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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高齡、少子化時代來臨，國人飼養犬、貓及其它動物作為寵物數量逐年攀升，

動物保護的觀念已逐漸被重視，106 年我國施行公立動物收容處所零撲殺制度

後，遊蕩動物減量控制，也常是外界關切的焦點，而當動物與人皆共同存在我

們生活的社會中，如何共融相處，減少人與動物間的衝突，改善遊蕩動物生命

品質，取決於民眾看待動物的態度，也是人們學習的重要課題。

近年來農委會結合民間團體力量，公私協力展開各項動物保護措施，於去

（108）年度開始補助社團法人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辦理「友善動物社區共

融實作計畫」，鼓勵村里民眾與民間團體、大專院校等，依區域特性設計結合

在地居民需求與友善動物的共融模式，提出可改善並降低社區人與動物衝突的

具體行動方案，並將實作成果透過發表會及社群媒體擴散宣傳，建立學習樣板，

引導更多社區居民、團體投入友善動物社區共融行動，打造同時適合居民及動

物的親善並存環境。

辦理「友善動物理念宣廣」與「友善動物社
區共融實作」計畫之背景說明及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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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109）年度除持續進行「友善動物社區共融實作計畫」外，也增加辦理

「友善動物理念宣廣計畫」，期跳脫過去常見的動物保護宣導教育工作，徵選

具創新、活力、多元的友善動物理念宣傳方式與手法，將友善動物理念融入不

同領域的工作或生活中，

突破同溫層，增加理性

溝通、互動或思考對話

的管道，進而建立民眾

尊重動物生命的價值觀，

減少社會環境負面影響，

邁向自發、合作、創新

的動物友善社會。 



浪犬博士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 107年度農委會調查，全國遊蕩犬隻將近 15萬隻。而我們發現，棄養是浪犬根源

之一，而造成棄養有以下三大主因，大眾對狗認知不足、缺乏飼養狗狗知識、學習正確

和狗狗相處門檻高。對狗狗知識教育的缺乏，導致一連串的問題發生。因此希望透過人

狗關係展與教材計畫，降低學習門檻，讓大眾學習尊重並同理和自己不

同的生命，讓棄養不再是可能性。

分為三階段執行：反思覺察、學習、傳遞。在第一階段，透過線上遊戲

任務與實體互動展覽，讓家長看到和狗一起生活的願景，創造學習動

機。第二階段，藉由「狗狗知識講座」以及「訓練師與心理師對談」，

讓大家學習如何照顧好自己，並照顧好狗兒。第三階段，製作三

冊狗狗知識教材包，並聯絡合作商家，如獸醫院、寵物餐廳等，

降低大眾獲取知識門檻，並學習正確和狗狗相處的方式。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為期一個月的線上遊戲任務，531 人次參與，社群觸及約 16 

萬人次，覺察自己和狗兒的關係及狗狗在生命中的意義。實

體互動展覽，58 位家長參與一同檢視現狀，並看見願景。

接著在狗狗知識講座和訓練師與心理師對談中，共 131 位家

長參與，學習照顧自己和狗兒。最後浪犬博士和 33 間寵物

相關店家合作，發放狗狗知識教材包，累計已發放 114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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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陷阱對動物的危害層出不窮。雖然法規對於陷阱的使用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但

人類的活動範圍與野生動物的棲息地高度重疊，因此遇到人獸衝突時，人類可能會選擇

使用各種陷阱來「防治」，然而部分陷阱不但具有強大的殺傷力，也會造成遊蕩動物、

野生動物，乃至於人或動物無法回復的傷害，為此我們急需尋找並推廣更好的解方。

本片藉由訪談全台各地七位農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及林務局，聚焦農友們實際面臨的

問題，以及產官學界如何齊力在農作生產、生態與動物保育、消費倫理間達成共好。欲

傳達：「維護農作」還是「友善動物」，我們其實不用選邊站！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社團法人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今（109）年 11月 TSPCA召開「看見真食 -友善生命與保育的產地」紀錄片記者會及

兩場正片放映會，重點介紹台灣一群堅持友善耕作的農友、說明綠色保育標章及政府相

關政策、並呼籲友善環境的重要性。最終，家樂福以企業行動支持開立綠保標章友善專

區，強化轉型需全民齊心，無論是農友或消費者的選擇，都將決定環境與動物被對待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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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萬華區新和里辦公處

我們身處於以人為本的環境裡，其他動物皆處於相

對的弱勢，動物保護需要呼朋引伴，新和里的青年

社區推廣友善動物多年，里長認知宣導動保知識

和生命教育的重要，起心動念計畫宣廣行動擴及全

里，喚醒大家對動物的愛，並與其共存共榮。

以行動劇推廣友善動物理念

1.  多次會議討論劇本內容，以淺顯易懂的旁白、台

詞貫穿整部宣導行動劇，輔以佈景、宣導牌、道

具、角色扮演…等，達到寓教於樂，紮根宣廣友善動物理念為目標。

2. 行動劇裡以烏克麗麗彈唱出宣導口號，加深大家動保的觀念。

3. 舉辦新和里友善動物行動劇大公演，公演前於青年次分區青年公園周邊進行公演前動

物變裝大遊行。

成立的新和里友善動物理念宣廣行動劇團，是一個接近完整劇場的展演團隊，於青年社

區中庭廣場成果發表公演，活動參與人數大約 300人，演出前的動物變裝大遊行參加人

數大約 150人。行動劇團將持續的配合里內活動行程，以淺顯、輕鬆、活潑的表演方式，

宣導友善動物理念，讓大眾以休閒看劇的心情，自然的接受動物保護教育，其中烏克麗

麗彈唱宣導口號，更烙印尊重與關懷生命的重要。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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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輔犬培育團隊

透過心輔犬藝起出任務與大小朋友與不同族群巡迴宣導，培養對於「臉部平權」與「流

浪動物」尊重與同理，了解不應外貌不同，而遭受不友善對待，減少歧視霸凌、不尊重

與虐待情事發生，學習用不同角度看待與自身不一樣的存在。

心輔犬藝起出任務施辦動物互動教育與藝術療育巡迴講座於

雙北八個區域，最遠到南投與高雄，共十個區域。特別針對

小朋友與親子施辦課程，同時對弱勢族群如受虐婦女、妥瑞

症、失智銀髮與助人者如國中小特教資源班老師、特教系學

生研究生、個管師與社工授課。讓其了解幫助情障生與特殊

族群的新方法，同時給予家長與助人者喘息療癒的時間。

「每張臉與每隻狗都與眾不同，無論顏面外觀如何，每個人

與每一隻狗都應該被尊重及公平對待」從不了解流浪犬與顏

損者到藉由心輔犬藝起出任務課程後懂得尊重與公平對待，

藉由心輔犬互動與手作來欣賞每一隻流浪犬的美與每個人的

不同。心輔犬藝起出任務服務591人次，這591人次帶著「不

完美也很美」的種子，繼續發芽成長影響更多人。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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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二糧友雞生活

在 2020年新冠肺炎於全球大流行下，讓人開始關注超級細菌與病毒、糧食的危機、

以及拉大社交的距離所產生的寂寞感下趁機行事，食二糧友雞生活計畫推出危機轉友

「雞」-Healthy life chicken can help的廣宣講座，搭配出借母雞與雞舍給社區、長者與

校園，讓友雞入門更容易，讓母雞幫我們一把，好好保護我們的地球與未來的家。

依據友雞場域主題分別以永續生產、環保、糧食安全、療癒與綠生活等五主題來舉辦講

座與導覽參觀，讓參與者可更直接的感受為何 the healthy life chicken can help，而如何

選擇友善飼養的雞蛋與改變對待母雞的方式，以及介紹母雞的力量 -快樂雞、療癒雞、

除草雞、廚餘雞、除蟲雞，並說明出借母雞與友雞舍的方式。計畫

從 2020年 7月 28日開始執行，至 2020年 08月 30日截止，

共於台南食二糧友雞生活德南教育基地、嘉義十甲有機農

場 (食二糧友善飼料生產基地 )、台中串門子社會設計公

司、新北市板橋高中等四個地點，舉辦五場講座。

在講座後至 2020年 11月 30日止，已有出借與售出 2

座友雞舍，並有 5個單位跟食二糧購買友雞舍與友雞生

活系統，以及採用台灣在地作物的非基改飼料。此外，

台南永康國中學校借用食二糧友雞舍與母雞，及 Healthy 

life chicken can help的糧食安全相關文宣，結合食農教

育、圖書館主題周進行【藏在雞蛋裡的真相】活動，並

於活動的最後一天進行與母雞親密互動體驗。

展覽與活動期間為 2020年 10月 29日至

2020年 11月 5日。參與班級數為 25班，

每班為 28-30人，共 750人左右，參與

時間為一小時。若涵蓋下課時段的參與

人數，預估總參與人數為 1450人。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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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芝居是日本街頭戲劇和講故事的一種形式，在 20世紀

30年代的大蕭條和日本的戰後時期流行，直到二十世紀

電視出現。我們與繪本插畫家與工業設計師合作推出籠

鍊犬議題紙芝居， 透過生動圖片的抽換來轉換場景，搭

配真人在一旁訴說籠鍊犬的故事，如同戶外小劇場，如

此新鮮生動的方式，除了更能夠吸引孩童的投入，

也方便到社區等地方上進行推廣。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社團法人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　

根據本會長期觀察，發現台灣各城市鄉鎮都可見到籠鍊犬。飼主看待牠們如同工具，將

牠們關練起來，以負責看門（包含果園、鴿舍、工廠等）、防盜、吃廚餘、作伴等，有

些飼主甚至忽略了提供乾淨且足夠的飲水與食物，以及必要的遮陽擋雨設備和足夠的活

動空間，導致這些狗兒逐漸衰弱、罹病，甚至死亡。

透過繪本的力量、網站的傳播，記錄被鍊犬的環

境、與人類的關係，故事素材由本研究田調所收集

的鏈籠養犬資料為基底，並邀請作家一同改編成適

合孩童、深具同理心且具有教育意義的故事，再邀

請插畫家以生活化的故事腳本，搭配創作童趣的繪

本，網站設計公司將之化為多媒體網站呈現，仿效

戶外小劇場的設計，推廣給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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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影音內容製作（已完成，前兩階段，目前進入第三階段）

 籌備期：腳本撰寫討論（詳細可參考計畫成效）、組織拍攝人員（lolita及專業獸醫

師）、場地租借、組織拍攝團隊（拍攝、收音）、後期人員聯繫、拍攝時間協調。

 拍攝執行：以一日約 1-2系列（每系列 2-3支影片）節奏拍拍攝。

 影音後期：剪輯、上字幕、與拍攝人員確認內容。

B：行銷宣傳 (目前在討論中 )

 目前宣傳方式預計會以台北、北京兩地宣傳。

影片製作方向，覆蓋幾大類貓咪常見飼養相

關知識：幼貓照顧、老貓照顧、貓行為知識、

貓生活環境空間需求、常見貓疾病、貓與

吃、米克斯 v.s. 品種貓 .

每一集會以 lolita情境問答的方式，帶出 3-4

則知識點。每集時常約 5-8分鐘。

已製作影片共 18支影片，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社團法人中華友善星球協會

有鑒於養貓及關注貓的人口逐年增長，加上台灣人對於寵物照養意識的抬頭，然而，卻

尚未出現專注於『貓行為及照養知識』的頻道。

因此貓蘿紀基於普及貓照養及行為知識的角度，與知名貓行為醫

師合作，預計於暑假推出『貓蘿星學院』，結合娛樂與教育，透

過一系列短影片，逐步解密貓咪，給予貓與主人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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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諾亞方舟動物同樂協會

本計畫共 18個單位與機構申請，因經費編列９個場次１８個專題演講，只得以時間、關
聯性強度高的單位為列入執行場次，包括：跨部門非政府組織、公部門之動保、警政家防、

家暴、兒少保護、社會局、家庭教育、衛生局、教育局等領域。本次執行場次的單位包括

亞洲環境生態護育交流協會、臺北市動物保護處、現代婦女基金會、善牧基金會小羊之家

目睹家庭暴力兒童服務中心、臺北市與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臺中市政府社

會局社會工作科、臺中市第二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

學系等，共 326位專業工作者、以及一個動保場次開放關心此議題的社區民眾參與。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2018年底美國聯邦法通過《寵物與婦女安全法案》
（PAWS Act），將原本排除在家庭暴力保護系統之外
的同伴動物納入保護傘，提供遭遇家暴的同伴動物

與倖存者共同受保護令、庇護等援助的福祉。承上，

本計畫以跨領域社工、動保員培力之專題講座，期倡

議家庭暴力對同伴動物造成的虐待、疏忽、人類 -同
伴動物暴力的關連性、家庭訪視評估工具等議題，以

及提供認識狗兒的行為訊息、人與狗兒安全互動的準

備，觀察狗的行為進一步了解家庭的情況，以利工作

者在動物評估工作上資源的支持。

1. 本計畫社群包括：婦女、兒少保護督導、社工師、動保處、動
檢所動保員、動保團體工作者、大學社工等相關系所、關心此議題民眾，嘗試以跨部門對

本議題的理解與認識、交流協作的可能性。

2. 議題倡議發展：以不需付費、每場次兩個主題講座形式。主要兩種宣廣管道：(1)發公
文附簡章海報至相關單位與機構 (2)網路宣傳。考量疫情的影響，以相關部門、機構提出
申請，由申請單位負責場地、行政相關工作。

3. 講座一主題「美國家庭動物和婦女安全法 (PAWS Act) --認識家庭暴力與兒童、婦女、同
伴動物連結迴圈」主講人萬宸禎 (本計畫主持人 )。講座二主題「面對家訪家庭中的狗兒
的準備 --認識犬類同伴動物行為」主講人黃薇菁 (吐蕊魯格斯 IDTE國際訓犬師、TTouch
伴侶動物療癒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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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苗栗縣愛貓保護協會

人口老化且子女移往都市討生活，年長的父母隻身在家鄉養老，孤獨容易生病。我們是否

可以不用花大錢、不動用太多人力來改善這個問題？街貓在鄉間遊盪，因未絕育致問題叢

生，誘捕絕育街貓，挑選並加以親訓，最終可以在老人懷懷據點，成為適任的陪伴貓。

1. 拜訪餵養人及尋貓芳蹤 (08月 10日 ~09月 25日 )

2. 誘捕、絕育、原放、追蹤 (09月 08日 ~11月 25日 )

3. 教育宣導活動 (08月 17日～ 10月 22日 )

4. 志工訓練與飼主責任推廣（09月 06日）

5. 參與社區發展協會舉辦的淨灘活動，擴展宣導範圍。

6. 貓咪進駐與交接訓練 (11月 12日 ~目前仍在進行中 )。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1. 絕育該區街貓 22隻，救援中途一隻幼貓，待產母貓一隻。

2. 拜訪餵養人 5人，宣導乾淨餵食。

3. 六場宣導教育講座，和長輩們分享貓咪的習性與特質。

4. 一場志工教育暨飼主責任講座。

5. 參與社區協會舉辦的淨灘活動。本次參與淨灘活動考量原因為：願意參加淨灘活動的

人士，大都是關心社會議題的，透過這樣的活動，可以順利獲得這些人士的關注與認同。

6. 安置一隻中途街貓，訓練及場地磨合，期望能順利的陪在長輩們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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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灰灰友善動物協會

「讓人對動物友善」是灰灰一直以來的夢想核心，「只有人改變，動物困境才真的有機

會改變」，我們開始思考比較長遠的計劃 -要有一個夢想基地作為公立收容所和認養民

眾間的中介者，不只是提供完善的認養前置工作和後續

追蹤，也是一個充滿愛、誰都可以來接收動物新知和學

習照顧動物的地方。

我們選定高雄駁二藝術特區的『本東倉庫』為友善動物

前期基地，串連附近店家一同營造友善動物的街區，在

商店內設置各種如何與動物相處的標語，並利用商店空

間中途並送養犬貓。

我們相信教育與潛移默化的力量，因疫情因素我們化被

動為主動到鄰近學校進行教育宣導。

進行了課程活動 -你家的貓狗繪畫手作課程 /狗狗社交互

動課程 /嗅聞遊戲場

寵物溝通分享與冥想體驗 /寵物告別讀書會（末期寵物的

心情照護指南）

目前建構中的友善動物基地位於高雄駁二特區內，是在

地與外地人潮均會到訪的區域，交通方便、易達性高，

地幅廣闊，且有公園是一個非常適合動物散步的場域。

由前期基地本東倉庫以課程、展覽活動、商品等的獲利

支持這個夢想，這是實踐也是實驗的第一年，在這樣的

模式中是我們對未來基地建立後的想像更為明確，建立

減少棄養的認養模式、創造人們與動物之間共好的學習。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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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怡泰然通運有限公司

怡泰然通運有限公司向來積極推廣動保觀念，配合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嘉

義縣獸醫師公會與嘉義縣保護動協會，辦理生態教育推廣生命

教育活動。公司講師於南華大學就讀哲學與生命教育研究所觀

察鄰近社區人與動物衝突增加。為深化民眾認同動保觀念並永

續經營社區，與大學及社區結盟，普及動物生命教育觀念。

執行場域：南華大學旅遊學系趙家民博士教授及哲學生命教育研究所沿大林鎮火車站前

各社區為主，輔以縣政府及鎮民代表會資源，與嘉義縣保護動物協會、嘉義縣諸羅護生

協會及大林慢城商圈協助；以商圈區內企業資源支持及協助宣導。號召各社區志工媽媽

及學校學生將火車站前各社區沿線以生態造景布置綠廊，以蜜源植物及當地竹產業廢棄

竹子造出當地特有生物諸羅樹蛙、貓頭鷹、大冠鷲等蝶道及布置景觀，達到宣導生命教

育與減少農業廢棄物目標，並配合國內疫情輔導生態小旅行創造社區無污染產業。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1. 社區居民 :在社區開設動物心靈繪畫及刺繡手作包課程 ,植入尊重生命觀念進行社區

培力 ,反轉愛動物造成社會問題觀念。

2. 動物 :設置集便袋取用點 ,宣導溜狗不留便觀念 ,在社區小旅行路線設置蜜源植物改

善環境生態。

3. 公所 ,代表會 ,村里長 :提供場地外協助溝通宣導觀念 ,減少居民誤會 ,打造好嘉園。

4. 環境清潔及治安 :餵食點外移減少髒亂問題及人車交通 ,治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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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

恆春半島位於臺灣屏東縣，三面環海，涵蓋了獅子

鄉、枋山鄉、車城鄉、恆春鎮、滿州鄉、牡丹鄉等

鄉鎮，雖觀光事業興盛，關於犬貓醫療資源卻十

分短缺。協會自 2017 年至今，因當地愛心人

士所提出之絕育需求而前往，進而發現其

中飼主飼養觀念傳統、人犬貓應生活區域

重疊所造成之衝突等問題。

1.  家戶調查宣導：

 由協會人員帶領志工夥伴至恆春半島當地進行逐戶訪查，第一線瞭解當地犬貓與愛心

人士所遇之困境，研擬對策並執行。

2.  絕育活動現場飼主教育：

 除辦理絕育活動外，望以免費資源做誘因，提升當地飼主責任意識及改善飼養觀念。

3.  串聯當地愛心人士與相關資源：

 望使當地愛心人士可互助合作，持續關注當地動保議題。並以中間人角色，媒合當地

動物醫院資源與愛心人士之合作。

1. 執行 15 日家戶逐戶訪查、宣導行程。

 地區包含：車城鄉統埔村、射寮村、後灣村等。滿州鄉：港口村、響林村等。恆春鎮：

網紗里、城北里、城南里、南灣里等。

2.  舉辦 2 場國小動物保護教育宣導課程，共觸及 62 人次。

3. 串聯當地志工 6 人，持續推動恆春半島當地動物保護運動進行。

4.  與恆春地區 1 間動物醫院取得合作共識，持需提供當地浪犬貓絕育資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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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犬博士股份有限公司

浪犬博士創辦人居住於淡水社區，發現淡水因空地多，

流浪犬隻容易群聚，導致流浪犬隻和在地居民的衝突

頻傳。例如：犬隻追咬民眾、追趕輕軌等。面臨頻繁

的人狗衝突，民眾也不得不正視浪犬與社區共存的議

題。面對如此接近身邊的案例，希望以團隊的專業結

合社區金三角，一同改善人狗衝突問題。

計畫包含兩部分，培訓課程與服務行動，

藉此串聯社區三方重要角色，學生、居民

及孩子。浪犬博士團隊和真理大學心理師

合作設計出的 7堂培訓課程，學生除了學

習了解狗狗，也學習認識自己，更理解什

麼是「看見差異，學習尊重」。培訓課程

後的服務行動，學生透過實際進入校園和

社區行動，將所學內化並擴大影響力孩子

及居民中。

浪犬博士團隊舉辦 7 場實體課程，在社區

投入 60 顆友善動物的種子。並以服務行

動，舉辦一場淡水友善動物講座與生命教

育工作坊，講座讓培訓學生帶領工作坊，

協助社區居民了解正確和狗狗相處方式；

工作坊讓學生將培訓課程所學轉化，並前

往淡水新市國小，教導國小二年級學生生

命教育。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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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青年社區發展協會

青年社區發展協會在 104年沒有任何奧援下，以自身的力量，營造「友善毛小孩社區」，

推動 TNVR，讓社區的浪浪能獲得新的「人」生，原地放養的浪浪自然形成與社區居民

一家親的溫馨畫面，社區總體營造的同時，計畫永續多元打造適合居民與動物親善並存

的環境。

此計畫增設社區景觀打卡點、宣導牌、

實體設備、社區動物地圖、拍製影片宣

廣等多項友善動物社區營造，讓青年社

區於動物保護與友善動物之領域更臻多

元，建立了一個友善動物社區共融的示

範教學場域，同時規劃場域的參觀路

線、解說導覽、加入教材教案，使其向

上發展、向下深耕、普及大眾知能的空

間，將成為各界參訪、觀摩與相互學習

交流的地方。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青年社區 104年起的 TNVR療癒園圃、動保宣導小冊等友善動物社區營造，此計畫將其

活化與多元 ~~

1. 於社區中庭舞台 LOGO樹旁設立一犬一貓之文創藝術景觀打卡點。

2. 社區中庭及周邊設立具社區意象之 6處宣導牌。

3. 設立 5處定點乾淨餵食點 (貓屋 )。

4. 設置 1處社區友善動物便便袋供應箱。

5. 社區動物普查 (社區動物地圖 )。

6. 辦理狂犬病疫苗施打。

7. 拍攝社區友善動物共融實作成果記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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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科賴美信老師
「寵物療法與護理課程」專業選修課程

近年來飼養寵物及動物保護的風潮興起。流浪動

物議題及校園流浪動物的問題，也相伴而生。面

對生活環境中出現的流浪動物及社會議題，需要

智慧、知識與經驗，更需要傳承，因此，透過學

校教育及課程學習帶領學生學習更形重要。

於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護理系開設之「寵物療

法與護理」專業選修課程中。參與教師於 8-9月

間，討論及準備各單元主題之運作及相關資料之

準備。於 9-11月間，開學期間，採「共時觀課」

及「共時授課」之方式，進行課室特殊單元 (與

動物溝通互動 )教學、校園流浪貓關懷與社區共

融實作教學活動、與動物保健學程合辦流浪動物

友善社區共融相關研討會。

於 8-9月間建置校園流浪貓友善餵食及關懷戶

外教學場域，共 2場域；於 9-11月間進行課室

特殊單元 (與動物溝通互動 )教學，共 5場；於

10-11月間帶領學生進行校園流浪貓關懷與社區

共融教學及實作活動，共 12場； 於 11月間與動

物保健學程合辦流浪動物友善社區共融相關研討

會，共 2場。完成課程學生教育人數約 160人。

影響另可擴及其他師生及校園周邊社區民眾。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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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門子社會設計

運用服務設計能帶來地方改變，串門子社會設

計同時發展部落照顧服務員培育，同步發現許

多仍有活力、剛退休或是過去有養雞經驗的長

者，想著若能透過養雞帶給長輩生活目標、轉

化經驗、文化交流，或許能改變許多長者的生

活，因此展開一系列行動。

921大地震後，大安溪被稱為和平區的貧窮線，原本美麗的

流域灰濛濛的，幸好靠著原鄉部落的重要耆老們、投入救災

重建的公益組織與部落婦女、教會、重要人士，重新打造大

安溪家園。將近 20年過去了，大安溪一如往昔孕育土地，而

我們也看見在地的需要和可能。除了 2019年便蓬勃發展的共

生長照服務，我們也向當地族人宣導友雞生活。在自家和社

區就可飼養母雞，運用家中閒置空間，也重新規劃自己的退

休生活，創造與社區不同世代間的連結，讓親近動物—養雞

這個議題，不僅作為部落的創新亮點，更可以留給下個世代，

人與動物是可以在社區共同生活、共融的生命教育。

串聯和平區當地社福組織，目前共協助 6戶居民及長者投入

養雞，我們將此次經費用於辦理社區宣導活動，透過有趣的

服務設計，直接感受人與母雞的共融體驗。例如：友雞美食

分享日，鼓勵族人分享養雞的樂趣及收穫，並將雞蛋帶來社

區共有空間，找來老人、小孩，共同來場友雞美食分享活動；

也鼓勵族人與鄰近學校的小朋友組成夥伴，練習母雞賽跑，

結合社區活動辦理第一屆的友雞運動會！透過這幾場活動，

讓民眾徹底改觀，哇！原來社區真的可以養雞耶！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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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辦公處

豐裕里在插畫藝術家亦是動保志工的貓咪里長創新翻轉下，友善動物種子已萌芽並開始

成長，成功顛覆民眾對動保與流浪動物飼養的傳統印象，在大多數里民都認同並順利踏

出第一步後，再接再厲為友善動物社區創造新的里程碑。

上屆計劃已設置乾淨餵食小屋，順利解決民眾隨地餵食

街貓的惡習，今年再邀請更多藝術家加入，以溫馨趣味

風格繪製創意小屋，讓社區更添藝術氣息。透過以動物

為主題的舞台表演、市集及趣味變裝的動物面具遊行派

對，以社區街頭遊行方式，大規模宣導善待動物、尊重

生命、防止虐待與棄養。首度邀請十二夜導演 Raye街頭

開講，深度探討流浪動物議題與生命教育。

創意趣味的動物主題活動與社區講座，成功吸引大小朋

友全家共同參與，活絡親子關係，延續關愛動物的熱情。

透過媒體記者採訪，配合地方民代、知名藝人響應推廣，

電視新聞、廣播電台強力放送與網路社群分享宣傳，

『Love鄰距離 -動物共融社區』已發揮無遠弗屆的影響

力，也有更多學校師生主動加入參與協助，結合藝術、

動保與環保，共同營造更成熟的友善動物社區文化。

計畫緣起

執行過程

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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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動物輔助治療專業發展協會

本計畫乃延續去年計畫，去年完成了【建構知識】【引發社

區連結感】【體驗效能感】，激發了社區民眾在動保的【認

知】與【情意】層面的建構。今年以【組織共學團】【動物

友善社區技巧班】【自主規劃】【執行社區服務】等行動繼

續培力在地人與動物彼此友善的社區實踐力。

本計劃在全國北中南東四區依照團隊在地需求與特色各自發

展。北區為一群因遛狗結緣的公園狗友，因為經歷社區人犬

衝突而自組共學團，透過訓犬課，營造友善動物力量；中區

由人犬衝突較多的里啟動，在里辦公室開設訓犬課，再由共

學團結合治療犬參與市議會前的擺攤活動，推廣無壓力的共

融關係 ; 南區則在婦女館舉辦【一起變好】工作坊，招募社

區民眾與婦女志工帶狗參加共學班，並在公共空間進行動靜

展演，讓社區民眾共同見證毛小孩之變身成果。東區由東華

大學與本會合作辦理在地共學團，建置【有毛氏】粉絲團平

台、米克斯親和訓練課後辦理 4場認養活動，以增加認養率。

北區： 透過共學班，有收養浪犬的家人了解更多狗兒的想法，親子關係更緊密 :有衝動

的狗兒順利成為家中咖啡館的店狗 ; 有以往是公園小管家的小小狗，平復了媽媽復發的

的憂鬱恐慌症狀。

中區：共學團成員參與市議會擺攤、繪本講座、小學宣導，共影響近 600人。同時其中

一組人犬通過治療犬認證成為合格治療犬。

南區：【一起變好】工作坊將共學團學習過程記錄下毛孩與家人改變的過程，展示在婦

女館空間並舉辦分享會，讓民眾驚艷公部門空間竟也可以成為動物友善空間。

東區：【有毛氏】臉書粉絲團觸及人次已 8000位以上，共學團約 20人參加，

4場社區認養系列活動接觸人次約 100位社區民眾及東華大學學生。共學團中 4隻米克

斯中途犬，1隻已被認養，2隻正有社區民眾主動詢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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