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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志工隊宗旨及措施 

◎宗旨 

  穩定校園流浪狗數量、維持校園公共衛生及安全 

 

◎目前採取的措施: 

1. 穩定校園流浪狗數量：以 T(捕捉)、N(結紮)、V(施打疫苗)、R(原放)來解決自

然繁殖，食物控制管理族群數量，以地域性來驅逐新狗，預防接種防止傳染病。

穩定校園流浪狗數量可以有效掌握潛在傷人狗隻，及早採手段預防。每月於事

務組網站發佈月報，提供師生資訊。  

2. 維護校園安全：辦理校園宣導突發狀況自我防衛及師生申訴案件處理。 

3. 校園公共衛生：每月洗澡、除蚤。 

 

 

二、叮嚀與建議 

1. 基於校園整潔、個人/他人自身安全，請勿餵食任何流浪犬隻。 

2. 尊重流浪動物就地生存權 。 

3. 犬隻吠叫追逐，請先停下來再慢慢走開。 

4. 經過犬隻身旁，請放慢腳步勿奔跑大叫，以免因驚擾犬隻而遭受攻擊。 

5. 於校內請勿隨意通報捕犬隊進入校園捕捉犬隻，有任何犬隻問題可先連絡成大 

    流浪動物志工隊進行處理。 

6. 請同學與民眾勿隨意將犬隻帶入校園或丟棄於校園。 

7. 校園內可觸碰流浪犬隻已戴上同一類型項圈(有螢光貼條及編號)，供大家做辨

識。但欲觸碰犬隻時還是請謹慎觀察情況後再動作。無法戴上項圈的犬隻即無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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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月犬隻增減狀況（28→27隻） 

●小威（編號 5）（公、已結紮）(已送養) 

  不管光復還是中途都認識的傲嬌狗小威，終於確定由志工 許博凱 領養囉!!! 

  許博凱從很久以前就非常喜歡小威，也花費了相當多的心思陪牠、跟牠相處。 

  1/19定期補打疫苗後，1/20禮拜二傍晚，變由他的父母開車過來，帶往臺中的家 

試養，之後辦理正式的領養手續。 

  小威個性害羞，但熟識即可觸摸；和小武的體型與面貌相似，如同兄弟一般。在 

光復常跟著老大乖乖黃，當跟屁蟲。 

  祝福牠在臺中過得幸福安穩，即使冬天寒風來襲，也有個溫暖的窩隨時保護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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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月各校區概況 

1.勝利校區 

親人犬隻： 

 大白(編號 9)、小白(編號 10)(公、皆已結紮) 

  大白、小白目前的活動範圍主要在勝利校區，平常會在 K 館前階梯上休息，或 

  跑進去 K 館裡面，有時也會移至勝六旁磁磚地上休息，在成大會館附近也會發 

  現牠們。小白親人喜歡跟認識的人撒嬌，不認識的人觸摸也可，如果叫小白牠 

  不理你，先去摸大白就對了，切勿直接將小白抱起，容易遭受攻擊；大白左前 

  肢因外力而導致彎曲已無法醫治，但不影響行走能力，大白個性較冷靜。 

  大白、小白皆具有驅趕外來犬隻的能力。目前大小白的餵食工作皆由愛心媽媽 

  進行，請民眾切勿餵食了，以免造成牠們身體負擔。 

 

 

 

 

 

 

 

 

 

 

  ↑小白(左)                     ↑大白(右) 

 

 笨笨(編號 19)(母、已絕育 ) 

  全身黑，尾巴毛偏長，耳朵向後翻。 

  常在勝後或大學路上發現笨笨的蹤 

  影，個性溫和可觸摸，見到人有時 

  會搖尾巴靠近討摸，但也較膽小， 

  會被太大的動作嚇到，也不太會接 

  近其他狗狗。                                   ↑笨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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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親人犬隻： 

 白米(編號 14)、小黑妞(母、皆已絕育) 

  白米、小黑妞平時都跟著大小白到處溜搭，常常待在 K 館前的階梯睡覺。 

  白米跟小黑妞較不親人，如果太靠近牠們，可能會馬上跑走。不同於小黑妞， 

  白米會讓比較熟悉的人摸，但如果動作太大還是會嚇到牠。 

  白米、小黑妞都具有趕外來犬隻的能力，只要有外來犬隻經過勝利校區，牠們 

  會立刻起身狂吠，也因此常常嚇到經過的同學，不過牠們對於人都無攻擊性。 

 

 

 

  

              

 

 

 

 

 

         ↑白米               ↑小黑妞 

 

 

◎工作內容 

每天固定餵食，每月洗澡，犬隻觀察，傷病照護，疫苗注射。 

各校區其他工作內容改移至志工隊動態依時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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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復校區：  

親人犬隻：  

●雲平幫：乖乖黃（編號 1）、白臉（編號 3）（公、皆已結紮）、 

  豆皮（編號 2）（母、已結紮） 

  乖乖黃吻部和尾巴是黑色，其餘皆是黃色，個性較不親陌生人，熟識即可觸摸， 

 也會對熟悉的人撒嬌。在雲平幫扮演老大的角色。近日因年紀大了，有嚴重的關 

 節炎，需注意別讓牠激烈奔跑，另因有食物過敏，還請大家勿餵食； 

  白臉有著白色的臉，是名字的由來。親人可摸，但易對突然經過的人或車吠叫； 

  豆皮全身黑色，親人愛撒嬌，眼睛是漂亮的琥珀色。 

  三犬合稱雲平幫，是光復校區的親人犬隻。平時活動於雲平大樓、唯農大樓、歷 

 史系館、光復二舍前圓環草皮與軍訓室周圍。對於校外犬隻警戒心高、驅趕力強。 

  狗群地位排名為：乖乖黃→豆皮→白臉。 

  ※乖黃體重約 24公斤，豆皮 27公斤，白臉 29公斤，但以牠們的體型來說，正常體重是約 

  20公斤，因此請大家絕對絕對別再餵牠們了。牠們的進食會由志工隊負責，絕不會讓牠們餓 

  肚子，請勿再餵食，增加牠們的身體負擔！ 

   

 

  

 

 

 

 

 

 

 

           ↑乖乖黃                                      ↑豆皮 

                                  ↓白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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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威（編號 5）（公、已結紮）(已送養)、 

小武（公、已結紮、無戴項圈） 

  小威，黃肚皮黑身，個性害羞膽小，警戒性高；小武，毛色較淡、偏淺咖啡色， 

 較不親人、無法觸摸。兩隻體型與面貌相似，體型都較為小型。  

  常跟著老大乖乖黃、當跟屁蟲、與雲平幫一起行動，可在榕園附近、雲平大樓與 

  歷史系館間看見牠們的身影。 

  小威於本月由志工隊志工領養，可以過著溫暖舒適的生活囉！ 

 
              ↑小威                                  ↑小武 

                             

 

 

●蝙蝠妹（母、已結紮） 

  毛色全黑亮麗，尾巴有如閃電般摺痕，個性 

 尚不穩定、易受驚嚇，有時會好奇靠近嗅嗅 

 或討摸摸，但偶有亂咬東西或追咬玩耍的行 

 為問題。平時活動於光復地下停車場附近， 

 白天與姆黑在一活前睡覺，晚上偶會出現在 

 育樂街、工學院大道或 K館前。與東東及姆 

 黑常受到雲平幫吠叫驅趕。 

                           ↑蝙蝠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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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親人犬隻（無法戴上項圈）： 

●咖啡（公、已結紮、無戴項圈） 

面為白色似臺灣獼猴，四隻腳白色如穿著小襪， 

患有櫻桃眼，頗肥。活動範圍不大，約為歷史系 

館和成功湖附近。 

年紀大，不親人無法觸摸，動作太大易受驚， 

會主動避開人群，偶爾跟隨雲平幫移動。 

四肢關節腫大，希望能夠控制其飲食量，避免 

繼續增肥增加腳的支撐負擔。               ↑咖啡 

●香吉士（母、已結紮、無戴項圈） 

體型小，面露害怕神情，腳短短的。 

膽子很小，不親人，人主動靠近會馬上溜走， 

開心的時候會搖尾巴慢慢退後。活動於舊臺文 

系館（空中大學，現工設二館）、榕園的角落 

或光二旁，有時候會跟著雲平幫一起在雲平大 

樓與歷史系館之間或者軍訓室旁邊休息。 

                             ↑香吉士 

 

●柑仔（公、已結紮、無戴項圈） 

愛心媽媽叫牠大黃，體型中大，有亮麗的黃色 

長毛，雙耳半立半垂，偏黃色的雙眼相當有神。 

睡覺時總是睡得安穩，但對人仍有點不信任， 

希望長期與人互動後可以變得親人。 

會跟著雲平幫行動，偶爾在光二前草皮睡覺。 

                             ↑柑仔 

●東東（母、已結紮、無項圈） 

全身土黃色，胸腹部有白毛，耳朵大大的，左 

前腳有先前遭人惡意攻擊而受傷留下的疤痕。 

個性膽小怯懦，易因受驚而逃竄或吠叫，常常夾 

著尾巴，行動小心翼翼，警戒心高。 

原與雲平幫一同生活，但現在雲平幫犬隻會對其 

吠叫，近來常活動於光復地停或育樂街，有驅趕 

外來犬隻的能力，扮演警衛的角色。             ↑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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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黑（母、已結紮、無戴項圈） 

全身黑色，面貌與蝙蝠妹相似，容易認錯，但尾巴 

沒有摺痕，且剪耳記號在右耳側邊。 

個性較害羞不親人，若手上有食物，牠會坐在一旁 

觀看但依然不會主動靠太近。 

常跟著蝙蝠妹行動，出沒於光復地停及球場旁走道 

或是光口附近，有時候不會待在校區內。 

                             ↑姆黑 

●大黑幫：大衛（公、已結紮、無戴項圈）、 

 過貓（編號 8）（公、已結紮、有項圈） 

大衛又名大黑，體型較大，全身黑色長毛如熊一般；過貓因尾巴末端捲曲如過貓而

得名。二犬隻皆不親人。大衛常避開人群，過貓對於人的接受度較高，能很近的看

但摸不太到。會以吠叫驅趕外來犬隻，但不會追逐。 

 

原與山桃（已逝），三犬合稱大黑幫，白天多趴在一活後方草皮高起的土堆上休息，

有時會在成功湖附近或雲平大道、成功校區靠近計算機網路中心的地方甚至育樂街。

由於下午愛心媽媽的餵食，傍晚後不常在光復校區。 

 

狗群的地位為大衛→過貓，雲平幫有時會因不明原因驅趕大衛。 

 

               ↑大衛                                 ↑過貓 

★雲平幫乖乖黃、警衛東東、大黑幫結盟合力阻擋校外火車站野狗入侵校園， 

因此半夜在光操附近常會聽到牠們的驅趕吠叫聲。 

 

◎工作內容 

星期一~日，每天風雨無阻固定餵食。另外負責犬隻觀察、傷病照護、施打疫苗、餵

食心絲蟲預防藥、洗澡、打掃環境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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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強校區  

大黑(編號 11)(公、已結紮)： 

時常待在大學路成大好媽媽果汁店休息，親人 

，有驅趕外來犬隻的能力。大黑因被校外民眾 

餵食過多而導致過度肥胖，日前帶去照 x光時 

發現其心臟過大影響健康，甚至發生嘔吐的情 

況，另外近來也有關節炎反覆發作的狀況。 

請大家不要餵食，造成大黑四腳的負擔。 

 

 

                        ↑大黑 

 

 

 白白(母、已結紮) 、親人犬隻： 

白白會跟著牠喜歡的保全大哥四處溜搭，保全 

大哥在哪裡上班牠就跑到哪個校區，較常待在 

自強校區警衛室。 

白白目前是由疼愛牠的保全大哥照顧、洗澡等 

，傷病照護等工作大多是由保全大哥帶往就診 

，志工隊經費補助，現在白白身材豐腴、毛色 

亮麗，過得很開心。 

 

 

 

                            ↑白白 

 

◎工作內容 

每日餵食方式為愛心媽媽進行主要餵食，志工在旁隨行。其餘部份由志工隊隊員 

負責觀察犬隻，傷病照護，洗澡，打掃環境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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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功校區 
  成功校區犬隻不固定，因此志工隊管理僅止於觀察範圍。近來因校區內施工關 

  係，犬隻因工地有躲藏之處或因工人剩餘的便當等食物來源而進入，也有不固 

  定民眾進入餵食，在此特別提醒，請勿餵食校園流浪動物，易造成犬隻聚集、 

  環境髒亂等問題。目前時常進出成功校區的犬隻有六隻，並不親人，驅趕外來 

  犬隻能力甚強，志工隊已陸陸續續帶去結紮並原地放回了。因無法確定習性為 

  何，請同學盡量不要接近。 

 

   

 

 

 

◎工作內容 

由志工隊員觀察犬隻，也進行 TNVR及傷病照護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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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力行校區  

 小小(母、已結紮)（列管） 

全黑，體型小，輕微怕人。平時活動於力行校區警衛室草叢旁，偶爾會跑到綠

色魔法學校的木踐道下休息，害怕時會躲進警衛室裡，對外來犬隻有驅趕能力，

平時由固定老師餵食。 

因其穩定在校區內已久，故志工隊決定將牠列管。本月份因胃潰瘍問題，嚴重

吐血，被警衛通報後，前往送醫後並於志工隊中途空間休養。 

 

 

 校區三犬隻：小黑、胖小花、黑仔於力行校區心臟科和社會科學院之間的草皮

活動，因三犬隻為心臟科所照料因此志工隊未介入餵食、洗澡、施打疫苗等動

作，僅於觀察範圍。 

力行校區於前年有外來犬隻進入生產六隻幼犬，有部分犬隻已送養出去，所剩 

  之三隻犬隻已變成犬，並不親人，驅趕外來犬隻能力甚強，兩度攻擊過校外犬 

  隻，因無法確定習性為何，請同學盡量不要接近。 

   

 

 

 

◎工作內容 

由志工隊員觀察犬隻，也進行傷病照護的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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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校區內游移性犬隻  

 黑 girl(編號 13)(母、已結紮) 、親人犬隻： 

  活動範圍遍及光復、成功、勝利校區等幾乎 

  可以說所有校區都能看到牠的蹤影，黑 girl 

  親人喜歡往人多的地方跑，不時可見牠在人 

  群中穿梭，同時對於人類非常信任，接受任 

  何人的碰觸，同學有時暱稱牠為小白襪、踏 

  雪，較無驅趕犬隻的能力，遇見其他犬隻會 

  主動示弱、屈服，所以時常被咬傷。是校園 

  內的人氣犬隻。 

  黑 girl被通報屁股有小傷口，於本月進駐志 

    工隊中途空間休養。 

 

                            ↑黑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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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月動態 

01/03 

小威賦歸光復，再度被通報咬人，因此再度將牠帶回中途。 

 

01/04 

乖黃被發現走路時右前腳離地，關節腫起並且觸碰會痛，

帶去動物之家獸醫院檢查，是普通拐到而發炎，於是拿

了消炎藥。 

消炎藥除了當下止痛，也避免後續因疼痛而將重量轉嫁

至別的關節或奇怪姿勢而引發的問題。 

 

 

 

←乖黃的藥，看似普通， 

  還是得確實吃完！ 

 
 
                      

 

01/07 

有同學通報再在雲側附近有一隻不

明犬隻被車撞，送到力晨動物醫院檢

查後並無外傷，在醫院期間也沒有內

出血的情形，至於後腳跛跛的情形，

醫生推測是舊傷，另外也有晶片但是

失效了，先將牠安置在中途空間休養，

不要過量活動。 

 

                              

 

01/08 

透過動保處查詢狂犬牌號碼，馬上就找到車禍狗狗－阿花的

主人囉！ 

主人說他們家養了六隻狗，阿花 12/31那天自己跑出去玩後

就沒有回家，主人依照以前的經驗，想說牠會再回家結果都

沒有，跟主人說牠受傷的情況後，他會再帶阿花去醫院檢查，

希望阿花不要再亂跑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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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志工在光復靠小東路門口發現柴犬「阿紅」，正在被乖黃

凶狠的驅趕。帶往掃晶片後，很快聯絡到主人帶回家。

主人常帶牠來附近散步，走失的牠才會誤入乖黃地盤，

回家後別再迷路了啊！ 

※再度提醒大家要帶家裡的狗狗植晶片喔，已經立法會對未植晶

片的飼主開罰，同時也是萬一牠無法自行回家時，保護牠的最後

防線！ 

 

 

 

 

01/12 

阿貴晚上因不明原因被土豆兇，引發其他狗狗也跟著欺

負阿貴，主要是被耳朵和屁屁有受傷，但當志工要檢查

牠的屁屁時，阿貴一直咬人，所以只能目測，並沒有流

血情況。另外耳朵有明顯破皮，已用生理食鹽水及優碘

消毒過，這陣子也要多觀察狗狗們之間的狀況了。 

 

 

 

 

01/13 

黑 girl被通報屁股有小傷口，已經有部分結痂，但還是怕傷口不乾淨會感染，所以

先將牠帶往中途空間清理傷口，待傷口好了再放回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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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 

1. 寒假前的最後一天，把握下午溫暖的陽光，將雲平幫三狗洗了澡，乾淨放寒假~ 

 

 

 

 

 

 

 

 

 

 

 

 

2. 經過大家非常努力的趕工後，中途空間的狗狗們都洗完澡囉，至剩下受傷的黑

girl沒有洗，另外環境也大掃除了一下，感覺沒那麼多大便了(？)，狗狗們也

可以開心過寒假囉！ 

 

 

01/17 

成大送養會圓滿結束囉，現場一

樣相當多民眾，不知道是天氣冷

還是什麼原因，狗狗的活力不佳，

送養的成效也不是太好，台南市

流浪動物愛護協會共送出了 7隻

毛小孩，成大則是仍未送出半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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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8 

1. 狗兒經過一個月的風霜，又到了勝利洗狗日，水很冰但小白忍耐沒有生氣咬人，

大白則是一樣乖乖的給大家洗澡、吹乾。 

 

 

 

 

 

 

 

 

2. 在政大書城商圈舉辦的認養宣導義賣會，也有許多民眾到場支持，大家出錢出

力，貢獻自己的一點愛心購買義賣商品，當天所得也都會捐給徐春水流浪動物

之家，讓徐狗爸能拯救更多毛小孩。我們也會再接再力參加送養會喔！ 

 

3. 黑 girl跟笨笨起衝突，兩隻都有受傷，現在一碰到面就會互咬，是會受傷的真

咬，目前兩隻要隔離開來，以免再度發生更嚴重的傷。 

笨笨左前腳有小傷口，要塗抹優碘；黑 Girl眼睛腫起來，志工千里迢迢載牠去

中美動物醫院看醫生，醫生說黑 girl內眼瞼發炎，另外做過營光劑測試，看眼

膜的部份還好沒有受傷，可是黑 Girl還是要點眼藥水和吃五天藥治療，可憐的

黑 Girl要繼續待到康復才能回到校園囉 Q_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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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9 

因為前幾天無預警下起的雨，白臉再犯老毛病，將自己的屁股啃咬得慘不忍睹。帶

往中美醫院看醫生後，關到中途，戴上頭套防咬、每天吃藥。 

 
 
                                                      ←醫生正為白臉的屁股剃毛 

                                                        ，讓傷口透氣也便於清理 
 
                                                      ←←看醫生前，白臉被舔咬 

                                                          到流血的屁屁，血甚至 

                                                          沾染到了毛上 q_q 

 

 

 

 

 

 

01/31 

寒假也有舉辦安平場的送養會，現場有許多可愛的小貓小狗，也有志工隊的活力成

犬，雖然我們這邊沒有送出狗狗，但也有民眾詢問太郎，志工們又燃起了一絲希望，

相信有一天終究能幫牠們找到一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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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月申訴記錄與處理 

◎說明 

申訴管道有 

1. 警衛室與勝利服委室書面申訴管道 

2. 總務處網頁申訴單下載管道 

3. 夢大 V_Dogs 版申訴管道 

4. 線上申訴單：http://Orz.tw/v7Rco 

5. FB 搜尋：成大流浪動物志工 

 

◎內容 

無 

◎處理 

無 

 

七、 犬隻統計數字 

◎列管犬隻數目：勝利 5；光復 12；自強 2；力行 1;游離 1;志工隊空間 6  

 

Total 27 

◎校區犬隻結紮數目：勝利5/5;光復13/13;自強2/2;力行5/7;游離1/1 

          (成杏2/3);(成功6/6) 

 

◎志工隊空間安置犬隻：阿龍、太郎丸、阿貴、米香、土豆、麵線，全數結紮完畢。 

 

◎已施打狂犬病疫苗犬隻:東東、乖乖黃、豆皮、白臉、過貓、大黑、白白、小花、

阿龍、太郎丸、阿貴、牡丹、蝙蝠、黑 girl、咖啡 、小威、小武、蝙蝠妹、力行

犬*5、麵線、米香、土豆、姆黑、柑仔、大白、小白、笨笨 

 

 

八、 工讀時數 

志工隊代表─曾冠集 100 小時 

志工隊代表─楊育璿 100 小時 

 

 

九、 相關連結 

1. 校園流浪狗簡介

http://serv.oga.ncku.edu.tw/files/15-1072-118186,c8452-1.php 

2. 宣導影片 《Forever Love》http://www.youtube.com/watch?v=GOyzEb3dRMw 

3. FB搜尋：成大流浪動物志工 http://www.facebook.com/ncku.vdogs 

4. 台大懷生社 TNR紀錄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hdyypOqR8U 

5. 【影音】成大保護流浪動物影音展

http://news.secr.ncku.edu.tw/files/14-1054-100048,r332-1.php 

http://orz.tw/v7Rco
http://serv.oga.ncku.edu.tw/files/15-1072-118186,c8452-1.php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OyzEb3dRMw
http://www.facebook.com/ncku.vdog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hdyypOqR8U
http://news.secr.ncku.edu.tw/files/14-1054-100048,r332-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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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團法人台南市流浪動物愛護協會 FB 

  http://www.facebook.com/tnr.animal?ref=stream 

7. 成大校園的貓狗人 

  http://www.peopo.org/news/107589 

 

十、宣導品、傳單附件 

(一)光復校區犬隻地圖 

 

◎說明 

  增加校園內師生、民眾對於流浪動物的了解。 

◎內容 

 「成大校園流浪動物 

  ＊請勿任意餵食校內流浪狗 

  ＊家犬進入校園請繫好牽繩 

  接觸校內流浪狗時請放慢動作 

  確認犬隻親人後再觸摸」 

 

 

 
 

 

 

 

http://www.facebook.com/tnr.animal?ref=stream
http://www.peopo.org/news/10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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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出入口宣導看板 

 

◎說明 

 增加校園內師生對於流浪動物的認知與應對。 

◎內容 

1. 請遠離正在進食、睡覺犬隻 

2. 請停!!當犬隻突然對你吠叫或快速靠近時 

3. 請慢步行走，當你經過犬隻身旁 

4. 請讀犬隻的肢體訊號，再決定是否觸摸犬隻 

5. 請留意身旁的小孩或攜入的寵物犬隻動態 

6. 請繫妥家犬牽繩 

 

(三)系館廁所宣導 

◎張貼系所 

 生科系、台文系(公布欄)、物理系、企管系、工科系、測量系、會計系(公布欄)、 

  機械系(公布欄)、光電系(公布欄)、電機系(公布欄)，持續增加中。 

◎說明 

 增加校園內師生對於流浪動物的認知與應對。 

◎內容 

 犬隻跑進教室 

 為維護老師、同學上課之權益，請不要讓犬隻進入教室。若犬隻進入教室要如何 

 將犬隻驅趕出教室呢? 

1. 大聲呼斥犬隻，若知道犬隻名字為佳(ex:碗粿，出去!!!) 

2. 利用空保特瓶、鑰匙圈等物品製造出清脆聲響來驅趕犬隻 

3. 驅離犬隻時，請不要過於接近犬隻或採取過激之行為 

 

 如何及時連絡志工隊 

 在校園內，若有發現需要緊急救援的流浪貓狗，或是遇到其他緊急狀況，但又無 

 法自行處理，要如何及時與流浪動物志工隊取得聯絡? 

1. 各校區的警衛室及勝利校區的住服組，皆有志工隊正副隊長的連絡方式，可供

緊急連絡 

2. 連絡總務處事務組(分機:50552 、50546) 

 

 被犬隻攻擊、騷擾要如何處理 

 在校園內受到犬隻攻擊、騷擾要如何處理? 

1. 記下犬隻特徵及當時發生之情況 

2. 嚴重者立即就醫處理至 facebook"成大流浪動物志工"粉絲專頁填寫通報單，

或至總務處事務組網頁填寫犬隻滋事通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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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隻行為篇 

1. 當旁邊有犬隻,請慢速通過並避免有太大的動作 

2. 若受到犬隻追趕或吠叫,請停下所有動作,站在原地不動,若知道犬隻名字可

大聲呼喊犬隻名字 

3. 請遠離正在休息及進食之犬隻 

4. 切勿逗弄不熟悉的犬隻 

5. 避免一直直視犬隻眼睛,他會認為被受挑釁 

6. 請勿餵食校內犬隻,避免志工隊管理困難 

7. 請勿攻擊傷害流浪貓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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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為一開放性空間，難以有效避免流浪犬隻

進入校園。倘以通報收容所之方式驅離問題犬隻，亦無

法阻止其他浪犬進入校園、佔據地盤。然而，流動的狗

群，其穩定性較低、較不親人，恐致師生、民眾安全之

慮。有鑑於此，總務處事務組於 2010 年與學生志工合

作，旨在提供一個安全、整潔、人與狗和平共處的校園

環境。因此，一旦接獲申訴電話、或犬隻擾人事

件，請您第一時間與志工聯絡，我們會立即前

往處理。並且，不得讓收容所之捕犬車進入校

園。 

感謝您的配合。 

 

志工聯絡方式 隊長—劉同學 0983-232-040  

       副隊長—郭同學 0956-187-390 

                 副隊長—陳同學 0988-708-369 

總務處 

事務組 成大流浪動物志工隊 敬啟 

2014.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