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下殘酷的慈悲，拒絕商業化放生」 

先抓我囚禁，再買我放生，是功德還是造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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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北中南鳥店販賣「放生物」訪查報告 

 
一、前言 

    鳥店訪查名單來源，為電話簿及網路搜尋。由於全台從事放生的寺廟或團

體，以台北縣市、台中縣市、及高雄縣市三地區最多，故以設立於該三縣市之

鳥店（園）為訪查對象。 

 

二、訪查總數 

於台北、台中、高雄三地，合計訪查155家鳥店，其中63家販售各式放生

物，約佔有效訪查家數的59％（見下表）。顯示台灣北中南三地有近6成鳥店業

者，是佛教寺廟或團體「商業化」放生，以及境內和境外外來種動物危害生態

環境的共犯結構。 

 
 台北市 台北縣 台中地區 高雄地區 合計 

總訪談家數 24 22 62 47 155 

停業 2  2  4 

無接聽及 

電話錯誤 

5家 
(無接聽：2) 

(電話錯誤：3) 

10 
(無接聽：1)

(電話錯誤：9)

14 
(無接聽：5)

(電話錯誤：9)

14 
(無接聽：5) 

(電話錯誤：9) 
43 

其他 1家 
（標本製作）    1 

無售放生物 6 
（佔 37.5％） 

7 
（佔 58％）

15 
（佔 33％）

16 
（佔 48％） 

44 
（佔 41 %）

有販售放生物 10 
（佔 62.5％） 

5 
（佔 42 %）

31 
（佔 67 %）

17 
（佔 52 %） 

63 
（佔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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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鳥店販賣放生物之種類、價格與來源 

訪查發現，北中南三地鳥店所販賣的「放生物」雖以鳥類為主，但也不乏

其他物種。其中鳥類就有35種以上，外來種不在少數，但以價格較為「低廉」、

且系本土捕抓而得的「斑鳩、白頭翁、黑嘴筆、綠繡眼、麻雀、斑文鳥、鴿子」

等鳥類為大宗。更驚人的是，鳥店在推銷「放生物」時，並不諱言其來源為「野

外捕捉」或是「進口的外來種」。顯示台灣鳥店業者營利第一，嚴重缺乏動物保

護與生態保育觀念（見下表）。 

各種放生鳥的價格，以台灣各地捕捉而來的麻雀最便宜，10塊錢就可以買

一隻，相當程度滿足放生團體購買放生鳥「便宜又滿意」的需求，買多還可「殺

價」。較貴的放生鳥，例如大陸畫眉一隻 1500元，雲雀要價 1000-6000元，人

工繁殖的帝雉則喊到7000元一對。顯示放生團體的購買力落差也很大！有些較

為特殊的鳥，業者更會神秘兮兮，吊放生團體的胃口，不肯輕易報價（＊）！其

他種「放生物」，如兩棲、爬虫或魚類，則或稱斤論兩，或以隻論價。 

 

放生物 價格（元） 來源（捕捉或繁殖） 本土或外來種 

斑鳩 35、40、45、50、60、80、
90、100、150、300 捕捉 本土種 

白頭翁 20、25、30、40、50、60、
80、100、200 捕捉 本土種 

黑嘴筆（班文鳥） 
10、12、13、15、20、25、
30、40、50、60、80、100、
150 

捕捉 本土種 

綠繡眼 17、25、30、35、40、50、
60、100、200 捕捉、進口、繁殖 本土種、外來種 

麻雀（有時混雜候鳥黑

臉鵐） 
10、12、13、15、20、25、
30、40、50 捕捉 本土種 

鴿子 60、100 捕捉、繁殖 外來種 
烏秋（大卷尾） 50、200 捕捉、繁殖 本土種 

十姐妹 25、30、40、50 繁殖 外來種 

相思鳥 50、600、700、800 進口、捕捉、繁殖 保育類 

進口碧雀 100、150、300 進口 外來種 
雲雀（小雲雀） 1000~6000不等 捕捉、繁殖 本土種 

大陸畫眉 1500 捕捉、繁殖 外來種、保育類 
台灣畫眉 1100 捕捉、繁殖 本土種、保育類 
紅嘴相思鳥 400 捕捉、繁殖、進口 外來種、保育類 

虎皮鸚鵡 150 進口、繁殖 外來種 
碧鳥（黑頭、白頭文鳥）40、60 進口 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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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鸚鵡  進口、繁殖 外來種 
椋鳥科（泰國八哥、家

八哥、林八哥、白尾八

哥、九官鳥等） 

70、100、150、180、200、
300、700、1000 進口、繁殖、捕捉 外來種 

台灣八哥  捕捉 本土種 
樹鵲  捕捉、繁殖 本土種 
青月輪鸚鵡 500-600 進口、繁殖、捕捉 外來種 

鵪鶉 60、100 養殖 本土種 

織布鳥  進口 外來種 
小彎嘴畫眉 200 捕捉、繁殖 本土種 

小鸚哥、山鸚哥 100、200 捕捉、繁殖 外來種 
紅鳩 100 捕捉 本土種 

黑鳩 100 捕捉 外來種 

非洲灰鸚 ＊ 進口 外來種 

紅臉鸚鵡 ＊ 進口 外來種 
藍腹鷴 ＊ 養殖 本土種、保育類 

竹雞 ＊ 養殖 本土種 

藍磯鶇 700-800 捕捉 候鳥（少數為留鳥）

帝雉（長尾雉） 7000/一對 養殖 本土種、保育類 

環頸雉  養殖 本土種、保育類 
高麗環頸雉  養殖 外來種 

巴西龜 100、120 繁殖場、進口 外來種 

台灣長尾龜、本土龜 150、180、200 養殖、捕捉 本土種 
小金魚 25/一兩 養殖  
錦鋰 100/3隻 養殖  
朱文錦 20/1兩 養殖  
小鯉魚 300/1斤 養殖  
泥鰍 350/1斤 養殖  
蝦子  養殖  
牛蛙 10/一隻 養殖  
孔雀魚 100/5隻 養殖  
日光燈魚 5-10/1隻 養殖  
蟋蟀 2 養殖  
蛇 價格不等 進口、養殖、捕捉 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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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鳥店訪查記錄 

(一)販售各種放生物之業者說法 

以下是北、中、南三地共63家販賣「放生物」業者的訪查記錄：台北市10

家，台北縣5家，台中縣市31家，高雄縣市17家。 

台北市（共10家） 

編號：01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 x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斑鳩：一隻 50元 

2.白頭翁：一隻 30元 

3.黑嘴筆：一隻 13元（目前沒貨）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量多才可幫忙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都可以，隨你高興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量多及熱門的放生日才須預訂，幾百隻的話隨時有 

3.可供應量：幾百隻隨時有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無，店家表示放生通常都是上述幾類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南部抓鳥業者供應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鳥來自南部，有人專門在養的，後來又說是半野生的－－意思是抓來後，有人餵養，
再賣給人放生。 

 放生物都是吃果實的，隨便放都能活。 

 購買時，只要說是「要放生」的，都會算比較便宜的價格。 

 

編號：02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 x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綠繡眼、麻雀、班文鳥、白頭翁（不願說明價格） 

2.進口野鳥：白口碧雀，一隻 100元 

4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須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都可以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量多就要預訂 

3.可供應量：不一定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目前有進口野鳥：白口碧雀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南部抓鳥業者供應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鳥都來自南部，全都是抓來的，不可能是養的，因野鳥才能放生，繁殖的鳥放生活
不了。 

 現在是野鳥繁殖期，她不讓抓鳥人去抓鳥，所以現在沒有野鳥可供放生，但有進口
的野鳥可提供，像星期日有一位太太要放，她才剛幫她準備好而已。 

 鳥一抓來就要趕快賣掉，例如麻雀是不能放太久的，因為這些鳥被放了又被抓，一
直關在小小的籠子裡，都很不適應會亂撞，很容易就死了。 

 在野鳥繁殖期若去抓大鳥，剛出生的小鳥沒有媽媽就死了，這樣是害生，但是你如
果一定要放生，她也不能阻止，還是會賣給你，但你只能自己到店裡去選，有什麼

買什麼。 

  

編號：03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 x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鴿子：一隻 100元 

2.斑鳩：一隻 80元 

3.烏秋：一隻 50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最好自取，否則看地點收運費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店家會幫忙挑好、挑較會飛的，放生的人不能自己挑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量多要預訂，平常店內的量較少 

3.可供應量：幾萬隻自己有，更多量（例如幾十萬隻）要事先調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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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有迷你斑鳩，還有其它種，店家說特殊鳥種要自己去店裡看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專門抓鳥的業者，各地都有，會自己抓來賣給店家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鳥的來源都是有人專門去抓來賣給他們的，有人負責抓，他們負責賣，放生的人就
只管放生，這三方已形成一種社會現象，一種循環，共生共存。 

 若你到店裡表示要買去放生的，老闆都會算便宜一點，若事先告知你想要的數量，
老闆都會幫你準備好，若臨時要，店裡能供應大約幾萬隻的數量，更多的話要事先

吩咐才有 

  

編號：04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 x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箱數量： 

1.斑鳩：一隻 50元（市價 80-100），一箱 25隻 

2.麻雀：一隻 13元（市價 20），一箱 100隻 

3.黑嘴筆：一隻 15元，一箱 100-120隻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量多的話可幫忙送貨，但不能太遠，且須事先說明以便備車，沒車的話就沒辦法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放生大部分是整籠買，不會飛的店家會挑掉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多於兩千隻即要預訂 

3.可供應量：平時一∼兩千隻，預訂多少皆可提供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特殊的鳥不一定，看南部那邊抓鳥人抓到什麼鳥寄來給他們，他們就賣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南部抓鳥人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數量多的話要前兩天先訂，少的話店裡隨時有，若沒人要放生，他們會賣給一般客
人，有人預訂的話會把所有的鳥留下來賣給要放生者。 

 一般斑鳩都是南部餐廳供人吃的，全是野生的，鳥店都會請捕鳥人抓到後賣給他們
供人放生，而不要賣到餐廳去，店家販售放生的鳥也都會算便宜一些，例如斑鳩市

價一隻要 80-100元，麻雀市價要 20元，要放生的都有降低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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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5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 x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箱數量： 

1.麻雀：一隻 15元（買 500隻以上一隻 13元），一箱 100隻 
2.斑鳩：50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運送要加運費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皆可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須預訂 

    3.可供應量：不一定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只要是野生都可以放生，台灣野鳥、進口野鳥都有，鸚鵡也可以，但價格較貴，大概要

幾百、幾千元。特殊鳥種要到店裡看較清楚。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南部抓鳥人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要放生須兩三天前預訂，會準備所需要的數量。 

 特殊鳥種－－有鸚鵡，但價格很高，應該不太會有人買這麼貴的去放生。 

 鸚鵡能放嗎？店家強調：只要是野生的都可以放。 

  

編號：06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 x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箱數量： 

1.綠繡眼：一隻 30（市價 100） 
2.白頭翁：一隻 30（市價 100） 
※老闆表示目前是鳥類繁殖期，暫停抓鳥，沒有貨源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須預訂 

    3.可供應量：要多少量都可供應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1.雲雀：一隻 1千-5、6千不等  2.大陸畫眉：一隻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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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灣畫眉：一隻 1100  4.紅嘴相思鳥：一隻 400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北部、南部都有抓鳥人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最近為鳥類繁殖期，他們與抓鳥人有共識，都叫他們最近不要去抓鳥，抓了會害死
小鳥，所以最近他們都不賣放生物，要八、九月以後才有。 

 建議若要放生，就買綠繡眼及白頭翁去放，因為這兩種鳥在市場上須求很高，很多
人買回家養，也就是說，不管有沒有人放生，抓鳥人也隨時都會抓。至於其他常見

的放生物如黑嘴筆、麻雀，因為沒人要飼養，所以很便宜，賣也賣不夠飼料錢，因

此若沒有要放生的人預訂，抓鳥人也不太會去抓，鳥不會被抓，當然也就不須要放

生了。 

 這些鳥本來就是野外的野生鳥，抓回來後還要辛苦的幫牠們改變成吃飼料的，才能
當家禽，供人觀賞及飼養。而吃飼料後的鳥，再被放出去後有能力覓食嗎？老闆說

絕對沒有問題，因為牠們本身就是野生鳥，在野外求生那麼久了，是很逼不得己被

我們抓來，肚子餓了不得已才吃飼料的，一般正常的話，你現在放野外的蟲，牠們

會馬上吃，一般鳥還是喜歡吃昆蟲這些東西，野生鳥是不喜歡吃飼料的。 

 老闆說店內只要是野外抓回來的野生鳥通通都可以放生，他可以幫忙湊一些目前店
內已被抓來關在籠子裡的野生鳥供放生，不需要去預訂，還說這樣比較有意義。目

前有雲雀、大陸畫眉、台灣畫眉、紅嘴相思鳥，價格都很高，老闆質疑會有人花這

麼多錢買這種貴的鳥去放生。但他還是極力推薦放相思鳥，並說比較價宜，馬上湊

個 1∼200隻的量沒問題，但要快點決定，因為這種鳥很容易就沒有貨了，並極力鼓
吹說：紅嘴相思很漂亮，放出去讓牠繁殖也很好，且保證放出去可以活，你一放就

知道，牠們飛的速度很快，一下就看不到蹤影了。畫眉的話大概十來隻有，預先訂

的話還有台灣畫眉，而大陸畫眉基本上也是在台灣抓的，牠們在台灣的歷史已有四、

五十年了，飛了很多出去也有繁殖，所以蠻多的。 

 老闆說不只南部，北部也有人在抓鳥，但他不清楚在那裡抓！鳥類繁殖期間，他們
只會叫抓鳥人去抓小鳥回來賣給客人養，大鳥不會抓，這樣才能讓牠們繁殖多一點，

不要讓牠們絕種。繁殖從最近到七、八月，熱一點甚至到八、九月都是，繁殖過後

就會再抓了。 

 確定要的話須先下訂金，老闆會到各地鳥店去批購客人訂購的鳥，包括桃園、中壢
的鳥店都會去收，老闆強調這樣放還蠻有意義的，因為這些鳥目前都被關在鳥店，

他統一收回來，放生者統一把牠們放出去，並讓牠們去繁殖，不要說你先訂我才找

抓鳥的去抓那就沒有意思了！ 

 老闆又說：平常的話是固定有人抓了就會拿來賣給鳥店，所以才能說－－你要多少
我幾天就可以確定給你多少，可以叫他們去野外抓，那是無限量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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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7 地址：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白頭翁：一隻 50元（市價 2隻 150）（目前只剩白頭翁） 
2.綠繡眼：一隻 50元（市價 2隻 150） 
3.麻雀：一隻 20元 
4.斑鳩：有分大中小，大約 90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買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量多要預訂 

    3.可供應量：平時 100隻以內應可供應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南部抓鳥人野外抓來的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目前正值野鳥繁殖期，來源很少，店內只剩白頭翁，大約 20-30 隻，若要更多，可
幫忙到別處調貨，但至少要兩天前講。量多一定要預訂，個人放的話可以直接到店

內看有多少就買多少。要放生的價格會算便宜一點。 

 平時店內的量不一定，一百多隻應該有，看抓鳥人送來多少就多少。若購買不一定
一籠裝幾隻，買多就用大籠子，買少就用小籠子。放生物不能挑，看要幾隻就裝幾

隻。 

 放生的鳥皆為南部野外捕抓，一定要放野生的，繁殖的不能適應野外，店家也不會
介紹給你放。白頭翁原來就是野外抓來的，放了一定可以在野外生活，店員說也不

一定都是在南部抓的。 

  

編號：08 地址：北市士林區大東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店內不賣鳥，賣小動物，可供放生的有巴西龜，一隻 100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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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須預訂 

    3.可供應量：平日只有 5-10隻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店內有販售貓、老鼠、龜、爬蟲類等，可供放生的大概只有巴西龜，來源是繁殖場，
若要量多，店家會幫忙直接向繁殖場訂購。 

 詢問店員巴西龜可以放在那裡，她說：大概池塘都可以吧！ 

  

編號：09 地址：北市北安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沒有賣鳥，賣水族類、兔、鼠、龜等，有巴西龜可供放生，一隻 120，平常價格為 70-80，
這批進口較貴！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表示：巴西龜都是從巴西進口的，這批價格較貴，問及該放生到哪裡時，老闆
說應該都可以吧，但隨後又表示，最好還是不要去亂放生，以免破壞生態，大部份

人是買巴西龜當寵物，但還是有人買去放生，若我要的量多一點，須提前預訂才能

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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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0 地址：台北市文林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碧雀（進口）：一隻 150元（目前剩 10隻） 

2.烏秋：一隻 200元（目前剩 6隻） 

3.黑嘴筆：一隻 50元（目前缺貨） 

4.麻雀：一隻 50元 

5.綠繡眼：一隻 200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都可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量多要預訂（三到一星期前預訂） 

    3.可供應量：不一定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1.碧雀  2.烏秋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南部、北部皆有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店員表示向他們購買放生物的人非常多，寺廟、個人都有，老闆每個星期二、五會
去批貨，因此店員表示若要預訂最好星期一、四時打去，他們可以多批一點。 

 因野生鳥容易受驚嚇，他們會盡量不增加搬運次數，批回來後通常直接整籠就賣給
要放生的人，帶出去直接放了，並表示海濤法師也是向他們購買的，每次都是整籠

整籠在買的。但他們通常都買較便宜的，如麻雀，這樣可以買較多。 

 販售的放生物都是南部抓來的，保證可以活才賣，抓鳥人都是大清早就出發，中午
前就會完成交貨，若請他們運來要運費，所以他們都是老闆自己去載鳥。 

 若訂購數量超過 50隻，會算便宜一些，店員還說要訂就要快一點，因他們生意很好，
常常一批貨回來就被買光了，若遇海濤法師購買，我們就更買不到了，還有佛誕日

也會賣的很好，初一、十五等也有人在放生。總之，他們店內放生的生意很好就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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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共5家） 

編號：01 地址：板橋市忠孝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綠繡眼、麻雀、碧鳥、巴哥（價格不願透露） 

2.斑鳩：80-150元  

3.竹雞：一隻 500元，放生的賣 350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三至五天前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中南部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表示現在放鳥時機不對，因為在繁殖期，有些抓鳥人有禁忌，所以抓的較少，所以

現在鳥的數量都不多，若要量多須提早預訂，他可幫忙調貨。他們的方式是，先跟別家

調貨，等自己有收到貨源時，再還給別家。老闆一直不願意報價，只說買的數量多寡，

價格都不同，並表示放生的，不能賺太多，所以都會較便宜。鳥的來源為中南部抓來的，

北部也有，但較零星。 

 

編號：02 地址：淡水鎮水源街 x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綠繡眼：一隻 100元（放生價最低可賣 50元） 

2.黑嘴筆：一隻 100元（放生價最低可賣 50元） 

3.白頭翁：一隻 150-200元（放生價：100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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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前一天訂即可 

    3.可供應量：要多少有多少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高雄原住民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表示，很多放生者都放綠繡眼或黑嘴筆，而白頭翁雖也容易活，但因價格較高，
故他建議放綠繡眼，並且強調綠繡眼吃水果即可存活，改吃飼料也很容易，但黑嘴

筆要吃一種"蜜"，也很難改成吃飼料，捕抓後或在野外都較難存活，因此建議放綠
繡眼最好，買的量多也會較便宜。並提到之前有學校也來買去放生，買兩百隻，一

隻算 70元，若更多甚至可算到 50元。 

 老闆說剛好明天他要去補貨，若今晚向他訂，並付訂金，他今天會叫抓鳥人去抓，
明天一早要多少鳥都可以交貨，抓鳥的人都是高雄的原住民，有人訂貨就會吩咐他

們去抓，但其實平常他們就已經抓很多起來"庫存"了；因此隨時要多少都有，晚上
訂貨，白天即可交貨，運送方式是用貨車載上來，通常一個一呎半的鳥籠，可以裝

大概 200隻鳥。 

  

編號：03 地址：北縣新店市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十姐妹：一隻 50元 

2.文鳥：一隻 150元 

3.虎皮鸚鵡：一隻 150元（看什麼種鸚鵡，價格不同）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量多須預訂 

    3.可供應量：目前可供應 200隻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南部野外捕抓，鸚鵡為人工繁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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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目前因值野鳥繁殖期，便宜的放生物抓鳥人都不抓，所以現有可供放生的都是價格
較高的。老闆說他們賣的放生物，有野外抓的，也有繁殖的，例如鸚鵡；並表示繁

殖的放出去也能活，不須擔心，也不用怕放了會再被抓，因為抓鳥的都在南部，北

部沒有。目前店內可供應量全部加起來，大約有 200 隻，若要更多，則要一星期前
預訂，他只要叫抓鳥人送上來，他們就會送來，這個星期五剛好要進貨，我若要買

須今晚通知他，通常放生的價格會算少一點。 

  

編號：04 地址：北縣汐止市 x路 x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綠繡眼：一隻約 30-40元（視購買量決定） 

2.白頭翁：同上 

3.麻雀：同上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買，一籠 100隻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一星期前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南部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最近在繁殖期，沒有貨，下個月過繁殖期後，就會有貨了（但有別家業者說繁殖期
到九月才結束） 

 鳥的來源為南部捕抓（本來說是他們自己抓的，隨即又改口說是南部的人抓上來賣
他們的） 

 預訂的話要多少量都可以，購買時不能挑選，受訪者說因為他們進貨時也不能挑，
也是整籠買，所以他也要整籠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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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5 地址：北縣板橋市莊敬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斑鳩：一隻 40元，一籠 35隻 

2.麻雀：一隻 15元，一籠 100-120隻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看量多少決定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買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三天前預訂 

    3.可供應量：預訂要多少有多少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屏東、嘉義一帶捕抓較多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表示目前店內"幾百隻"有吧，若預訂，要多少都有，抓鳥的大多在屏東、嘉義
較多，鳥都是野生的，放出去沒有問題，不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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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地區（共31家） 

編號：01 地址：台中市軍和巷 x弄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綠繡眼：一隻 17元，每籠 80隻 

2.黑嘴筆：一隻 12元，每籠 80隻 

3.小斑鳩：一隻 45元，每籠 30隻 

4.白頭翁：一隻 20元，每籠 60隻 

5.碧鳥（外來種）：一隻 40多元 

6.家八哥、林八哥等（外來種）：一隻 70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看地點及數量，最好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都可以，數量多最好三天前預訂 

    3.可供應量：要多少都有（宣稱自己是大盤商）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無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南部供應商，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建議最近最好不要去買鳥來放生，因為這個季節鳥都在孵蛋，抓鳥來去放生，
小鳥很容易死掉，但還是有貨源，來源是南部，都是農民架網抓鳥，並不是為了賣

鳥而抓鳥的，老闆還表示抓鳥的過程是不會怎樣的。 

 老闆建議麻雀和黑嘴筆不要放，因為死亡率很高。建議放斑鳩和綠繡眼，但說綠繡
眼最好再過二十天再放，現在差不多蛋都孵出來在餵小鳥了，小鳥差不多餵個十天，

成鳥就飛走了；至於放斑鳩沒有關係，因為他們一年四季都在生，所以有沒有在孵

蛋、餵小鳥都無所謂。 

 老闆表示要什麼放生物都有，因為他們是大盤商、批發商，但鳥不是他們自己抓的，
兩天前預訂就有了。另還有碧鳥，是進口的，運費較貴，所以價格較高。 

 白頭翁因為較多，所以價格都已很低，老闆強調：要放生的都已給批發價了，一隻
鳥的利潤只有兩塊錢，因此買再多都是這個價格。買的話要整籠買，老闆說交貨的

都是很健康的，不用擔心。 

 南部的供應商在抓到鳥後，一定要先把牠們養起來，才不會死掉；方式是在田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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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大倉，將鳥放在裡面，讓牠們適應吃飼料，才不會死，若現抓現放，牠們一

定會死掉，養一段時間後再賣給大盤，大盤再批給各地鳥店。所以直接跟大盤買，

量多會較便宜。 

 老闆說，有的放生的人，說要訂一箱 80 隻，但其實鳥店給的都不夠，通常只有放
60隻或 70隻，因為訂購的人通常不會去點數目，所以他們從中就賺了很多利潤。

 關於放生特殊鳥種，老闆說現在較特殊的大都是放家八哥、林八哥等外來種八哥，
一般的話放斑鳩比較多，八哥因較少，一定要事先訂。 

 老闆強調這些鳥都是野外抓來的，即使是進口碧鳥放了也不會死掉，因為抓的人都
已經有養過了，改過飼料了，如果沒有改飼料，進貨時老闆也會篩選過，但人工繁

殖的就不行，例如白文鳥，他們就沒有野外求生的能力。 

 老闆說很多鳥都是在南部抓的，農民在自己的果園內，為了要保護自己的果園，就
可以張網抓鳥，在自己的土地上怎麼抓動物、殺動物都不犯法。 

 老闆最後說他也不贊成放生，但因為他做這個行業，所以沒辦法，但他會盡量給別
人很低的價格，還說放生要隨意，看到才買，刻意的儀式都是騙人的，刻意的行為

叫「做作」。 

 老闆賣鳥二十幾年了，但自己不抓鳥，因為抓過一次，心裡很痛苦，因他把綠繡眼
抓起來，結果鳥爸媽一直在找小鳥，讓他很難過，從此再也不抓鳥了。 

  

編號：02 地址：台中市建國路 x巷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斑鳩：一隻 50元（野外捕抓） 

2.鴿子：一隻 60元（為人工飼養，但也有人買去放生） 

3.麻雀：較易死亡，不建議放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都可以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都可以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量多要三∼四天前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斑鳩－南部野外捕抓；鴿子－人工飼養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說最常放生的就是斑鳩，為野外捕抓的，另鴿子是人工飼養，但也有人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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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建議放麻雀，因容易死亡。 

  

編號：03 地址：台中縣烏日鄉 x路 x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黑嘴筆：一隻 20元，一籠 100隻 

2.綠繡眼：一隻 40元，一籠 100隻 

3.斑鳩：一隻 60元，一籠 20-25隻不等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都可以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量多最好提前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有客人放過九官鳥以及中小型的鸚鵡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中南部都有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受訪者表示最近在繁殖期，沒有貨源供應，要到七、八月時才有，黑嘴筆、綠繡眼、
斑鳩是最常見的放生物，但也有客人買九官、中小型鸚鵡去放生，並表示「放了都

可以活」。 

 

編號：04 地址：台中市綠川西街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斑鳩：一隻 40元，每籠 25隻 

2.麻雀：一隻 12元，每籠 100隻 

3.八哥：一隻 150-200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都可以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量多要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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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可供應量：平日店內維持 2,000隻庫存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八哥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受訪者表示平日店內皆維持在 2,000 隻左右的庫存量，但平時購買去放生的人就很
多，所以若量要多最好還是預訂，以免臨時去買買不到。特殊的鳥種如八哥或其他，

但價格較高較少人買。 

 

編號：05 地址：台中市光復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麻雀：每箱 100隻，一箱 1,200元（整箱賣的） 

2.斑鳩：一隻 50元，一籠有 35或 60隻（籠子大小） 

3.八哥：一隻 150元，（目前只剩 20隻） 

4.相思鳥：一隻 700元（老闆娘說，此為保育鳥，但已開放買賣） 

5.台灣長尾龜（水龜）：有 150、200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可送貨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買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隨時有 1千~2千隻，但最好還是前一∼兩天訂 

    3.可供應量：斑鳩平時保持庫存 1,000隻，麻雀 1,000~2,000隻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相思鳥（老闆娘說此為保育類，但已可買賣，合法）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中南部、南部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娘表示麻雀、斑鳩隨時都保持一定的量可供應，但最好還是預訂，否則熱門的
放生日常有賣光的情形，例如昨天星期天，店內放生物就賣光光，今早又進了 20隻
八哥。 

 除了鳥類還有賣烏龜，大多為台灣長尾龜，少數有巴西龜；另表示，台中地區通常
放鳥都去大坑山上放，龜則可去石崗水庫、日月潭等淡水的地方都可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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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的來源都是有專人捕抓，大都在較熱的地方抓，抓來的鳥有些賣給鳥店，有些賣
給餐廳供人食用。 

 麻雀固定為一箱一箱賣，死掉的老闆會挑出來再補上，雖說一箱為 100 隻，但通常
會超過這個數量。 

 特別的有相思鳥，目前仍為保育類，但她說己合法開放買賣。 

 

編號：06 地址：台中市西屯路 x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錦鯉：3隻 100元 

2.小魚 

3.各種烏龜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店內有錦鯉、小魚、各種烏龜，受訪者說有人會來買去放生。錦鯉應該隨便的池子
都可以放，烏龜有陸龜、水龜等，目前有幾隻大隻的巴西龜。 

 

編號：07 地址：台中市中清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黑嘴筆：一隻 15元（購買 100隻以上的價格） 

2.斑鳩：一隻 50元（量很少，目前沒有）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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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量較多須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抓鳥人賣給大盤，他們再向大盤商購買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他們鳥的來源是向大盤商購買的，因為抓鳥人都直接賣給大盤商。另老闆說黑嘴筆沒有

人在繁殖，因一隻才 15元，繁殖供應的飼料錢就不止了，不划算，所以都是野外抓的。

 

編號：08 地址：台中市北屯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綠繡眼：一隻 30元 

2.黑嘴筆：一隻 25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都可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兩天前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表示目前沒貨，明天會進貨，鳥的來源是野外捕抓，但他不知道在那裡抓的，要的話

最好兩天前預訂。 

 

編號：09 地址：台中市精武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斑鳩：80元 

2.白頭翁：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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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姐妹：40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近的話可以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平時有近百隻，更多要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南部山上有人專門在抓的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表示今天店內的貨早上全被買走了，如果要的話要等明天，平時店內大約都有
近百隻存貨，若要更多要預訂。 

 鳥的來源都是南部野生抓來的，有人專門在山上抓鳥，再拿來賣給他們，不會有問
題的。 

 

編號：10 地址：台中市西屯路 x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斑鳩：50元 

2.麻雀：15元 

3.相思鳥：7、8百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老闆會挑好裝箱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都可 

    3.可供應量：平時也都有幾百隻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相思鳥，一隻 7、8百元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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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說最常放生的就是斑鳩及麻雀，因價格低 

 特別的鳥，目前只有相思鳥，一隻要 7-8百元 

 量多最好兩天前訂，否則平時也有幾百隻的量，當天要只要早上訂就可以了。 

 

編號：11 地址：台中市中清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黑嘴筆：50元 

2.綠繡眼：50元 

3.相思鳥：600元 

4.八哥：1,000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八哥、大陸進口相思鳥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中、南部都有）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較特殊可放生的有相思鳥，是大陸進口的，目前店內有 7、8隻，另有 1隻八哥，也
可放生，一隻要 1,000元，老闆說這些也都是野外抓來的，放生絕對沒有問題。 

 

 

編號：12 地址：台中市五權西路 x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黑嘴筆：25元 

2.斑鳩：50元 

3.青笛仔：30元 

4.碧雀、大斑鳩：100-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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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上千隻才有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碧雀、大斑鳩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說他的客人一次都買幾千隻去放的。 

 較特別的有碧雀、大斑鳩，但價格較高。 

 

編號：13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班文：30 

2.麻雀：30 

3.斑鳩：100 

4.白頭翁：30-40 

5.鸚鵡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可送，只要不要太遠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量大都是一箱一箱裝好的，量少可挑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當然是愈早預訂愈好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藍腹鷴、雉雞、長尾雉（一對七千）、進口蛇、本土蛇、鸚鵡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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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早上訂貨，下午就可以向配合的廠商調貨交貨了，一般放生大概都是班文鳥、麻雀、
斑鳩、白頭翁等，要多少量都可以盡量準備齊全。店內的鳥昨天全被買走了，最好

是預訂，若是臨時要，只要早幾個鐘頭訂就可以。 

 較特別的鳥很多種，可以直接去店內選，例如幾萬塊的鸚鵡也有人在放，只要是較
大型的鸚鵡在野外都可以生活，小的較不易生存，鸚鵡都是進口的，但他說放了也

不會有問題。 

 老闆說：這些便宜的放生物除了供人放生外，還會提供給養鳥新手當成入門鳥種，
即使不會養養死了，也不會太可惜。 

 老闆說這些被抓來的鳥，送來時都是一箱一箱的，一箱通常都裝個幾百隻，所有的
鳥都擠在一個小空間裡，對鳥很不好，老闆會先處理過，不要讓這些鳥長時間在一

個緊迫的環境下，因為鳥很容易緊張，就會出問題，所以會先把牠們放在一個較大

的空間，提供充足的飲水和飼料，讓鳥適應一下，情緒穩定一些，死亡率才不會那

麼高，等有人要時再裝箱會較好。老闆說這樣的方式會比一直在小空間移來移去還

好，因為鳥在小箱子裡都不敢吃，也不敢動，長時間緊迫，鳥比較容易死，像人緊

張也會休克一樣。 

 老闆說他介紹的鸚鵡是放出去時天敵較少易存活的，中大型的價格較高，常見的小
型的價格就較便宜，但太小的出去不易活，天敵大概是貓、狗、老鷹、老鼠、蛇等。

 老闆說十姐妹是人工繁殖的，但也能放，因為牠是群聚的鳥，自己會跟上班文鳥群，
較沒問題。 

 老闆也有賣蛇，普通的雜蛇或是進口的觀賞蛇都有，大小隻都有，蛇野放存活率很
高，目前店內有的蛇剩下進口的，都是較特殊的，放了也沒問題，不會有外來種的

問題，也不太會破壞生態，因為牠們繁殖的速度不快，也不會威脅本土生物。本土

的蛇目前缺貨，貨源也都是野外抓來的，也有專業在抓蛇的人。蛇的運輸是以麻布

袋裝，若要的話也要先問問看有無貨源，量多量少無法確定，要一段時間準備。 

 老闆說他有非保育類的雉雞可供放生，都是人工繁殖的，基本上野放都能活，除非
是從小開始養，養的很乖，沒有警覺心，可能較會被天敵吃掉，就不適合放。但老

闆還是建議放雉雞不錯，還說目前店內剩下兩三對（公母一對賣），讓這種雉雞出去

野外繁殖很好，又不會造成生態失衡。老闆說雉雞飛不高，主要靠跑步，跑的非常

快，一下子就看不見了，建議到樹林裡放，大度山就可以，這種要被抓很難，除非

用獵槍，因為牠們動作非常快，警覺性很高，不用擔心。 

 以上特殊鳥種或本土蛇、進口蛇等，老闆都可幫忙尋找貨源，只要給多一些時間準
備即可。 

 

編號：14 地址：台中縣石崗鄉梅子村 x豐勢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斑鳩 

2.綠繡眼 

3.白頭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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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價格都在 35-5、60元不等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須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八哥、樹雀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南部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表示有人要放生物才會去批貨。較特別的鳥有八哥、樹雀等，不太一定，看抓鳥人

抓到什麼。 

 

編號：15 地址：台中縣龍井鄉三德村中央路 x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斑鳩 

2.黑嘴筆 

3.綠繡眼 

4.白頭翁 

以上價格大約都在 20-30元間，綠繡眼這陣子很少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可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一星期前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向中盤批發，老闆說有養的也有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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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表示他平常店內很少，若要須一星期前訂，買愈多愈便宜，貨源是向中盤批發
的，有養殖的也有抓來的，但放了都不會有問題，可以幫忙直接送到放生地點。 

 

編號：16 地址：台中縣大里市德芳路 x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蟋蟀：500隻一籠 400元 

2.朱文錦：1兩 20元 

3.泥鰍 

4.蝦子 

5.小魚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量很多才有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隨時有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表示中華護生協會都是向他購買的，一次購買的量都很多，還有許多個人放生
的，也都是跟他買，他店內的種類也非常多，應該都是可放生的，要親自去看比較

清楚，像蟋蟀店內隨時都有好幾萬隻，本來是供給魚吃的，都是養殖的，但老闆說

要放生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若要以最少的錢買最多的放生物，大概就是蟋蟀、小魚、小蝦這些都很適合。 

 

編號：17 地址：台中縣清水鎮中華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斑鳩：50 

2.黑嘴筆：15 

3.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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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綠繡眼 

5.白頭翁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可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三天前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畫眉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南部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目前店內只剩七隻斑鳩，要提前預訂才有，鳥的數量也要看季節，特別的有畫眉，
但也是要看有沒有人抓到。 

 

編號：18 地址：台中縣大雅鄉中清路 x段 x巷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綠繡眼：50 

2.黑嘴筆：40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可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三-四天前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放生者大概都是放綠繡眼、黑嘴筆，買多一點可以談價錢，大約要三∼四天前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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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9 地址：台中縣大雅鄉中清路 x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黑嘴筆：30 

2.麻雀：30 

3.斑鳩：100 

4.綠繡眼 

5.白頭翁：100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一星期前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環頸雉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南部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說目前在繁殖期，鳥源較少，大概要到六月中才有，目前只有斑鳩，因斑鳩繁
殖期已過（冬春）。 

 老闆說帝雉亂放是會死的，因為他們要活在高海拔的山區，在平原放都活不久，但
環頸雉就可以在平原放，而且牠已不是保育類了，如果要的話也可以幫忙找。 

 鳥的來源大概是中南部一帶抓的，台中都會公園這裡也有人在抓，老闆說只要往山
上、樹林去放，就不會有問題。 

 

編號：20 地址：台中縣大雅鄉民生路 x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小鯉魚：一斤 300 

2.青蛙(牛蛙)：一隻 10元 

3.泥鰍：一斤 350 

4.斑鳩：一隻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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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黑嘴筆：一隻 20-25 

6.麻雀：一隻 20-25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量多可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須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中、南部稻田、果園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表示目前店裡鳥類只剩較貴的斑鳩，其他的要等到二期稻作收割時，及鳥繁殖
期過後，大約九、十月時才會有。若是一定要放鳥，他可以去找中盤調貨，但會較

貴，還說目前因稻田沒有結穗，所以鳥群不會群聚，沒有鳥可抓，現在大約都是在

果園抓，等到要收割時，稻田裡就可以抓到很多了。 

 水族類可放生的有小鯉魚、青蛙、泥鰍等，鯉魚一斤大約有一百多條，泥鰍一斤量
較多，老闆沒算過有幾條，青蛙的種類是牛蛙，老闆說這些放到溪邊、水庫、池塘

都沒問題，水族類平常店內庫存較多。其他最好一星期前預訂。 

 

編號：21 地址：台中縣豐原市三豐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小斑鳩：45元 

2.黑嘴筆：25元 

3.白頭翁：25元 

4.綠繡眼：50元 

5.八哥：300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看地點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須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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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八哥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娘表示目前因值繁殖期，沒有什麼鳥，只剩小斑鳩，大約還要在 1、2個月後才
有，平常還有黑嘴筆、白頭翁，較特別的有綠繡眼、八哥等，但價格較高；不過，

只要出的起錢什麼鳥都可以放。 

 

編號：22 地址：台中縣豐原市西勢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文鳥、綠繡眼、十姐妹、白頭翁：皆在 30元左右（購買 30-50隻的價格） 

2.黑嘴筆：一隻 15-20 

3.斑鳩 

4.青月輪（一種鸚鵡）：500-600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看地點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須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青月輪（一種鸚鵡）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南部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娘表示，黑嘴筆較便宜，但有沒有貨要問看看，其他的鳥較多，特殊的鳥有青月輪（一

種鸚鵡），老闆娘說也有很多人在放，這種鳥是進口的，但他們賣的也是南部在野外抓來的，

她說因為這種鳥都會去偷吃玉米，所以南部很多人在抓，但為何野外會有這麼多進口鳥，

她說：也是人家放生的吧！若要買青月輪，須提早告訴她。 

 

31 



 

編號：23 地址：台中縣神岡鄉下溪洲段后寮小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八哥：100 

2.碧鳥：60 

3.鵪鶉：60 

4.繡眼：100 

以上價格為購買 300隻以上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看地點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織布鳥、雀類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進口、繁殖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娘表示他們是很大的批發商，大部分賣進口鳥，不做本土放生物的生意，因為
她認為那些鳥被抓來又放生，很沒意思，但如果客人指定要放生麻雀、斑鳩等常見

放生物還是可以幫忙調貨，麻雀一隻 20，小斑鳩 80、中斑鳩 150。 

 老闆娘說以上介紹的鳥都是很長見的放生物，雖然是進口或人工繁殖的，但野外適
應力都非常強，尤其八哥很聰明，不容易被人抓，並且表示許多進口鳥雖是外來種，

但絕不會造成生態上的問題，因為己經很多人放過了，他們與寺廟配合也很有經驗

了。 

 另較特殊的鳥有織布鳥或各種雀類，也都是進口的，但有季節之分，所以要放生前
最好還是與他們確認現有鳥種，只要提前訂，數量都不會有問題。 

 

編號：24 地址：台中縣潭子鄉中山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麻雀：20 

2.白頭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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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斑鳩 

4.八哥 

5.雛雞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一星期前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八哥、雛雞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潭子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詳細價格或特殊鳥種都要去店內談，鳥的來源，都是別人抓來賣的，並說是在潭子
附近抓的。目前店內只剩麻雀較多，若要其他，要事先訂。 

 

編號：25 地址：台中縣豐原市和平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黑嘴筆 

2.綠繡眼 

3.白頭翁 

以上價格大約都在 30-50元間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須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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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說目前都沒有貨，要過幾天才有，價格也要等貨到了才知道，須預訂，而鳥的
來源皆為野外捕抓。 

 

編號：26 地址：台中縣清水鎮海濱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麻雀：20 

2.斑鳩：60 

3.白頭翁：40 

4.黑嘴筆：20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須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向大盤批貨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娘表示目前只剩麻雀，其他的要向別人調貨才有，但須提早預訂，鳥的來源是
向大盤批來的。 

 

編號：27 地址：台中縣沙鹿鄉中正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斑鳩 

2.白頭翁 

3.黑嘴筆 

以上大約都 100元，買多一點可算 80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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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須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南部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娘表示目前只剩斑鳩，平常還有白頭翁、黑嘴筆，價格都在 100左右，須預訂，
鳥的來源為南部捕抓來賣他們的。 

 

編號：28 地址：台中縣豐原市豐勢路 1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綠繡眼：35 

2.斑鳩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說沒有特別販售放生物，現在店內只剩幾隻綠繡眼以及一隻斑鳩，他不向人訂
購，店內所販售的放生物都是有人在果園不小心抓到寄他賣的，還說要放生的人應

該不要去預訂，因為這樣就會有人去抓來賣，看到才放，這樣較好，所以他無法提

供大量，店內有多少就是多少，不特別做放生生意。 

 

編號：29 地址：台中縣大肚鄉遊園路二段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黑嘴筆 

2.綠繡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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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鴿子 

4.白頭翁（以上四種價格要看數量而定） 

5.椋鳥（進口）：一隻 2-3千 

6.八哥：一隻 1000多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一星期前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椋鳥（進口）、八哥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娘表示今日店內所剩放生物已不多，有需要須提前預訂。所販售之放生物皆為
野外捕抓，由批發商交貨，只要先預訂，並不限鳥種，數量多也沒問題。 

 老闆娘說抓鳥人都是在山上架網抓鳥，死傷難免，但抓鳥人會幾個小時去巡一次，
以避免死太多鳥。 

 強調其實放生這事是個循環，不管你在那裡放，有些鳥還是會不免被獵人捕抓，你
只能儘量去找偏僻的地方放，其他的你也沒辦法。 

 繁殖出來的鳥，他們是不會賣給人放生的，並說這是職業道德，例如鸚鵡，而野外
抓來的保證放了可以存活。 

 

編號：30 地址：台中縣霧峰鄉草湖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小彎嘴畫眉：200，目前有 5隻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 

    3.可供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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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表示，他不做那種大量放生的生意，他賣的放生物是無意被捕抓後，才賣給人
放生，而且一定是本土種的，放外來種一定會破壞生態，他說那些大量供應放生物

的，都是專人捕抓來提供，賺放生者的錢的，這樣根本不是放生是放死，他不做這

種事。 

 目前店內有小彎嘴畫眉 5隻，一隻 200元，還有一些其他的，價格也大約都在一、
兩百元間。 

 

編號：31 地址：台中市東區練武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八哥：180（目前有十幾隻） 

2.鵪鶉：100元（目前有七、八隻） 

3.白頭翁：40-50 

4.綠繡眼：40-50 

5.斑鳩：60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須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娘說目前只剩八哥及鵪鶉，其他的目前沒貨，若要的話須提早訂，鳥的來源是
否為捕抓，她說有的是有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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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區（共17家） 

編號：01 地址：高雄市鼓山 x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麻雀：10元 

2.黑嘴筆：10元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須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娘說目前店內沒貨，因為最近是鳥類繁殖期，要的話還要問問供應商 

 常見放生物就是麻雀、黑嘴筆，比較不建議放綠繡眼，除非抓來馬上放，因為綠繡
眼是吃水果的，抓回來沒有立刻放的話死亡率會很高，而麻雀、黑嘴筆都是吃小米、

稻子等，很容易活，沒有問題的。 

 老闆娘說，抓鳥的和收鳥的不同，抓鳥的賣給收集鳥的，收集鳥的再賣給鳥店，鳥
店再賣給放生者，多半都是在稻田裡架網抓比較多；山裡、樹林裡其實也都有人在

抓。 

 她的客人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去店裡，看到一籠不管什麼鳥都直接買了就放，另一
種是會用預訂的。 

 

編號：02 地址：高雄市民生 x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黑嘴筆：50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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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娘表示她並沒有專門去批放生物來賣，店內有的是有人來兜售她就收來賣，所
以量沒有很多，也無法幫忙調貨，大概幾百隻店內還有，更多就沒辦法了。她也只

有黑嘴筆，沒有別的鳥。可以放生到哪裡？她說：放就放了，管那麼多！ 

 

編號：03 地址：高雄市自立一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批發商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說他目前沒貨，他是批發商，都批給別家店，並建議可以找建國 x路 x號的鳥
店（沒有店名），並表示目前該店現有非常多放生物。 

 

編號：04 地址：高雄市建國 x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斑鳩：三隻 100 

2.麻雀：一隻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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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隨時有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鳥都是人家拿來賣他的，目前只有斑鳩和麻雀，量很多，幾百隻都有。因店內空間
較小，有些放在店內，其他放在家裡，量要多少都有，不用預訂也行。 

 

編號：05 地址：高雄縣旗山鎮延平一路 x巷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山鸚哥：200(目前有 3隻) 

2.文鳥：60（目前有 10隻） 

3.十姐妹：30 

4.綠繡眼：35 

5.紅鳩：100 

6.黑鳩：100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旗山鎮附近可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須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紅鳩、黑鳩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溪州、崗山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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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野鳥較不好養，所以店內平時量不多，須預訂才能幫忙叫貨。 

 鳥皆為野外捕抓，溪州、崗山那裡都有人在抓。因都是野生的，所以放了不會有問
題。放生地點若離旗山鎮不遠可送貨。 

 

編號：06 地址：高雄市義華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十姐妹：30 

2.綠繡眼：30 

3.白文 

4.鸚哥 

5.雀類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看地點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100隻以上要預訂 

    3.可供應量：平常維持在 100隻左右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鸚哥、雀類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繁殖，只有綠繡眼是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店內販售鳥類多達 20∼30種，店家說：應該都可以放生。 

 較便宜的十姐妹及綠繡眼較多人放，店內平常固定維持在 100 隻以上，若要更多就
要事先預訂。 

 鳥的來源，店家表示：除了綠繡眼是野外捕抓的，其他都是繁殖的，她說很多是客
人自己養的鳥生的，拿來賣給鳥店，問她繁殖的適合野放嗎？她說沒問題，都能活，

鳥都會自己去找稻子吃，不用擔心。 

 

編號：07 地址：高雄市民族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專賣鸚鵡類，推薦小型鸚哥可放生，最便宜的一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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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人工繁殖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只有賣鸚鵡類，價格較高，最便宜的小型鸚哥，一隻一百元，店家說：要放生也是
可以，但建議在公園、市區放較好，因為山區經常下雨，放在山區可能不易存活，

他們所販售的全都是人工繁殖出來的，但店家說放了應該也沒問題吧！ 

 

編號：08 地址：高雄市民族二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綠繡眼：15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看數量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量多要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表示只有綠繡眼是野生的鳥捕抓來的，才可以放生，其他的鳥都是繁殖的，不
適合放生。 

 只要有樹的地方都可以放生綠繡眼，因為他們是吃果子的，隨便吃都能活，適應環
境能力很好，不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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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9 地址：高雄縣岡山大義二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綠繡眼：40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鸚鵡類（非洲灰鸚鵡、紅臉鸚鵡、鸚哥等）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目前只有綠繡眼，較特殊的大概就是一些鸚鵡類，但價格非常高，最少也要一萬元
以上，但老闆說若真的要，且是放生的，價格可以再談。但種類很多，要去現場看，

只要他不賠錢就可以賣。 

 老闆表示：現在店內有三、四種共 10幾隻大型的鸚哥可以放生，他說這些都是進口
來的，可能也是有人放生出去，然後鳥就在野外繁殖，之後就有人去抓，然後又賣

給他們的。若要更多也可幫忙調貨，至於他店內不能放的還有幾百隻，但他不會賣

給人放生。老闆建議最好在平地放，例如大岡山、小岡山、燕巢那方面，只要在空

曠的地方放即可。 

 綠繡眼目前有幾十隻，通常在果園抓的，被抓來後，他們就會讓鳥改成吃飼料，你
再放出去，鳥還是會自己去找水果吃。老闆表示：他那裡很多鸚哥也都是吃花蜜、

吃水果的，放出去絕無問題，不能放的他不會介紹給客人，否則他會良心不安，並

表示做生意也要有良心。 

 老闆說他做放生生意以不抓為原則，都是別人抓來賣他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山上、
平地、果園抓鳥，隨時他們都有在抓，只要你要貨隨時有貨可交，就算在繁殖期，

他們其實還是有在抓，尤其是綠繡眼非常好抓，一般是用捕鳥籠在抓，籠子固定擺

在果園，鳥就會自己飛進去了，然後他們就收籠子即可，籠子很大，老闆說大概一

次抓個一兩隻，每天抓就很多了。但鸚哥就比較難抓了，要技術好一點的才抓的到，

所以鸚哥沒有常常有貨源，久久才一次，被抓到的機率較少。 

 老闆說，其實抓鳥及運鳥的過程，鳥的損失率很大，因為他們都會不適應，死亡率
很高，飼料及環境都會不適應，有些是在抓到後就死了，有些是店家買下後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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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0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黑嘴筆：20 

2.麻雀：15 

3.十姐妹：25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向中盤批貨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他們的放生物是向批發商批來的，最近批發商抓不到鳥賣，她說是因為下雨，鳥會
躲起來，所以抓不到鳥，平時若有貨，店內大約會有一兩百隻，若要更多就要預訂。

 黑嘴筆及麻雀是野外抓來的，十姐妹則是繁殖的，但她表示都可以放。抓鳥人大概
都在山上抓。 

 

編號：11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勝利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麻雀：20 

2.斑鳩：100 

3.烏龜：180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量多要預訂 

    3.可供應量：平時一兩百隻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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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店家表示：他們平常就都是在賣放生物，以麻雀為主，因為麻雀小又便宜，斑鳩較
貴又大不好放，買的人少。平時店內量就不少，若要五百隻以上最好先訂一下。 

 鳥的來源她也是向人批來的，她說現在南部沒什麼在抓了，因為南部稻米都收割完
了（抓鳥的時間隨著稻米收割的時間，由南往北），沒什麼麻雀了，目前貨源來自台

南或更往北。 

 除了鳥，還賣烏龜，只說是淡水龜，但要先預訂，因為放太多在店內不好養。 

 

編號：12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與菜公路口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斑鳩：35 

2.綠繡眼：25-30 

3.白頭翁：50(零售價)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都可以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買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八哥：150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表示現在都是放斑鳩，因為他們繁殖期已過了（一、二月時），接下來就換綠繡
眼，再下來就換白頭翁。但今年不知是否是天氣的關係，老闆說綠繡眼及白頭翁的

數量都很少，所以價格也還不確定。平時他店內並不會屯積放生物，有人要時他才

請抓鳥人送來。另老闆說現在因架網犯法，所以那些鳥好像都是在養雞場抓來的，

因為鳥會飛進去偷吃雞飼料或米等，就被抓來賣給他們。 

 特殊的鳥大概只有八哥，但因價格較高沒什麼人在放，另外還說現在也沒什麼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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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麻雀了，因為麻雀太"野"了，抓來若沒立刻放掉，很快就死一半了，他們會在籠
中一直亂撞亂衝，死亡率很高。 

 

編號：13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相思鳥：50 

2.白頭翁：50 

3.八哥：700以上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須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說適合放生的只有相思鳥及白頭翁，其他如八哥價格較高，少人在放，目前都
沒有貨，要看抓鳥人什麼時候再抓到來賣他們，價格也要看抓鳥人要賣多少才知道。

 若要購買，須先付訂金，老闆才能幫忙去找鳥。 

 

編號：14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力行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台灣龜：200 

2.孔雀魚：5隻 100 

3.日光燈魚：一隻 5-10元(看大小)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可送貨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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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隨時有 

    3.可供應量：魚 300隻左右(店內平常有的數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店家說：店內適合放生的有－－台灣龜、孔雀魚、日光燈魚及其他淡水魚。台灣龜
很多人在放生，要中型以上較耐活，小龜較易死亡，平常就很多人在跟她買去放生

了，至於魚類，她說全部都可以放生啊，只要有水的地方應該都可以吧！ 

 孔雀魚及日光燈魚，若買的量很多，價格可以再談，店內隨時都有 300 隻左右。魚
都是魚場養來賣的，烏龜則有養殖的及野生抓來的。 

 

編號：15 地址：高雄縣岡山鎮壽華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綠繡眼：20-30元 

2.麻雀：價格要問 

3.椋鳥：100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自取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一星期前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椋鳥：100元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表示，在岡山一帶的，大部分都是販售綠繡眼，因為這一帶抓的都是這種鳥，
麻雀則在高雄較多，若要麻雀他也可幫忙調貨，至於綠繡眼捕抓地點，樹林、山上

都有，老闆說只要盡量往空曠的地方放即可 

 椋鳥也是野外捕抓來的，都在岡山這一帶，至於畫眉也有人在抓，但抓到的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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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給人飼養，少在放生。 

 特殊鳥種大概有椋鳥，價格較高，少有人在放，平日店內不會有很多鳥，若要的話
須預訂。 

 

編號：16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仁愛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綠繡眼：30（平常店內維持 2-300隻的量） 

2.麻雀：12（平常店內維持 2-300隻的量） 

3.斑鳩：45（平常店內維持 100隻左右的量） 

4.黑嘴筆（還要再過兩個月才有）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看地點及量多少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整籠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超過 300要預訂 

    3.可供應量：店內隨時 300隻左右的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八哥、帝雉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屏東、枋寮、潮州一帶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受訪者說黑嘴筆現在在繁殖期，沒有捕抓，要再過兩個月，綠繡眼慢慢量會增加了，
因繁殖期就要結束了，麻雀及斑鳩隨時有。另表示他們專做放生物的生意，信用很

好，台北的店已有三十幾年歷史了，高雄也快三年了，賣的放生物絕沒問題。不會

賣給客人不會飛的鳥，也不會少給客人訂的數量。 

 抓鳥的都是在屏東、潮州比較多，高雄這裡較少抓，地點應該到處都有吧，並表示
他們抓鳥的人技術都很好，用網子抓也不會傷到鳥。有些技術不好，下網時會弄傷

鳥的腳。 

 受訪者表示，他們通常屏東送貨來時就寄到台北的分店，若是高雄有人訂的話，就
會直接把鳥留下來，運送的方式是寄火車貨運。 

 特殊鳥種有帝雉等，但要有人訂才會去養雞場買貨來交，店家說，那是養來吃或當
寵物的。若要放的話最好放中型的，太小的活不了，並且最好往山上放。 

 還有八哥也是野生可供放生的，但價格很高，有一種黃嘴的較便宜，也是可以放。
受訪者表示他們店內來買放生物的人非常多，平時都維持在三百隻的量，若要更多

則須兩天前預訂，他就會請屏東那裡送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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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7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自由路 x號 

一、販售放生物（或其他放生物）之編號、價格及每籠數量： 

1.麻雀：20 

2.綠繡眼：20 

3.黑嘴筆 

4.斑鳩：100 

二、取貨方式－須自取或可配合運送： 

   

三、購買方式及可供應數量 

    1.須整籠買或可挑選：  

    2.須預訂或是隨時有：預訂 

    3.可供應量： 

四、除常見放生物種外，是否有何特殊鳥種可供放生？（如保育類鳥種） 

 

五、放生物的來源（養殖或野外捕抓） 

屏東野外捕抓 

六、受訪者的其他補充： 

 老闆表示前一天預訂即可幫忙批貨，他說鳥都是屏東那裡來的，現在農作物收成，
農田中有很多很多的鳥，非常好抓，所以量很多，農田架網抓到後，他們有一個收

集中心，鳥店再向此處訂購，賣給放生者。過程中死個幾隻是無法避免的，因為一

次抓的量都非常多，怎麼可能沒有捐失。 

 

 

(二)不願販售放生鳥之業者說法 

訪查也發現，有些業者雖然經營鳥店，卻不願意販售所謂的「放生鳥」。以

下舉例紀錄部分業者對放生行為的看法（摘要）： 

 

編號：x鳥園 地址：台北市 

 受訪者表示很不贊成放生，說自己也是佛教徒，佛教應該沒有鼓勵人放生才對。其
指出，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因有人放，南部才有很多人在稻田中架網抓麻雀，很不

好，自己堅持不參與這樣的事，因此有抓鳥人來賣鳥給他，都被拒絕。但該業者也

說，萬華鳥街幾乎都賣「放生鳥」。該業者常勸人將錢拿去做別的更有意義的事，不

要去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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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x鳥園 地址：台北縣 

 業者表示：只賣人工繁殖的寵物鳥，沒有賣放生物。並且勸人最好不要放生，說那
些鳥放出去活不了，因為鳥都是從中南部抓來的，各地的生態環境都不同，鳥無法

適應都死了，而且在捕抓、運送的過程中，鳥的死亡率很高。關於捕鳥，該業者指

出，中南部較多，都是張網抓的，因為是無本生意，利潤應該很好，才會有人專做

這種生意。 

 業者說自己並不了解佛教關於放生的一些解釋或理由，但是不贊成這樣做。業者表
示，自己若生病，不會想用放生來治病，會去找醫生、了解疾病。 

 

編號：x鳥店 地址：台中市 

 業者說最好不要放生，因為你要放才有人去抓，這已成了一種食物鏈，每次一抓都
是幾千隻的，尤其是鳥類繁殖期，因你要放生造成鳥被抓，小鳥或蛋都死光了，反

而是造孽。業者很反對放生，表示心誠就好，不用做這種事。 

 業者表示鸚鵡全是外來種，對環境生態破壞力很強，根本不能放生，若有人說鸚鵡
可放生，只是為了賺錢而已。 

 

編號：x鳥店 地址：高雄縣 

 業者表示自己不做放生物的生意，因為你放了還是會再被抓回去，或因為你要放才
去抓，這樣不好。店內雖有幾隻白頭翁，但強調牠們是吃飼料的，不願意賣給人放

生。 

 

編號：x鳥店 地址：鳳山市 

 業者表示自己不做放生生意，並且強調，放生者買到一隻放生物，可能須要死十隻
以上的代價。業者說，抓鳥人在山上、田邊張網抓鳥，每次抓到的數量大概會死掉

一半，原因是他們不會每天去收網，更不可能去餵食，鳥陷在網子裡，一掙扎就死

了，也有餓死、晒死的。業者還說，放生者並不知道什麼鳥適合什麼環境，亂放的

結果，不適應環境也會死。其亦指出，鸚鵡更不可能放生，根本通通活不了！ 

 

編號：x鳥店 地址：高雄市 

 業者說不贊成放生，因為有人要放生才會有人抓那麼多，否則被抓的量會少很多，
只供應給人養來當寵物而已。而且綠繡眼很笨，放個水果就可以引誘牠進鳥籠，非

常好抓，但運送過程非常緊迫，卻很容易讓鳥死亡，很可憐！業者強調，不放生反

而不會造成死亡那麼多，通常抓鳥人都是在山上放籠子抓，去山上放還是很可能再

被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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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訪談內容摘要整理及分析： 

茲將上節「訪查記錄」的主要內容整理，並分析如下： 

(一)供應方式 

業者一般每天都會在店內維持上百隻的「放生鳥」（有的多達上千隻），隨

時供應放生需求。但如果所需數量超過「存貨量」，就都必須預訂。被指名常向

業者「預定」放生物的佛教團體和人物是「中華護生協會」的「釋海濤」。多數

店家無法送貨，除非購買量大及地點不遠。 

(二)價格優惠 

一般業者都會強調，賣給「放生」者的價格較優惠，其實就是因為「放生」

者（比起普通的「養鳥人」）購買數量較多的關係。還有業者宣稱自己賣得比較

便宜，也是要做「功德」的！ 

(三)共犯結構 

幾乎所有販賣「放生鳥」或其他放生動物的業者都不諱言，放生者和抓鳥

人，以及鳥店已經形成「互利共生」的食物鏈或營利結構，其「循環模式」如

下： 

放生團體「訂貨」→捕抓者捕捉野鳥→收集處（大盤商）→大型鳥店（中

盤商）→小型鳥店→放生者→放到野外→再度被捕捉 

(四)「沒有放生就可以減少大量抓鳥」 

由於有人買鳥放生、大量放生，才會造成「抓鳥人」這種行業的興盛。因

放生而抓鳥，還有以下幾個現象值得注意： 

1.繁殖期間，照抓不誤 

雖然有業者表示，抓鳥人及鳥店都有共識，在野鳥繁殖期不抓鳥，若有人

不遵守還去抓，賣鳥人也不會收購，他們說，雖然是做生意，但也是要做

「保育」。但訪查發現，大部分店家根本沒有遵守這所謂的共識，這家不

賣別家會賣，無論任何時候，放生者絕對不怕買不到放生物。 

2.野外抓不到，賣繁殖的 

有的業者表示所有的放生物都是野外抓的，強調「野生」的放了之後，才

能存活。但也有業者推銷「人工繁殖的」放生物，並認為照樣可以存活！ 

3.由南到北，依不同看季節與地點，抓不同的鳥 

抓鳥的地點，多數業者都說是在南部，包括稻田、果園、山上、平原、公

園等地都有人在抓。隨著稻作收割的時間，抓鳥的地點也愈往北部，也就

是說現在南部在收割，就都在南部抓鳥，接下來收割期往中部、北部移，

抓鳥的地點也跟著北移。稻田不是收割期時，就在果園抓，最常抓到的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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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綠繡眼。也有人強調會在養雞場抓鳥，因為鳥會去偷吃雞的飼料。 

4.抓鳥行為「合理化」，兩套說詞 

為了「合理化」抓鳥的行為，業者也有一套說法，大致分為兩類： 

(1)有業者說，是因為鳥去吃農民的稻作、蔬菜及果子，農民不堪損失，

所以才會張網抓鳥來賣，並說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張網抓鳥，並不犯

法。 

(2)也有的業者表示，抓鳥的都是一些失業的平地人或原住民，抓鳥是為

了維持基本生計，若不讓他們抓，他們就活不下去了。 

5.運鳥方式 

抓鳥後運送到鳥店的方式大抵是－－用火車寄運，或自己用貨車運送。 

(五)有利可圖，推銷放生鳥 

許多業者見有「放生」的生意上門，多會努力推銷各種「放生鳥」。依不同

的業者，有不同的「存貨」或「貨源」，推銷不同鳥種的「說詞」也會不同。例

如： 

1.「便宜鳥種」？ 

綠繡眼、白頭翁、黑嘴筆和麻雀都是業者口中所謂的「便宜鳥種」。綠繡

眼、白頭翁有人會買來當寵物養，業者收購後都會先讓牠們改吃飼料再販

賣，但因為放生團體採買的量都很大，才會間接促成大量的抓。黑嘴筆和

麻雀則沒有人當寵物養，牠們被抓就完全是為了供應人放生，業者收購後

改餵飼料並不合成本，也有業者說很難改飼料，抓了以後在籠中或野外都

不易存活。至於「改吃飼料後的鳥再被放生能否生存」？有的拍胸脯保證

「絕無問題」！但也有業者說這些「便宜鳥種」，本來也是提供給「養鳥

新手」的「入門鳥類」，因為「又便宜又多」，『養死了也不可惜』，放生就

更不用說了。 

2.「不怕沒得抓的鳥種」？ 
有位業者說斑鳩怎麼抓都沒關係，不用在意繁殖期，因為斑鳩一年四季都

在繁殖，永遠不怕沒鳥抓。事實上，根據研究，斑鳩繁殖期間約為每年 3
到 11月！ 

(六)高死亡率 

除了抓鳥人在捕抓的過程中，造成野鳥的死亡之外，許多業者其實並不諱

言野鳥被抓後，死亡率也很高。麻雀、綠繡眼及黑嘴筆是業者口中，在運輸和

庫存時，「死亡率」較高的鳥種。麻雀野性高，但也易受驚嚇，會在籠內拼命衝

撞；綠繡眼和黑嘴筆覓食以水果、雜草籽、昆蟲等為主，被抓以後很難立刻改

飼料，常是造成牠們死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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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殊鳥種 

有的業者會推銷特殊的放生鳥種。因為數量通常不會太多，業者都會表示

最好直接到店內看較為詳細，也較好介紹。關於鳥的習性，各種說法也相差很

多，例如鸚鵡，專售鸚鵡的業者多數都說在野外不適合存活，且會嚴重影響生

態，因為皆為外來種。但有好幾家業者卻說放鸚鵡絕無問題，有的甚至說鸚鵡

也是野外抓來的，而牠們的求生能力很強。其他一些已被列為保育類的鳥種，

如帝雉、畫眉、相思鳥等，竟然也能輕易的購買到，業者說還是可以買賣，並

且都再三保證放了絕無問題。還有一位說放雉雞或藍腹鷴都很好，讓牠們去野

外繁殖，非常好，又不會造成生態失衡，但也有一位業者說，帝雉等放了很容

易死，因為牠們必須活在高海拔的地區。 

(八)蛇 

有業者表示，普通的雜蛇或是進口的觀賞蛇都有，大小隻都可提供。還強

調，蛇野放後的存活率很高。也有業者會強調自己「不賣毒蛇」，原因是：放毒

蛇對人或環境的威脅蠻大的，而且台灣的毒蛇都有保育，所以不建議放！業者

說，可提供的蛇「都是進口的」，或較特殊的蛇，並不斷強調「放了不會有什麼

外來種的問題，也不太會破壞生態，因為牠們繁殖的速度不快，因此不會威脅

本土生物」。但也有業者提供本土的蛇，貨源都是野外抓的，有專業抓蛇的人在

負責。也有業者指出，有人專門在繁殖蛇。有的老闆會建議可以將蛇「放生在

田野間」！ 

(九)進口與本土 

有一家業者說，他們只賣進口的野鳥，不太做本土放生的生意，因為他們

認為這些放生物被放生者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真沒意思，所以寧願賣進口的

野鳥。但其實業者口中進口的鳥，同樣也是放了又被抓，該業者應該只是因為

進口鳥價格較高的因素，才只賣進口鳥，並口口聲聲強調：雖然是進口或後來

繁殖的，野放也絕無問題。業者最後還是補充：如果客人堅持要本土放生物，

還是會調貨來賣。 

(十)少數業者反對放生 

訪查也發現有少數業者反對放生，指出：「放生信徒買到一隻放生物，可能

需要付出『死十隻以上』的代價。那些抓鳥人在山上、田邊張網抓鳥，每次抓

到的數量大概會死掉一半，因為他們不會每天去收網，更不可能去餵食，鳥陷

在網子裡，一掙扎就死了，也有餓死、晒死的」；「放生團體不知道什麼鳥適合

什麼環境，亂放的結果，不適應環境也會死」；「為了你要放生，已經先死掉一

大堆鳥了。鸚鵡更不可能放生，根本通通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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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保育團體於93年9月中旬公布「台灣寺廟團體放生現象調查報告」後，雖

有不少佛教徒認為具有提醒、警惕作用，但是仍有不少「專業」從事放生的團

體和佛教人物繼續「大量的」採買「放生物」，繼續肆無忌憚的在各處放生。主

持的佛教人物，也會向其信眾強調： 

1.沒有向固定業者採購，並非商業化行為。 

2.有瞭解動物和放生環境的習性，不會危害動物福利和生態。 

3.都是臨時購買，不會造成更多的「捕抓與繁殖」。 

本訪查則發現，專業在從事大量放生的佛教團體，不折不扣正是向固定鳥

店業者「大量訂購」野鳥，造成「抓鳥人」大量捕抓、野鳥大量死亡後，才被

買去「放生」的罪魁禍首。 

而多數業者「在商言商」，為了推銷放生鳥，即使明知是進口外來種鳥類，

或是「人工繁殖」的鳥放了之後很難存活，還是很難拒絕利益的誘惑。 

放生團體、鳥店，以及抓鳥人形成利益共生的共犯結構，危害生態，也傷

害了動物的權益。 

在外來種進口，以及野鳥捕抓部分，我們很難期待能夠以「道德勸說」的

方式，讓以營利為目的鳥店或是鳥園業者放棄追求「利益」，或是要求以抓鳥為

生的抓鳥人放棄抓鳥，除非法有明文，嚴格管制任何進口的外來種，其數量、

物種、性別年齡等，買賣或轉讓都必須詳細登錄，以利追蹤。並且修改「野生

動物保育法」，將非保育類動物的捕捉，也納入管理。 

至於放生團體的「大量」放生行為，明顯已經違反佛教「慈悲護生」的本

懷，但也顯示其早已變質為「營利」事業，甚至可能涉及「欺騙信徒」或是「斂

財行為」，期待相關從業人員懸崖勒馬無異緣木求魚，唯有立法禁止，才能讓保

育和動物保護主管機關依法取締或是稽查，防杜部分宗教人物以「危害動物與

生態環境」營利，卻以「慈悲護生」為名，躲在「信仰自由」保護傘下的模糊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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