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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桃園新屋鄉動保園的獸醫簡小姐，以動物安樂死的藥物，為自己的

生命畫下句點，這件新聞引發臺灣許多媒體推測：簡醫師因為執行動物安樂死，遭受許

多熱愛動物的網民批評是劊子手，不堪言論壓力，而自尋短見。但是，從她的遺言發現，

這份動保工作，本身就是良知和現實高度衝突的職業，年輕的女孩，畢竟無法走過生命

這一個坎，尤其是從小熱愛動物的她，以為有一天會成為保護動物的鬥士；但是，現實

陪牠走完最後一哩路
毛小孩的生命旅程─

須要插電、耗電量大的熱水瓶或開飲機。

而家電用品如音響、洗衣機、微波爐、電

視機、DVD撥放器、電扇等，即使關閉電

源，待機時所顯示的時間、待機燈等都在

無形之中消耗用電。最好的方式就是將插

頭拔除。待機電力才不會變成家中的用電

小偷。

同理，夏日使用的空調，到了冬天就

不使用，此時若能將插頭或控制空調的電

源總開關關閉，才能停止電力的消耗。

節電標語─愛的小提醒

節電要從「心」開始，有節電意識，

才能具體力行。生活中，若能時時看到節

電標語，提醒自己隨手關燈、關家電。採

購電器用品時，透過店家的提醒，選擇能

源效率好的家電。或是參加節電比賽，用

「錙銖必較」的方式來看生活用電，節電

的推動，或許更具成效。

改善環境的關鍵之鑰

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而蝴蝶效應

使地球的每一端，都因人類的改變產生變

化。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簡稱為UNEP）

於 1987年率 24個國家及歐洲經濟體簽

署的「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規定禁止

生產氟、氯、烴等造成臭氧層消耗的物質，

成功降低破壞臭氧層的氣體。特別是氯

（chlorine）與溴 (bromine)來自氟氯碳化

物（CFC）的減少，讓臭氧層的破洞逐漸

修復。6月底，科學家在《科學》期刊發

表的一項最新研究更明確指出：南極上空

的臭氧層以穩定的速度縮小，並樂觀看待

臭氧層大約在 2050 年或 2060 年可望修復

完成。這是令人振奮的消息，也顯示開啟

有善環境的關鍵之鑰，掌握在每個人的手

中。

那麼，要改善地球暖化的問題，我們

也能從生活中具體落實節能省電做起。將

節電口號運用到生活中，並利用每期電費

帳單中與去年同期的用電量比較，由數字

來檢視省電的成果更為有感。看著台電節

電廣告中，用鉛筆素描的方式描繪出亟待

保護的北極熊，拔掉插頭，我們可以讓牠

們的惡劣生活環境獲得改善，舉手之勞就

能辦到，何況涓滴之力亦能積累成河，我

們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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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飛鳥走獸皆可食。改革開放後，人

民身上雖然有錢了，但是吃遍天下的腦

袋，並沒改變。

「尊重所有生命，人才會尊重自

己。」，這句話是心和腦的革命，人類必

須從野蠻進化到文明，才能體會這一點。

2014年以前，全臺各縣市的流浪狗

收容中心，有一個不成文規定，被搜捕入

園的寵物貓狗，只可以存活 7天，這 7天

中如果沒有人來認養，寵物就必須安樂死；

後來這個 7天的規定被打破，改成 12天；

2014這一年，一位紀錄片導演 RAYE拍

下了「十二夜」的紀錄電影，引發社會對

流浪狗的關注，抗議安樂死的聲浪來自四

面八方，根據動保法立法的初衷，此法是

為了保護遭受主人遺棄或受虐待的動物，

而不是讓貓狗們接受死亡；經過這些抗議

後，2015年修訂的動保法，把 12天的

規定取消，明文規定不可以安樂死，這就

是所謂「零安樂」。但是從這一位獸醫師

自殺事件顯示出：安樂死還是在許多動保

園區默默進行，在臺灣許多法令的設計制

定，都屬笑話。

根據農委會的資料顯示：從 1999年

到 2008年，這 9年間，全臺動物收容數

量是 89.5萬隻，但是被強制安樂死的數

量是 65.5萬隻，占了 73%，只有 13.5萬

隻被領養，領養率只有 13%。2008年至

2000年，領養率都維持在 20%以下，

2011年後，領養率由 20.27%逐年攀升至

2015年的 70.28%，然而領養率的提高，

並不代表民眾對動物生命的珍惜。

一輩子從事動物救援工作的王豐先生

說：「不尊重生命才是臺灣社會最大的問

題，許多養寵物的家庭，只知道寵物年輕

時，可以為家庭帶來歡樂，但是寵物年老

卻使她成為劊子手。簡醫師在日記中說：

每一天，走過關押狗狗的鐵籠子，看到它

們迫切無辜的眼神，眼神中傳達的唯一期

盼就是：今天不要挑上我，請你不要把我

送上安樂死的檯子，每天擔任死神執行官，

日子已經變成最痛苦的煎熬。

一針 3cc的氰化鉀，成本只要 8塊錢，

就可以輕易殺死一條狗，所花費的時間不

需 1分鐘，但是在挑選安樂死毛小孩的過

程中，這一小段路，簡醫師好像走了 1世

紀，她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臺灣的動物

保護法，到底出了甚麼問題？保護動物，

變成殺死動物，這兩個觀念的嚴重衝突，

有解嗎？

1998年，臺灣通過動物保護法，把屠

狗視為嚴重的罪刑，在此之前，每年的冬

令進補日，可以看到商街上掛羊頭賣狗肉

的紅色燈籠，寫上大大的「香肉」，臺灣

社會喜歡吃狗肉的老饕，還是所在多有，

冬天找毛小孩進補，成為一種習慣，雖然

比不上中國大陸東北延邊或丹東的朝鮮

族，吃狗肉無論季節，一直是民族的傳統。

中國大陸政府規定：一家只能養一隻狗，

多出的狗要自己處理，連安樂死的花費也

省了，所以不少東北養寵物人家，把多生

出來的狗，賣到朝鮮區，視為當然；結紮

觀念還很淡薄，以狗狗繁殖數量來統計，

吃到肚子內的，比養在家裡的還要多。

中國大陸網路上曾經流傳一個嚴肅的

笑話，一名外國記者要測試中國大陸人民

的動保觀念，於是在馬路中央，放置一條

死去的狗，觀察開車人路過的行為習慣，

結果十人中有九個，會停下車把死狗放到

後面的行李箱中，只有一個人會報警處理，

這九個人肯定把狗賣到狗肉店，或者自己

吃了，這是中國大陸對動物的觀念：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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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不得已，只好替狗狗進行聲帶割除手

術，我曾經在公園中，撿到一隻白色狐狸

犬，聲帶被割除後棄養，心中不禁慨歎：

發不出聲音的狗，還能算是狗嗎？人類對

動物的剝奪，令人心寒！因為大樓禁止養

狗，但是貓並未在此限制，所以增加了寵

物貓的數量，農委會在 2011年至 2014

年的統計顯示：全臺家庭寵物貓從 37萬

隻增加到 56萬隻，寵物狗則是從 153萬

隻增加到171萬隻；飼養貓狗的數量增加，

寵物貓的增加幅度大過寵物狗。同期間，

收容所的流浪狗數量由 2011年的 11萬隻

減少到 2015年 7萬 9千隻，大幅降低的

牠一起經歷。

不願意陪自己的寵物，走完最後一

哩路，是臺灣飼主棄養主要原因。流浪動

物救援協會說：「我們對動物的飼養太

隨便。」，因為缺乏完整的計劃，有時候

只是小孩子一時興起，突然間想要養，大

人就盲目開始行動，沒有考慮自己的居住

環境和時間，一旦興趣降低的時候，隨之

而來就是棄養，尤其是臺灣社會喜歡一窩

蜂，看到 101忠狗的電影，覺得大麥町很

可愛，就流行養大麥町；看到「大八忠犬」

電影，開始流行養柴犬；一陣子養米格魯；

一陣子看中紅貴賓，也跟著流行；連不適

合南方氣候的西藏獒犬，也被抬價，每隻

價格上百萬台幣，因為有人一窩蜂養殖，

繁殖場通常會追隨時尚需求，跟著起舞，

一旦熱潮消退，棄養潮就出現了，許多街

頭流浪狗中，不乏名犬，這是主要原因。

「臺灣動物研究會」在一篇報告中說：動

物的棄養和臺灣經濟變動關係很大，當臺

灣經濟出現榮景的時候，家庭飼養寵物比

較普及，但是，一旦經濟發生困難，棄養

寵物的數量也會攀升。其次，貓和狗是臺

灣寵物飼養數量最多的，而且隨著臺灣都

會生活環境大幅改變，飼養比例有明顯的

變化，最大的變化就是：養貓比養狗增加

了一倍，都會中大樓林立，這些大樓的管

理上，為了社區安寧，有一半以上禁止養

狗，原因就是怕狗叫聲音太吵，有些主人

相當於人類 90歲高齡，我陪牠走完最後一

哩路，如同陪伴家裡的老大人一樣。通常，

狗狗的衰老，從腳跟無力，站立時動作緩

慢，就可以看出來，腳跟的病變會從後腳

關節開始，這個時候，狗狗就開始邁入所

稱的衰老期。由於無法站立，所以，行動

必須借助輔助器，這些動物輔助器不會比

人類使用的便宜，一旦前腳也失去力量，

接著就是無法大小便，只能躺臥，離死亡

更近一點，這個進程和人類一樣，然後是

無法進食，最後牠的心臟無力呼吸。從衰

老到死亡，長者兩個月，短者一個月，這

段時間主人和狗狗所感受的痛苦，是相同

的！有好幾次，看見狗狗躺著掙扎，痛苦

的眼神，心裡也會想：是否打一針讓牠安

樂死，但是，最後還是讓牠接受自然的死

亡，生命的苦痛喜樂，不就是如此嗎？人

類無權改變這樣的定律，重要的是可以陪

的時候，人類卻不願意陪牠走完最後一哩

路。」，王豐一輩子從事流浪動物救援，

一共收容 2,400隻流浪狗，每年花費 3,000

萬台幣，勸募是主要來源。動物和人類一

樣，衰老時，無法逃避生老病死，尤其是

死亡之前的老化病痛，動物和人一樣，可

以感受深刻，這時候，人和動物同樣，也

最需要有人陪伴，這種陪伴，更要付出體

力和金錢，所以，棄養潮就這樣發生了，

最常見的方式就是把寵物帶到一個陌生遙

遠的山區或海邊地方，說好聽是放生，其

實就是讓他自生自滅；比較有良心的主人，

乾脆把寵物帶到收容中心，欺騙收容中心

說：這是自己在路上撿到的寵物，這種欺

騙的條件是寵物身上沒有裝植晶片，如果

寵物體內植有晶片，主人承認是自己寵物，

只要繳費 3,000臺幣，就可以合法棄養，

把最後一哩路，交給收容中心辦理，通常

為寵物送終，花費當然比這種方式棄養，

多出好幾倍。在德國，如果你要把最後一

哩路交給政府處理，必須繳交的費用是二

萬歐元，相當於臺灣的 200倍，一個社會

是否善待小動物，是否進入文明，從法令

上高下立判。臺灣社會似乎尚未學習「愛

他就不要拋棄他」的道理，寵物在死亡前

一刻，需要人陪，人類死亡之前，也不願

孤單，道理是相同的。

我收養過 4隻流浪狗，其中 1隻狗在

我身邊生活了 15年，有人說狗狗 1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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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關押在清潔隊的某一個空間，等待數日

或一周，才能送往動保園區，進行進一步

的手術，和再度野放。

為了使野放的貓狗，可以在戶外生

活，政府鼓勵善心人士去定點牧養，定點

投放食物，但是，也希望善心人士善盡環

境衛生責任，把沒吃完的食物清理，以免

造成環境公害和汙染。

人類愛自由，狗狗當然也愛自由，生

活在園區被圈養，和在戶外生活，性質完

全不同，這樣的選擇權並不屬於貓狗，對

於無法適應戶外生活的貓狗，或者體弱多

病的貓狗，由政府為貓狗送終，才合乎零

安樂死的政策。

從生物學上來看：狗的遠祖是狼，慢

慢接近人類生活圈，又演變成豺，最後更

靠近人類，演化成狗。這種數萬年的演化

過程，所依賴的不只是人類丟棄給狗狗的

食物而已，而是狗狗對人類的信任，通常，

這種信任是互動的過程，因此，如果你有

愛心，很願意收養貓狗，那麼，請不要喪

失這樣的信任，愛牠，就陪牠走完最後一

哩路吧。

數字背後，說明了甚麼？

「安樂死」並非流浪狗數目降低的

唯一因素，資源的快速減少，才是更大的

原因，這些資源就是食物，從 2010年到

2015年，5年下來，在城市或鄉村的流浪

貓狗，死亡了 5萬隻，飢餓才是元兇。臺

灣環保單位從 2001年開始推廣垃圾不落

地，和廚餘回收計畫，這些計畫從都會進

行到鄉村，帶來臺灣環境清潔衛生的重大

改變，但是另一方面卻也剝奪了流浪貓狗

覓食的管道，80%的流浪貓狗，之所以可

以存活下來，依靠人類社會所拋棄的垃圾

是重要資源；其次才是善心者的施捨，尤

其是家庭中每日丟棄的多餘食物，即可使

流浪貓狗得到溫飽，因此，5年下來，超過

5萬隻貓狗，因為缺乏食物自然死亡，基本

上也降低了收容所的承載量，有助於政府

推動新的零安樂死政策。

臺灣動物保護協會說：「TNVR是現

階段的動保政策」，所謂「T(trap)」就是

抓捕，臺灣對付流浪貓狗的抓捕方式，就

是使用捕狗圈棒、漁網、麻醉針，除非流

浪貓狗有罹患疾病或行為兇猛，很少使用

到麻醉針。「N(neuter)」就是對捕抓到的

貓狗，進行絕育手術，「V(vaccinate)」

是 實 施 疫 苗 種 植， 接 下 來 才 會 野 放

「R(return)」，這動物保護四部曲，有別

於過去安置在收容所，等待領養或者安樂

死，畢竟，臺灣的流浪貓狗的領養率並不

高，平均只有 20%，即便政府多年宣傳，

以領養代替購買，但是，效果有限，根據

英國廣播公司的報導：臺灣是全世界對外

輸出流浪貓狗最多的國家，每年高達 3,000

隻流浪貓狗，被外國飼主領養，其中以殘

障貓狗居多。動保協會說：罹患殘障的貓

狗是最弱勢的底層，但是，臺灣的領養者

很擔心帶給自己更多的困擾，所以，不會

選擇領養殘障貓狗，反而歐美的愛狗人士，

喜歡領養殘障弱勢的貓狗。我曾經領養一

隻缺一個眼睛，沒有聲帶的狗，很顯然過

去的飼主擔心太吵，對狗進行聲帶割除手

術，而他失去的眼睛，應來自流浪期間頭

部被攻擊所造成的。領養一年中，狗狗多

次腦部病變，發生癲癇狀況，後來經過照

顧，狗狗生活安定，狗兒才逐漸降低癲癇

發作次數，貓狗的疾病和人類沒有太大不

同。

目前 300多個鄉鎮中，抓捕流浪貓狗

的任務，70%由清潔隊執行，但是對清潔

隊而言，這個任務卻是不可承受之重，因

為缺乏安置的設備，良好的飲食和環境，

在送往收容所之前的短期安置，形同對流

浪貓狗的二次傷害，清潔隊也很無奈，抓

捕流浪貓狗的任務純屬臨時工作，遇到民

眾檢舉就必須出動；但是，抓捕回來後，

卻無法安置，這段期間，只能暫時用鐵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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