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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導論」是師資培育職前教育的重要課程之一。此課程中，除了在課

堂上學習特殊教育的相關知識，也透過調查、實地訪談等方式，深入了解社會福利

及相關機構的現況與功能，藉由蒐集的資料，了解特殊教育實際情形並澄清觀念。

本文採用參訪、問卷調查及蒐集相關網站資訊等方式進行探究，首先透過參訪「臺

灣導盲犬協會」及相關網站深入了解導盲犬的一生及對視障者的功能，進而調查與

師培大學有地緣關係的商店，了解接納導盲犬進入的態度，主要目的係希冀社會大

眾認識導盲犬，並接納導盲犬，跨出融合教育的一步。

貳、認識導盲犬

認識導盲犬主要分配種與出生、寄養家庭的功能與職責、導盲犬的訓練、面對

導盲犬之原則、導盲犬的退休生活等五部份加以敘述。

一、配種與自生

1 士位師資生於99年9月 100年 1 月修習「特殊教育導論 J F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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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告中，教育制堵軍 2期



導盲犬的犬種通常為拉布拉多、黃金獵犬及德國狼犬，但這些犬種不一定能

夠成為導盲犬。導盲犬必須具備導盲犬的血統，即整個家族都是導盲犬，而各國會

交流配種犬，讓導盲犬的血統延續下去。之所以這麼嚴格把闕，是為了避免遺傳疾

病，血統來源必須有清楚的記錄。

t 如果出生或訓練的過程中發現任何疾病，或是個性容易好奇，會立即淘汰，

不能繼續成為導盲犬。因為每隻導盲犬都是視障者的安全守護者，淘tt率高也是為

了保護視障者的安全。另外，導盲犬進入訓練也會先結紮，避免發惰，影響執勤狀

況。

二、宵美家庭的功能與職責

導盲犬幼犬出生後2個月至 1歲左右會交由寄養家庭飼養。因為導盲犬最後會進

入視障者家中服務，因此，在寄養家庭中成長也是為了提早適應人類的家庭環境。

寄養家庭的主要功能如下:

(一)培養幼犬與人類的感情。

(二)幼犬的健康維護。

(三)幼犬的基礎行為教育。

(四)建立幼犬足夠而良好的社會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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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出融合教育的一步認識與接納導盲犬

寄養家庭的職責為「遵守導盲犬的餵食與清潔規則」、「訓練定時定點大小

便 J '並時常帶導盲犬出門「社會化 J '包含:進入餐廳與交通運輸工具等生活環

境，讓導盲犬在服務視障者之前能夠事先適應這些環境。重要的是，寄養家庭不能

飼養其他的狗，避免導盲犬學壤，破壞常規。

其他如幼犬的飼料及健康檢查等費用不需由寄養家庭負擔，這些費用皆由導盲

犬協會募款而來，寄養家庭只需負責生活上的飼養與常規的建立，導盲犬訓練的環

境、飼料、訓練方試都與寄養家庭相近，狗通常能夠適應良好。更且，寄養家庭與

狗仍然可以偶爾相聚，並非永別，在此特別釐清。

三、導盲犬的訓練

這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每一隻導盲犬打從在寄養家庭開始，就必須要被嚴

格地養成良好、固辜的生活習慣，例如上廁所的時間每天都是定時、定點，也存全

不可以被餵食人類的食物等等，並且寄養家庭必須每隔一陣子就得讓年幼的導盲犬

接受訓練師的訓練，所以，導盲犬的訓練是長期並且嚴謹的。

四、面對導盲犬之原則

面對導盲犬之原則主要為「三不一問 J '分述如下:

(一)不餵食:絕對不要以任何人類的食物吸引或餵食導盲犬。

(二)不干擾:不要在使用者未同意的狀況下，任意干擾或撫摸導盲犬行進工作。

(三)不拒絕:立法院三讀通過《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一章第六十條，明文

規範保護導盲犬可自由進出公共場所、搭乘交通運輸工具。

(四)主動詢問:見到視障者朋友在公共空間猶豫徘徊不前時，希望主動詢問是否

需協助的地方。另外如果想要認識導富犬，務必先徵求主人的同意，避免影

響導盲犬執勤。

五、導盲犬的退休生活

多數人都受到(再見可魯〉這部電影的影響，而認為狗也會因為和人類分離感

到哀傷，其實事實上是不會的，尤其是導盲犬，因為牠們早已經養成相當固定的生

活習慣，如果新的主人用一樣的方式對待，牠們依然能夠適應良好。

每隻導盲犬都是有可能會服務一位以上的盲人的，當牠們的年齡或者身體狀況

使牠們無法繼續服務的時候，牠們退休後的去處大體而言有兩個，一個就是牠年幼

時所居住的寄養家庭，另一個選擇則是牠所服務過的視障者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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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外導盲犬現況

一、國外使用犬種

國內一般大眾對於導盲犬之犬種印象多停留在拉布拉多犬的形象，事實上，圓

外作為導盲犬等工作犬的犬種亦包含了黃金獵犬、拳師狗、德國狼犬、邊際牧羊犬

等犬種。這些犬種大多屬於大型犬且學習能力較強，較適合進行導盲犬的訓練，茲

將國外使用導盲犬之犬種特性整理如下:

表 1 國外使用導盲犬之犬種特性

犬種 型類產地幼犬期 個性 特色

劃II鯨過程無非常謹慎，屬於高度靈敏

黃金盟員犬 活2撞開朗、 的犬隻，活動力旺盛、學習能力強，

大型犬 英國 18個月 靈敏但頑固 但較為「敏感」甚至到「頑固 J .要
乖乖，聽話得費番功夫。

錢不鏈，決 日國門也 混獸.，.厚.、、 轍".單，..人﹒B性又11強情不通2、k幼和a犬叫﹒期學.J較'‘短，現E今蘆，酬較公認，高醒時﹒..適間
(Ubrador Retr lever) II "-,, II ~- II .--'"II .eM固翎晶舍...犬的犬禮，只要 12個.J:! tt.

.""回一一一....JI II II II Jl r 1I~ J .可組姐酬.的時間﹒

拳師狗 粗製 進入訓鯨惰混時，不易尊心。好門的

(
D_ 、 大型犬 僑團 12個月 又主E易圖書 個性和高度責任感，但牠們的毛較

四 R . 短，怕熱亦怕泠。

...夫 日日日 ﹒a'.、••位.﹒ • 樹.az種.足••，'.圖，.大市畫a﹒畫犬過E勘.慮.，:a徊甚m，傲-窗不-專﹒-但用囊具的，植夫~
{ωr.n 伽酬，ω 重EI區，也 試用其他犬種..位有點不采友..

但繪的...實仍是處..盲犬的有

利，僅件﹒

, .- - 'I - - ,,- Ii 回 -I r- - .- 一 聰明、學習能方強溫和、理解力高﹒

邊界牧羊犬 天性目，穎，能7解明自主人的揭示﹒
(Border Coil 他) 中型犬 英國 12個月 好勤、迪和 需大量運動，與小孩相處友善容易，

也因為牠們的體型較小，適合為身材

1 I : I 嬌小女性靚障者司，菌。

"".""'，叮一ι~d"

資料來源、: Ohara的魔法屋， http://ohara.batol. net/gdspecies.htm 。

二、國外犬隻使用用途

國外相關犬隻的訓練並不只限於幫助視障者，而是致力幫助多功能障礙使

用者，使其生活更加方便。除了訓練難度最高、以輔助視障者適應生活為目的導

盲犬 (guid Dog) ，國外還有肢障輔助犬(Service Dog) .專門幫助肢障者處

理生活中的大小事，可協助撿拾物品、開門、提醒痛痛等。此外，自閉兒協助犬

(Autism Assisstant Dog) 多為牧羊犬，以協助自閉症患者習得社交技能或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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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出融合教育的一步認識與接納導盲犬

常生活行為主，必要時得全程戴上嘴套，以免發生危險( Ohara的魔法屋， http://

ohara.batol. net/gdspecies.htm) 。

肆、國內接納導盲犬現況

一、店家訪間結果及分析

為了解國內接納導盲犬的現況，我們選擇了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有地緣關係的

師大夜市及公館部分店家進行小調查，所調查的問題、店家及其結果如下:

(→)調查間題

1.是否願意讓導盲犬陪同視障者進入店家?為什麼?

2. 是否曾有視障者蒞臨貴店?該視障者是否攜帶導盲犬?

3. 是否知道有法律規定導冒犬可以進出公眾場所?

(二)店家

總計調查21家，為顧及學術倫理，店名的第二個字以匿名呈現。

1.飲食類:印O下、甜O齒、創O麵、青0之泉、 Oh阿0 、 -0田生機飲食、牛

。大、龍O居、土O利亞、霖O冰店、早餐店美0美、廣O食品行、品。咖啡、

伊O瓦底、甜。、三O臭臭鍋、 8柚O又貳花草咖啡館、發O義大利麵。

2. 生活類:小O髮廊、 ROS衣飾、鳥O服裝。

(三)結果聽分析

1.願意讓導盲犬陪同視障者進入店家之情形分析

願意的店家有17家，佔了81% '其願意讓導盲犬進入的原因如下:

(1)如有需要會幫忙指引視障者，但會盡量如同一般人對待他，因為越是特殊待

遇反而不好，應給予他信心。此外，視障者有八折優待。

(2) 將安排到角落較方便的座位，使之不會影響到其他客人，也不會被其他客人

影響。

不願意的店家有4家，佔了19% '其不願意讓導盲犬進入的原因如下:

(1)不願意、不方便，因為是餐廳，客人可能成覺不衛生，例如狗毛。

(2) 因為店裡有些桌子的高度較低，有食物衛生上的顧慮，例如:狗毛。

(3) 怕弄髒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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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願意讓導盲犬陪同視障者進入店家之統計圖

2. 曾有視障者蒞臨店家及該視障者是否攜帶導盲犬之情形分析

有 12個店家曾有視障者蒞臨，其中 7個店家回答該視障者有導盲犬陪同 ·5個

店家沒有導盲犬陪同。而沒有視障者蒞臨過的店家則有 14個，佔了 67% 。

.有

.有規 1:幸無存盲犬

;又有

圖2 曾有視障者蒞臨店家及該視障者是否攜帶導富犬統計圖

3. 店家知道導盲犬可以進出公眾場所法律規定之情形

依據2007年7月 11 日總統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一章第六十條，

保障了視障者與導盲犬的相關權益，例如:商家不得拒絕合格的導盲犬進入其店

內，其詳細條文如下:

視覺功能障礙者由合格導盲犬陪同或導盲犬專業訓練人員於執行訓練峙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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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出融合教育的一步 認識與接納導盲犬

同導盲幼犬，得自由出入公共場所、公共建築物、營業場所、大眾運輸工

具及其他公共設施。前項公共場所、公共建築物、營業場所、大眾運輸工

具及其他公共設施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得對導盲幼犬及合格導

盲犬收取額外費用可且不得拒絕其自由出入或附加其他出入條件。導盲犬

引領視覺功能障礙者時﹒他人不得任意觸模、餵食或以各種聲響、手詩等

方式干擾該導盲犬。

然而，根據我們的小型調查顯示，有 14個店家不知道該法條，佔767% '顯

示不知道的比率高過知道法條的比率。

.女口i直

﹒不知道

圖3 店家知道有法律規定導盲犬可以進出公思場所統計圖

二、對胡障者的功能及使用心侍

根據導冒犬協會所提供的影片及所蒐集的文件，可以明確指出對視障者主要有

以下兩個影響:

(一)心靈的陪伴

由於導盲犬均受過訓練，所以特別地守規矩，不會無故離開視障者，所以能讓

視障者產生安全戚及信任廠，如此一來，對視障者來說，他的導盲犬就像是他的好

朋友一樣，是最佳的陪伴者也是傾聽者。

(二)行進的方儷

雖然視障者有了白手杖能夠幫他辨認方向，但路上的行人有時可能會因為太過

擁擠等原因而忽略了，所以導盲犬會是很棒的帶路者，套句導盲犬協會所提供的影

片中某位視障者所說的話 r 有了牠，讓原本要花上十分鍾的路程縮短了一半! J

(蓋逸華、蔣時盛，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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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認讀導盲犬

導盲犬是血統優良、接受嚴格專業訓練出身的工作犬，作為視障者安全的守護

者，其生命歷程從出生後經歷寄養家庭、訓練、正式服役，最後退休安享天年。面

對導盲犬，需謹守不餵食、不干擾、不拒絕、主動詢問之原則，不影響其工作，並

適度給予協助。

(二)接納導盲犬的現現

根據訪查結果顯示，大多數商家願意讓視障者攜導盲犬進入店內，但仍有少數

店家有所顧慮而不願意接受導盲犬。此外，超越半數的商家並不曉得法律已經保障

了視障者與導盲犬的相關權益，規定商家不得拒絕合格的導盲犬進入其店內。由此

可見，臺灣導盲犬接受程度雖已比往年提升，但對於相關法律概念仍相當模糊。

(三)國外導盲犬概說

國外導盲犬犬種種類較多、使用情況較為普遍，並有專門訓練學校訓練幫助不

同障礙者的各額工作犬，社會大眾對導盲犬等工作犬的接受程度也較高，使其融入

一般生活之中。

(四)導盲犬對胡障者的功龍

導富犬並非計程車或衛星導航，輸入指令與目的地就能夠任意帶領視障者上山

下海。視障者自身仍需具備一定的空間與距離概念，在行進時則由導盲犬作為視障

者的眼睛觀察四周狀況，並依訓練所學的方式提醒使用者，保障使用者的安全。

二、建議

(一)臺灣導盲犬觀念已建立，值體系前表成熟、普及，極需各界悔助興宣傅

導盲犬在日本與歐美各國早已融入了社會之中，但反觀臺灣不但沒有標準的導

盲犬訓練場所，甚至還有部分店家與民眾無法接受導盲犬或對其有錯誤的認知。透

過這次的報告，我們希望從自身做起，宣導正確的導盲犬知識，也希望這些知識可

以被流傳。

(二) r 為說障者與導盲犬說話 J '輯是實質的幫助

從這份調查結果，可以知道民眾對導盲犬的認識普遍不足，且尚無法接受導盲

犬。但是，可以由我們自身開始，盡一份心力。例如，看到導盲犬被店家拒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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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出融合教育的一步認識與接納導盲犬

以幫忙提醒「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店家不得拒絕導盲犬進入」。或是看到民

眾覺得導盲犬很可愛想要撫摸，可以幫忙提醒「導盲犬執勤中不能受到干擾」。當

認識後幫忙說一句話，也能夠產生很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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