝取純度高、吸收度好的保健藥品……等。目前球球髖關節部份
已趨於穩定，但以後還是要注意 CHD 有沒有影響到其他關節，以及是否有二次性退化性關節炎。買
到這樣疾病的狗，飼主必須給予許多額外的照顧，所付出的心力和醫療費是終身的。
健康的身體，是每一隻寶貝在出生時，就應賦予的基本權力！也是每一個飼主衷心期盼的！球球
不但有髖關節的遺傳性疾病，亦有單側隱睪的遺傳性疾病；在許多同樣有髖關節發育不良症的狗狗身
上，常常同時帶有不同的遺傳性疾病。同伴動物不應該承受因繁殖業者的不經心、不專業而造成他們
一輩子的痛苦。台灣的寵物規範，還有一段很長的路要走。政府及業者是否應該要考慮納入國外優良、
可行的規範做為範本，而非只是一昧利用狗當作生財工具，失去市場價值時，便將他們如同廢棄物般
隨意拋棄。
案例十三：黃金獵犬－橘子，飼主－劉森隆，購買日－94 年 4 月 17 日。
黃金獵犬橘子是飼主在朋友介紹的繁殖場購買的，本
來是因為擔心會有 CHD 的問題，才想到認識的繁殖場買，
可以看到他的父母會比較安心。誰知道看起來好像很健康
的狗，還是有 CHD 問題，繁殖場對遺傳疾病毫無認識的結
果，受害的就是無辜的飼主和狗。
橘子帶回家後約 40 天大時，走路便一直滑來滑去，飼
主原以為小狗都是這樣，覺得可愛也不以為意。直到 3 個
月大後，逐漸發現橘子走路後腳無力、外八，而且背部拱
起，家人開始擔心他是否真的有 CHD。 94 年 7 月橘子照
了 X 光，確定了她的確有中度的 CHD。家人只能接受此痛
苦的事實，同時積極實行嚴格的保守（內科）療法，希望
可以讓狗狗的狀況改善。
飼主劉先生不希望再有更多人與動物遭遇相同痛苦的
經歷。他希望國內的寵物繁殖業可以建立良好的制度，提
升動物福利。劉先生說：付出的愛無價，一個無辜的生命
不能用金錢衡量，所以不是「退錢換狗」或金錢補償可以
解決的。飼主希望政府及輿論能重視這個問題。
案例十四：鬆獅犬－嘟嘟，飼主－郭淑玲，購買日－94 年 12 月。
嘟嘟是郭小姐在三重一家寵物精品店購買的。12 月 15 日買回，業者告知一個禮拜後可以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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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預防針且並且洗澡，於是飼主於 22 日將狗送回店內。23 日飼主帶動物去醫院健檢時，醫師便告
知：發現嘟嘟體內有球菌（此種病菌乃為母體傳染），獸醫師說這是繁殖場衛生環境不佳、犬隻母體
不健康所導致；而在飼主告知寵物業者後，得到的回覆竟是：
「這是正常情形，寵物店沒有責任」
。後
來在 26 日複診時，獸醫又發現犬隻體內有其他蟲菌感染，同時診斷出初期麻疹（即為犬瘟熱）
，這是
犬隻的絕症，目前尚無醫藥可治，最常發生在幼犬身上，潛伏期多為 7-14 日，感染原因主要經由空氣
傳染，直接或間接接觸含有病毒的患犬分泌物。然而問題是，從 15 日買狗回去到 26 日，飼主並沒有
讓狗與其他犬隻接觸，也沒有帶狗出門嬉戲，狗狗身上的病菌應該是在寵物店即被傳染帶出的。當飼
主再度與業者溝通，業者仍是不理不睬。
在飼主不眠不休的照顧下，同時花了為數不小的醫療費，狗狗終於活了下來。但又在嘟嘟/8、9
個月大時，因為天生骨骼結構不佳，在玩耍的時候造成左後腳骨頭外移，變得無法正常行走，不僅犬
隻飽受痛苦，後續的照顧、復健也讓飼主飽受煎熬。
郭小姐說：若不是家人真心喜愛狗狗，可能早就把他棄置街頭任其流浪了。而她便是擔心許多跟
他有同樣遭遇的飼主，在負擔不了醫藥費及照顧病犬的負擔下，最後只能選擇把狗丟了，造成更多無
辜生命受苦。
案例十五：柯基犬－泡泡，飼主－阮振維，購買日－94 年 6 月。
阮先生聽說大型狗常會發生髖關節疾病問題，因此他選擇了
模樣十分討人喜愛，體型也較小的科基犬，並且選擇了一家十分
有名氣的犬舍。購買時繁殖業者一再向他保證柯基犬不會有髖關
節疾病，而且他賣的狗還是冠軍犬的後代。在飼主的細心照顧下，
泡泡長得又壯又可愛，但後來卻發現牠的右後腳在走路與奔跑
時，常會有「軟腳」現象，詢問繁殖者所得到的回答卻是：
「這是
成長的正常現象，只要補充鈣粉，成犬之後就會消失！」但很不
幸的是，一直到泡泡一歲了，狀況並沒有改善！
阮先生開始帶泡泡就醫檢查，確定泡泡的髖關節完全沒有發
育，只是因為小型狗體重較輕，所以泡泡仍可以行走與奔跑，不
過肌肉卻十分容易疲勞，其它關節也因為沒有髖關節分擔力量，
而逐漸受傷。小型狗的 CHD 症狀由於不明顯，所以很容易被忽
略，若沒有正確的診斷與治療，帶給狗兒的傷害是緩慢而持續的。
飼主希望政府能有完整的法令來規範犬隻繁殖，更希望社會大眾
在買狗前仔細的了解各種資訊，不要成為業者「基因虐待」動物
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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