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的行為
陳亭蓉譯

fl•J

吾

狗一是第一種能與人類維持親密關係的動物。如他可以保護主人、 f吾主人打
獄、運動、娛樂﹔此外他還可以供作為食物、衣服的來源﹔或者作為拖曳之用。
至今，他仍然具有相同的功能 。

本文
一、狗行為的定義
狗是群居的動物，並且藉由吠、吼叫、舔、通觸和極少範圓的視力，來和同
伴們係持親密的社會關係。他們會共同合作來很取大型的獄物。母狗會在巢中生

產小狗，並會在最初的時間中，花她，大部分的時間來陪伴他們。過了此時段，母
狗會回到獄群中幫忙，離開小狗的時間慢慢拉長、使他們逐漸習慣獨立自主。剛
出生的小狗是看不見也聽不見的，僅憑靠著觸覺來活動。在眼及耳朵張開之後，
小狗們之間就會開始相互溝通、傳達訊息，第 4 至第 10週間，是建立社會關係的
敏感期。在群居動物中，狗籍著獎勵與懲戒來刺激表現其社會階級中文配者與順

從者之姿態及相關行為。在發身之後，狗時始表現出『佔有領我 j 的行為並可能
會攻擊入侵者，儘管有些反應比不土野生的犬科動物。靠嗅聞及排尿坡在竿子或

其他物體土來標記其領成範因是成犬的正常反應。
狗的生活方式與土狼相似，其具有很廣的飲食喜好，並依靠嗅覺來尋找食物
的位置 。

狗是季節性繁殖的動物。在交配行為方面，母狗具有和同一隻 2：狗連續交配
的特殊偏好。

二、繁殖

（一） ~：狗
大多工作狗都與其他的狗一起養大，在遊戲中間就學習了交配及駕乘
時的技巧。狗約在6-9個月大時達到發身。
狗的駕乘與交配行為，個體間有相當的差異 。 在交配之前，當 2：狗被

帶至4手狗處時，它可能必須花比母狗侵入他的領域時，更多的時間來適應
環境。

當接近發惰的母狗峙， 2：狗嗅問及舔母狗生殖器的部份 。母狗會反應
出其接受交酷 的姿態。駕乘之前，一些古狗可能會靠近母狗 的頭部而採遊

戲的姿勢。母 狗可能會表現出先逃跑一段小距離之後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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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配動作
母狗在發情期時， 2：狗會駕乘她數次，他會以嘗試錯誤的方式試著開
始骨盔推進及插入。母狗不動時，主：狗會立即駕乘，周前腿扶緊母狗的腰

寓，以骨盤力量將陰莖推進入母狗陰道內，開始射精。插入後，去狗的陰
莖會充血膨脹，母狗的陰道肌肉會收縮，而形成一個文配結，將去狗及母
狗鎖在一起。這個交配結大概可維持 10-30 分鐘。在這個時期，去母狗以背
對背的方式相逗著，且有第二次射精。直到最後階段時，肌肉收縮，兩隻
狗便會分悶。交配過程如附國 i 。

特品
公狗嗅閔

伊常

婦

架乘及推進

第一次射精

母狗外陰鄧

兵會

時p
交配給及第二次射精

母狗扭轉身體

國 1. 狗交配的過程。

（三）母狗
母狗一年中有兩次發情行為，發情期間並靠灑尿液來標定其領域範
圈。母狗有很長的發情前期，而發情期持續 5-12 夭。假如交配後沒有懷
孕，會有持續發情 30-90 天假懷孕。在這之後，將會有 3-4個月的時間不會

發情。在假懷孕期間，子宮會擴大、且乳腺發育而開桔泌乳，就好像正常
的懷孕者一段。在靠近分錢，期時，母狗可能會去集個巢，躲著並扮演著母
親的角色，及分泌乳汁60 夭。
發惰的特徵：

工作狗，母狗發惰的第一個特徵走去狗表示出對她很有興趣的樣子。
仗的會嗅 問母的生組邦位，並在她曾排尿的地方嗅閣。 當有一隻以本的信

狗時， 2： 狗會表現出興奮、激動不安的樣子。
母狗 陰戶將會變得紅腫、並流出黏波及血液。當發 情持續時，她會表
現出對立：狗有極大興趣的婊子，並且會站立不動等待交 志。她可能站立成
者以遊戲殼的 1于九寸土弄，．、狗。
4手狗可能會在 1-:' 狗的面前排尿，這是很好的指標表示母狗願意接受父

狗。她可能會以 2 狗抬腿撒尿的方式來表現。若立：狗求愛的動作太慢，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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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的母狗會駕乘2：狗並表現出以骨盤推進的動作，她也會被其他的母狗駕
乘。
母狗喜歡接納的特徵是當 2：狗嗅她時會表現，出一種後軀一邊彎曲、尾
巴彎向一邊。當交配時，母狗會站得直直的。當 2：狗陰莖進入母狗中並膨

脹時，母狗會開始去扭轉，大約 5-30秒，而這個動作，常會使去狗的陰莖
因而滑落。且在轉動的過程母狗通常會伴隨著一兩聲的尖叫。

（四） ~：狗的去勢
2：狗有時會被去勢以減少他們閑逛的性向、侵略性、成尿液做記號的
習慣、交自己， 等行為，並可阻止其繁殖。研究指出：不同的父狗在去勢後

會呈現不同的效泉。如： 8 月大的去勢小狗，開逛的行為將會成少至90% 以
下。雖然，年齡對去勢小狗並無太大的影響。

（五）母狗的結紮
外科手術包含除去子宮、卵巢．．等步驟。一旦除去卵巢後的母狗，將
不會生育﹔且其表情會非常地呆滯、身體會變得非常地肥胖。

四、分錢行為

（一）分挽前的行為
當分姥期接近時，大部分的母狗會變得不安且食慾不振。在分嫂，前 1224 小時，母狗會試圖於其狗舍以外的地方建立一個『床 j

。若將其關在狗

舍中，則其會用爪子扒地面及四周的牆壁﹔芳給她生產用的墊萃【稻草、
紙、破布），她會將其咀嚼，再重新佈置成一個窩。

對工作狗而 言：即使 是懷孕末期，她仍校要工作。但要小心地注意

狗，不要讓狗被其他的牲畜傷害﹔她可能會突然地消失，回家築個巢穴﹔
她也可能在工作到一半時，開始要生小狗。這時，她應該立刻回到其準備

生產幼犬的地方。

（二）分錢，期肉和分姥後的行為
分蹺，過程的長短，依這窩小狗的數量與母狗以前生產的經驗，而有很
大的差異。由 2-3 小時至 12 小時，甚至是更長的時間，都有可能。研究指

出一母狗平常休息的呼吸速率是蹈，20／分﹔而生產時，母狗側趴著，急促

呼吸（ 10。” 175／分 j 與緩慢的漾呼吸（ 40-60／分）相互交替著。眼睛半睜辛
的時常還向土轉動 。母狗 會定期地嗅、舔其生殖道﹔且，（±＿ 收縮期間後腿會
隨著子宮的收縮而抽憶及輕微緩慢的顫抖 。小狗狗靠 媽媽腹部及胸部肌肉

強烈的收縮才得以辨出。這種生產過程開始於每隻小狗誕生時，並結束於
每隻小狗出 生之後。母狗通常只能在每隻小狗誕生之間稍作 短暫的休息：

去許大部分 母狗偏好在她躺下時生產，雖然在生產為苦時會可能起床先走
動一下﹔會 在生產期間，離開去喝水或尿尿，但最後都會再 回到生產的地
方。

在胎兒產出的 同時 ，母狗會吃掉胎 衣並且咬斷膀帶 。小狗可能會卡在
產道直到生下一胎小狗時的位縮才被產出。死掉的小狗視同活的小狗 M: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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舔、被照顧著﹔直到其全身變冷，~後才會被忽視、互支被丟棄 。 正常情況
下，他們是不會被吃掉的。
母狗，會花很多的時間來維持巢周圍的乾淨衛生。她時常舔小狗狗並

且吃掉他們辨出的糞便及尿液。當小狗沒有排泄物時，她就會舔他們的腹

部下方及肛門。
在生產期間，母狗拯少吠官司乳嗚嗚哀，島 。 在生完最後一隻小狗典休息
過後，她才會集中她注意力去照顧他們 。 在這階段中，若有陌生人想要按
查她或碰觸小狗都要非常地小心注意 。 母狗頭胎生產後楚天最好芳，！去打擾

她，他們的出現及小狗恐懼的叫聲，可能會激起母狗產生攻擊行為。狗的
主人通常要伴隨著陌生人以防當母狗可能攻擊他們成亂咬小狗 。

（三）生產期間引起不安的事物
研究指出一若母狗於生產期間挨打役，則將會中斷生產，並且延遲每
隻小狗出生相隔的時間。

正常情況下，每隻小狗通常相隔 30 分鐘出生，但是不安將會使之延遲
至數個小時之久。通常指的是 ： 白天的嗓普及所引起的不安通常會延邊，j、
狗至傍晚卓生 。 這些研究報告亦指出一每隻母狗對令人不安的事物所造成

的緊迫及引起的攻擊行為皆各不相同 。

（四）小狗出生後的行為
小 狗在剛出生時，統瞎又聾 ， 而且無法站立。但在受到母獸清理毛皮
峙的刺激，很快地就會活跑起來，有時一直到系程度明顯的精疲力畫出
現 。
一隻剛出生的小狗當其搖縛著頭開拾尋找乳頭位置時﹔會在巢的四月
一 面休息一面作短距離爬行並時常休息 。 母狗會持著舔他來鼓勵他，並且

指引乳頭的位置 。 但若母畜尚未生完所有小狗時，她將不會 注 意到這種

f 找乳頭 J 的行禹 。
當小狗挂到冰冷的地方時，他會後 il!. 直到離到母狗混暖的身體為止。
在這兒，小狗們搖著頭，企閩找到乳頭。

小狗們所發出的第一種聲音是尖叫聲，並且靠發出低沈地哼聲來表示
不舒服、為或飢餓 。 小狗早在 18 日齡時就被殺察到有吠叫聲 。 自由地與同
伴遊玩似乎具有鼓勵小狗吠叫﹔而當一 個 陌生人靠近一群分散的小狗時，

亦具有激發小狗們像警報器般吠叫 。
比起又冷又硬的物體而言，小狗較喜歡混暖的、軟的表面。抱小狗靠

近主人 的身體具有仁：＿Q 靜的作用。 it 種 f 'ri造的通緝 j 對小狗而言是非
常重要 的。任何離開巢徘徊在外迷失的小狗，只要發出 不知所措的聲膏，
母狗就 會用嘴巴將其御自﹔而在巢穴中的小狗，她則會 用舔的方式來吸引
小狗回 到她身邊。

當母已~ ··) ，~

千分’，、仁 狗 Z其中 九 主、 ？， 九 呵！生的﹒ 她可能會壓到他們

其中的一隻 。 而且她總是會忽視小狗發出的短的哭聲，但會審查那些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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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哭聲的而發現小狗被壓到。所以，放置一些合適的、低的木條，將可
避免小狗被無經驗的母狗給壓死。

許多行為研究顯示出一4迪夫左右的小狗，會閉始受到母親及同伴的交
互影響。在野外，這個時期，母親通常不在小狗的身邊。而且小狗們已經
可以看、聽、遊戲﹔並表現出成犬的動作如搖尾巴、吠叫或其他的特徵。
在四個過齡大的小狗已經可以站立並且像成犬般的移動。 6個週齡大時斷

乳。
五、小狗的社交

從第 4遇到第 12過，小狗將手。其他的狗和人類建立起社會行為。如呆小狗只和
人建立起社會關係’見，j 會非常地難養﹔若其只和狗建立起社會關係的話，貝，j 他會

很難和人建立起關係’並且很難訓練。因此在這時期中，小狗必須面對將來生活
可能遇到的變數，這包括其他的狗、動物、車、不同的人、小孩及噪告等等。同

時小狗不可能全從主人那裡得到大多的經驗與保證。有些工作狗訓練者認為小狗
會被小孩寵碟，這是不正確的。反而，很重要的是，工作狗能與小孩在一起是可

避免日後意外的咬人事件發生。

小狗在5過齡大的時候會接近陌生人，但過了這段時間，卻又會避悶。研究指
出這種迴避的現象，會在第 8週齡時達到頂峰，品種和生育之間有差異存在。逃

避行為中『不安的階段 J 是係護幼小的動物遠離掠奪者自然的行為。所以在 12週
齡以前沒有經驗的小狗也會避開跟著而來的害怕。

研究報告中亦指出一 5 成 6 迎大的小狗其學習能力不穩定﹔ 8 至 9過齡者較穩
定。這8 至9週齡的階段對小狗而言是敏感翔，小狗不會輕易原諒在這階段中處罰

它的人。比較同樣的處罰若發生在 12-13 過齡時，這些較年長的狗對試驗者會情緒
化且與處罰無蹄。

4至 12週禽走狗一生中最重要及發展的階段，最佳訓練狗變成寵物的階段在6-

10迫之詞，如此狗能與自己同類社交同時又典人類發展出一種情感的聯繫在一
起。如附崗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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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說

國 2 .. J 、狗由出生到 20過齡的發育概況。

( after Scott今 J P., Stewa況， J. M. and de Ghe杖， V J. ( 1994) , Develop. Psychobiol.

7,5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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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姜狗，最主要的一點是狗為群居動物。大多的群居動物是合作的而且有清

楚的階級界限，不管是在群中或者混合著的狗和人類中。
一且母狗要讓小狗斷乳，會讓小狗將焦點中心將由母狗乳頭移動豆鼻口部

份，小狗在舔頭鼻部份時會像階級低的成員將身體跨下社低。如狼，和野生的犬
類，這種行為將會誘引母狗吐出部份已消化的食物。但這並不是一般人所養工作

夫的共通特欲，雖然鼻子與鼻子仍是最基本的接近法。

六、訓練程序表
利用狗行為上的反應，狗的訓練程芹表已經被描述：用非口頭以體能操作來
和小狗建立權威及從屬關係。這些訓練就是模擬母狗及其他同群狗悶所使用的動

作，如：
練習一：高舉

抓小狗前腳的後品學起小狗到與你的眼睛一般高，並讓其支持他的身體
30-90秒。使抱闖但直視他的眼睛。假如他掙扎，搖動他並且提高你的聲告﹔
若他不動就混柔地稱讚他。重被這個練習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及不同的

人面前，連續幾個星期之久。
練習二：倒置翻轉

用一隻手拉住小狗的頭背、另一隻手捏住後腿的下面，把其倒立。將其

遠離你，他若是掙扎，搖動他。若平靜的躺著說安接他。
練習三：兩腿叉開走路
主人雙腿分開好像要騎它一樣，從狗後面用手抓著前腿下胸部，並將狗
抬離地面。若他掙扎，搖他立主提高聲告﹔如果不動，用溫辜的聲音稱讚他。
重稜練習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

練習四：俯臥

抓著小狗身體兩邊使之靜臥於地板土。若其掙扎，搖他。假如其安靜的
躺著，稱讚他。控制他全身結構所有的骨頭，包括嘴。

執行這些練習以確定小狗為主人成其他的人的從屬盼你。這些處理必須是堅
定的及和善的。記得不必以攻擊方式或毆打身體來表示強者。領導與追隨者關係
的不是建立在害怕而是靠身體的接觸來尋找高支配者及低文配者。

對行為不檢的小狗必須在發現其行動的同時立即給與懲罰。提高聲告量、搖
晃狗來糾正小狗已經足夠了，應該以提供正面的稱讚會加強良好關係之建立。
正確的人狗闊係可以依據下列的階段而建立：
1. 親自餵 小狗，這會使他將你聯想成食物的供應者。

2 . 有時中 斷餵飼幾分鐘，以稱讚代替食物。是？其抗拒則以 搖晃一稱讚的方
法處置 。

3. 不要為 了執行紀律隨意叫狗來。
4. 避免在小狗早期發育期間和他分開很長的一段時間，章可能地讓他跟隨
著你，照顧他，使其不會受到傷害或弩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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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帶狗到會受到傷害的狀態如噪膏，行動要謹慎，使他在靠近你身旁安全
的位置使之安心 。
6 . 不要更改規定一要前後一鼓不可朝令夕故而且經常稱讚他來訓練小狗。

當其爬到主人頭上不聽話式是間去台發展壞習慣時，用稱讚一搖晃的方法

處置。一些不良的習慣有：在不適當的場所咬人、吠叫．．．．等。

必論
眷狗是目前大多數人共同的興趣，但養狗當然也不是隨隨便便的。在今天這
種重視動物福利及權益的呼聲之下，養狗的首要條件就是要『愛他 j

。當然，不

是用人們的眼光，而是必須以狗狗們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囉！妓，我們必須多多了
解動物們的習性，藉由觀察他們的行為，來了解他們真正的感覺、喜好。了解動
物的行為除可以幫助我們養狗，並可以方使我們的飼養管理，使我們可以擁有一
隻快樂又有教養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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