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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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6 年 2 月 6 日起我國公立動物收容所全面停止人

道撲殺後，受限於地方政府投入動物保護工作資源落差，現階段

仍存有城鄉養犬觀念差距，捕犬壓力仍大於認養及收容數量，動物

收容品質、流浪動物與人和環境的衝突，仍常是外界關切的焦點。

然而減少人犬衝突，改善遊蕩犬生命品質，取決於民眾看待動物的態度，

因此透過向社會各界徵求能有助推展友善動物社區意識之創意行動，並

以解決社區民眾問題為導向，依區域特性設計有效的友善動物模式，並能

同時符合社區居民需求的共融模式，期能在民眾與動物間取得雙贏，建立

尊重動物生命的價值觀，營造善待動物、和諧共生的友善社會環境。

為達到「動物友善城市」的目標，農委會本 (108) 年度補助財團法人台

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辦理「友善動物社區共融實作計畫」，本計畫鼓

勵村里民眾與國內相關動保團體、政府機關、大專院校等，結合在地

經驗與國際趨勢，提供創新、活力、多元的社區共融辦法，開發更

多改善在地人犬衝突與犬貓福利之創意協力方案，以增加「友善

動物社區共融」實作案例，建立學習樣板，期能提昇我國動物

居住福利，打造同時適合居民以及動物生存的環境，邁向自

發、合作、創新的動物友善社會。

辦理友善動物社區共融實作計畫之
背景說明及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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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過程

透過以動物為主題的舞台表演、市集、流浪

動物認養及動物面具遊行活動，大規模宣導

善待動物、尊重生命、防止虐待與棄養。設

置乾淨餵食小屋/貓咪廁所，街貓全面絕育，

避免過度繁殖與深夜擾民行為。舉辦飼主教

育課程來建立正確飼養常識與加強責任教

育。『遛狗不留便，隨手清狗便』活動促使

各鄰鄰長、居民與飼主們彼此約束提醒，終

結狗便汙染。

計畫成果

原本預計以里民為對象的活

動，結果引起地方民代、電視

台、廣播電台、知名藝人們陸

續響應推廣，還意外吸引更多

其他社區民眾與學校師生熱烈

支持與參與，甚至也想效法學

習，成功顛覆民眾對動物保護

的傳統印象。未來也更有信心

繼續為動物發聲，將動保種子

遍撒中都各里及更多更遠的社

區…

高雄市豐裕里
動物幸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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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豐裕里位於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聚落，是一個未經社造洗禮又處處充滿里民對幸福期待的老

舊社區。身為插畫藝術家亦是動保志工的新任里長，有感於里內街貓與家犬因長期疏於管

理、飼主缺乏責任教育，對整體環境與生活品質影響越來越嚴重，決定排除萬難與志工團

隊著手推動『動物幸福社區』計畫，盼能藉此凝聚社區意識，點燃里民對關懷動物的熱情！



執行過程

藉由計畫推動，讓大家理解流浪動物與收容所
是社區的一部分，理性召開會議，鼓勵在地社
區發展動物福利及環境保護志工。

結合性的參訪，從收容所出發，進入社區人文
走讀，讓更多民眾認識燕巢特殊的地理與人文。

輔導鄰近小學成為全台第一座以『動物保護』
為校定課程的特色學校，突破同溫層，成為全
台灣最接地氣的動物收容園區。

更重要的是，翻轉收容所形象，並能成為其他
收容所進行動保教育之參考。

Hello Animal @燕巢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計畫成果

鄰近校長、里長從無感到願意一起勾畫未來藍
圖合作，理解流浪動物及主動協助，減少居民
與動物收容所間的距離，打造共好社居。 

園區參訪結合周邊環境資源，除吸引人潮和夥
伴，也能更進一步合作了解。

以動物收容所為發展動保核心，結合生態保育
等環教議題，融入美術課與學童共同發展友善
動物共融社區指標，都將成為園區與學校特色。

無論計畫後續能否持續執行，我們已經累積不
一樣的經驗，並且開啟對話。

籌畫 Hello Animal 友善動物社區共融

與社區、在地協會及學校開啟理性對話

參與社區、在地協會及學校
資源分析及盤點資源

邀請社區、在地協會及學校
參與園區相關執行計畫

共同規劃執行能結合在地特色的
友善動物與地質生態等活化計畫

建構一座人與動物和平共處的社區
全台灣最接地氣的友善動物關愛教育園區

【Hello Animal @ 燕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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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上個世代要我們接受流浪動物只能是鄰避設施，建
立與改建必經在地抗爭，但現代化的收容園區除符
合動物福利，更完善適合親子休憩的友善環境設施。 

我們決定從自己開始改變，我們要給下個世代不一
樣的定義！我們想結合在地共同發展，重新建立一
個對環境及人類皆友善的場域，所以就有了『想翻
轉收容所形象』的努力目標。



『散步散佈 GO社區尋守隊』
臺東縣生命關懷

依現況歸納三項要解決的問題及因應的服

務措施：

一、社區安全網絡缺乏問題：

透過動物夥伴培訓課程促進社區居民的自

覺與動員，以動物夥伴巡守隊方式定期尋

守社區，在社區內形成定點式及走動式的

社區安全網絡來強化社區安全網絡。

二、社區關懷資源不足問題：

社區內互助力量未凝聚，且缺乏可近性資

源，無法及時因應社區弱勢家庭的困境，

透過關懷社區弱勢家庭及動物輔助治療服

務之互助機制，增進社區關懷功能。

三、不友善動物行為問題：

推廣乾淨餵養流浪貓狗觀念，並連結在地

友善動物店家，提供教育宣導及設置街頭

餵食站及乾淨餵食屋，讓流浪動物與民眾

在社區和平共存，提昇社區動物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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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與動物同樣有生存及生理、安全、歸屬感、自尊、自我實現的需求，而犯罪事件增加

被害恐懼感，造成人們社會互動減少與疏離，無形中限制弱勢者行為活動；政府提供弱勢

家庭福利措施為經濟補助及照顧資源，長期關懷資源明顯不足；過去飼主棄養及未節制繁

殖的流浪動物，及人們對動物的誤解及不當飼養，造成環境衛生疑慮，影響居民對流浪貓

狗及餵養者誤解，造成毒貓狗事件頻傳。



社區親子說故事給狗狗聽兒童閱讀計畫

動物平權促進會

執行過程

1. 本會邀請善牧基金會承辦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西區單親中心共同協辦，共舉辦 4 梯工作坊。

2. 工作坊主題教學以關懷動物保護的繪本扣連
人與動物關係倫理、同伴動物議題、被展演動
物議題、以及棲地動物議題作為四梯工作坊主
題教學的基礎。

活動設計一：說故事給親子聽時間

活動邀請關心動保議題講師透過觀察、遊戲、
模仿、設計說故事給親子聽時間、聽動物保護
故事、朗讀繪本等充滿創造力的方式，融入動
物平權觀念，強調親子與動物關係，透過與教
學犬互動體驗，引導兒童以友善、仁慈、尊重
的態度對待社區、生活中的動物。預防社區親
子與孩童以懲罰、棄養行為對待動物。

活動設計二：故事給狗狗聽時間

帶領者：教學犬阿肚和 DIOR 與他們的媽媽，
引導兒童如何觀察狗兒行為、如何適切與狗兒
互動，共同輪流朗讀繪本給阿肚和 Dior 聽。

活動設計三：活力充滿 -- 律動時間

帶領者：萬家羽  ashtanga yoga 師資認證教師，
引導兒童透過身體律動和瑜珈模仿動物的行為
和語言。

活動設計四：創造力充滿 -- 手作塗
鴉捏土時間

帶領者：插畫家貓魚 ( 蔣孟芸 )。呼
應上午主題教學，以多元媒材引導孩
子創作出對同伴動物的動物的需求、
動物生活的棲地的關懷的作品。

計畫成果

家長和兒童對於工作坊的課程給予非常好
的肯定和回饋，收穫豐富。家長回饋活動
透過多元不同的課程讓孩子們專注投入，
能夠展現自己的創造力，引導孩子與動物
正向的關係，朗讀給狗狗聽和創作自己喜
歡的動物，表達對動物的愛與尊重，不僅
讓孩子也讓家長深刻的同理對在我們社會
中的動物受苦處境給予關心，升起想要幫
助動物的心，不囚禁動物讓動物能夠自由
的生活在原本的家森林、大草原是很重要
的教育。而四梯所有參與講師、工作人員、
志工等共同協力用心投入圓滿完成此計
畫，看到參與的親子專注地投入活動中，
表達及創作對動物的關愛與守護，即是此
計畫工作坊動力來源，舉辦此活動最重要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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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TAEA 動平會以歐美說故事給狗狗聽計畫 (Read to dog) 教育為藍本，將動物平權教育深耕普
及於社區親子族群與兒童保護中心，舉辦「社區親子說故事給狗狗聽兒童閱讀計畫」。以關
懷動物的繪本提供父母與孩童體會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平等性，以遊戲學習，建構守護動物知
識、情感及行動力，在日常生活中落實在動物保護、動物平權的價值，讓種籽生根發芽茁壯。



新北市樂活樂寵物協進會
優質的寵物慢活社區生活 [TRS]

二、優質的寵物慢活社區生活 [TRS]

1. 計畫緣起

寵物缺乏休閒與空間，易導致心靈問題。缺乏禮貌

與訓練 , 常引起社區的衝突與反彈。飼養知識上的

缺乏，也常引起社區的髒亂或傷害。人寵共榮的生

活型態，不僅可促進社區人際關係的和諧與親密，

也回歸心靈的健全、回歸生活的純粹。

2. 優質的寵物慢活社區生活 [TRS]

結合人寵共榮的三項活動生活型態，即為優質的寵

物慢活社區生活簡稱 TRS

心靈與藝術的療癒社區生活 [Therapy]

毛孩的活動 + 藝術 + 心理 + 醫療三個領域，將藝術

心理治療與創作即治療的心理治療概念，推廣至精

神醫療、心理成長、教育活動、創作成長等各領域。

禮貌與乾淨的放鬆社區生活 [Relax]

禮貌的飼主和毛孩，以及寵物基本的乾淨教育，有

助於培養主人與寵物間的默契，社區人犬的相處放

鬆不對立。

親子與真誠的分享社區生活 [Share]

分享包含了等待與輪流重要的觀念，以及觀察與禮

讓的行為。用尊重及熱誠分享人寵共榮的樂趣，家

長以身作則，為孩子作出分享示範，知識經驗的傳

遞，心靈情感的交流。

三、計畫執行方式

每星期與每月的固定活動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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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位簡介

新北市樂活樂寵物協進會最初成立宗旨在於協助建立正確飼養寵物觀念及方法，集結社會

資源協助改善流浪動物狀況，協助動物收容所中心改善飼養環境，以及認養寵物諮詢。透

過親子活動、毛孩認養、生命教育、公益講座、親子、繪畫、照相等多項互動等課程及活

動活動，創造一個「探索生命價值」的機會。



社團法人台灣動物
輔助治療專業發展協會

本案將自行研發的帶狀活動設計，依各

區特性用於國小、國中、高中及大學，

及老人社區。結果發現在【動保講座】

方面，對國高中生而言成效極好，甚至

受到教師肯定能與 108 課綱結合。大學

生在【社區動物觀察】方面是最能引爆

創意與動能的族群，這個活動能夠實際

激發大學生立即實踐社區參與。各級學

生及社區長輩都在【動輔服務觀摩】的

經驗中開啟了認識正確對待動物能對人

產生正向影響的魅力。而在各區的分享

會中，都有學生家長、社區長輩，以及

大學生主動表示願意進一步加入動物輔

助治療團隊的培訓。未來將有希望成就

【自己狗狗服務自己社區】的願景。

動物輔助治療在動保教育的社區共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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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乃以推動動物輔助治療為核心，動保教育是本會的輔助性業務，過去在校園或社區推

廣動保，發現當中欠缺引導社區民眾在人與動物關係的實質執行能力的重要經驗建構歷

程。故本案透過建構由【動保講座】( 強化認知 )、【社區動物觀察】( 社區連結感 )、【動

物輔助治療服務觀摩】( 產生效能感 )、以及【分享會】( 形成共識 ) 四步驟，串成帶狀活動，

以落實【認知 - 情意 - 行為】的教育理論。



執行過程

玩家透過大富翁內圈代表「養狗前」的自己，累積養狗前

需預備的能力 ( 如：學習狗狗醫療資訊、[ 情境題 ] 若家人

反對養狗怎麼辦？ ) 在每一個情境中補充相關知識並引導

玩家們互相腦力激盪出各種可行的方法； 待玩家評估累積

足夠的能力後可決定養狗，至大富翁外圈體驗；「養狗後」

的共同生活，於事件中衡量自己是否有能力負擔並獲得相

對應的好處 ( 如：幫狗狗洗澡需要付出時間，但能夠換得

與狗狗的感情增溫等 )。

計畫成果

這十場次中參與者的年齡及族群分布較廣，對於養

狗相關知識的認知程度不一，透過帶領者依照參與

者的需求調整所授知識內容深淺，每位參與者都能

夠於遊戲中習得正確的養狗知能、對於「未來何時

能夠養狗」一事更為深思熟慮，我們期待由參與者

開始，將所學帶回至生活中，與周遭的家人、朋友、

同儕、鄰居等不同的社群網絡中分享，帶動更多人

關注此議題。此計畫中的社區概念不限於「同一地

理位置」上的社群，於網路的社群媒體中分享與討

論，亦能夠將正確的「飼主觀念」推廣，進而促進

狗狗更友善被對待。

於遊戲最後帶領玩家們反思自己在遊戲中的各種；

「選擇」，其背後所代表的意義都代表每個人不同

的價值觀，討論並學習要如何在自己的價值觀下做

出對動物最友善的對待方式及基本責任。

動保教育桌遊「小主人大富翁」成果概要

社團法人台灣土也社區行動協會
(與狗相癒—療癒犬心理工作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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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我們在過去的服務中發現，大多數人對於飼主責任並不全然了解，尤其是未成年的兒童與

青少年，容易陷入養狗的過度美好想像當中，似乎較難在飼養前，完整考量到真正飼養動

物後可能會發生的事及因應方式，容易因為人與動物之間的誤解與對立，導致照顧不當的

問題，甚至造成家庭溝通或分工上的衝突與敵對情形。



社團法人台灣愛狗人協會
滿福堡在這鄰

牆面彩繪是當地居民樂於接受的成果，

使當地居民對於街貓敵意略為降低，

並接受以絕育代替捕捉的方式，讓街

貓得以共存。也因為本次彩繪成果里

民非常喜歡，更多次向我們表示希望

能再增加其他地區的彩繪活動或其他

宣導活動，更有高雄地區其他里的里

長，希望我們也能為他們的里進行彩

繪。藉由這樣的方式推廣絕育代替捕

捉，讓街貓街狗得與社區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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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鳳山區縣口里，是一個廟宇與商家林立的地方。卻有兩間空屋存在。而市場是一個

容易有剩餘食物產生的地方，因於造成有約莫 100 隻的街貓群居於此。因為如此數量龐大

的街貓存在引起了愛心媽媽的注意，並於此固定照顧這群街貓，亦因此產生嚴重的人貓衝

突，里長與當地居民對愛心媽媽相當不友善。為求這群街貓得以繼續生存不受傷害，愛心

媽媽只好在半夜的時候才來照護街貓。這樣只會造成永遠的對立，無法真正解決街貓問題，

因此藉由這個計畫，著手於最困難的區域，進行社區共融計畫之執行。



社團法人臺中市好幸運協會
哈庫那馬踏踏‧動物友善方程式

1. 主題一：動物友善大串連

找尋在地友善店家，共同推動友善動物的理

念，描繪出屬於惠中里的動物友善地圖，形

成雙贏共好善的循環。店家張貼專屬識別標

誌方便民眾容易辨識。

2. 主題二：與動物作朋友 - 繪本共讀系列

繪本共讀與狗醫生相見歡、動保桌遊，在愉

快的氛圍中學習正確的動保知識，也在趣味

性之外，讓參與者就知識面、財務面及時間

上的分析判斷，來自我檢視是否已具備可以

成為飼主的條件。

3. 主題三：辦理「浪愛到你家」攝影展

透過鏡頭述說街頭生命故事，善用影像證明

流浪犬貓被救援認領養後的幸福樣貌。徵求

富有溫度的照片並公開展覽參賽作品。破萬

筆的投票數及超過 7.7 萬次點擊，讓活動的觸

及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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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藉由計畫跳脫動保同溫層，讓更多非動保人開始關注並重視動物議題。南屯區惠中里

位在臺中市區的核心，這裡人車眾多、商業繁榮，我們希望環境即使忙碌，也能在忙碌的

環境中形塑出一個動物友好空間。所以 , 我們展開了以下的計畫 ~



計畫成果

1.08 月 29 日成功化解居民間因貓產生的衝突。

2.09 月 14 日成功辦理貓屋彩繪活動，簽到人數 166 人。

3. 與反對人士陳太太溝通，並解說 TNVR 的功能，陳女士釋懷且接受街貓。

4.11 月 25 日協助居民，行文頭份市公所，請求在該區貓咪出現熱點，裝設減速丘及減

速警告標誌。11 月 28 日已完成會堪，公所應允在該區自來水管線汰舊換新工程完畢，

且里長協助簽署同意書後施做。

貓&古厝の奏鳴曲

社團法人苗栗縣愛貓保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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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5~6 年級生的兒時記趣：有古厝、童玩、朋友及動物陪伴、綠草樹蔭 … 等，現

在已經一處難尋。恰巧在苗栗縣頭份市有一處全台古厝保留最多的蘆竹湳，因

早期工業區進入，空氣污染嚴重，人口外移，以致房舍荒廢，卻因此保留了數

量不少的古厝。這裡到處都是貓，這些貓不但未能獲得妥善的照顧，而且造成

餵養人與鄰居間衝突的導火線，於是本計畫欲在古厝的風土人情加入友善動物

的元素，翻轉居民對貓的髒亂吵鬧印象，打造一個友善動物的示範社區。

執行過程

1. 社區犬貓普查

2. 街貓誘捕、絕育、原放、追蹤

3. 教育宣導活動

4. 辦理貓屋彩繪活動

5. 貓屋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