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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是我最快樂的幸福

相信有你，未來會更美好

寄養家庭這一路

全家人共同的志工服務

如果時間可以倒轉~

我和我的三個女兒





有你，是我最快樂的幸福
凱瑋 & Fendi

Fendi是一隻非常可愛又活潑的導盲犬，很喜歡玩，很

喜歡新奇的東西。

每一天，陪著我一起上下學，陪著我一起上課，同學們

也都非常的喜歡他，有時，Fendi感到無聊時，那雙水

汪汪的大眼睛就會真的大大的注視著我，鼻中發出哼、

嗚的撒嬌般的聲音，似乎在說：「好無聊喔！我要下課

啦！」輕輕的磨蹭我的腳，我也會輕摸她的頭，一種家

人般的感覺，在我們周圍間蕩漾著。

是你，給了我溫暖，

是你，給了我歡笑，

有你，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榮幸，

有你，是我一輩子最快樂的幸福，

謝謝有你陪在我身邊，Fendi有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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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有你，未來會更美好
柏芳 & Bear

Bear真的是一隻很棒的導盲犬，從1月3號到我身邊，到現在已

經快三個月了，她走路一直都很有自信，抬頭挺胸，跟她一起

走路讓我覺得很安心。

最近我們一起來宜蘭上課，在這段期間裡，她表現的非常好，

也非常貼心，記得我跟她第一次出去玩是到學校附近的宜蘭林

場文化園區，園區裡面有許多步道，聽說風景還蠻好的，那時

候剛好是星期天下午，人潮還蠻多的，其中我們走了一段非常

窄的步道，當下有人提醒我那個步道大概只有一人的寬度，但

Bear非常小心翼翼幫我看步道，看得很認真，她一步一步地帶

著我慢慢走，最後我們兩個一起很順利通過那個老師說天堂路

,我很感動。

Bear已經把我的安全考慮在最前面，雖然我跟她在一起那時候

還不到3個月，但感覺Bear已經把我當成她的姐姐了，相信以

後我們會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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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者在使用手杖的時候，多半只能被

動的偵測到近距離、前方左右各四十五

度範圍內的障礙物，然而有了導盲犬的

引導之後，視障者行進的速度、安全及

便利性，都會因此而提高許多。更重要

的是希望藉由這種跨越物種的情感與

關係，讓視障朋友更積極、更有自信的

走出自己的路，同時也喚醒社會大眾對

於視障者的關懷及對於動物的愛護。

申請資格： 

1、贊同本會宗旨者。 

2、年滿十八歲以上。 

3、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法定視障人士。 

4、身體健康狀況良好，並經公立醫院檢查證明，

無影響行走能力之重大疾病。 

5、心理健康狀況穩定，人格健全者。 

6、具基本定向行動能力。 

7、具基本經濟能力，可自行負擔導盲犬所需費用

（食物、醫療等）。

申請辦法：

1、符合以上資格者，可向本會申請。 

2、由專人進行訪談、評估。  

3、經本會評估適用導盲犬者，填寫相關資料，

並附上公立醫院所開具之健康證明書。 

4、合格申請者將列於申請者等候名單，經由配

對過程尋找適當之導盲犬。 

5、若經配對過程獲得適當導盲犬，則由本會專

業指導員進行其共同訓練。

審查程序：  

1、書面初審：由承辦人就書面資料與申請者電

話訪談，依審查原則及審查重點後決定是否

進入複審。 

2、複審：安排面談並進行實地訪查，以確實瞭

解申請人與其家庭。協會指導員必須評估申

請人之獨立行動及定向行動能力，並依實際

需要安排多次家庭及工作場所之訪查。

3、結果：以實地訪視之意見為主導，經協會討

論同意後再通知申請者。

24

視障朋友申請導盲犬是免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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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家庭這一路
寄養家庭：紹峰/雅瀞

※全台約有5萬9千多名視障者，但根據內政部統計，真正服役的導盲犬僅有38隻，距離理想導盲犬與視障者

1:100的比例，有極大差距，雖然並非所有視障者都需要導盲犬，但導盲犬數量不足卻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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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換一隻了哦?上一隻是黑色的吧?這一隻好可愛哦!!」
每次帶毛孩們出門散步或社會化，一定會受到街坊鄰居或陌生人的熱情包圍，向王伯伯解釋完，遇到李阿姨也是要

再說明一次，「是的，又換一隻了」，當寄養家庭三年多來，這個疑問回答的次數沒有上千也有破百了。

導盲幼犬從出生一個月後進到寄養家庭家中，大約在一歲左右協會接回到學校訓練，這11個月寄養家庭的基本任務

就是簡單的指令、社會化與持續的關愛。鄰居們除了敬佩我，在幼犬時期風雨無阻的帶到一樓把屎把尿外，持續關

心詢問的就是，「這樣帶了一年多，把他們送走你不會傷心嗎?」

很難過好傷心
每年看著從小呵護長大的孩子要被接回去，

怎麼可能不難過，無論是淚眼汪汪或者

午夜夢迴時突然想起這些孩子，因而躲在棉

被裡痛哭，應該都發生了!!幾年來這個問題

一直無法回答得很好，是因為我也覺得很困

惑，不知道應該用甚麼態度或角色去面對呢

？今年在一個公開場合遇到一個很有禮貌的

阿姨，剛開始很溫柔地詢問，談到最後她發

現居然導盲犬一年後可能被接走，很義憤填

膺的以極尖銳的問句：「你難道是一個沒心

沒肺，沒血沒眼淚的人嗎？」在壓力已經到

極限的情況下我的潛能瞬間被激發，靈光乍

現的以「保姆或老師」的角色來舉例，對方才能夠釋懷「為何我可以殘忍的每年送走一隻」。

作育英才是一種責任
寄養家庭就像幼兒園的保母或是小學的老師，主要功能上除了「托嬰」之外，還有基本技能需要傳授，但無論過程

中我們費了多少時間、苦心並產生了絕佳的默契與深厚的感情，要知道這些孩子始終是別人的，而且有更高的任務

與使命!!

助人是走下去的動力
雖然送走時很心疼好難過，但是理性上要反覆提醒自己導盲犬供需失衡，視障朋友需求的數量很高，但可以幫忙的

毛孩卻嚴重不足，如果我們已經是經協會認可合格的寄養家庭，可以再多帶一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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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己
「阿嬤~~好大的狗！」一個約莫4~5歲的小女孩興奮的叫著並指著Speed，阿嬤表情淡然的快步向前，瞬間一個弓箭步順

勢將孩子帶往身後，用著威脅帶點驚恐的語氣告誡孩子說：「別怕，阿嬤在，黑色的大狗會咬人，我們離它遠一點」。

都市中的孩子很少看見貓、狗甚至蒼蠅、蚊子，每每遇見莫不大驚小怪的手足無措，我們家的孩子也是。

三年多前開始申請寄養家庭，試帶的是白色3歲已經成犬的Oki，領進門的那一刻，雖然已經幫孩子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設

，但親眼看到這麼巨大的毛孩還是難免驚惶失措。幾天後試帶任務結束，兩小從害怕、接受、喜愛到分離，頓時感到帳

然若失，還好很快的出生不到兩個月的幼犬Hunter進門了，兩小又開心的迎接第一次進門的寶寶!!

三年多下來，雖然沒有一個毛孩合格的成為導盲犬，但是受惠最大的是我們家裡的兩大兩小：

1.運動量增加

每日遛狗兼做社會化，保證天天運動30分鐘，萬步一定達成!!

2.天天開心、壓力減少

看著毛孩可愛的樣子，心情都好起來囉!!

3.社交互動多，失智遠離我

每天散步需要不停的回應路人看到舒潔拉拉的眼神，當然詢問互動的更是不在少數。

4.緩解兒童情緒

孩子難過或生氣的時候，擁抱毛孩通常可以讓情緒穩定下來。

5.抗過敏

趁孩子年紀小就和毛孩相處並習慣，過敏的機率會減少很多。

6.正確照顧毛孩的知識

原來自己從小到大養狗的知識都是錯的，感謝協會的教導。

7.離別 ~ 一輩子難學的課題

送往迎來的過程中，讓我們與孩子都慢慢地學會了處理「生離」的心情，至於「死別」可能再晚一點，等我們都堅強一

點再說！

時間不夠用是現在的人很困擾的問題，每周想從事公益

活動回饋社會、想空出時間運動保養身體，工作壓力大想放

空舒壓、回到家看到孩子鬧情緒希望花時間好好安撫他們並

與家人親切互動與交流，每一個想要都需要個別花時間安排

，無奈一天就只有24小時，只能將所有的想要捨棄，又回到

原來忙碌的生活中！

成為寄養家庭可以同時達成很多的願望，社交、公益、

運動、紓壓、親子互動、情緒管理、學習......，做一件事

帶來七種以上的效益，正是時間不夠用的我們最想要的高效

率解決方案，聰明如你現在就加入寄養家庭，平衡人生目標

、幸福一生！



全家人可以一同參與的志工服務
寄養家庭：怡佩/振傑

我和先生一直在思考要如何帶著孩子當志工，我們認識的管道不多，許多志工服務是大人才能去執行的設計，直到

我們開始認識導盲犬寄養家庭的工作內容，才開始去想也許可以試試看，等小女兒上幼兒園大班後，我白天也比較

有空，可以作狗狗的主要照顧者，就這樣開始寫申請書，然後Ally帶著Double出現在我家門口。

感謝Double在我們家這麼的乖，讓我們有信心當寄養家庭，也從一開始懵懂狀態，逐漸茁壯找出信念，先生有次跟

孩子分享時，我在旁聽了覺得很感動

，他跟孩子說，照顧導盲犬是現在我們全

家可以一起去付出當志工的機會，我們好

好地把導盲犬教好，讓牠長大有機會成為

一隻優秀地導盲犬，為視障者服務，這是

神會喜悅我們去做的。

展開試帶生活
Double是導盲犬協會讓我們試養的毛孩，3歲公，非常穩定，很適合用來訓練我們這種菜島家庭。一開始對養狗充

滿許多美好的幻想，但實際上，每天要下的功夫與時間不少，牠每天需要梳毛、擦澡、清潔耳朵、刷牙，為什麼這

麼麻煩咧！因為要沒狗味的話，每天就必須堅持做好清潔，就會減少牠從外面帶回的異味。

前幾天真的覺得很吃力，覺得幹嘛給自己找麻煩，梳毛手好酸，整理好牠，換清潔家裡地板，因為真的很會掉毛，

每天基本要到戶外上廁所5次，還好我只負責白天的2次，但散步一小時就是我帶，這點到是不麻煩，因為帶著

Double去學校幫女兒們送便當，剛好也順便散步了。

就這樣2~3天過去了，我也漸漸習慣有Double的作息和各項清潔作業，Double大概也習慣了，開始會撒嬌，有次我

在摺衣服，把Double放開壁鍊讓牠好活動一點，Double向我走來，頭靠在我大腿上撒嬌，我摸了摸牠頭，牠又走回

去牠的位置，唉～可愛爆表啊！這樣媽媽更甘願為Double做牛做馬了啦～

還有件覺得感動的事，Double最快敞開心房的人是小女兒，牠最喜歡小女兒接近牠，牠馬上會呈現翻肚姿勢，讓小

女兒徹底的玩弄牠，有次我在房裡聽到，小女兒不可控制地笑著說：「好癢喔！好癢喔！」我衝到客廳一看，

Double頭躺在小女兒腿上，用鼻子去磨小女兒的肥肚肚，難怪小女兒一直不停的笑，這一刻，我心都融化了，動物

與兒童最美的瞬間。

剛開始試帶Double時很痛苦，要習慣牠的存在，要做許多額外的清潔工作，帶了一個半月左右，Double去出新任務

了，爸爸說：「Double不在，媽媽現在應該覺得很輕鬆了．」雖然肉體是輕鬆了，不過時間一到，心裡就習慣地想

：「啊～Double吃了沒，Double擦操了沒，該去刷毛了，Double單獨在客廳會不會偷舔手啊！.... 」不時會看看

牠躺的位置，出門少了隻跟屁狗，也覺得那裡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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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與改變
有次跟先生聊到他有什麼未實現的夢想，其一就是養狗，成為寄養家庭也算是為先生實現一項夢想，雖然照顧大狗增

加我不少工作量，但每次看到他牽著大狗出門那背影，哇～好帥氣的男人牽著一隻大狗耶！又再一次心動！為我所深

愛的人成就夢想，真好！所以也因此我們夫妻倆的感情變得更好了，最大的改變是，我和先生對於做家事都變勤快了

，當然這是因為要對自己的承諾負責，所以可以做得沒有怨言，我們倆人的分工可謂合作無間，他上一個動作要做什

麼，下一個動作需要什麼，我都可以先做準備接應，同樣地，他也是如此對我，因為我們都看到彼此的付出，也積極

地想付出給對方，而不是下指令或抱怨對方，這點讓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還有一個關鍵原因讓我下定決定要成為                 

                                                                寄養家庭，那就是我想讓自己忙碌一點 

                                                                ，蛤！什麼，妳有三個小孩ㄟ，還不夠忙喔

                                                                ！是的，全職媽媽的我並不想在孩子上學後

                                                                還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對於訓練小孩獨立

                                                                反而是阻礙的，因為不自覺就想去幫小孩的

                                                                忙，小孩也不自覺就依賴媽媽，於是我跟孩

                                                                子們約定好，要養狗可以，但媽媽得把時間

                                                                分去照顧狗狗，自己就得獨立去做好自己份

                                                                內的事，到目前為止，三個女兒都說到做到

                                                                沒有讓 我失望，甚至做得比我想像更好，

                                                                每次我帶狗出門時會在旁協助我，小學六年

                                                                級的大女兒也開始學習如何幫狗做清潔，哇

                                                                呼！這真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

對女兒們來說，狗狗是最棒的玩伴，也是幫助心情的轉化者，被媽媽罵時，去抱抱狗討安慰，一下子就恢復平靜；全

家人興奮地看著狗狗任何舉動，狗狗的大小事成為我們家重要的話題，把狗狗當家人般維護，這些都是因為是寄養家

庭身份，才讓我們家有這樣美好的轉變。

用心照顧狗狗的成果，誰最會有感覺？答案是：外人，因為讚美都是出自外人的口，每一句都讓我記的很清楚，讓我

可以誇耀自己的努力被看見了；讓我好

有成就感，有動力持續下去。

幼犬Tessa來了
Tessa是我們第一隻正式帶的幼犬，剛來

才二個月大，好小好萌的樣子，真是融化我

們一家的心，也開始邁向學習如何訓練幼犬

之路，有好多指令要教，也要帶著小小的牠

到處去社會化，適應牠不同階段的改變，記

得Tessa第一次參加游泳團訓時，剛開始她怕

怕的在岸邊觀望不敢下水，在爸爸的鼓勵下

慢慢踩進水裡，從不知道怎麼正確地游到開

心地划來划去，第一次就學會了，也變得好

愛游泳，還跟我們去宜蘭外澳游海水，那幕

先生牽著Tessa和三個女兒在海邊瘋狂玩樂的畫面，是我珍藏的美好回憶。



如果時間可以倒轉~再做一次選擇，我們還會
當寄養家庭嗎?  答案肯定是 YES! WE DO!

寄養家庭: 瑋庭/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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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清楚的記得一個無比炎熱的八月天中，期待又開心的寄出申請寄養家庭的表格，就像個等著放榜的孩子天天期待著

通知。終於等到了第一通電訪，這一聊就是30分鐘，劈哩啪啦一長串的問題中腦子也不加思索的一問一答，最後順利的

進行下一關—家訪 !

來了兩位協會工作人員加黑嚕嚕的訓練中幼犬，話夾子一開就停不了的拔拔說得眼神都發亮嘴角的波也準備出來見客，

最後拔拔只能依依不捨的出門上班去，我就知道~賓果了！很幸運地我們又順利過關啦！

後續就是膽戰心驚實作練習的試帶，話說完全沒有養過寵物的我們，看著輔導員帶著一超級超級大的狗進家門，我應該

是有笑笑地歡迎，不過內心問我自己: 我……我……我真的可以嗎？阿…阿…阿怎麼這麼大隻阿？毛…毛…毛怎麼這麼

會掉阿？一大堆的問號都浮現出來，但是沒有太多時間害怕，因為擁有滿身熱情活力肢體語氣超級有魔力的輔導員Ally

，老神在在地教著我照顧毛孩的細節包括刷毛、洗臉、刷牙、擦腳、餵食、上廁所、下指令、互動玩耍的方式等等，真

的就像以前護理回復試教的課程，老師在台上教，同學練習實作. 永遠記得Ally一踏出家門後，我坐在地上跟試帶犬 

Tracy互看著，試著怎麼跟Tracy建立關係，怯生生地摸著她的頭和身體，望著時間滴答滴答的流逝著. 就是因為有了這

個體驗，每每在宣導會場上特別是拔拔都會很熱情的引導小朋友，或是跟沒機會和犬隻互動過的路人們，說明教導著應

該如何跟訓練中的小幼犬正確互動。

訓練中的導盲犬本來就是從每天要執行的這些功課去習

慣成自然，對於新手寄養家庭真的就是一門很重要的功課，

雖然我們一開始常做得很卡，Tracy卻是一動也不動地乖乖接

受，還會回應給你一個大大的笑容，興致一來直接出她的肚

子讓我們摸摸喔！學中做做中學的時光咻一下的過去，輔導

員在評估試帶中的我們時，覺得是可以當 Tracy 的種犬家庭

，在經過多次的溝通與自我評估討論後，也決定接受著個任

務，後來因為新出生的幼犬寄養家庭安排上問題，協會希望

我們能先協助接新生幼犬，一開始我家拔拔因割捨不下的情

感而稍為鬼打牆，最後想想，我們當志工為的是協助協會能

順利推動業務，依照協會的需求與安排給予我們能力所及的

幫忙，而不是反客為主的造成阻力才是啊~也因為這樣的緣份

，2016年11月02日迎來了家中第一位黑天使Sugar(黑糖)。



最特別的經驗旅程，上天安排我們與妳相遇
小小的，黑黑的，臉花花的? 右前腳怎麼有包紮阿? 內心的很多小劇場和問號在打轉…….!!!聽著輔導員的說明，原

來這個小調皮活力十足，好奇又膽大的在半夜想跳出圍籬，腿就這麼卡在圍籬細縫中，送醫檢查後發現骨裂所以用壓

舌板當支架固定包紮; 臉花花則是毛囊虫炎造成外觀上的變化，殊不知這兩個狀況是她活潑無比的預告啊~

黑糖來家裡的第一噗尿是在幫她準備的被被上完成的，當下我還正開心的拿著手機拍照剛好抓到了這神聖的一刻感動

無比. 所有的指令幾乎都是在餵食的時間中引導學習，學習力真的是讓拔麻驚嘆. 在口令下第一次成功的尿尿大便時

，除了馬上給予獎勵之外，真的是開心到想尖叫了！

除了日常生活上的照顧之外，黑糖每周都需至動物醫院回診換藥，感謝協會人員體貼的安排接送，換藥時間是麻咪我

內心最煎熬的時間，心疼著還要笑笑地口頭上的給予鼓勵，加上黑糖會啃咬包紮處、抓臉眼和皮膚，因此也用了一陣

子的頭套，因為麻咪以前完全沒注意家裡濕度的指數，Sugar的耳朵根部因頭套悶住出現了脫毛快自責到翻天了. 現

在我們可是很感謝為了毛孩添購新的除濕機而提升居家環境的品質。經過一個月終於拆除繃帶，接著開始復健之路，

一天四次凹腳腳，還不是太穩的行走著，但每天進步一點，往返獸醫院的日子裡，麻咪我也有較多的機會跟醫師詢問

照顧與觀察復健上的注意事項，也算是額外特別的收獲呢！

幼犬階段出門社會化等於是參與所有人類日常生活，包括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出入公共場所總是會有新鮮事發生，比

如突然來個小大便、撿拾地上的衛生紙/橡皮筋/檳榔渣/菸屁股/樹葉….多到族繁不及備載啊! 麻咪從一開始的低著

頭臉發紅處理事故現場到後期臉不紅氣不喘的立馬抓嘴打開挖出違禁品，再進階到可以提前提醒不能造次. 慢慢地長

大隨著練習的次數增加，Sugar似乎也越來越明白穿上紅背心時該有的表現。常常在搭捷運、公車，進餐廳、小吃店

，逛百貨公司、大賣場，出入銀行、郵局所表現出的氣質與舉止會引起民眾注意與稱讚，而這是經過多少次的練習才

能有的成長啊。

日子快速的迎來黑糖體檢的日子，這也表示準備離開寄養家庭要去上學的日子，很多人問：【妳們不會捨不得嗎?】

當然會捨不得啊！但我們當初決定要擔任寄養家庭時就很清楚明白整個需要面對的過程，所以也常常提醒自己：這些

可愛的幼犬們是領有使命，所有學習過程都是為了以後能夠正確協助未來的使用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輕鬆愉快的走在

複雜環境中。

Sugar預備去上學的時間點上，我們又樂此不彼地迎接生命中的第二位奶油天使 - Yumi (油麵)

有妳真好~謝謝妳打開了我們的視野，豐富了我們的生活
原來每隻的個性的不一樣ㄟ！完全就是大開眼界啊！有了Sugar姐姐的磨練之後，打理油麵的一切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因為每隻幼犬都有不一樣的特質個性，相對都會有需要注意的細節及對待的方式。這些都是寄養家庭日常生活除了

身體上照顧外非常重要的一點: 觀察細節、隨時的提問與尋求協助處理. 只要勇於提問，所有協會的工作人員都非常

樂意的給予協助並提供建議方式哦。

農曆過年時上學中的Sugar回家休假！我們超開心的兩姊妹可以一起共度年假！經過訓練師的調教，Sugar變得成熟穩

重多了，身型體態緊實及充滿自信的眼神與舉止，根本是脫胎換骨啊！

每個月需要配合協會參與宣導活動及團體訓練的課程是我們家最喜歡的的一個環節，雖然每次活動下來整個人因為是

全身心都積極參與呈現出虛脫疲累感。宣導活動可以近距離的跟民眾接觸，專心解釋並說明民眾的各式問題，大家還

可以觸摸幼犬、與幼犬拍照。因為平常我們日常生活的練習中，為了可以專心學習、減少干擾的不可控制的因素影響

，必須遵守三不一問【不餵食、不干擾、不拒絕、主動詢問】的好習慣。若大家在活動現場看到我們的出現，都很歡

迎蹲下來跟我們近距離的互動，也希望各位能夠發揮您的愛心【零錢、發票都歡迎喔】幫助這些可愛的導盲幼犬上學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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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點的包容 給一點空間 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在帶著幼犬進行社會化的過程中，也才慢慢關注有關導盲犬

相關的資訊。也要感謝網路資訊發達，短時間內可以了解之前學

長姐們經歷過不可思議的各種事件。所以我們可以體諒有相當多

數的民眾對於導盲犬的一切是陌生的及不清楚的。搭捷運是必要

的訓練之一，也是容易出現突發事件的場所之一。因為需要通勤

往返公司，所以搭捷運、公車、機車是必須養成的技能。曾經帶

著小幼犬刷卡進站練習著下樓梯的當下，後方突然出現急躁不安

又響亮的聲音「小姐！寵物不能帶進來！小姐！寵物不能帶進來

！」就在人來人往的捷運站內，我像是做錯事被吼叫著……當下

我只能站著，請她們過來看Yumi身上的紅背心，解釋清楚了再繼

續練習下樓梯，只是內心真的是很圈圈擦擦啊！想了想，帶著Yumi

跟服務台的執勤人員溝通表達說明整個事件。因為我不是第一次

在捷運內被工作人員吼叫，第一次還是在協會的所在地的捷運站

被保全無禮的吼叫. 最近還是會遇上被通知的保全進入車廂查看

，對講機中回報是導盲犬，慶幸的是終於沒有被無禮的狂吼了。

我們花了很大的心思才讓幼犬們學會搭電手扶梯，通常在上班時

間，我們都會乖乖地站在後方，排在最後一位，希望給我們一點

安全的學習空間，請別再硬擠著跨過幼犬前行! 哪怕是一點點的

突然出現，對所有的寄養家庭來說，心都會突然地糾結啊！養成教育的訓練真的沒有我們想像簡單，萬一對幼犬造成負

面的影響，可能會因此出現無法彌補的遺憾喔！捷運車廂裡很多朋友看到我們時會出現各種不同的反應，也請不要隨意

的拍照與錄影，除非徵得主人的同意，更別刻意發出聲響、動作誘導測試幼犬能不能真的保持穩定，或是直接伸手觸摸

幼犬。

年紀小的幼犬肯定會對這世界充滿好奇心，加上拉布拉多本性就是親近人類喜愛跟人類互動的品種，穿紅背心的用意除

了是告訴各位【我是一隻正在訓練中的導盲犬】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讓導盲幼犬清楚明白穿上紅背心的狀態下

需要表現出的好規距。所以親愛的朋友可以的話，我們用眼睛看就好，當成是車廂中的一抹美好的風景。各位的熱情就

留在宣導會場上，我們這些寄養家庭也會熱切的與大家互動喔!

乘坐機車訓練在台灣也是必要的學習技能之一，正確的引導方法下毛孩學習適應能力其實相當的快。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等紅綠燈的時候不少民眾很熱情地想觸摸手就直接過來了，有的是發出啾啾啾/吱吱吱等聲音伴隨手揮舞著. 我們知道

訓練中的幼犬真的很可愛，但這個行為真的很恐怖啊!!行進道路上的不可控因素遠遠比在其他地點多，幼犬情緒很容易

嗨，萬一發生受傷或跌倒的事件就不太好啦~ 所以請各位朋友在騎車時看到任何犬隻用眼睛欣賞即可。

小幼犬平均1.5-2小時要訓練聽指令大小便，再大一點的幼犬平均3小時一次，更穩定的情況下約4小時一次。可想而知~

我們還算常常需要在路邊解決生理大小事，寄養家庭必須帶著一瓶水跟便便袋，在上著牽繩的狀態下訓練如廁，有尿一

定會沖水，有大便一定會撿，幼犬上廁所時要很專心喔! 養成良好習慣後，未來不論是使用者或是訓練師、其他寄養家

庭都可以輕鬆的讓導盲犬聽指令完成任務。記得帶著第一隻小幼幼在住家附近訓練大小便中，鄰居經過我們身旁，一直

跟我問話（我點頭搖頭示意，還一邊下指令～～好忙喔！）後來～怕鄰居誤會，解釋了一番原由。現在看到我們在忙，

都默默地路過不打擾我們了! 謝謝大家的體貼~



有些民眾提出了一點【妳們帶的導盲犬是孔金ㄟ嗎? 連碰都不給碰，摸都不得摸的】，這完完全全是嚴重的誤會啊！

依著協會的教導下，在三次預防針打完、植入晶片之前，觸摸幼犬之前都需要用酒精消毒手部，這是預防因抵抗力不

足而生病啊~

每隻導盲犬的養成，是集結了社會大眾和廠商的捐獻與資助，加上導盲犬培育的成功率約五成，身為協會志工的一員

，在協會的指導下，當然會以預防勝於治療的方式進行幼犬的健康管理。

感謝有妳們~
有幸成為協會的寄養家庭，直接的參與各類活動與課程的這段時間，我們是最大的受惠者，不僅免費學習有關犬隻的

知識，也因為必須常常帶著幼犬社會化，進出各種室內戶外空間練習，從此擺脫宅男宅女的生活，也間接的認識了很

多各行各業的寄養家庭，發展出更寬廣的社交互動開拓了自己的視野，及感受民眾的愛心與熱情。這些熱情的毛孩們

全然是活在當下的實踐者！給了我們這些拔麻親身的示範。在協會一次團訓的課程中，訓練師提了一個問題：【牽繩

對於毛孩來說是有什麼連結？】當下的我們想到的都是偏向負面的連結包括糾正、被控制、約束等，訓練師倒是給了

我們全新的資訊，怎麼不會想到是散步、出門、開心、玩耍…有看到毛孩搖屁股的接受上牽繩？或是拒絕的逃跑嗎？

哇~~對耶！好大的震撼喔！讓毛孩全然的信任、喜歡親近人類是幼犬階段非常重要的任務之一，相對的我們也在同樣

的學習和實踐著這樣的善念，更因為有了共同的話題與目標，讓家庭的凝聚力和氛圍更緊密。

回想起這段時光，不知怎的眼眶中是泛淚的，內心百感交集，太多畫面在腦袋中打轉一頁頁火速地翻轉過去。感謝有

機會搭上導盲犬訓練的專車，這條路上是多少學長姐們披荊斬棘的努力下才有今天的結果，我們依然還在努力中，我

們還要繼續的往前挺進，不管還要花多少時間，看著光明就在不遠處，我們陪你一起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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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三個女兒
寄養家庭：怡/希成

2003年春天，我隨著長女的學校活動一起去參觀位於美國加州San Rafael，Guide Dog for the Blind，導盲犬學

校，開啟我對導盲犬的認識與崇敬。當時家中尚有三隻寵物犬，因此並無寄養或收養導盲犬的念頭。時光飛逝，直

到2016年長女決定回學校讀書，三隻老犬已相繼離開一段時日，我也回到台北面臨所謂空巢期，於是又興起養小動

物陪伴的念頭。由於先前寵物犬的離開讓我們難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外子建議何不嘗試當導盲犬寄養家庭。於是展

開了一連串的申請面談與試帶，其間緊張的心情不下於求職哩! 2017年1月9日的午後，我迎接了我的第一隻導盲幼

犬，二女兒Tiffany。

黑狗！雖然我不介意毛色，但是黑色的狗最讓人擔心的就是跳蚤上身很難抓到。後來發現導盲犬的清潔管理十分嚴

謹，按時投驅蟲藥，跳蚤寄生蟲的問題從來不曾困擾我們。導盲犬和一般家犬訓練不同，第一週如同新手爸媽帶孩

子，夜哭夜尿讓我們嚴重睡眠不足。很感激輔導員艾莉姨手把手教導餵食、上廁所、社會化，細心的家庭訪問從一

週三次、一週一次、到一個月一次，隨時有問題隨時提出，都能得到最快的解答。原本擔心是否能勝任參與每月團

訓和社會宣導的時間與體力，結果是我與外子皆很期待這些活動，因為可以和輔導老師、訓練老師、同梯幼犬或訓

練犬前輩們的家長請益交換心得，儼然成為小型母姐會。Tiffany滿周歲時我們還和同胎的姊姊辦小型慶生會，幼

犬的成長過程真的讓我和外子又回到年輕時帶孩子的喜悅。當Tiffany面臨入學評量時，我還偷偷上網找考古題在

家惡補，所幸外子提醒我，孩子要因材施教，切不可揠苗助長，天下父母都是望子成龍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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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通過重重考驗，Tiffany要上學了。還來不及離情依依，三

女兒Yvon意外的來臨，牠乳白色瘦小的身軀，讓我十分擔心。

我和外子大陣仗的布置好嬰兒床，厚厚一疊被子預備迎接關不

住的水龍頭，沒想到一夜平靜。最令爸媽頭痛的夜尿夜哭從來

沒發生。個性和Tiffany截然不同，Yvon是個活潑外放的孩子，

所以教養的方式也要調整，這真是門大學問。

常有朋友提出導盲犬的訓練太過壓抑狗性。例如，不吠叫、不

跳撲、不乞食等等。其實不然，牠們因為和人們近距離生活，

必須要遵守人類社會的基本禮儀，不打擾到旁人，以及對主人

的服從。每每遇到路人稱讚我們的狗好乖，或是當離開餐廳時

才被鄰桌客人發現我們，我會驕傲地說，牠是訓練犬，真有些

母以子貴之感。私底下的牠們在玩樂時也是真情流露的。

本以為長女很早就到外地求學，我對於孩子離

家的心理建設應當穩固。沒想到Tiffany的離家

上學卻著實讓我難過了好一陣子。還曾想到宣

導會場偷偷看牠，但理智告訴我，孩子們長大

了，有他們各自的旅程和使命，為人父母所有

的擔憂不捨要放在心裡。我們只能在岸邊揮揮

手，看他們架著自己的小船朝理想前進。祝福

我的三個女兒，一帆風順、海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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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來到導盲犬協會呢? 至今我還是覺得神奇~

回想起來~當時還是身為導盲犬寄宿家庭的試帶階段，從完全的夜行性宅女一夕變身成為為了黑拉拉 Posh 每天很有毅

力出門5趟的常規生物。頭3天真的很不容易，到第4天以後才慢慢的抓到了些竅門～最後因為整體情況考量以及剛好臨

時得看醫生而讓協會提前把 Posh 接走。非常感謝導盲犬協會的 Ally 老師在整個過程中盡心盡力的輔導我並且隨時

幫我解惑，還願意這麼臨時的在我有需要的時候來接 Posh 走（因為試帶階段是沒有證件和背心能進入像醫院這樣的

公共場所的）。。。Ally 來接 Posh 的時候車上還有她的可愛小男孩（由此可知這個接送是多麼臨時了吧？！）當時

我真的是愧疚又感激，Ally 請 Posh 和孩子在車上等她一下，她自己站在車邊和我說話，瞭解了我為何放棄當寄宿家

庭後，她提出了一個我完全沒有想過的問題：妳有沒有興趣來協會工作？我們正好缺一個公關，我覺得妳很適合。這

樣妳就可以和狗天天相處了呦～

就這樣，很單純的邀請，很單純的理由，我來到了這裡。先不

多提我年少時著迷的鄉村獸醫吉米哈利大地系列小說，也先不

多提我小時候翻來翻去的狗狗圖鑑和成人後夢想中的未來生活

裡的大狗畫面，更不先多提進入協會成為協會的一員後才發現

和協會的秘書長早在7年前就已經是 FB 的朋友。我想，一切

都是緣分吧！且看我和台灣導盲犬協會接下來能有多長的緣分

，我能為協會、視障朋友、和導盲犬多做些什麼？我好奇並期

待著...Hi  大家好！新任公關 Ponyo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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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導盲犬寄養家庭

徵求導盲犬
短期寄宿家庭

申請資格： 

1、贊同本會宗旨且能夠配合協會要求培訓幼犬。 

2、以家庭為單位，至少兩位成人。 

3、家裡成員至少有一位一日外出不超過四小時。 

4、五歲以下的孩童不超過一名。 

5、如有飼養寵物犬，需評估是否適合。

 ( 限：大台北、中彰投、大高雄地區 )

擔任幼犬寄養家庭需要自己負擔照顧費用嗎？ 

犬隻在寄養家庭期間，協會將負擔飼料、生活必須

品、年度健檢、疫苗、藥品與醫療等相關費用。

台　北  (02) 2827-2107

中彰投  (04) 3702-3373

高　雄  (07) 976-5151

E-mail：tgda@guidedog.org.tw 

徵求

導盲犬

收養

家庭

 

退休的導盲犬或訓練中的導盲犬經過協會謹慎的評估，確定無

法擔任導盲犬之工作，協會將會為牠們尋找有愛心的收養家

庭，繼續照顧牠們的生活。

欲收養退休犬隻的家庭基本上必須長時間都能夠陪伴，住家必

須位在一樓或是有電梯之住宅。 （台灣本島地區皆可。）

若您無法成為寄養家庭，或許您還有另一個選擇，

那就是導盲犬短期寄宿家庭，寄宿期間從兩三天到

三個月不等。您一樣可以擁有照顧導盲犬的愛心與

樂趣，並且也可以共同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限：大台北、中彰投、大高雄地區） 

寄養家庭是讓導盲幼犬在出生後2-18個月的

成長期間，能在寄養家庭充分體驗「愛與信

任」的真諦。

導盲犬必須自幼犬時期就習慣和人類接近，

給予充分的關愛，讓他們在與家人一同生活

中，自然養成溫馴的個性，並藉由社會化的

過程，寄養家庭帶著幼犬搭乘大眾運輸工

具、逛賣場、進餐廳等等，習慣及適應人類

的生活環境，為成為導盲犬做準備。

招募專線
親愛的朋友，若您對成為寄養、收養或短期寄宿家庭有興

趣，歡迎您與協會聯繫，我們的專業訓練人員將為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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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uidedog.org.tw/public/public-2.html            

18

郵政劃撥銀行匯款



GO GO SHOWER 吸水毛巾
義賣價 ：300元/條  500元/1組(2入)
尺寸：長68cm 寬4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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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前請先至官網查詢商品資訊：

GOGOSHOWER寵物電動磨甲器

售價 ：1000元/個

撿便袋組-藍
(50卷+1撿便盒)

GOGOSHOWER 義大利進口
500ml皮膚療效專業沐浴乳

售價 ：680元 / 500ml 
(送稀釋瓶一個)

售價 ：500元/盒。
規格：一盒 50卷
      一卷 20 pcs

GO GO SHOWER 寵物除毛海綿
義賣價：250元/個

組合優惠價：NT$500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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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首次  □續期  □變更資料

   基本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公）___________________分機________  （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種類：
□ 1.贊助捐款 ______________ 元
□ 2.每月自動從信用卡代扣  ______________ 元
□ 3.導盲犬建校基金： ___________________ 元
□ 4.種子級：每月  500元連續贊助一年共12期，或一次繳交 6,000元
□ 5.幼苗級：每月1,000元連續贊助一年共12期，或一次繳交12,000元
□ 6.大樹級：每月5,000元連續贊助一年共12期，或一次繳交60,000元
             □無需證書  □無需贈品    簽名：                 （限選項3.4.5.勾選）

    捐款期間：
□年繳 共_____________元

□月繳（_________年 _________月至_________年 _________月），共___________元

□特別簽署(      年      月起至本人通知變更或有效期限終止為止。)   簽名：
       

      信用卡：                

信用卡別：□VISA □MASTER □JCB

信用卡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卡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限：_______月_______年 (西元年)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信用卡簽名同）

      收據部分：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收據地址：□上傳國稅局  □同上   □另____________________□年度  □按月 寄回

填表日期：_____年 _____月 ____日

依個資法第八條規定，本會為辦理及管理各項捐款
及推廣章程所訂之相關業務事宜，須蒐集、處理及
利用捐款人之個人資料，捐款人得隨時請求查詢、
閱覽、提供複本、補充、更正、停止或刪除之。

請填寫完整資料，傳真至02-28232398 或寄回 台北市
北投區 11265 致遠三路 160 號一樓
若有任何疑問，請電02-28272107
網址：www.guidedog.org.tw

捐贈電子發票

電子發票愛心碼：

5299
幫助我們上學去～
購物結帳時只要告訴收銀員 愛心碼5299 ，就可以將發票直接捐給台灣導盲犬協會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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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Guide Dogs

台灣導盲犬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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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劉   棟
秘書長     ：陳威廉
財務主任  ：林清慧
會計        ：蔡佩美
公關企劃  ：許靜文
行政祕書  ：張淑芬

導盲犬指導員   ：鍾皓羽
導盲犬訓練師   ：顏明昱
儲備訓練師      ：鄭宇恩
                        劉作晏 
                        張佩琪
寄養家庭輔導員：施玫芳
訓練助理         ：邱培瑄
                        魏令塵

導盲犬指導員：黃一山
公關企劃      ：劉昶欣
儲備訓練師   ：黃宥婕
                     林景淳
                     彭昇茂
訓練助理      ：廖偉岑
                     鄭凱鴻

辦公室主任   ：蔡依玲
行政祕書      ：黃玉芳

立案字號：台內社字第0910014789號

官方網站：www.guidedog.org.tw
電子信箱：tgda@guidedog.org.tw

協會主要工作內容包括；導盲犬觀念
的推廣、本土導盲犬的培育繁殖、導
盲犬的引進及訓練、政府相關法令推
動與宣傳，並且將訓練成功的導盲犬
，免費提供給需要的視障者。

台灣導盲犬協會成立於  2002  年，是
─非營利組織機構。協會成立宗旨為
推廣並發展本土導盲犬計畫，同時免
費提供導盲犬給有需要的視障朋友，
讓台灣的視障者也有使用導盲犬的權
利。

台北辦公室 台中辦公室 高雄辦公室

40251 南區有恆街62號 04-22237343




	0封面
	1全能狗
	2有你是我最快樂的幸福_劉凱瑋(1頁)
	3相信有你未來會更美好_劉柏芳(1頁)
	4使用者
	5~6寄養家庭這一路(2頁)
	7~8全家人可以一同參與的志工服務(2頁)
	9~12如果時間可以倒轉(4頁)
	13~14我和我的三個女兒(2頁)
	15公關企劃
	16徵寄養家庭
	17認識導盲犬
	18捐款箱
	19義賣商品
	20義賣商品
	21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22工作人員
	24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