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為評量定義 BC Full Definitions-Chinese Version 

 

1. 陌生環境焦慮程度 – 評估犬隻初次到陌生環境的緊張程度，犬隻是否會表現出增加壓抑、緊戒， 

                                    並/或降低其注意力及回應的行為。 

 

無感：對換環境並無任何的擔憂，整個很放鬆的狀態。 

非常輕微：一開始對新環境會有焦慮的表徵，包含輕微的舔舌、坐立不安、動作變慢、工作意願稍微 

                   降低，但是恢復的很快且工作意願高、對指令回應迅速。 

輕微：對新環境會有輕微或是中度焦慮的表徵，包含數度舔舌、中度的坐立不安或是速度變慢，失去 

          工作意願，但是恢復的很快。 

中度：對新環境會發出不安的聲音且恢復的很慢，焦慮的表徵包含中度坐立不安、喘氣、發出哀鳴、 

           急躁的動來動去、退縮、逃避、逃跑、尋求操作者(Handler)的支持等行為，使用鼓勵會願意工 

           作。 

重度：對新環境會有強烈的焦慮表現，包含坐立不安、喘氣、發出哀鳴，急躁的動來動去、退縮、逃 

           避、逃跑、緊貼著操作者，無法恢復到平穩的情緒狀態且無法工作。 

 

2. 聲音敏感度(雷聲及車聲除外) – 評估犬隻是否會被像是車子喇叭聲、吹風機、吸塵器、碰的一聲等驚 

                                                      嚇到，出現身體緊繃、慌亂、逃跑或離開位置等行為。 

 

無感：犬隻並無害怕、憂慮等表現。 

非常輕微：犬隻會有輕微的驚嚇反應，像是動作稍微有變慢或加快、身體輕微僵硬但恢復得非常迅速 

                   且可以工作，如果聲音是一直持續的，犬隻就不會再被嚇到。 

輕微：犬隻會有輕微的驚嚇反應，像是動作有變慢或加快、身體輕微或中度僵硬但恢復迅速且可以工 

           作，如果聲音是一直持續的，犬隻會隨著聽到的次數越多就越不會被嚇到。 

中度：犬隻會有中度的驚嚇反應且在沒有鼓勵的情況下無工作意願。驚嚇程度包含中度的速度變慢或 

           加快、身體僵硬、需要時間去適應等，犬隻可能會有輕微想遠離現場的行為表現，最多 1 分鐘 

           便可以放鬆。 

重度：犬隻會有嚴重的驚嚇反應且在有鼓勵的情況下也無工作意願。驚嚇程度包含重度的速 

           度變慢或加快、身體非常僵硬等，犬隻可能會出現強烈想離開現場的行為，在有激勵 

           犬隻的情況下，時間超過一分鐘犬隻仍無法放鬆。 

  



3. 對新東西的恐懼度 – 評估對於從未看過的東西會有害怕、避開或是懷疑的反應，例如塑膠袋、雕像、 

                                        園藝機具、氣球……等 

 

無感：對從未看過的東西並沒有任何害怕、避開或是驚嚇的反應。在准許的情況下，犬隻會願意前去 

           探索新事物。 

非常輕微：對從未看過的東西會有非常輕微的驚嚇或是不安的反應，包含速度稍微變快或變慢，身體 

                   輕微的僵硬但恢復非常迅速且有工作意願，一旦恢復之後，對於一再出現的新事物就不會 

                   有驚嚇反應且願意去探索。  

輕微：對從未看過的東西會有輕微的驚嚇或是不安的反應，包含速度稍微變快或變慢、身體中度僵硬，  

           在有鼓勵的情況下會稍微勉強去接近探索新事物，持續探索此新東西會有進步且有工作意願。 

中度：對從未看過的新東西會有中度的驚嚇反應且在沒有鼓勵的情況下無工作意願，驚嚇反應包含中 

           度的速度變慢或加快、身體僵硬、需要時間去適應等，在有鼓勵的情況下會勉強去接近探索新 

           事物，犬隻可能會有輕微想遠離現場的行為表現，最多 1 分鐘便可以放鬆。 

重度：犬隻會有嚴重的驚嚇反應且在有鼓勵的情況下也無工作意願。驚嚇程度包含重度的速度變慢或 

            加快、身體非常僵硬等，儘管在有鼓勵的情況下會非常勉強去探索新事物，但犬隻可能會出現 

            強烈想離開現場的行為，就算時間超過 1 分鐘犬隻仍無法放鬆。 

 

4. 不同地面材質的恐懼 – 評估犬隻對於不同材質的地面像是光滑、格子網狀地面……等，是否會有緊 

                                        張、害怕的反應。 

 

無感：對於行走在不同路面並無任何害怕或退縮，行走在上面時速度並無任何改變。 

非常輕微：在接近或行走在不同材質的路面時，犬隻會有輕輕逃避的行為，包含稍微害怕踩上去、稍 

                   稍加速通過、輕微的身體僵硬程度但有工作意願。 

輕微：在接近或行走在不同材質的路面時，犬隻會有輕微逃避的行為，包含輕微的害怕踩上去且身體 

           會稍稍壓低往後、稍微加速通過、中度的身體僵硬程度。有工作意願且不需鼓勵便可以隨著不 

           斷練習而有所進步。 

中度：在接近或行走在不同材質的路面時，犬隻會有中度逃避的行為，包含抗拒接近、試圖跳過、加 

           速通過或是速度突然變很慢。不管何時總是會試圖避開，但不至於會犯下錯誤或是危害到操作 

           者，需要鼓勵才會願意工作。 

重度：犬隻非常的害怕接近或行走在不同材質的路面，包含猶豫、抗拒接近、快速通過、肢體非常僵 

           硬。寧可避開也不管是不是會犯下錯誤或是危害到操作者且無工作意願。 

  



5. 對狗的恐懼 – 評估犬隻對其他上牽繩或是不上牽繩的犬隻是否會有身體壓低、往回拉、低頭、憂慮、 

                            避開、背毛豎起、轉開視線、勉強前進、盯著等行為。 

 

無感：對不熟悉的狗並無害怕或懷疑，與其他狗相處很自在。 

非常輕微：在靠近陌生的狗的時候，會稍微去注意陌生的狗，但只要出聲喚回，很快會把注意力轉回 

                   工作上。 

輕微：會輕微的注意陌生犬隻，包含背毛稍稍豎起、速度稍稍變慢、陌生犬隻靠近時會遠離或閃避且 

           會發出一點聲音，對操作者會有回應，一旦通過陌生犬隻，情緒會恢復得非常迅速。  

中度：會中度注意陌生犬隻，包含中度背毛豎起、身體壓低、後退、頭壓低、會靠近觀察陌生犬隻但 

           不會直視陌生犬隻且會持續發出聲音。需要操作者給予大量的鼓勵。 

重度：會非常注意跟避開陌生犬隻。當遇到陌生犬隻時，犬隻會呈現有壓力、害怕，像是背毛明顯的              

           豎起、舔舌、發抖、發出低吼聲、後退跟逃跑。當犬隻在一個不容易逃跑的地點時，像是角落 

           時，犬隻可能會有攻擊性。需要操作者給予大量的鼓勵。 

 

6. 對階梯的恐懼-評估犬隻對一般非鏤空階梯、鏤空階梯、網狀面階梯、上階梯、下階梯是否會有加快 

                           速度、抗拒、在階梯上遲疑等行為。 

無感： 對各種形式的階梯皆能放輕鬆地行走、走上去或下來。 

非常輕微： 接近階梯或行走在階梯上時，犬隻會有非常輕微的逃避。包含稍微害怕踩上去、稍稍加速 

                   通過、輕微的身體僵硬程度但有工作意願。 

輕微：接近階梯或行走在階梯上時，犬隻會有輕微逃避的行為，包含輕微的害怕踩上去且短暫的緊迫、 

           稍微加速通過、中度的身體僵硬程度。有工作意願且不需鼓勵便可以隨著不斷練習而有所進步。 

中度：接近階梯或行走在階梯上時，犬隻會有中度逃避或顧慮的行為，包含抗拒接近、試圖跳過、加 

            速通過後發出哀鳴、下樓時猶豫不決、上階梯時只有前腳先踩上去而後腳留在原地、行走時感 

            到緊迫、急於離開等。對操作者或在樓梯上停留時都不是很舒服的速度。 

重度：犬隻非常害怕接近階梯或行走在階梯上，包含猶豫、抗拒接近、快速通過、肢體非常僵硬。寧 

            可避開也不管是不是會犯下錯誤或是危害到操作者且無工作意願。急於離開。 

 

7.對車流的恐懼－身體緊繃、尾巴垂下或夾起、改變速度、驚嚇、退縮、迴避交通工具發出的聲響以及 

                             避免直視。 

 

無感：在路邊車陣旁感到很自在。 

非常輕微：在車流較大或較吵的地方，犬隻會有非常輕微不安的反應。恢復的很快。會出現的行為包 

                  含輕微的舔舌、輕微的身體僵硬(耳朵下壓、輕微往回拉、嘴角往後)，可以繼續工作。 

  



輕微：在車流較大或較吵的地方，犬隻會有輕微不安的反應。會出現的行為包含非常輕微的加速通過 

            該區域，頻繁的舔舌、短暫的輕微喘氣和/或中度的身體僵硬，恢復速度快，可以隨著不斷練習 

            而有所進步。 

中度：在車流較大或較吵的地方，犬隻會有中度不安的反應。會出現的行為包含中度的加速通過該區 

           域，身體僵硬，很快從驚嚇中恢復，不會退縮。失去對工作的專注，但經過操作者鼓勵可以繼 

           續通過。 

重度：對周遭的車流感到恐懼，會出現的行為包含身體僵硬，退縮，驚嚇後恢復的很慢，無法繼續工 

           作並且試圖逃離。 

 

8. 分離焦慮–當獨處時表現焦躁不安,發出聲音,和/或有破壞行為 

 

無感： 獨處時沒有任何困難。 

非常輕微： 剛開始獨處時會有非常輕微的哀鳴和/或非常輕微的不安，5 分鐘內可以穩定並安靜下來。 

輕微：獨處時會有輕微的哀鳴和/或幾聲吠叫，輕微的不安，5 分鐘內可以穩定並安靜下來。 

中度：獨處時會有中度的哀鳴和/或吠叫，中度的激動和不安，在獨處時會有一直吠叫的行為。 

重度：獨處時狂吠和/或非常激動並且緊迫，可能會有破壞或自殘的行為。 

 

9. 過度依賴 – 評估犬隻是否對主要照顧者過度依賴，當換人牽引時，犬隻是否有不斷尋找主要照顧者 

的行為。 

 

無感：在看得到主要照顧者的情況下，犬隻容易跟新的照顧者或是操作者產生連結。 

非常輕微：顯示對主要照顧者有非常輕微的依賴，像是會尋找主要照顧者，但是可以在短時間內跟新 

的照顧者或是操作者產生連結。 

輕微：顯示對主要照顧者和熟悉的人有輕微的依賴，像是會尋找主要照顧者或是會有輕微的焦慮表現 

(可能會發出低嗚聲)，可以在短時間內跟新的照顧者或是操作者產生連結，但有可能會需要使用 

到食物來幫助產生連結。 

中度：顯示對主要照顧者和熟悉的人有強烈的依賴。在看不到主要照顧者跟熟悉的人的情況下，犬隻 

還是需要時間才會跟新的照顧者或是操作者產生連結。犬隻會不斷的尋找主要照顧者，也可能會 

出現中度的焦慮表現。儘管新的照顧者或是牽牽繩的人給予大量的獎勵，依然很難讓犬隻有回應， 

要讓犬隻工作會有難度。 

重度：顯示對主要照顧者和熟悉的人有非常強烈的依賴。在主要照顧者跟熟悉的人不在現場的情況下， 

犬隻還是需要漫長的時間才會跟新的照顧者或是操作者產生連結。犬隻會不斷的尋找主要照顧者， 

也可能會出現重度的焦慮表現。儘管新的照顧者或是操作者給予大量的獎勵，依然很難讓犬隻工 

作。 



10.對陌生人的恐懼 – 評估犬隻是否會對陌生人有害怕、緊張、憂慮、警戒、迴避、豎起背毛緩慢靠近、 

極端注意、吠叫、低吼、逃避等反應。 

     

無感：對陌生人並無任何害怕或是懷疑，在有陌生人的情況下依舊很自在。 

非常輕微：會稍稍注意經過或是接近的陌生人，在接近陌生人時，犬隻可能會將頭轉開看向別處，或 

是身體會稍稍避開，經過陌生人時，犬隻可能會盯著陌生人或是速度變慢。恢復非常迅速但 

有時可能會需要一些口頭鼓勵。 

輕微：會稍微注意經過或是接近的陌生人，在接近陌生人時，犬隻可能移動身體避免接觸、輕微退縮。 

經過陌生人時，犬隻可能會有些許注意力在陌生人身上、速度稍微變慢、背毛稍微豎起。恢復非 

常迅速但需要操作者的鼓勵。  

中度：會中度注意經過或是接近的陌生人，在接近陌生人時，犬隻可能會壓低身體、中度往後退避免 

接觸、中度的背毛豎起和發出聲音。經過陌生人時，犬隻可能會速度變慢或是害怕通過、中度注 

意陌生人、中度背毛豎起 、發出聲音或是縮小身體。儘管在有操作者的鼓勵下，犬隻需要時間 

來恢復。 

重度：會非常注意經過或是接近的陌生人，在接近陌生人時，犬隻可能會眼睛睜大、背毛豎起、發抖、 

發出聲音、後退或逃跑。當犬隻在一個不容易逃跑的地點時，像是角落時，犬隻可能會有攻擊性。 

當經過陌生人時，犬隻可能會發出聲音或將身體縮成一團。儘管在有操作者的鼓勵下，犬隻需要 

時間來恢復。 

 

11.身體敏感度 – 評估犬隻對於非侵入性的獸醫觸診、梳毛或剪指甲是否會有迴避、焦慮、害怕或攻擊 

等行為。 

 

無感：對於非侵入性的獸醫觸診、梳毛、剪指甲非常放鬆。 

非常輕微：對於非侵入性的獸醫觸診、梳毛、剪指甲會有非常輕微的擔憂，在進行非侵入性的獸醫觸 

診、梳毛、剪指甲犬隻會出現非常輕微的舔舌、身體微微僵硬、肌肉緊繃和打哈欠等行為。 

犬隻並不會太難控制跟僅需輕輕的保定。 

輕微：對於非侵入性的獸醫觸診、梳毛、剪指甲會有輕微的擔憂且會稍微躁動或壓抑。在進行非侵入 

性的獸醫觸診、梳毛、剪指甲犬隻會出現輕微的舔舌、身體輕微僵硬和肌肉緊繃等行為。需要保 

定讓犬隻不會亂動。 

中度：對於非侵入性的獸醫觸診、梳毛、剪指甲會有中度的擔憂且會稍微躁動或壓抑。在進行非侵入 

性的獸醫觸診、梳毛、剪指甲犬隻會出現中度的舔舌、身體中度僵硬、肌肉緊繃、打哈欠或喘氣 

等行為。儘管保定依然很難讓犬隻不亂動。  

  



重度：對於非侵入性的獸醫觸診、梳毛、剪指甲會非常的害怕且會重度躁動或壓抑。在進行非侵入性 

的獸醫觸診、梳毛、剪指甲犬隻會逃跑或試圖逃跑、低吼、背毛豎起、露牙齒、試圖咬人等行為 。 

儘管保定依然非常難讓犬隻不亂動。 

 

12.手伸向犬隻時的退縮反應 – 評估犬隻在熟悉的人伸手過去時是否會有轉頭或是看向別處的反應。 

     

無感：在熟悉的人伸手過去時，犬隻並沒有轉頭或是看向別處。 

非常輕微：在熟悉的人伸手過去時，犬隻會稍稍微的轉頭或看向別處。在不需要食物的引誘下，只需 

輕輕地鼓勵，犬隻便會讓人撫摸。 

輕微：在熟悉的人伸手過去時，犬隻會稍微的轉頭或看向別處。只需鼓勵或是用食物引誘，犬隻便會 

讓人撫摸。 

中度：在熟悉的人伸手過去時，犬隻會轉頭或看向別處。對於用鼓勵或食物引誘會有遲疑的反應。  

重度：在熟悉的人伸手過去時，犬隻會直接轉頭或看向別處。對於用鼓勵或食物引誘回應較慢且會不 

斷的嘗試後退。 

 

13.對導盲鞍的敏感程度 – 評估犬隻穿著導盲鞍時，由拉鞍到將鞍放下貼在背上時的反應。 

   

無感：犬隻對於鞍有無在背上表現並無不同。 

非常輕微：導盲鞍貼在背上時，犬隻身體會稍稍地壓低但不會低於平常走路身體高度的 1/4，身體的姿 

勢會在幾分鐘內隨著走路適應導盲鞍而恢復正常。  

輕微：導盲鞍貼在背上時，犬隻身體會輕微地壓低但不會低於平常走路身體高度的 1/2，身體的姿勢會 

在幾分鐘內隨著走路適應導盲鞍而恢復正常 

中度：導盲鞍貼在背上時，犬隻身體會壓低，低到接近地面且會匍匐前進，身體的姿勢會在幾分鐘內 

隨著走路適應導盲鞍而恢復正常。 

重度：導盲鞍貼在背上時，犬隻身體會壓非常低，低到幾乎貼近地面且會呈現膝蓋只離地面數公分高 

的姿勢匍匐前進，需要非常長的時間去適應導盲鞍平放在背上。 

 

14.對電風扇的反應 – 評估犬隻經過開啟的電風扇時，是否會害怕或避開。 

 

無感：對經過開啟的電風扇並沒有任何擔憂的表現，感覺很自在。 

非常輕微：對經過開啟的電風扇有非常輕微的焦慮的表現，包含輕微的舔舌、輕微的坐立不安跟稍微 

不回應指令。恢復非常迅速、對指令回應快且有工作意願。  

輕微：對經過開啟的電風扇有輕微的焦慮的表現，包含數度的舔舌、中度的坐立不安、稍微加速跟不 

回應指令。恢復非常迅速、對指令回應快且有工作意願。 



中度：對經過開啟的電風扇有中度的焦慮的表現且恢復很慢。焦慮的表徵包含坐立不安、喘氣、發出 

           哀鳴、急躁的動來動去、退縮、逃避、尋求牽狗的人的支持等行為，使用鼓勵會願意工作。 

重度：對經過開啟的電風扇會有強烈的焦慮表現，包含坐立不安、舔舌、喘氣、發出哀鳴，急躁的動 

           來動去、退縮、逃避、逃跑、緊貼著牽狗的人，無法恢復到平穩的情緒狀態且無法工作。 

 

15.被其他物品碰觸時，身體的敏感度(導盲鞍除外) – 評估犬隻在其他物品，像是背心、導盲鞍的背帶穿

過頭或是穿在身上時，是否會出現身體僵硬、退縮、啃咬導盲鞍的背帶或其他物品、動作變慢、避開窄

道、走路小心翼翼、在其他狗面前保持 2-3 步的距離等現象。 

    

 無感：對於其他物品的碰觸像是踩在粗糙的地面、落葉上、樹枝上、項圈、牽繩接觸身體、穿上導盲 

            鞍背帶或其他物品並無任何擔憂的反應。 

非常輕微：只有在一開始被物品碰觸時，像是踩在粗糙的地面、落葉上、樹枝上、項圈、牽繩接觸身 

                   體、穿上導盲鞍背帶或其他物品等會有輕微的焦慮反應。焦慮的表徵包含輕微舔舌、用口 

                   鼻的部位去碰觸穿戴在身上的東西 1 次、稍稍變慢、稍微避開跟稍微對指令的回應比較慢。 

                   恢復非常迅速、對指令回應快且有工作意願。 

輕微：對於其他物品的碰觸像是踩在粗糙的地面、落葉上、項圈、牽繩接觸身體、穿上導盲鞍背帶或 

           其他物品有輕微的焦慮反應。焦慮的表徵包含數度的舔舌、用口鼻的部位去碰觸穿戴在身上的 

           東西 2~3 次、對於腳踩的地方會輕微的猶豫、中度速度變慢、中度的坐立不安和中度的避開窄 

           道。在周遭沒有東西可以分散犬隻注意力的情況下恢復得非常快，但對指令的回應會稍微慢一 

           點。 

中度：對於其他物品的碰觸像是踩在粗糙的地面、落葉上、樹枝上、項圈、牽繩接觸身體、穿上導盲 

           鞍背帶或其他物品有中度的焦慮反應。焦慮的表徵包含頻繁的舔舌、用口鼻的部位去碰觸穿戴 

           在身上的東西 4~5 次、對於腳踩的地方會中度的猶豫、避開窄道、避開導盲鞍或其他物品穿過 

           頭或穿在身上。在給予鼓勵情況下有工作意願，但對指令的回應慢。 

重度：對於其他物品的碰觸像是踩在粗糙的地面、落葉上、樹枝上、項圈、牽繩接觸身體、穿上導盲 

           鞍背帶或其他物品有重度的焦慮反應。焦慮的表徵包含對於腳踩的地方會非常的猶豫、舔舌次 

           數多、急躁、用口鼻的部位去碰觸穿戴在身上的東西超過 5 次、為了避開物品的碰觸而不聽指 

           令、當導盲鞍或其他物品穿過頭或穿在身上時會強烈避開或身體僵硬。 

  



16. 乘坐交通工具時的焦慮程度 –避免進入交通工具,搭乘時很不安 。 

無感： 對於進入和搭乘交通工具沒有任何影響，非常放鬆。 

非常輕微： 在一開始上車和搭車時會有非常輕微的焦慮反應，恢復的非常快，仍然能夠繼續工作並且 

                   有很好的回應。焦慮的表徵包含輕微的舔舌、輕度的不安和/或輕度失去工作上的回應。 

輕微：在一開始上車和搭車時會有輕微的焦慮反應， 恢復快，焦慮的表徵包含頻繁的舔舌、中度的 

           不安和/或中度失去工作上的回應。 

中度：在上車和搭車時會有中度的焦慮反應且恢復較慢，焦慮的表徵包含非常頻繁的舔舌，焦躁不安， 

            喘氣，哀鳴，急躁的動來動去，退縮，逃避和/或尋求操作者的支持，經過鼓勵可以繼續工作。 

重度：在上車和搭車時會有重度的焦慮反應，無法恢復到先前穩定和有回應的狀態，焦慮的表徵包含 

           非常頻繁的舔舌，哀鳴，急躁的動來動去，退縮、逃避、緊貼著操作者，且無法工作。 

 

17.面對潛在性壓力的反應 – 評估犬隻在有潛在性壓力的情況下，是否會出現避開、不聽指令、退縮或 

                                             是做其他動作來轉移壓力的行為。 

 

無感：處在有潛在性壓力的環境中，犬隻並無任何退縮壓抑的表現，感覺很自在。 

非常輕微：在少數的情況下，當犬隻處在有潛在性壓力的環境中時，會出現非常輕微的退縮壓抑的行 

                   為，包括速度稍稍變慢、非常輕微的舔舌和短暫的避開性嗅聞。在有鼓勵的情況下恢復得 

                   非常迅速，不會影響到工作能力且會對操作者有回應。 

輕微：當犬隻處在有潛在性壓力的環境中時，偶而會出現輕微的退縮壓抑的行為，包括輕微的速度變 

           慢、稍微遠離、輕微喘氣、較長時間地避開性嗅聞、逃避回應與輕微舔舌。在合理的時間內與 

           有鼓勵的情況下，犬隻情緒恢復的很快。不會影響到工作能力且會對操作者有回應。 

中度：當處在有潛在性壓力的環境中時，犬隻會出現中度退縮壓抑的行為，包括中度的變慢、後退、 

           中度喘氣、長時間地避開性嗅聞與避開回應。當犬隻的壓力累積到一定的程度時，即使操作者 

           給予支持與鼓勵，犬隻的工作能力與回應依然會受到影響，需要一點時間去適應。 

重度：當處在有潛在性壓力的環境中時，犬隻會出現重度退縮壓抑的行為，包括靜止不動、後退、重 

           度與長時間喘氣、長時間舔舌、長時間地避開性嗅聞與避開回應。當犬隻的壓力累積到一定的 

           程度時，即使操作者給予支持與鼓勵，犬隻依然沒有工作能力與回應。 

 

18.釋放潛在性壓力的反應 – 評估犬隻在有潛在性壓力的情況下，是否會動作變迅速、從手上取食時變 

                                             粗魯、坐立不安等行為來釋放壓力。 

 

無感：當處在有潛在壓力的環境中，犬隻沒有出現動作變迅速、從手上取食時變粗魯、坐立不安等行為。 

 

 



非常輕微：在少數的情況下，當犬隻處在有潛在性壓力的環境中時，動作會稍微變多，像是身體動作 

                   會稍微變多、非常輕微的舔舌、非常輕微的坐立不安、短時間的搜尋、嗅聞等行為。在有 

                   鼓勵的情況下恢復得非常迅速，不會影響到工作能力且會對操作者有回應。 

輕微：當犬隻處在有潛在性壓力的環境中時，偶爾會出現動作變迅速、從手上取食時變粗魯、坐立不     

           安等行為。另外也可能出現身體動作稍微變多、中度舔舌、稍微甩頭/搔抓身體、輕微的坐立不 

           安、重複的搜尋等動作。在有鼓勵的情況下恢復得非常迅速，不會影響到工作能力且會對操作 

           者有回應。 

中度：當處在有潛在壓力的環境中，犬隻會中度的動作變多、急躁的動來動去、指令服從度變低、中 

           度舔舌、甩頭/搔抓身體、中度坐立不安、重複的搜尋等動作。當犬隻的壓力累積到一定的程度 

           時，即使操作者給予支持與鼓勵，犬隻的工作能力與回應依然會受到影響，需要一點時間去適應。 

重度：當處在有潛在壓力的環境中，犬隻會重度的動作變多、非常急躁的動來動去、指令服從度變低、 

           經常舔舌、經常甩頭/騷抓身體、重度喘氣、重度坐立不安、重複的搜尋等動作。當犬隻的壓力 

           累積到一定的程度時，即使操作者給予支持與鼓勵，犬隻依然沒有工作能力與回應。 

 

19.興奮度 – 評估犬隻在迎接人、認識其他動物、被撫摸、外出散步、坐車等刺激是否容易興奮，甚至 

                     可能會太興奮而出現低鳴聲。 

 

無感：面對任何的刺激犬隻表現都很平靜，不需要操作者多下指令要求犬隻。 

非常輕微：在少數的情況下，犬隻會對外界的刺激有反應。像是身體動作會稍稍變多、非常輕微的舔 

                   舌、非常輕微的坐立不安、短時間的搜尋、嗅聞等行為。在有鼓勵的情況下恢復得非常迅 

                   速，不會影響到工作能力且會對操作者有回應。  

輕微：在偶爾的情況下，犬隻會對外界的刺激有反應。像是身體的動作稍微變多、輕微的舔舌、稍微 

            甩頭/搔抓身體、輕微的坐立不安、重複的搜尋等動作。在有鼓勵的情況下恢復得非常迅速，不 

            會影響到工作能力且會對操作者有回應。  

中度：對外界的刺激有中度的反應，包括身體動作變多、急躁的動來動去、指令的服從度變低、中度 

           的舔舌、甩頭/搔抓身體、中度坐立不安、重複的搜尋等動作。過度興奮的犬隻會非常難控制也 

           很難讓狗長時間靜止不動。 

重度：對外界的刺激有重度的反應，包括身體動作變多、非常急躁的動來動去、指令的服從度非常低、 

           經常舔舌、經常甩頭/騷抓身體、重度喘氣、重度坐立不安、重複的搜尋等動作。過度興奮的犬 

           隻會非常難控制也很難讓狗長時間靜止不動。 

  



20.自我調整情緒 – 評估犬隻在刺激或是有壓力的環境下，是否需要較長的時間讓情緒平靜下來。 

 

無感：經過壓力與興奮的刺激後，犬隻可以在 15 秒內恢復平靜。 

非常輕微：經過壓力與興奮的刺激後，犬隻可以在 15~30 秒內恢復平靜。  

輕微：經過壓力與興奮的刺激後，犬隻可以在 30 秒~1 分鐘內恢復平靜。   

中度：經過壓力與興奮的刺激後，犬隻可以在 2~5 分鐘內恢復平靜。在不斷重複刺激的情 

           況下，犬隻會慢慢習慣，恢復的時間也會慢慢縮短。 

重度：經過壓力與興奮的刺激後，犬隻無法在 5 分鐘內恢復平靜。在不斷重複刺激的情況下 

           下，犬隻會慢慢習慣，恢復的時間也會慢慢縮短。 

 

21.操作者在沒有與犬隻有任何互動的情況下，犬隻的不安程度 – 評估犬隻在操作者沒有與其互動的情

況下，犬隻是否會有坐不住或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行為。 

 

無感：在沒有與其互動的情況下，犬隻表現非常迅速/立即的平靜下來且有耐心的等待。 

非常輕微：在沒有與其互動的情況下，犬隻會有非常輕微的坐不住或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行為，1 分 

                   鐘內可以平靜下來且有耐心的等待。  

輕微：在沒有與其互動的情況下，犬隻會有輕微的坐不住或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行為， 3 分鐘內可 

           以平靜下來且有耐心的等待。   

中度：在沒有與其互動的情況下，犬隻會有中度的坐不住或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行為， 3~5 分鐘內 

           可以平靜下來且有耐心的等待。   

重度：在沒有與其互動的情況下，犬隻會有重度的坐不住或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行為，需要超過 

            5 分鐘的時間才會平靜下來且有耐心的等待。 

 

22.犬隻對跳上、跳下的恐懼 – 評估犬隻對於高處是否會有害怕、恐懼、對於靠近邊緣會遲疑等行為。 

 

無感：對於任何高的場所都感到很自在。 

非常輕微：對於接近高處的邊緣或是身處在高處會有非常輕微的警戒反應，包含身體微微僵硬、稍稍 

                  猶豫但有工作意願。  

輕微：對於接近高處的邊緣、身處在高處或是往下跳時會有輕微的警戒反應，包含身體輕微僵硬、稍 

           微猶豫、瞬間身體微縮與輕微加速。有工作意願且可以隨著不斷練習而有所進步。 

中度：對於接近高處的邊緣、身處在高處或是往下跳時會有中度的警戒反應。包含身體中度僵硬、畏 

           怯、離開邊緣、中度的身體縮成一團。沒辦法很自在地跟上操作者的速度或是原地等候。 

重度：對於接近高處的邊緣、身處在高處或是往下跳時會有重度的害怕反應且無工作意願。包含身體  

           非常僵硬、畏怯/拒絕接近邊緣、拉離邊緣、身體縮成一團。無法在高處有效的執行工作。 



23.持續性吠叫 – 評估犬隻在興奮或警戒時是否會持續性吠叫。 

 

無感：在興奮或警戒時不會/極少吠叫。 

非常輕微：在興奮或警戒時偶而會叫數聲。當興奮或警戒的刺激還在時，不需要操作者介入，犬隻很 

                   快就會安靜下來。  

輕微：在興奮或警戒時偶而會叫個數聲。當興奮或警戒的刺激還在時，需要操作者給予指令，犬隻很 

           快就會安靜下來。  

中度：在興奮或警戒時常常會吠叫。當興奮或警戒的刺激還在時，需要操作者不斷的給予指令讓犬隻 

           安靜下來。  

重度：在興奮或警戒時常常會吠叫，當興奮或警戒的刺激還在時，儘管操作者給予指令，犬隻還是不 

           會停止吠叫。 

 

24.精力 – 評估犬隻比起其他犬隻是否需要宣泄更多精力才能平靜下來。 

 

無感：僅需最少量的運動或活動量。一天裡面大多數時間都是趴著，活動結束後也可以很快地趴下休息。 

非常輕微：需要一般的運動量或活動量讓犬隻保持穩定。一天可能需要一次短時間的運動有時候需要 

                   給予啃咬玩具或其他活動讓犬隻釋放精力。  

輕微：需要高於一般的運動量或活動量讓犬隻保持穩定。經常需要給予啃咬玩具或其他活動讓犬隻釋 

           放精力。 

中度：需要高於一般的運動量，常常儘管在運動過後還是很難讓犬隻保持穩定。給予啃咬玩具並不足 

           以釋放犬隻的精力，經常需要更大的活動量才能讓犬隻保持穩定。  

重度：需要高於一般的運動量，儘管在運動過後，犬隻極少能保持穩定。給予啃咬玩具並不足以釋放 

           犬隻的精力，必須要有更大的活動量才能讓犬隻保持穩定。  

 

25.注意力缺乏 – 評估犬隻是否會不斷地四處張望，注意力不斷的被外界刺激所吸引，很難專注在工作上。 

 

無感：不管身處在什麼環境中，犬隻都很專注在工作上。 

非常輕微：不管身處在什麼環境中，犬隻都能專注在工作上。只有在少數的情況下犬隻會稍微分心，只 

                   需要操作者稍微提醒一下，犬隻會將注意力轉回工作上。  

輕微：大部份的情況下，犬隻都能專注在工作上。當犬隻分心的時候，需要操作者提醒一下，犬隻會將 

           注意力轉回工作上。  

中度：在某些情況下，犬隻容易被周遭環境吸引其注意力。經常會分心且需要操作者中度提醒讓犬隻將 

           注意力轉回到工作上。需要操作者不斷的提醒讓犬隻專注在工作上。  

 



重度：犬隻非常容易被周遭環境吸引其注意力。犬隻會不斷的分心且經過操作者的提醒後，依然很難/不 

           會將注意力轉回到工作上。如果沒有操作者的不斷的提醒，犬隻是沒有工作意願的。 

 

26.移動物品的刺激 – 評估犬隻是否非常容易被移動的物品吸引注意力，像是飛起的落葉、手電筒、水 

                                    管噴出的水柱等，且很難再將犬隻的注意力移轉回來到人身上。 

 

無感：犬隻對於移動的物品會忽略或是有微微的警戒。在沒有工作的情況下，犬隻會去熟悉或是平靜地 

            跟隨移動的物品。犬隻不會因此而吠叫或是增加其興奮程度。 

非常輕微：犬隻對於移動的物品會警戒且展示出非常輕微的感興趣。在操作者沒有要求的情況下，犬隻 

                   的興奮程度會稍微增加。冷靜得非常快且對操作者會有回應。  

輕微：犬隻對移動的物品會輕微的感興趣且會輕微的興奮，像是動作變多、微微執著和短暫低鳴。當刺 

           激消失後，最多 15 秒犬隻便會平靜下來且對操作者會有回應。  

中度：犬隻對移動的物品會中度的感興趣且會中度的興奮，像是動作變多、對指令的回應變低、中度的 

           低鳴、輕微的吠叫和中度的執著。當刺激消失後，最多 3 分鐘，犬隻才會完全平靜下來。 

重度：犬隻對移動的物品會有非常高的興趣和興奮程度。對移動物品的執著程度會高到影響工作。當刺 

           激消失後，犬隻需要更長的時間才會完全平靜下來。 

 

27. 追逐動物 –評估犬隻對對狗以外的動物(例如：鳥、昆蟲、松鼠等)持續性的注意與興奮的程度 。 

 

無感：忽視其他動物(非狗)，例如鳥、松鼠、兔子等，沒有追逐獵物的欲望，仍然專注於工作且不受環 

           境中的動靜影響。 

非常輕微： 對其他動物(非狗)，例如鳥、松鼠、兔子等，表現出非常輕微的分心並且有興趣去追逐或撲 

                   向牠們，經過鼓勵可以快速恢復專注於工作，不需要操作者干涉，甚至動物還在周遭也很容 

                   易穩定下來。 

輕微：對其他動物(非狗)，例如鳥、松鼠、兔子等，表現出輕微的分心並且有興趣去追逐或撲向牠們， 

           對操作者仍然有回應。操作者輕度干涉下可以恢復專注於工作，不會表現出持續的興趣，甚至動 

           物還在周遭也很容易穩定下來。 

中度：對其他動物(非狗)，例如鳥、松鼠、兔子等，表現出中度的分心並且有興趣去追逐或撲向牠們， 

           在短時間內會對操作者的回應度降低，會表現出持續的興趣，但在保持一段距離下可以穩定下來。 

重度：對其他動物(非狗)，例如鳥、松鼠、兔子等，表現出重度的分心並且一直很有興趣去追逐或撲向 

           牠們，並且對操作者的回應不佳。難以恢復專注於工作上，並且很快的將注意力放在追逐的動物 

           上，無法持續專注於工作。 

  



28.對其他狗的分心 – 評估犬隻是否對其他犬隻有持續性的注意與高度的興奮程度。 

 

無感：對其他犬隻不/少許感興趣，不受其他在場犬隻的影響。不需要操作者的支持或介入。 

非常輕微：對其他犬隻稍稍感興趣且會非常輕微地分心。只需要操作者輕輕地提醒，犬隻很快會將注意 

                   力轉回來。  

輕微：對其他犬隻稍微感興趣且會輕微的分心。需要操作者輕微的提醒讓犬隻將注意力轉回來。  

中度：經常對其他犬隻中度感興趣且會中度的分心與興奮。需要操作者中度的提醒讓犬隻將注意力轉回來。  

重度：對其他犬隻重度的感興趣且會重度的分心與興奮。即使操作者提醒犬隻，犬隻依然很難/無法將注 

           意力轉回來。 

 

29.嗅聞 – 評估犬隻是否會被不同味道吸引而分心。 

 

無感：在沒有提醒的情況下，犬隻對不同味道不感興趣或會有短暫嗅聞的行為。不會做持續聞的動作且 

           會專注在工作上。 

非常輕微：犬隻會被不同味道吸引而非常輕微的分心、嗅聞。在有鼓勵的情況下，可以很快地將注意力 

                   轉回來。只要操作者稍稍的提醒，犬隻便會專注在工作上且不會持續做嗅聞的動作。  

輕微：犬隻會被不同味道吸引而輕微的分心、嗅聞但對操作者會有回應。只要牽牽繩的人輕微的提醒， 

           犬隻便會專注在工作上且不會持續做嗅聞的動作。  

中度：犬隻會被不同味道吸引而中度的分心、嗅聞且對操作者前 10 秒的回應降低。犬隻會有中度持續 

           嗅聞的動作。 

重度：犬隻會被不同味道吸引而重度的分心、嗅聞且對操作者超過 10 秒的回應依然很低。需要操作者 

           強力的提醒且很難讓犬隻將注意力轉回來，即時注意力轉回來後馬上又會被味道吸引。對於味道 

           非常執著會堅持持續嗅聞。 

  

30.搜尋 – 評估犬隻是否隨時都在尋找食物或其他物品。 

 

無感：任何時間地點都不會尋找食物或是其他物品。 

非常輕微：在少數的情況下，犬隻單獨時會有尋找食物或是其他物品的行為。只需要出聲提醒便會停止。 

                  此為不持續性行為。  

輕微：在偶爾的情況下，犬隻單獨時會有尋找食物或是其他物品的行為。在操作者制止後，犬隻便會停 

           止。此為不持續性行為。   

中度：犬隻經常會有尋找食物或是其他物品的行為。操作者需要花較多的努力才能制止犬隻尋找食物或 

           是其他物品的行為。此為習慣性行為。  

  



重度：犬隻會有尋找食物或是其他物品的行為。當操作者制止後，犬隻依然會持續性的尋找食物或是其 

           他物品。此為習慣性行為。 

 

31.在家的不恰當行為 – 評估犬隻在家是是否會啃咬物品、偷取食物或其他物品、試圖將櫃子 

                                 或桌上的東西咬下來、偷翻垃圾桶等行為。 

 

無感：在熟悉的環境中，犬隻可以被信任不會有啃咬物品、偷取食物或其他物品、試圖將櫃子或桌上的 

           東西咬下來、偷翻垃圾桶等行為，並且很容易適應新的地方。 

非常輕微：試圖爬上家具或是移動家中的物品，但不是破壞性的行為，不會攀上台面或是從沒有加蓋的 

                   垃圾桶中咬取物品。 

輕微：試圖爬上家具或是移動家中的物品，但不是破壞性的行為並且不會攀上台面。犬隻可能是在和物 

           品玩”保持距離”的遊戲(拿一個東西然後移動/逃離它)，但不會持續很久並且很快就放棄。犬隻可 

           能會查看台面和垃圾桶，但不會跳上去或打翻。 

中度：在家中會嘗試做出兩種以上的不恰當行為，像是在熟悉的環境中有啃咬家中的物品、從台面上拿 

           走東西、拿走垃圾、或爬上傢具等行為，不能信任將其獨自留下。有中度的堅持玩”保持距離”的 

           遊戲，並且不輕易放棄物品。 

重度：犬隻已超過 12 個月齡，在家中仍會嘗試做出兩種以上的不恰當行為，像是在熟悉的環境中有啃 

           咬家中的物品、從台面上拿走東西、拿走垃圾、或爬上傢具等行為，不能信任將其獨自留下。堅 

           持玩”保持距離”的遊戲，並且不輕易放棄物品。 

 

32.缺乏自發性 – 評估犬隻在遇到問題時自主解決問題的能力。 

 

無感：當操作者給予指令時，犬隻會主動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非常輕微：當操作者給予指令時，犬隻會稍稍缺乏主動性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輕微：當操作者給予指令時，犬隻會輕微缺乏主動性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中度：當操作者給予指令時，犬隻會中度缺乏主動性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重度：當操作者給予指令時，犬隻會重度缺乏主動性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33.缺乏意願 – 評估犬隻是否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對於操作者缺乏回應的意願。 

 

無感：犬隻對於操作者的指令有極高的服從度。 

非常輕微：犬隻偶而會稍稍微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對於操作者的指令有中度的服從度。  

輕微：犬隻經常會稍微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對於操作者的指令有輕度的服從度。   

中度：犬隻經常會中度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對於操作者的指令有非常輕度的服從度。   



重度：犬隻常常會重度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對於操作者的指令有非常輕度的服從度。 

 

34.對人的護食行為 – 評估犬隻是否在人靠近犬隻的食物、玩具等東西假裝要拿走時，犬隻是否會出現 

                                  護食行為。 

 

無感：在人靠近犬隻的食物、玩具等東西假裝要拿走時，犬隻並無出現護食行為。 

非常輕微：在人靠近犬隻的食物、玩具等東西假裝要拿走時，犬隻會徘徊在該物品旁邊，但不會出聲。 

                  犬隻也可能會出現情緒的改變、舔舌、避開、吃得更迅速或是停下不吃等行為。 

輕微：在人靠近犬隻的食物、玩具等東西假裝要拿走時，犬隻會徘徊在該物品旁邊。犬隻也可能會出現 

           遠離靠近的人、舔舌、短暫嗅聞、短暫的(露出眼白)瞪著靠近的人、短暫的低吼，但只要操作者 

           制止就會停止這些行為。 

中度：在人靠近犬隻的食物、玩具等東西假裝要拿走時，犬隻會徘徊在該物品旁邊且會表現出攻擊的樣 

           子。攻擊性的表徵包含長時間的嗅聞、(露出眼白)瞪著靠近的人、露牙齒，就算操作者制止也不 

           一定會停止這些行為。  

重度：在人靠近犬隻的食物、玩具等東西假裝要拿走時，犬隻會徘徊在該物品旁邊且會表現出攻擊的樣 

           子。攻擊性的表徵包含長時間的嗅聞、(露出眼白)瞪著靠近的人和低吼、露牙齒，只要再靠近就 

           會作勢要咬人等行為。 

 

35.對陌生人的攻擊性 – 評估犬隻在陌生人靠近時，是否會出現懷疑、背毛豎起、低吼、吠叫 

                                       與露牙齒等行為。 

 

無感：陌生人靠近時，犬隻並無任何攻擊性行為的表現。 

非常輕微：陌生人靠近時，犬隻偶而會對不熟悉的人會懷疑、豎起背毛。只要用言辭的鼓勵，犬隻可以 

                   很快的將注意力轉回來。  

輕微：陌生人靠近時，犬隻偶而會對不熟悉的人會懷疑、豎起背毛、悶聲吠叫、低吼。在有鼓勵的情況 

           下，犬隻可以很快的將注意力轉回來。   

中度：陌生人靠近時，犬隻會有中度的攻擊性行為。像是經常會對不熟悉的人會懷疑、背毛豎起與低吼。 

           當陌生人接近的太快或讓犬隻感覺到威脅性時，犬隻會吠叫或露出牙齒。   

重度：陌生人靠近時，犬隻會有高度的攻擊性行為。像是經常會對不熟悉的人會懷疑、背毛豎起與低吼、 

           吠叫或露出牙齒、作勢要咬與驅趕陌生人離開等行為。 

  



 

36.對狗的攻擊性 – 評估犬隻對於其他狗是否會出現襲擊、低吼、咬或試圖咬等行為。 

 

無感：對於不熟悉的犬隻並無任何攻擊性。 

非常輕微：對於不熟悉的犬隻有表現出非常輕微的攻擊性。像是背毛微微豎起、身體微微僵硬、非常輕 

                   微的敵意。犬隻並不會低吼、吠叫或是作勢要咬。只需要操作者給予非常輕微的鼓勵，犬隻 

                   便可以將注意力轉回來。  

輕微：對於不熟悉的犬隻有表現出輕微的攻擊性。像是背毛輕微豎起、身體輕微僵硬、輕微的敵意、悶 

           聲低吼/吠叫。犬隻並不會露出牙齒或是作勢要咬。只需要操作者給予輕微的鼓勵，犬隻便可以將 

           注意力轉回來。  

中度：對於不熟悉的犬隻有表現出中度的攻擊性。像是背毛中度豎起、身體中度僵硬、中度的敵意、朝 

           不熟悉的犬隻衝過去、低吼、吠叫、露出牙齒等行為。就算操作者給予鼓勵，要讓犬隻將注意力 

           轉回來有中等的難度。 

重度：對於不熟悉的犬隻有表現出重度的攻擊性。像是背毛重度豎起、身體重度僵硬、重度的敵意、朝 

           不熟悉的犬隻衝過去、低吼、吠叫、露出牙齒等行為。就算操作者給予鼓勵，要讓犬隻將注意力 

           轉回來非常的難度。 

 

37. 保衛資源行為(對狗或其他寵物) – 評估犬隻獲取資源(食物、玩具、其他物體)時,狗或其他寵物出現或 

                                                           靠近,犬隻是否會出現保護或佔有資源的激烈行為 。 

 

無感：在狗或其他寵物靠近犬隻的食物、玩具等東西假裝要拿走時，犬隻並無出現護食行為。 

非常輕微：在狗或其他寵物靠近犬隻的食物、玩具等東西假裝要拿走時，犬隻會徘徊在該物品旁邊，但 

                   不會出聲。犬隻也可能會出現情緒的改變、舔舌、避開、吃得更迅速或是停下不吃等行為。 

輕微：在狗或其他寵物靠近犬隻的食物、玩具等東西假裝要拿走時，犬隻會徘徊在該物品旁邊。犬隻也 

           可能會出現遠離靠近的人、舔舌、短暫嗅聞、短暫的(露出眼白)瞪著靠近的人、短暫的低吼，但 

           只要操作者制止就會停止這些行為。 

中度：在狗或其他寵物靠近犬隻的食物、玩具等東西假裝要拿走時，犬隻會徘徊在該物品旁邊且會表現 

           出攻擊的樣子。攻擊性的表徵包含長時間的嗅聞、(露出眼白)瞪著靠近的人、露牙齒，就算操作 

           者制止也不一定會停止這些行為。  

重度：在狗或其他寵物靠近犬隻的食物、玩具等東西假裝要拿走時，犬隻會徘徊在該物品旁邊且會表現 

           出攻擊的樣子。攻擊性的表徵包含長時間的嗅聞、(露出眼白)瞪著靠近的人和低吼、露牙齒，只 

           要再靠近就會作勢要咬人等行為。 

  



38.行進間排泄 – 評估犬隻是否在行進間會不聽指令上廁所。 

 

無感：從未在行進間排泄。 

非常輕微：極少在行進間排泄且隨著年紀越長，次數越少。在未來不會有行進間排泄的問題。  

輕微：偶爾在行進間排泄，可以調整吃飯的時間與餐數來改善此問題。  

中度：常常在行進間排泄，會隨著年紀越長與調整吃飯的時間與餐數改善。  

重度：總是在不恰當的地點排泄，調整排泄的時間並沒有顯著效果，犬隻也沒有隨著年紀增長改善。 

 

39.與人相處模式 – 評估犬隻與人相處是是否會有不恰當的行為。 

 

無感：對於不同年齡層的人都很溫和，不會撲跳、含手、用嘴巴玩等行為。 

非常輕微：在少數的情況下會有不恰當的行為，像是試圖跳到人身上、微微的含手、輕輕地用嘴巴玩等 

                   行為。只要操作者制止便會停止。  

輕微：有時候會有不恰當的行為，像是跳到人身上、中度的含手、中度的用嘴巴玩等行為。犬隻會稍微 

           堅持但只要操作者制止便會停止。   

中度：常常會有中度不恰當的行為。像是撲跳到人身上、重度的含手和輕輕的用嘴巴啄。犬隻會中度堅 

           持，需要操作者不斷地制止。  

重度：表現出重度不恰當的行為，像是鋪跳到人身上、重度的含手和用力地用嘴巴啄。犬隻非常堅持且 

           對操作者的制止回應低。 

 

40.一致性 – 評估犬隻經過數次在不同環境中的測試，犬隻的行為、自信心是否俱有一致性。 

 

無感：經過數次在不同環境中的測試，犬隻的行為、自信心是一致的。 

非常輕微：隨著環境的不同，犬隻的行為與自信心也會有些許的不同。  

輕微：隨著環境的不同，犬隻的行為與自信心也會有輕微的不同。   

中度：隨著環境的不同，犬隻的行為與自信心也會有中度的不同。   

重度：隨著環境的不同，犬隻的行為與自信心是無法預測的。 

41.操作者/狗 – 評估人狗搭配的程度 

    

非常好：a.大部份的情況人狗都搭配得非常好 

                b.大部份的情況人狗都搭配得非常好，除了新/強大的刺激的情況下，會有短時間無法配合的 

                   情況。   

                c.大部份的情況人狗都搭配得非常好，除了新/強大的刺激的情況下，會有稍長時間無法配合 

                   的情況。   



                d.在新/輕微到中等的刺激的情況下，人狗搭配會有中長時間無法配合的情況。  

不適合：在新/輕微到中等的刺激的情況下，人狗搭配會有長時間無法配合的情況。 

 

42.關係建立的技巧–評估操作者促進人狗合作和/或提升犬隻的自信和/或技巧的能力。 

9~7 分：操作者非常有技巧，建立可信任的關係且加強犬隻的信心與技巧。操作者與狗的溝通非常清楚， 

               適當的使用稱讚與獎賞並且建立非常明確的界限(規矩)，使用技巧去控制犬隻。 

6~4 分：操作者的技巧稍微差一點或是在一些關鍵時候並沒有表現出來-有幾次人狗沒有配合得很好，操 

               作者的技巧不夠好有稍微影響到與操作者與犬隻建立可信任的關係、使用稱讚與獎賞、建立非 

               常明確的界限(規矩)、使用技巧去控制犬隻等事項。 

3~1 分：操作者的技巧很差-操作者在很多關鍵時候缺乏技巧，所以常常人狗沒有配合好，影響犬隻的自 

               信心與能力．操作者因為缺乏技巧會有中度或是重度的影響操作者與犬隻建立可信任的關係、 

               使用稱讚與獎賞、建立非常明確的界限(規矩)、使用技巧去控制犬隻等事項。 

 

43.1~9 分量表 – 犬隻與現有的狗比較起來，適合當導盲犬的分數有幾分。 

 

9~7 分：非常適合當導盲犬。 

6~4 分：普通適合當導盲犬。 

3~1 分：不適合當導盲犬。 

 

44.打雷的反應 

 

無感： 打雷時犬隻並無任何反應。 

非常輕微：非常輕微的警覺，會停止動作和/或將注意力轉向雷聲幾秒鐘， 然後恢復正常的行為，不影 

                  響工作意願。 

輕微： 對雷聲有所警覺並感到輕微的焦慮，並在風暴前和/或中有輕微的喘氣和/或躁動不安，不影響工 

            作意願，對遊戲或指令仍有反應。 

中度：對雷聲有所警覺並感到中度的焦慮，並在風暴前和/或中有中度的喘氣和/或躁動不安，中度影響 

           工作意願或對遊戲或指令的反應。 

重度：對雷聲有所警覺並感到重度的焦慮，並在風暴前、中和/或後有嚴重的喘氣和/或躁動不安，中度 

           或重度影響工作意願或對遊戲或指令的反應。 

 

  



45.犬舍適應不良－難以適應犬舍的生活環境，由於生活在犬舍而造成情緒處於緊迫狀態，和/或難以維 

                               持生理狀態。 

無感： 非常適應犬舍生活環境，看到人或狗可能會很興奮，沒有表現出任何適應不良的感覺像是緊張或 

            是不適應的行為。 

非常輕微： 有非常輕微的行為改變，例如偶爾發出聲音，當被放進犬舍時有輕微的活動力增加或減少， 

                   並且幾天內就能適應。 

輕微： 輕微的行為改變，例如經常發出聲音，當被放進犬舍時活動力增加或減少，並且在 2 週內適應。 

中度： 住進犬舍 2 週後，犬隻還是有中度的適應不良，需要額外的照護保持犬隻的健康和穩定其情緒狀態。 

重度：住進犬舍 2 週後，持續表現出無法適應犬舍生活，並且必須移出犬舍以維持犬隻的健康和/或穩定 

           其情緒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