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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經濟與都市化的發展，臺灣家庭結構跟著改變，從大家族轉變成核心家

庭、甚至單身，在都市化程度越來越高、少子化及人際關係疏離的情況下，越來

越多人飼養起了寵物，而犬、貓是飼養寵物中的大宗。因少子化及高齡化的衝擊，

許多人把寵物當成家庭的一份子來照顧，久而久之人與寵物形成一種親密關係，

寵物彌補了人際社交關係的不足，滿足飼主付出愛與關心的需求，也讓飼主體會

被需要的重要性（吳怡伶，2006）。寵物不是一般的動物，既冠上「寵」字，那

麼就超越了一般動物在人類心中的地位，牠們就像我們的家人，筆者以生命教育

的核心素養中，「終極關懷」這個層面來探討寵物與人的生命有所交集時，寵物

之於我們的人生意義，面對寵物的生死關懷與悲傷處理，來加以討論。 

二、人與寵物的關係 

人與寵物的關係早已從「飼主」變「父母」，關心的不再只是寵物有沒有吃

飽而已，舉凡教育、遊樂、社交、食安、醫療等，任何人類小孩得到關注的層面，

寵物也同樣得到關注，各式的全人化服務比照人類服務業，當寵物生病或終老

時，也有長照安養、安寧照護及處理身後事的殯葬禮儀等，一系列的寵物終老服

務需求都提供。根據《哈寵誌》2018 年的調查，每月花費 1,000～2,000 元的飼

主占了調查比例的 4 成，每月消費超過 2,000 元的飼主比例更逐年提高，證明飼

主越來越捨得花錢照顧牠們。 

人與寵物早已是密不可分的關係，從最早的狩獵、護衛及看門等功能，已轉

變成人們生活上所依賴的伴侶。江玉玲（2010）指出，對都市一些獨居老年人來

說，寵物是重要的精神寄託，通過與寵物的相互溝通，使老年人生活過得充實，

顯現寵物具有情感寄託的功能且有益於他們的身心健康。Friedman（1983）的研

究指出，飼養寵物能改善心臟病的癒後情況及降低脈搏與血壓，主要是飼養寵物

後，能調節人的一些心理狀態，透過與牠一起玩耍，可以減輕人的心理壓力、舒

緩焦慮，並增加飼主的活動量。Elyssa（2015）的研究指出，撫摸寵物尤其是犬

類，能使人類催產素明顯分泌更加旺盛 ，而催產素具有降低血壓、心率，並能減

緩憤怒、抑鬱等負面情緒的功能。 

寵物之於孩子，有著重大的生命意義，當孩子決定人生中有了寵物的加入

時，成人需讓孩子去瞭解未來該做些什麼，思考自己是否已經準備好要承擔這些

應盡的義務，一旦決定讓孩子參與照顧寵物的工作，可以使孩子學習如何呵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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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生命，自己不再是被照顧者，而是晉升成為照顧者，沒有嫌棄、不滿，有的是

包容另一個生命體的好與壞，教導寵物和互相共渡歡樂、難過的時光，負起並體

驗照顧一個生命的成長直到終老的責任感，可說是最佳的生命教育（黃有志，

2009）。建立與寵物的互信關係，對於飼主本身的人格發展、身心健康及社會關

係，都有著正向的能量；寵物基本上不會隱藏自身的感受，對主人有著信賴及依

賴的忠實情感，這股能量也會影響飼主，因為無時無刻總有一個溫熱的個體認真

的回應他的對話，讓人們感覺被信任、被需要，也感到幸福及快樂。 

三、寵物棄養問題 

可愛活潑的寵物人見人愛，許多人常常憑著一股衝動就飼養寵物，並沒有考

量到太多的細節，有些飼主因對寵物喪失新鮮感，生病、受傷不易照顧，或繁殖

業者為販賣而繁殖過剩等原因而棄養寵物（黃萱如，2011），造成流浪動物，對

棄養的飼主而言，大都以為寵物在外可以依照自己的本能活下去或可能遇到善心

人士收養，更有人認為牠們就是動物，命就是如此，這樣的觀念與心態並不正確，

棄養寵物是傷害寵物的嚴重行為，也危及寵物的生命，從生命教育觀點來看，人

與寵物處於平等的關係，彼此都有自己的生命價值，除了人的生命外，所有動植

物的生命，以及忠實於人類的寵物之生命，各自具有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要飼

養牠就須尊重牠、愛護牠及疼惜牠，並且要考量自身能力及居住環境是否適合飼

養寵物。雖然寵物依附人類而存活，但寵物對人類的益處顯示有其存在的價值，

透過寵物給我們的生命教育，讓我們重新認識每一個生命的意義，並珍惜與欣賞

其生命的價值。 

許多學校都有流浪犬侵入校園的問題，有些學校經師生溝通後便領養起流浪

犬，臺灣動物行政監督聯盟（2017）公佈「2017 全國各縣市高國中小-動保社團

暨校犬貓調查報告書」中，高國中小學校飼養校狗、貓占全臺將近四千所學校的

比例，2015 年為 6.02%，2016 年為 6.77%，2017 年成長至 7.18%，校園認養流浪

動物，除了幫牠們找到家，更可以給學生體驗式教育，用活生生的動物教他們重

視生命，也藉由與流浪犬、貓相處，使學生學習到友愛、照顧與分享，深具情感

與教育意義，讓生命教育不再侷限於課堂上，而是融入校園氛圍，讓學生能在學

校環境得到親身體驗，也是很棒的教法。 

四、寵物給我們的生命教育 

寵物的壽命通常只有十幾年，比我們人類壽命還短，如人一樣，有生老病死，

在人與寵物相聚所帶來的喜悅之後，隨之而來的離別就好像自己失去了某個部分

一般。面對寵物死亡，會有悲傷的情緒反應，其程度視人和寵物間的依附程度而

有不同差別，與寵物的相處其實只有自己最清楚，有些人需要較長的時間平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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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些人則不需要，最重要的是悲傷處理，尤其是小孩跟獨居老人與寵物相處

的時間最久，依附情感較深，更要做好悲傷教育。 

對老年人來說，可提前審視死亡，認真的思考死亡這件事，並把握所剩的光

陰，實現自己仍未完成的一些想法，甚至激勵他發揮所長，更積極地活出餘生。

再者，親手處理過寵物的後世，更能體會死亡的平靜，也能早些思考自己面對死

亡的課題，回顧自己一生，達成自我統整。 

對小孩來說，飼養寵物讓孩子學會照顧寵物的同時，也可學會關愛他人，培

養愛心及責任感，且孩子有足夠的時間去體驗寵物整個生命的生死過程。通常有

寵物與小孩的家庭，小孩與寵物有特殊的情感，如果對於寵物死亡，怕碰觸孩子

悲傷而不談論，只會使小孩的悲傷更難以平復，無法發洩也不懂原因。家長應引

導他們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感情，並學習失落體驗和悲傷過程，讓他們以正確的態

度面對寵物死亡的難過心情，日後孩子在面對家人離世時，比較能夠理解生命的

過程，也更懂得珍惜生命，反而成為孩子成長時的幫助。 

飼主在寵物過世時，心情應該好好調適，以正確平靜的心態面對，不要過分

依賴，也不要太過自責悲傷，藉由與牠們的生離死別，讓我們學習到失落和悲傷

的過程，並瞭解生命有限及生命的可貴，應努力讓自己活得更好、更有價值。因

為曾經用心去愛過，也曾痛苦的失去，所以更能珍惜、愛惜每個獨特的生命。由

寵物死亡帶給我們的悲傷教育與死亡教育，都是生命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環。 

五、結語 

臺灣人口發展呈現高齡化、少子化、單身化及小家庭化，許多人養起寵物來

陪伴自己，長期下來，寵物成為人類情感依附與生活陪伴的重要成員，許多研究

也證實飼養寵物對人的身心健康有幫助，但飼養寵物仍該衡量自身情況，能否給

予牠正常生長所需的基本需求並友善對待牠，寵物不會言語表達，但會忠誠陪伴

在我們身邊，不該虐待牠及隨意棄養，這些行為既是傷害牠也是違法的行為。照

顧寵物有如照顧小孩，需要付出相當的耐心、愛心與責任，在決定飼養寵物前，

需確定自己與孩子要做哪些付出，而養寵物過程，就是孩子生命中的重要課題學

習，尤其在現今少子化的時代，寵物代替了兄弟姐妹的角色，提供陪伴功能，要

求孩子學習照顧他人的能力與責任，讓孩子體會到自己也有照顧他人的能力和責

任，畢竟在孩子生命中，他們享有父母或周遭成人的照顧，在未來也得負起照顧

年邁雙親的責任。寵物短短的一生，提早讓人們意識到生命的短暫、無常，但生

命雖短暫無常，仍足以帶給活著的人無限的回憶，滿滿的愛，因為相處過程的全

心全意、盡心盡力，歡笑和淚水，都讓短暫的生命沒有任何遺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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