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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養寵物是一種很好的陪伴方式，也稱得上是一種心靈寄託。現今的社會結構改變了人們

對於家人的定義，越來越多人把寵物視作為心靈伴侶，甚至比家人還親，大多數寵物也被當

成兒女般疼愛。為了滿足寵物的需求，飼主們花很多心思在寵物身上，「根據行政院農委會統

計，如果一隻寵物狗一個月花費新台幣 2000 元，台灣一年的寵物產業就有將近 500 億元的產

值」（張元祥，2004）。無微不至的關懷疼愛更包含全家的出外旅遊，但因為許多公共場合基

於衛生考量，禁止寵物進入，這也讓可觀的寵物觀光商機有所限制。 

 

一、研究動機 

 

2017 年寵物觀光年度大事中以 1 月初台北市推展「假日狗狗友善公車」；新竹市耗資

285 萬元，於 3 月初在竹東河濱公園建立首座「寵物運動公園」等兩項大事記為主要，資

訊一出紛紛吸引了不少毛孩家庭前往觀光。由此可知，寵物觀光市場是一無法設限的可

觀商機，但充其量只能是某個點，無法以一個完整遊程的形式，套印在毛孩家庭的旅行

活動中。因此本研究小組以汪星人的可觀商機做一研究探討，想要先了解現行寵物觀光

的發展現況與飼主對於帶寵物出遊的意願性，並經由此初探研究結果給予未來系列遊程

研究的相關建議。 

 

二、研究目的 

 

（一） 寵物觀光商機現況調查 

（二） 探討政府單位對於友善寵物設施的重視 

（三） 寵物陪同下飼主出遊意願的探討 

（四） 給予未來相關研究建議 

 

三、研究方法 

 

（一）問卷調查法：本研究小組因為人力資源有限，所以研究樣本發放對象以台中 

地區為主要，實地到勤美市民廣場對遛狗人士發放問卷，並整理分析。 

（二）蒐集資料法：在書面雜誌、網路文章、新聞蒐集寵物觀光的相關資料。 

 

四、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一來源：本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討論主題 

2016/12/8~ 

2017/1/4 

蒐集資料 

2017/1/4~ 

2017/2/2 

設計&發放問卷 

2017/2/18~ 

2017/2/28 

資料整理 

2017/2/2~ 

2017/2/18 

 

結論&建議 

2017/3/4~ 

2017/3/7 

數據分析 

2017/2/28~ 

20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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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正文 

 

一、寵物的定義 

 

「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侶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動物保護法─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2015），寵物的定義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所不同，過去寵物的用途是看家，

而現在的人把寵物當作小孩來養。比起寵物這個詞，飼主們更喜歡稱他們為毛小孩、汪

星人等等比較可愛的詞彙，本組探究之寵物以狗為主要標的，以下所出現毛小孩、汪星

人皆指狗而言。 

 

二、寵物觀光商機 

 

養寵物已經是新一代的流行趨勢，為了因應寵物各種的需求，許多業者看準這個市

場的商機，也進而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寵物商品，「除了一般人認知的寵物美容、寵物用品

販賣外，還有寵物攝影公司、寵物保單以及寵物安樂園等等」（尾巴派對寵物生活館，2008），

本組將寵物觀光商機概分為寵物餐廳、寵物飯店及民宿、寵物友善空間、政府單位對於

寵物觀光的重視等逐段介紹。 

  

（一）北中南地區寵物餐廳列表 

 

寵物餐廳主要是為了服務寵物，提供寵物舒適且不受限制的環境，「大多數的

寵物餐廳都會提供寵物餐點，少油少鹽，並且避開狗狗不能食用的食材」（熱

狗哈燒鋪，2001），而有些寵物餐廳的空間比較廣不只侷限在室內，寵物也可以到室

外活動，甚至有草皮、廣場、游泳池等。 

 

表一：北中南地區寵物餐廳列表 

寵物餐廳名稱 堤柇 

Tiere Pet Hotel 

樂逗森林 

Lovedogforest 

項圈工場 

TNAG 

地址及特色說明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保

安路 292 號 

 寵物餐食 

 寵物安親 

 寵物美容 

 寵物寄宿 

地址：台中市南區大慶

街二段 49-1 巷 2 號 

 寵物餐食 

 寵物戲水池&自助

洗澡間 

 寵物寄宿 

 寵物安親 

地址：台南市南區大成

一路 40 號 

 寵物餐食 

 寵物客制化項圈 

（表一資料來源：本研究小組自行分析整理） 

 

 

 

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14739
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1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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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寵物可以和人一起入住的飯店及民宿 

 

現代的人出門旅遊的機會越來越多，飼主們也想帶上家裡的毛小孩，但因大部

分的民宿和飯店禁止寵物入住，為了符合現在寵物地位越來越重要，而發展出寵物

友善民宿和飯店。 

 

表二：寵物可以和人一起入住的飯店及民宿 

黃色風箏 依比鴨鴨水岸會館 鹿鳴溫泉酒店 

特色：位於台南的親子民宿，

房型具有主題特色，驚艷芬蘭

雙人房、奇幻芬蘭四人房等，

則可提供寵物入住。 

價位：驚艷芬蘭雙人房，週日

~週四 NT1980 週五 NT2280 

周六 NT2980，每次/每隻酌收

清潔費 200 元。 

特色：位於花蓮縣，房型有主

題特色，所有房型皆可提供寵

物入住，提供一泊二食的服

務，有早餐、下午茶、晚餐。 

價位：白雪公主湖景房，平日

NT5,700 假日 NT6,700，攜帶寵

物當天收寵物保證金 500/隻 

特色：位於台東的溫泉酒店，

每間客房內皆有觀獨立溫泉

浴槽，飯店設施有溫水池、

SPA、KTV、會議廳等，鹿苑

豪華雙人房可供寵物入住，其

餘客房無提供。 

價位：鹿苑豪華雙人房，

NT12,700+10% 

（表二資料來源：本研究小組自行分析整理） 

 

（三）友善寵物觀光景點 

 

現今大部分寵物民宿和飯店的選擇性少，飼主出門遊玩機會也相對減少，因此

飼主更偏向一日遊或到鄰近的觀光景點遊玩，希望能與自己心愛的寵物並行，相較

於一般寵物餐廳，寵物友善觀光景點不只提供餐食，也提供讓飼主和毛小孩休閒娛

樂的地方。 

 

表三：友善寵物觀光景點 

（圖二來源：輕旅行。

2016 年 12 月 27 日，取自 

http://tinyurl.com/kznekfy） 

 

圖二：日新島水榭樓台 

地址：苗栗縣頭屋鄉明德村明德路 54-6 號 

特色：全台唯一湖中島咖啡屋、提供美味餐飲

與多樣化的精緻午茶點的餐廳區及天然大草

坪，更有豐富的動物生態。 

（圖三來源：洛基小聿

媽。2016 年 12 月 27 日，

取自 

http://tinyurl.com/mnjzjfr） 

 

圖三：森呼吸寵物休閒農場 

地址：台南市關廟區中大街 138 巷 7 號 

特色：有提供人與毛小孩的餐點、給毛小孩獨

一無二的寵物商品。裡面有 200 坪草地、骨頭

戲水池、安全柵欄。開放式大水池，自助澡堂

&吹水設備。 

（表三資料來源：本研究小組自行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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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家機關的友善寵物空間 

 

本組研究的公家機關定義為，有大草皮適合狗狗活動且外圍有設置圍欄，提供

簡易撿便袋、一般水源和狗狗的訓練設施。台灣目前有部分縣市政府已經在開始著

重友善寵物空間的規劃，茲整理下表如下。 

 

表四：公家機關的友善寵物空間 

圖四：新北蘆堤寵物公園 

（圖四來源：寵物主義。2016

年 12 月 27 日，取自

http://tinyurl.com/kbhsonk） 

圖五：台中市泉源寵物公園 

（圖五來源：寵毛網。2016 年

12 月 27 日，取自

http://tinyurl.com/k4r5akp） 

圖六：高雄中正狗狗公園 

（圖六來源：痞客邦旅遊。

2016 年 12 月 27 日，取自

http://tinyurl.com/le2h9uz） 

特色：周圍景色優美，分成大

型犬區和小型犬區，提供狗便

垃圾袋以及人類用廁所。新北

市目前為台灣最友善寵物的

城市，共有 14 處的寵物公園，

都是有良好設施規劃的。 

特色：台中第一座友善寵物公

園，園區有圍欄圍著並設置雙

層門緩衝，避免狗狗逃脫。設

施有波浪板、沙坑、障礙區

等，也設有水龍頭可供狗狗簡

單沖洗。場地偏小，且偏僻。 

特色：有圍欄圍著並設置雙層

門緩衝區，避免狗狗逃脫，分

成大型犬區和小型犬區，設施

方面有跳高輪胎架、斜坡道、

波浪棧道、沙坑等，且有提供

飼主休息區、狗狗廁所。 

（表四資料來源：本研究小組自行分析整理） 

 

三、問卷分析─寵物觀光的現況調查與出遊意願之探討 

 

本研究小組總計發放問卷共 200 份，經回收整理後，無效問卷僅 2 份，有效問卷達

198 份，問卷數據結果客觀性達 98%。 

 

表五：受訪者基本資料 

 

圖七：性別比例圖 

 

圖八：年齡分布圖 

 

圖九：職業分布圖 

由數據資料顯示，71%的受訪

者是女性，男性則為 29% 

 

由圖可看出未滿20歲和 20-29

歲的比例為居多；實際訪問當

下的困難是因為中年以上的

長輩比較不願意被施測。 

由數據資料顯示，50%的受訪

者是學生，另外 50%的受訪者

則是社會人士。 

 

29% 

71% 

男 
女 

41% 

40% 

14% 5% 未滿20 

20~29

30~39

40~49

50% 50% 

學生 

社會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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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狗狗的存在地位與價值 

 

圖十：狗狗的生活空間 

由圖十可得知，在狗狗的生活空間項度中，和

家人一起生活的比例為最高，達 87%；獨立在

外的狗屋比例僅有 13%。由此可以推估，汪星

人的存在價值在多數狗主人心中就和人一

樣，是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狗主人想要

汪星人處在有溫暖且乾淨的環境“家”。 

 

圖十一：遛狗的頻率 

經圖十一分析顯示，遛狗的頻率中，以一天

1-2 次的次數為居多，為 47%；最少為 1 天 3

次，僅 9%。可以推測而知，狗主人的日常生

活作息多為早上上班或上學前帶汪星人出去

溜一次，晚上下班或放學後回來再帶出去一

次，對於汪星人外出走走散步頗為重視。另外

的以家為主 32%，推估是因為現代人生活忙

碌，訓練狗狗在家如廁。 

 

表七：遛狗的衛生習慣 

 
圖十二：狗主人出外溜狗攜帶撿便袋的頻率 

由數據資料顯示，在帶狗狗外出溜狗便溺的過

程中，攜帶撿便袋去撿起狗狗的大便有 77%的

受訪者表示經常甚至每次都會；其次 15%的受

訪者偶爾會；而 8%的受訪者完全不會。藉由

數據可以推估，多數受訪者會注重衛生，不讓

狗狗的便便影響環境品質；但仍有 23%的民眾

是比較少甚至不會理睬便便造成的影響。 

圖十三：狗主人出外溜狗攜帶水沖狗尿的頻率 

由數據資料顯示，在帶狗狗外出溜狗便溺的過

程中，會攜帶水去沖狗狗的尿尿，比例最高的

偶爾會，有 43%；其次經常甚至每次都會，有

31%；而 26%則是完全不會。由此可見，狗主

人對於狗狗尿尿的後續處理，顯得相對不重

視，在攜帶水沖狗尿的頻率上，經常甚至每次

都會的比例 31%，對比撿便袋的 77%可以窺知

一二。 

 

 

 

 

 

 

87% 

13% 狗狗的生活空間 

和家人一起生活 

獨立在外的狗屋 

47% 

9% 12% 

32% 

遛狗的頻率 

1天1~2次 
1天3次 
2天1次 
在家為主 

77% 

15% 
8% 

攜帶撿便袋的頻率 

經常甚至每次都會 

偶爾會 

完全不會 

31% 

43% 

26% 

攜帶水沖狗尿的頻率 

經常甚至每次都會 

偶爾會 

完全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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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和汪星球兒女一同出遊 

 

圖十四：帶狗狗一同出遊 

由數據資料顯示，87%的受訪者會帶著狗狗一

起出外遊玩；僅少數 13%的受訪者表示不會

帶狗狗一同出遊。此統計資料可以和圖十狗

狗的生活空間作一有趣的呼應，和主人生活

在同一空間的比例等於會帶狗狗出遊的比

例；獨立在外狗屋的比例等同於不會帶狗狗

出遊的比例。八成七的受訪者願意帶狗狗出

遊的比例，由此可推估未來的狗狗旅遊市場

是相當可觀的。 

 

圖十五：出遊地方的選擇 

由圖十五可以得出，在當天來回的旅遊選擇

上，狗主人選擇鄰近的開放觀光景點居多，

佔 56%；選擇寵物餐廳或樂園的比例也不

少，佔 44%。 

 

表九：與寵物出遊過夜行程與住宿的受限及連帶的後續蝴蝶效應 

 

圖十六：帶狗出遊過夜行程的選擇性 

由圖十六顯示，在狗狗陪同的過夜行程中，遇

到的觀光景點和民宿，受訪民眾覺得選擇性小

的佔多數，為 79%；覺得選擇性大的受訪者有

21%。由數據可推估，台灣的旅遊環境中，友

善狗狗的景點和民宿少數但不多，原因可能是

因為寵物便溺的問題難以獲得妥善的解決，對

於旅遊市場來說，沒有攜帶寵物的旅客也是考

量因素之一，這對於 87%願意帶狗一同出遊的

旅遊市場來說顯得相當的可惜。 

 

圖十七：過夜受限而減少帶狗狗出遊的意願 

由圖十七顯示，在外過夜住宿及景點的受限會

影響帶狗狗出遠門遊玩的意願的受訪者有

68%，覺得不會影響意願的受訪者有 32%。 

 

                                                                          續下表 

 

 

87% 

13% 

帶狗出遊 

會 

不會 

44% 

56% 

當天來回的景點選擇 

寵物餐廳或樂園 

鄰近的開放景點 

21% 

79% 

選擇性大 

選擇性小 

68% 

32% 

過夜受限減少帶狗狗出遊的意願 

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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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表 

 

圖十八：狗狗無法前行的替代方案 

由圖十八可得知，當狗狗無法一同前往時，

狗主人的處置中以托給親友的佔多數，為

61%；其次寵物住宿為 32%；最少比例為讓狗

狗單獨在家，佔 7%。由此數據可以看出，即

使無法待在狗狗身邊，主人會想好替代方

案，確保狗狗有人照顧的比例佔了絕大多

數，總計共有 93%的受訪者會如此，顯示汪

星人在主人心中的份量。 

 

圖十九：狗狗無法一同前往出遊時，其主人

本身出遊的意願 

由數據資料顯示，在狗狗無法跟隨前往觀光

景點，連同也跟著減少前往該地旅遊的意

願，選擇是會減少意願者有 69%的受訪者，

選擇否的受訪者則有 31%。此圖可以對比圖 

十七的分析，當過夜行程的景點和住宿一受

到限制，減少帶汪星人出遊的意願降低外，

狗主人本身也跟著會減少出遊意願，兩個數

據比例如出一轍。 

 

表十：友善寵物的環境空間與出遊意願的關係 

 
圖二十：友善寵物的環境空間與出遊意願 

由數據資料顯示，在外溜狗或旅遊中，場地

內如有設置針對狗狗的安全柵欄和相關撿便

袋及簡易水源的設施提供，有 93%的受訪者

會提高前往該地遊玩的意願；僅有 7%的受訪

者表示不會。由此可以推知，狗主人想和汪

星人一同出遊的比例佔了近高達 9 成多的比

例，對於出遊的標準也會端看該場所是否有

友善寵物的設施提供而定。除了陪伴，想必

在狗主人心中，安全和貼心也是一大考量。 

圖二十一：友善寵物的旅遊景點與住宿和外

出出遊的意願 

圖二十一顯示出友善寵物的旅遊景點與友善

住宿的增加會提高外出遊玩意願的比例者占

絕大多數，有 92%的比例；只有 8%的受訪者

不會因而提高意願。此項度和圖二十的數據

顯示是相呼應的，國內有多數養狗家庭，對

於狗狗的重視度已和家人一般，如能從汪星

人的觀光商機去著手設計旅遊景點的配套措

施，想必在這國內旅遊景氣低迷的現在可以

開出不一樣的天空。 

                                                                         續下表 

32% 

61% 

7% 

出遠門遊玩卻無法帶狗的 

替代方式 

寵物住宿 

託給親友 

讓狗狗在家 

69% 

31% 

狗狗受限無法前往觀光景點是否

跟著減少出遊意願 

是 

否 

93% 

7% 

友善寵物的環境設施與出遊意願 

會提高意願 

不會提高意願 

92% 

8% 

友善寵物的旅遊景點與住宿和外

出出遊的意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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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表                                                                           

 

圖二十二：中部地區友善寵物設施的現況 

由圖二十二顯示，78%的受訪者覺得很少有專

門針對狗狗的安全柵欄設施和相關撿便袋及

簡易水源的提供；另外的 22%則覺得多。 

由數據可推估，近 8 成的受訪者覺得中部地

區設有專門針對狗狗的安全柵欄設施和相關

撿便袋及簡易水源的提供這樣的環境很少，

除了私人的寵物餐廳及私人狗樂園外，開放

式的旅遊景點則僅有小小的台中泉源公園。 

 

參、 結論 

 

「作為家中重要的一份子，許多人對待寵物狗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樣重視」（ELSEVIER 全

球醫藥新知，2017）。汪星人從自古以來一直媲美是對人類最忠心的動物，從狗→家犬→毛小

孩→汪星人的稱號演變可以從而得知人類對於寵物狗的重視是一天比一天的還要強烈。對於

狗狗的生活一切，就像是對待家人一般如此呵護備至，生活中的一切總是需要汪星人的陪伴，

甚至是出外旅遊，也都希望能帶著汪星人一同前往，感受著時光的靜謐與歡愉。本研究小組

特別針對汪星人的可觀商機作一系列問卷研究，茲整理研究結論與研究建議如下： 

 

一、研究結論 

 

（一）汪星人的家庭地位和「人」一樣重要。 

 

從問卷調查出的數據結果可以得知，汪星人在生活空間的居住上和家人住在同

一環境的比例高達了八成七的比例，從以往看家狗的功能升級到寵物狗的生活陪伴，

在汪爸汪媽甚至是汪爺汪奶的心中，汪星人可是如寶貝一般備受呵護疼愛。 

 

（二）汪星人便溺問題未獲得妥善處理，則觀光地區永遠會有“禁止帶狗進入”的 

   招牌。 

 

在外出遛狗甚至是出遊的當下，狗主人對於狗狗的排泄物總有少部分，約近兩

成多的民眾不會進行處理，這對於環境上空氣的流動及視覺上都不是很好的觀感。

少數主人讓汪星人的隨地便溺，造成了多數主人的狗狗也一起被當作是破壞環境清

新的元凶，演變觀光地區總是對寵物 say no，怕影響了其他遊客的興致。 

 

 

 

 

22% 

78% 

中部地區友善寵物設施的現況 

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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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狗主人開心出遊，礙於旅遊景點及飯店受限，只能作罷。 

 

狗主人對於帶狗出遊這件事有著極高的意願，但礙於國內旅遊環境及住宿飯店

的限制及要求，常常因為狗狗無法進入，連同也跟著減少到外地旅遊的機會。毛小

孩的崛起，台灣旅遊環境卻無從開拓，這對於有養狗的家庭來說，著實是少了一個

可以拓展觀光商機的機會。 

 

（四）大台中地區友善寵物的資源極少，易把民眾吸引到其它縣市的友善寵物地區 

    觀光。 

 

大台中地區除了私人付費的寵物餐廳多半附草皮讓狗狗跑跳外，鮮少有像北部

地區，有專為狗狗設計的公家友善空間附友善柵欄及設施，甚至是友善寵物公車。

政府對於民眾生活習慣改變的重視，會提高民眾對於地區的認同，進而前往到當地

觀光的意願。 

 

二、研究建議 

 

（一）宣導狗主人對於汪星人便溺問題的妥善處理，扭轉隨地便溺的不佳形象。 

 

觀光地區向汪星人 say no，推測其因是考量無法控制的大小便及顧慮到其他旅

客的觀感和喜好而定；未妥善處理的便便引起的蒼蠅和尿液引起的汙漬再再都是考

量主因。如果能夠從各大媒體機關宣導，小至生活教育的養成，能夠做好隨地的便

溺清潔，穿帶適合的生理褲，大幅減少觀感不佳的印象，想必能提高更多開放式的

觀光地區向汪星人招手。 

 

（二）加設配套完備的友善設施及空間，整理相關開放景點和系列遊程及飯店文宣，

拓展狗主人和汪星人的觀光商機。 

 

台灣家庭有汪星人的比例不在少數，多數已把狗兒當成自己的孩兒甚至是孫兒

般疼愛。出門旅遊更是會選擇汪星人可一同前往的地區。如果能夠針對此一客群作

遊程上的開發及設計，並整理系列文宣，讓相關客群不用煩惱被拒絕的問題，讓狗

主人在遊玩的時候享受到旅遊中的開心、安心及貼心，那麼此一客群的觀光回流率

想必非常可觀。 

 

（三）台中地區應同步跟上友善寵物之都的浪潮，吸引更多媒體曝光的機會。 

 

北市府於今年 1 月 1 日起試辦的假日狗狗友善公車經各大媒體的廣為報導，成

功吸引汪星家庭的注意，紛紛前往朝聖；此外多處的狗狗友善公園，也是吸引許多

家庭前往該市觀光的主因。台北不但是台灣的首都，也是友善寵物的「首都」。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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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的縣市有新竹市，於今年新建的狗狗運動公園，場內設施多且分狗兒體型區域，

也成功引起了不少的話題討論。建議台中市政府也能夠打造多座台中市的友善寵物

空間，強化區域的設計及設備；不僅提高市民對於市府的認同度，也能夠吸引其他

縣市的愛狗人士前來，提高來中部地區觀光的意願，龐大的可觀商機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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