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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倍

比特型犬種特徵

• 由側邊與上方看頭應呈現楔形（長三角柱
型），但由正面看時應為圓形。頭應為肩
膀寬度的2/3，臉頰因為咬肌會比顱底寬
25%（臉頰為顱底1.25倍）。

• 眼睛小而深邃，正面看呈橢圓形側面看呈
三角形。

• 頭後緣到兩眼連線的距離與兩眼連線到鼻
子的距離兩者幾乎相同。

• 犬隻頭頂到下顎底部的有良好深度，吻部
呈現筆直箱狀。

資料來源：英國環境食品與鄉村事務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圖源自線上圖庫，版權已購買（https://www.shutterstock.com/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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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隻側面應呈現正方形，犬隻從地面到肩膀頂
端的距離應該與肩膀前緣到臀部後緣的長度相
等。

• 肋骨深且自脊椎自然往下延伸，其橫切面為橢
圓形並漸漸變小，不應該為桶狀。

• 前肢到肘關節平坦，肘關節在跑步時應平行脊
椎。

資料來源：英國環境食品與鄉村事務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圖源自線上圖庫，版權已購買（https://www.shutterstock.com/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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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腳應厚實，且應接近後腿踝關節下方處
厚度的兩倍。

• 尾巴垂下時在踝關節間，與古早式手壓幫
浦把手類似。

• 膝關節應位於後腿的1/3處，膝關節下方的
骨頭們應顯得輕盈而有彈性。

資料來源：英國環境食品與鄉村事務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圖源自線上圖庫，版權已購買（https://www.shutterstock.com/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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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隻高度與重量應成比例。
• 毛髮應短而粗（單層）。
• 肩膀應該比第八對肋骨寬。
• 臀部寬，與後軀幹與後腿肌肉妥善連接。
• 犬隻外觀應有足夠肌肉，本標準並未提到耳朵、
毛色、高度與重量。

資料來源：英國環境食品與鄉村事務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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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送檢Embark犬種鑑定結果100%美國比特鬥牛犬

短而粗之單層毛髮，圖為犬隻頸部毛髮。



美國比特鬥牛犬
American pit bull terrier (only 
UKC)

• 體長較肩高略大，母犬體長可能比公犬長，理
想狀態下成犬肩高：公犬45.7-53.3公分，母犬
43.2-50.8公分，體重：公犬15.9-27.2公斤，母犬
13.6-22.7公斤。

• 頭呈楔形（長三角柱型），兩耳之間顱骨寬平
或略圓，吻部與頭顱長度比例約為2:3。高耳位。
眼睛可為除了藍色以外的所有顏色，中等大小，
圓形。鼻子大且鼻孔寬，鼻子可以是任何顏色。
專注時前額會出現皺紋。

• 短而濃密的毛．除了梅爾色merle（白灰棕混黑
斑（大理石色））外的所有顏色皆可。

• 胸腔寬度不超過其深度。

• 尾根位置較低，較短，尾根較粗，到末端逐漸
變細。放鬆時尾巴朝下，末端大約在踝關節位
置，行走時與背部平行，興奮時朝上，但不會
向背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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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比特鬥牛犬

American pit bull terrier (only UKC)
肩高 公:18-21 inches 45.7-53.3 cm

母17-20 inches 43.2-50.8 cm
（體長較肩高略大，母犬體長可能比公犬長）

體重 公:35-60 pounds=15.9-27.2kg
母:30-50 pound=13.6-22.7kg

頭部 頭呈楔形（長三角柱型），兩耳之間顱骨寬平或
略圓，吻部與頭顱長度比例約為2:3。高耳位。
專注時前額會出現皺紋。

鼻子 大，鼻孔寬，可以是任何顏色。

眼睛 除了藍色以外的所有顏色，中等大小，圓形。

胸部 胸腔寬度不超過其深度。

尾巴 尾根位置較低，較短，尾根較粗，到末端逐漸變
細。
放鬆時尾巴朝下，末端大約在踝關節位置，行走
時與背部平行，興奮時朝上，但不會向背彎曲。

毛髮 短而濃密的毛．除了梅爾色merle（白灰棕混黑斑
（大理石色））外的所有顏色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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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圖：送檢Embark犬種鑑定結果為100%美國比特鬥牛犬



8圖：送檢Embark犬種鑑定結果為100%美國比特鬥牛犬



圖：送檢Embark犬種鑑定結果100%美國比特鬥牛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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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大佛夏牛頭犬
American Staffordshire 
terrier(AKC.FCI)

• 體長較肩高略大，理想狀態下成犬肩高：公犬
45.7-48.2公分，母犬43.2-45.7公分，體重：公犬
24.9-31.8公斤，母犬18.1-24.9公斤。

• 顱骨寬，吻部背側呈圓弧狀，嘴唇平貼不鬆弛。
高耳位的短小玫瑰耳或半折耳，少許耳尖向外
側或向前折，可看見耳道。眼睛深色且圓。鼻
子絕對是黑色的。

• 短而濃密的毛，毛色可為任何純色、色塊或色
斑，但不鼓勵白色超過80%、黑棕四目色
（Black & Tan）或紅棕色。

• 尾根位置較低，較短，尾根較粗，到末端逐漸
變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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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大佛夏牛頭犬

American Staffordshire terrier(AKC.FCI)
肩高 公:18-19 inches(A.F)=45.7-48.2cm

母:17-18 inches(A.F)=43.2-45.7cm
體重 公55-70 pounds(A)=24.9-31.8kg

母40-55pounds(A)=18.1-24.9kg
頭部 顱骨寬，吻部背側呈圓弧狀，嘴唇平貼不鬆

弛。高耳位的短小玫瑰耳或半折耳，少許耳
尖向外側或向前折，可看見耳道。

鼻子 絕對是黑色。

眼睛 深色且圓。

胸部

尾巴 尾根位置較低，較短，尾根較粗，到末端逐
漸變細。

毛髮 短而濃密的毛，毛色可為任何純色、色塊或
色斑，但不鼓勵白色超過80%、黑棕四目色
（Black & Tan）或紅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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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圖片請參考美國犬業俱樂部（American Kennel Club, AKC) 

https://www.akc.org/dog-breeds/american-staffordshire-terrier/

圖源自線上圖庫，版權已購買（https://www.shutterstock.com/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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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佛夏牛頭犬
Staffordshire bull 
terrier(AKC.tKC.UKC.FCI)

• 體長與肩高相等，理想狀態下成犬肩高：35.5-
40.5公分，體重：公犬12.7-17.2公斤，母犬10.9-
15.4公斤。

• 顱骨寬且短，吻部短，嘴唇平貼不鬆弛。高耳
位的短小玫瑰耳或半折耳，少許耳尖向外側或
向前折，可看見耳道。眼睛中等大小，深色且
圓，但有時眼睛顏色與毛色可能相關，眼圈顏
色多為深色。鼻子絕對是黑色的。

• 短而濃密的毛，毛色可為紅色、棕褐色、白色、
黑色與藍色等純色系，或混雜白色的雙色。

• 尾根位置較低，尾巴中等長度，不太彎，與古
早式手壓幫浦把手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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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佛夏牛頭犬

Staffordshire bull 
terrier(AKC.tKC.UKC.FCI)

肩高 14-16 inches(A.U.F.T)=35.5-40.5 cm
（體長與肩高相等）

體重 公28-38 pounds(A.U.F.T)=12.7-17.2kg
母24-34 pounds(A.U.F.T)=10.9-15.4kg

頭部 顱骨寬且短，吻部短，嘴唇平貼不鬆弛。
高耳位的短小玫瑰耳或半折耳，少許耳尖向
外側或向前折，可看見耳道。

鼻子 絕對要是黑色。

眼睛 中等大小，深色且圓，但有時眼睛顏色與毛
色可能相關，眼圈顏色多為深色。

胸部

尾巴 尾根位置較低，尾巴中等長度，不太彎，與
古早式手壓幫浦把手類似。

毛髮 短而濃密的毛，毛色可為紅色、棕褐色、白
色、黑色與藍色等純色系，或混雜白色的雙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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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自世界畜犬聯盟（Fédération Cynologique Internationale, FCI）
http://www.fci.be/en/

圖：送檢Embark犬種鑑定結果為100%史大佛夏牛頭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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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送檢Embark犬種鑑定結果為100%史大佛夏牛頭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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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惡霸犬
American bully(only UKC)

• 理想狀態下成犬肩高：公犬43.2-50.8公分，母犬
40.5-48.2公分。但American Bully Kennel Club
（ABKC）中可分為四種體型。

• 顱骨寬闊，吻部短且寬呈現輕微立方體，吻部
長度較顱骨長度短，吻部約占頭部長度25-35%。
高耳位。眼睛中等大小，橢圓型到杏型，不可
為藍色。鼻子大且鼻孔寬，可以是任何顏色。

• 短而濃密的毛．除了梅爾色merle（白灰棕混黑
斑（大理石色））外的所有顏色皆可。

• 放鬆時尾巴朝下，末端大約在踝關節位置，行
走時與背部平行，興奮時朝上，但不會向背彎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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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惡霸犬

American bully(only UKC)
肩高 公:17-20 inches(U) 43.2-50.8cm

母:16-19 inches(U)40.5-48.2cm
（American Bully Kennel Club（
ABKC）中可分為四種體型）

體重

頭部 顱骨寬闊，吻部短且寬呈現輕微立方
體，吻部長度較顱骨長度短，吻部約
占頭部長度25-35%。高耳位。

鼻子 大，鼻孔寬，可以是任何顏色。

眼睛 中等尺寸，橢圓型到杏型，不可為藍
色。

胸部

尾巴 放鬆時尾巴朝下，末端大約在踝關節
位置，行走時與背部平行，興奮時朝
上，但不會向背彎曲。

毛髮 短而濃密的毛．除了梅爾色merle（白
灰棕混黑斑（大理石色））外的所有
顏色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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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自American Bully Kennel Club, ABKC
http://www.theabkcdogs.org/

圖：送檢Embark犬種鑑定結果為100%美國惡霸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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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自American Bully Kennel Club, ABKC http://www.theabkcdog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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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比特鬥牛犬、美國史大佛夏牛頭犬、史大佛夏牛頭犬及美國惡霸
犬：國際知名犬協所列之外型標準整理

美國比特鬥牛犬

American pit bull 
terrier (only UKC)

美國史大佛夏牛頭犬

American 
Staffordshire 
terrier(AKC.FCI)

史大佛夏牛頭犬

Staffordshire bull 
terrier(AKC.tKC.U
KC.FCI)

美國惡霸犬

American bully(only 
UKC)

肩高 公:18-21 inches 45.7-
53.3 cm
母17-20 inches 43.2-
50.8 cm
（體長較肩高略大，母犬

體長可能比公犬長）

公:18-19 
inches(A.F)=45.7-
48.2cm
母:17-18 
inches(A.F)=43.2-
45.7cm

14-16 
inches(A.U.F.T)=35
.5-40.5 cm
（體長與肩高相等）

公:17-20 inches(U) 
43.2-50.8cm
母:16-19 

inches(U)40.5-
48.2cm
（American Bully
Kennel Club（ABKC
）中可分為四種體型）

體重 公:35-60 pounds=15.9-
27.2kg
母:30-50 pound=13.6-
22.7kg

公55-70 
pounds(A)=24.9-
31.8kg
母40-
55pounds(A)=18.1-
24.9kg

公28-38 

pounds(A.U.F.T)=1
2.7-17.2kg
母24-34 

pounds(A.U.F.T)=1
0.9-15.4kg

頭部 頭呈楔形（長三角柱型），

兩耳之間顱骨寬平或略圓，
吻部與頭顱長度比例約為

2:3。高耳位。
專注時前額會出現皺紋。

顱骨寬，吻部背側呈

圓弧狀，嘴唇平貼不
鬆弛。高耳位的短小

玫瑰耳或半折耳，少
許耳尖向外側或向前
折，可看見耳道。

顱骨寬且短，吻部短，

嘴唇平貼不鬆弛。
高耳位的短小玫瑰耳

或半折耳，少許耳尖
向外側或向前折，可
看見耳道。

顱骨寬闊，吻部短且

寬呈現輕微立方體，
吻部長度較顱骨長度

短，吻部約占頭部長
度25-35%。高耳位。

鼻子 大，鼻孔寬，可以是任何

顏色。

絕對要是黑色。 絕對要是黑色。 大，鼻孔寬，可以是

任何顏色。

眼睛 除了藍色以外的所有顏色，
中等大小，圓形。

深色且圓。 中等大小，深色且圓，
但有時眼睛顏色與毛
色可能相關，眼圈顏
色多為深色。

中等尺寸，橢圓型到
杏型，不可為藍色。

胸部 胸腔寬度不超過其深度。

尾巴 尾根位置較低，較短，尾

根較粗，到末端逐漸變細。
放鬆時尾巴朝下，末端大

約在踝關節位置，行走時
與背部平行，興奮時朝上，

但不會向背彎曲。

尾根位置較低，較短，

尾根較粗，到末端逐
漸變細。

尾根位置較低，尾巴

中等長度，不太彎，
與古早式手壓幫浦把

手類似。

放鬆時尾巴朝下，末

端大約在踝關節位置，
行走時與背部平行，

興奮時朝上，但不會
向背彎曲。

毛髮 短而濃密的毛．除了梅爾
色merle（白灰棕混黑斑
（大理石色））外的所有
顏色皆可。

短而濃密的毛，毛色
可為任何純色、色塊
或色斑，但不鼓勵白
色超過80%、黑棕四目
色（Black & Tan）或
紅棕色。

短而濃密的毛，毛色
可為紅色、棕褐色、
白色、黑色與藍色等
純色系，或混雜白色
的雙色。

短而濃密的毛．除了
梅爾色merle（白灰棕
混黑斑（大理石色））
外的所有顏色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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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與比特型犬種混淆之犬種

英國鬥牛犬

法國鬥牛犬

拳師犬

美國鬥牛犬

阿根廷杜告犬

土佐犬

紐波利頓犬

波士頓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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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鬥牛犬(Bulldog)

圖源自American Bully Kennel Club, ABKC
http://www.theabkcdogs.org/

圖：送檢Embark犬種鑑定結果為100%英國鬥牛犬

圖源自世界畜犬聯盟（Fédération 
Cynologique Internationale, FCI）
http://www.fci.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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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鬥牛犬(French Bulldog)

圖源自American Bully Kennel Club, ABKC http://www.theabkcdogs.org/

圖：送檢Embark犬種鑑定結果為100%法國鬥牛犬

圖：參加臺灣犬展之法國鬥牛犬

圖源自世界畜犬聯盟
（Fédération 
Cynologique
Internationale, FCI）
http://www.fci.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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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師犬(Boxer)

圖：送檢Embark犬種鑑定結果為100%拳師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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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鬥牛犬 (American Bulldog)
• https://www.akc.org/dog-breeds/american-bulldog/

• 阿根廷杜告犬 (Dogo Argentino)
• https://www.akc.org/dog-breeds/dogo-argentino/

• 土佐犬 (Tosa)
• https://www.akc.org/dog-breeds/tosa/

• 紐波利頓犬 (Neapolitan Mastiff)
• https://www.akc.org/dog-breeds/neapolitan-mastiff/

• 波士頓㹴 (Boston Terrier)
• https://www.akc.org/dog-breeds/boston-te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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