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第三期每月專題任務─當動物變成寵物 

<初階題> 

閱讀以下文章，回答相關問題 : 

飼養潮與棄養潮 

近期日本定格動畫《PUI PUI 天竺鼠車車》成為最熱門的話題，在臺灣社群媒

體引發極大的討論。臺灣代理商官方 YouTube 頻道目前上映的集數，皆破百萬次

觀看，首集更是上看千萬觀看人次，成長速度驚人。動畫裡頭的天竺鼠的形象可

愛，是影片大受歡迎的主因，也因此帶動了一波飼養天竺鼠的熱潮。這種因為影

視作品的走紅引發的動物飼養潮出現過不少次，近年來，透過影音串流平臺的推

波助瀾，可愛動物的短片隨點即看，甚至出現許多以動物為主角的「網紅」。然

而，被影片點燃飼養熱情的主人，若是缺乏對動物飼養應有的認識和責任，則會

造成後續大量棄養、及不當飼養的問題，讓這些動物陷入悲慘的困境。 

延伸閱讀 ： 

 《天竺鼠車車》爆紅好想養？跟風飼養天竺鼠前要想清楚的 5 件事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7453 

 《天竺鼠車車》恐掀飼養潮 瑞士立法禁止只養 1 隻  https://reurl.cc/1g1NOp 

 《天竺鼠車車熱潮 別衝動以免收罰單》 https://reurl.cc/zbYR47 

【過「棄」的動物明星】 

 各種犬 

《再見了！可魯》訴說著狗主角—可魯，與主人的堅貞友誼，影片賺人熱淚，

觀眾對可愛的狗狗心動不已。這一部電影造成轟動後，臺灣開始出現拉不拉多飼

養潮，然後再過不久，在街頭流浪的拉布拉多犬數量開始激增。許多人以為拉不

拉多犬就像可魯一樣乖巧聽話，實際上，這種大型犬活力驚人，食量超大，破壞

力一流，如果沒有寬廣的空間和正確的育狗觀念，會被牠們弄得筋疲力竭。和拉

不拉多同為大型犬，面臨類似命運的還有因電影《神犬也瘋狂》而紅極一時的黃

金獵犬。犬隻被一窩蜂飼養再被棄養的案例不勝枚舉：在美國，因為「一○一忠

狗」電影的走紅，出現了大麥町棄養潮；電影「極地長征」和美國熱門電視影集

「冰與火之歌」後，在全球也出現了哈士奇犬的棄養潮；電影「心動奇蹟」則讓

柴犬成為棄養主流，而曾經在電影「貓狗大戰」及臺灣知名偶像劇出現過的米格

魯，也難逃過一劫，連續好幾年成臺灣棄養犬種的第一名。 

延伸閱讀 ： 

 《又見棄養潮 滿街可魯跑》https://reurl.cc/5o1Kdz 

 《動物志工：最怕狗狗電影上映，「買狗－丟狗」成全民運動 》 

https://reurl.cc/DvAq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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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帶魚 

迪士尼 2003 年電影《海底總動員》第一集上映了，故事描述一隻小丑魚尋找

失蹤兒子的故事，尼莫和他的爸爸馬林，以及好朋友多莉，成為海水魚界的大明

星。電影上映後，小丑魚的銷售上升 40%，根據「拯救尼莫保育基金會」統計，

每一年有超過 1 百萬隻小丑魚從珊瑚礁棲地，被抓到人們家裡的水族箱。有些孩

子甚至想讓自己的小丑魚，循著尼莫（Nemo）在電影裡逃跑的方式還他自由，把

魚兒沖下馬桶。小丑魚是珊瑚礁魚群，90%來自野外，牠們因為氣候變遷、海水暖

化和酸化，已經瀕臨滅絕，把牠們撈上岸，更加重了牠們滅絕的危機。 

到了 2016 年，《海底總動員》第二集上映了，專家和動保團體都非常擔心擬刺

尾鯛，也被俗稱為藍倒吊的珊瑚礁魚種（也就是多莉），會面臨和小丑魚同樣的

命運。而更令人擔心的是，藍倒吊無法透過人工繁殖，目前所有在水族館及水族

箱裡面的藍倒吊，都是從海裡抓來的，購買行為會鼓勵商業的過度捕撈，而產生

環境和生物滅絕危機。 

延伸閱讀 ：《愛多莉，就別飼養牠》https://www.cw.com.tw/article/5076680 

 其他 

寵物龜：《忍者龜》電影上映，根據 NPR（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報導，單

單在美國，忍者龜熱潮時購買的寵物龜，估計約有 90%因為不當飼養，在一年內

已經死亡。 

樹懶：迪士尼動畫片《動物方城市》當中的樹懶大受歡迎，樹懶在美國飼養率

一夕大增，有許多業者，到野外非法捕捉原本就屬於瀕臨絕種的樹懶。樹懶因為

動作慢很容易捕捉，被抓後爪子會被剪掉然後販賣。有些小樹懶因為沒有媽媽照

顧會失溫，人類又不知道如何照顧，所以帶回家養一個月就死掉了。接著沒過多

久，一年 500 隻的樹懶棄養潮開始了……。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76680


1. 從文章內容裡頭，哪個敘述看不出來《PUI PUI 天竺鼠車車》很熱門？ 

 (a) 每一集影片的觀看數超過百萬人次。 

 (b) 引發一波飼養天竺鼠的熱潮。  

 (c) 可愛動物的影片隨點即看。 

 (d) 影片在社群媒體上引發極大的討論。 

2. 文章中提到因為電影熱潮退去，被爭相飼養，而後遭受到棄養命運的犬種有哪

些？ (核取方塊) 

 □ 黃金獵犬 □ 米格魯  □ 邊境牧羊犬 □ 拉不拉多 □ 大麥町 

 □ 紅貴賓   □ 哈士奇  □ 吉娃娃 

3. 關於熱帶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擬刺尾鯛可以透過人工方式繁殖。 

 (b) 小丑魚的族群數量穩定，沒有滅絕風險。 

 (c) 想要放生家中飼養的小丑魚，可以把牠沖進馬桶。 

 (d) 飼養熱帶魚的風潮會鼓勵商業捕撈行為，造成海洋生態失衡。 

4. 有四位同學發表對於「影視作品引發動物飼養潮」的想法，哪些同學的發言符

合文章想要表達的意思？(複選) 

 (a)  阿比：只看影片，對動物的了解不多，若輕易飼養會面臨很多問題。 

 (b)  西羅摩：拍攝動物影片的人很可惡，我們應該要拒看這些作品。 

 (c)  巧克力：飼養動物除了熱情，還要有相關知識和負責任的態度。 

 (d)  泰迪：被棄養的例子應該只是少數，不需要過度關心。 

 

5. 請從文章中找到一個「被人類不當飼養」的例子。(簡答) 

 

 



<進階題> 

閱讀以下文章（包含延伸閱讀），回答相關問題 : 

動物好同伴 

人類飼養動物的歷史悠久，有學者考察發現，人類飼養動物的目的，從早期以

協助人類工作的實用性質，演變到純粹的娛樂玩賞，直至近代，動物提供飼主情

感的交流與回饋。也就是說，現代人飼養動物，是源於人們心中想與其他動物有

親密情誼的渴望。 

    因此，有動物保護組織認為，使用「同伴動物」這個詞語，比起「寵物」一

詞，更適合說明人類與動物的關係。同伴動物是指稱那些「個體必須為馴化且喜

歡人類家庭生活的動物，如：貓、狗。」這些動物在生理、心理、情感、行為與

社會需求等方面，能夠適合且容易作為家庭的生活同伴，與人類建立親密關係之

動物。 

根據農委會畜牧處於 2017 年的統計，臺灣家戶飼養動物的比例如下表： 

家犬 18.37％ 

家貓 6.52％ 

非犬貓 11.25％ 水族 60.23％ 

鳥 18.59％ 

鼠 6.78％ 

兔 3.96％ 

爬蟲類 2.7％ 

雪貂 0.43％ 

刺蝟 0.4％ 

蜜袋鼯 0.35％ 

昆蟲 0.57％ 

其他 6％ 

未飼養 ？ 

在臺灣的家庭裡，成為「寵物」的動物非常多種，但並不表示牠們都是適合

的「同伴動物」。其中，原生的野生動物(自野外捕捉，非經由人工繁殖)有非常複

雜的生存需求，人類要提供牠們妥善的空間與飼養環境，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情。若沒有適當的照顧，動物可能因此感到壓力或無聊，而出現刻板行為，例如

來回踱步、自我摧殘或過度理毛，一生都過得非常不快樂。那麼，能被人工繁殖

的野生動物，是否就適合作為同伴動物呢？ 

相對野生動物，已經有數千年馴化歷史的家貓家犬，藉由挑選適合人類社會

的特性去做選擇性繁殖，所以有很高的機會，可以是很適合的同伴動物。 



然而，即使是飼養家貓家犬，但若沒有正確的飼養知識與心態，反而會害了牠們。

如果你很想有個同伴動物，在做決定前，你可以先參考以下「飼養前考量須知」： 

 具備基本知識 

在飼養牠前，你是否已經瞭解有關牠們的一切，例如食物、生活習性和天性。 

 評估飼養環境 

目前的居住空間是否適合飼養牠，例如空間大小、隱蔽性、安全性等等。 

 考量經濟條件 

我是否有能力負擔飼養牠需要的開銷，例如食物、用品，以及醫療費用等等。 

 尊重生命，負起責任。 

我是否能愛牠原本的樣子，陪伴並照顧牠終生。 

如果你決定要飼養動物，請努力成為牠最好的同伴。 

 

延伸閱讀   

 小狗花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sHem11K3rs 

 我們的島 當動物變成寵物(上)https://reurl.cc/Q7XK7Z 

 我們的島 當動物變成寵物(下) https://reurl.cc/Q7XK9Z 

 

1. 根據文章中提到人類飼養動物的目的，依據時間變化，下列哪個選項的順序正

確？ ㄅ娛樂玩賞 ㄆ提供飼主情感的交流回饋 ㄇ協助人類工作 

(a) ㄇㄅㄆ 

(b) ㄅㄆㄇ 

(c) ㄅㄇㄆ 

   (d) ㄇㄆㄅ 

2. 根據文章內容，關於理想的同伴動物，要符合哪些條件？(複選) 

(a) 喜歡人類家庭生活的動物。 

(b) 能自給自足。 

(c) 在生理、心理、情感、行為與社會需求等方面，適合作為家庭的生活同伴 

(d) 經過馴化，能與人類建立親密關係。 

3. 根據農委會畜牧處於 2017 年的統計，關於臺灣家戶飼養動物的敘述下列何者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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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飼養水族類動物的家戶數最多。 

(b) 未飼養任何動物的家戶比有飼養的家戶多。  

(c) 飼養家貓的家戶比飼養家犬的多。 

   (d) 根據統計，在臺灣沒有人飼養狐狸。 

4. 要成為同伴動物的好同伴，哪些行為是適當的呢？(複選) 

(a) 準備同伴動物適合的食物，確保牠營養健康。 

(b) 給予同伴動物適合的活動空間，讓牠過得很自在。  

(c) 同伴動物生病時，會帶牠到醫院治療，好好照顧牠。 

(d) 把牠當成自己重要的同伴，終生陪伴不棄養。 

 

5. 能被人工繁殖的野生動物，是否就適合當作寵物？看完文章後，請說說你的想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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