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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志工隊宗旨及措施 

◎宗旨 

  穩定校園流浪狗數量、維護校園公共衛生及安全， 

並以此維持校方、師生、犬隻間的和諧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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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掌握潛在傷人狗隻，及早採手段預防。每月於事務組網

站發佈月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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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犬隻問題請先連絡成大 

校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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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即無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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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月犬隻增減狀況（無，24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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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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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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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皆具有驅趕外來犬隻的能力。小白親人、喜歡跟認識的人撒嬌。如果叫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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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個性較冷靜，

左前肢因外力導致彎曲，已無法醫治，但不影響行走能力。 

牠們的餵食皆由愛心阿姨進行，請民眾切勿餵食，以免造成牠們的身體負擔。 

 

        ↑小白(左)       ↑大白(右) 

 

 笨笨(編號 19)(母，已結紮) 

  全身黑，尾巴毛偏長，耳朵向後垂，剪右耳， 

    常流眼淚，但不影響生活。 

  個性溫和可觸摸，見到人有時候會搖尾巴靠近 

    討摸，但較膽小，會被太大的動作嚇到，也不 

    太主動接近其他狗，有時會被大小白牠們驅趕。 

    常在勝後或大學路發現笨笨的蹤影。 

3/1與黑 girl 打架受傷，縫合左前掌的傷口後 

暫住志工隊中途空間，於 3/12返回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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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親人犬隻： 

 白米(編號 14)、小黑妞(母，皆已結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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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不

親人，如果太靠近牠們，可能會馬上跑走。牠們都具有驅趕外來犬隻的能力，只要

有外來犬隻經過勝利校區，牠們會立刻起身狂吠，也偶爾會嚇到經過的同學，不過

牠們對於人都無攻擊性。 

白米會讓比較熟悉的人摸、甚至主動靠過來撒嬌，但如果動作太大還是會嚇到

牠。原有的項圈編號為 14，先前洗狗時受到驚嚇掙脫項圈，志工將努力為白米掛回

項圈。小黑妞身形嬌小、不親人、無法觸摸，年紀大且對麻藥過敏，右眼角膜受傷，

不過眼睛問題並不影響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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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疫苗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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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黃是光復的狗老大，土黃色的毛配上黑色的尾巴是牠的特徵，右耳先前因微血

管破裂而有點垂下。對陌生人有警戒心，但會主動靠近熟識的人。時常領著雲平幫

驅逐外來犬隻，保護牠視為地盤的校園。 

白臉也是雲平幫的一員，因白色的臉而被稱為白臉。會親近與牠熟識的人，但有時

會對突然接近的陌生人車吠叫。 

豆皮是雲平幫的第三位主力成員，眼睛的琥珀色與全身的漆黑相比之下更顯突出。

個性溫和，願意對任何人表達善意，親人可摸。 

白臉在 3/3因屁股發炎進入志工隊中途空間，豆皮在同日回到光復。 

 

                            

 

 

 

 

 

 

 

         乖乖黃                  白臉                   豆皮 

 

不親人犬隻(、無法戴上項圈): 

 香吉士（母，已結紮） 

身體短小，毛色是有點偏咖啡的橘黃色。 

個性害羞，看到人會主動閃躲。 

常跟在雲平幫後行動， 

於雲平大樓、歷史系館附近出沒。 

有時氣溫變化大會咳嗽，但身體其餘狀況 

不影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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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仔（公，已結紮） 

身材為光復最壯碩，但個性膽小，看到人會避開。 

毛色是亮麗的橘黃色，總是高舉尾巴、跟著雲平幫 

一起行動。 

 

 

 

 

 小武（公，已結紮） 

身材較小，是漸層的黃灰色，非常不親人，看到人 

就會跑走，志工也難以接近。 

會小心謹慎地跟在雲平幫後方遠處。 

先前因為咬人問題被磨牙，進食更需要細心照顧。 

 

 

 

 

 

 蝙蝠妹(編號 21) & 姆黑(編號 22)（母，皆已結紮） 

蝙蝠妹的尾巴有著閃電形狀的摺痕，常帶著姆黑 

一起行動，但偶有追逐腳踏車的行為問題。 

通常在光口與一活出沒，也會跑到育樂街找食物。 

結束親人訓練與傷勢休養後，3/30與姆黑回到光復。 

照片為舊照，現在兩隻都有戴項圈了唷！ 

 

 

 

姆黑與蝙蝠妹都有著黑亮亮的身體， 

長得幾乎一模一樣， 

唯二不同的地方在於姆黑弧度完整的尾巴 

以及右耳剪耳的位置。 

總喜歡跟在蝙蝠妹身旁，常出沒在光口、一活附近 

或是育樂街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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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面黃(性情不穩、未戴項圈及編號)（公，未結紮）  

外型與雲平幫老大乖乖黃相似，因此取名假面黃。 

常出沒於規劃與設計學院。 

正嘗試對其進行安置計畫，讓牠能有固定的餵食與 

生活區域，藉此讓其性情穩定下來。目前仍常討食 

但偶爾對突然接近的學生低吼，請大家勿貿然接近。 

年紀頗大且有心絲蟲的問題，醫師認為不適合手術， 

因此未結紮。 

 

 

 

 

 

 

★雲平幫乖乖黃、警衛蝙蝠妹合力阻擋校外火車站野狗入侵校園， 

因此在光操附近及榕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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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則移至志工隊動態依時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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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途空間 
--安置經志工隊判定不適合生活於校園(如行為問題等)或傷病之列管犬隻，前者已

全數結紮、學會坐機車、吃東西前先坐下握手，由志工積極送養， 

後者在傷癒後則放回校園。 
 
 

 阿龍(公，已結紮) 

原先生活於光復校區，經判定不適合在校園生活， 

因此於志工隊中途空間安置。個性溫和，年約五六 

歲，是隻處於退休狀態的慵懶狗狗。 

眼睛因年紀關係看起來有輕微混濁，但完全不影響 

生活。聽到別人叫牠名字而開心狂搖尾巴時，尾巴 

就像凶器一般，被打到會痛。坐機車時喜歡把頭伸 

出去，好像很享受兜風。 

 

 

 太郎丸(母，已結紮) 

在學校附近出生，狗媽媽被鞭炮嚇跑後，志工們與 

愛心媽媽合作將牠與其他同胎小狗結紮並送養，唯 

太郎丸遲遲未成功送養，目前年約三歲。 

最大的特色是煙燻眼線、清澈的眼睛與黑色的背， 

其他部分則是虎斑。趴下時，雙手會優雅的交叉。 

 

 

 

 阿貴(母，已結紮) 

志工隊中途空間唯一的中小型犬，非常黏人愛撒嬌 

，但對狗的社會化較不足，有時會因此惹怒其他狗 

而遭咬傷。 

對於身體相當有自主意識並有護食行為，接近背部 

、四肢的觸碰(除了坐下握手)與接近其嘴部的動作 

，都會激怒牠並甚至引起激動的含咬示警。喜歡玩 

網球，除了簡單的拋接，自己也可以玩得很開心。 

 

◎工作內容 

星期一~日，中午與晚上各一班，每天固定餵食、傷病照護、遛狗，每月餵食心絲蟲預防藥、

洗澡、參加成大送養會，每學期大掃除，每年施打疫苗等，其他則移至志工隊動態依時序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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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強校區  

 三傻：米香(公，編號 16，已結紮)、 

麵線(編號 17)、土豆(編號 18)(母，皆已結紮) 

--2013年冬天出生於成杏校區，醫學院堅決反對在其門口花圃挖土，

於是移至航太系館附近。 

米香與土豆是同胎出生，胸前的一片白毛與大大的耳朵是牠的特色。食量彷彿無底

洞，其他狗狗吃不完的飼料，總由米香解決。 

麵線與原有的兄弟蚵仔合稱蚵仔麵線，蚵仔成功送養後，獨留麵線。鮮明的橘色與

虎斑條紋非常好認，纖細的身軀帶著一點憂鬱。 

土豆顏色較米香稍深，柔順的長毛讓牠看起來像玩偶一般。喜歡趴著吃飼料，與常

把飼料吃得滿地都是才又一一舔乾淨的米香不同。 

 

 

 

 

 

 

 

 

 

 

 

 

     米香                          麵線                        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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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則 

由愛心阿姨帶回家，隔天早上再帶回到果汁店。 

對於不熟識的人也很友善。被民眾餵食過多造成 

過度肥胖，曾在照 X光時發現心臟過大影響健康 

，甚至嘔吐與腸胃炎，近來關節炎、肌肉壓迫與 

拉傷更是反覆發作。 

請大家不要餵食，造成大黑身體的負擔。 

 
◎工作內容 

每日餵食方式為志工排班與愛心媽媽進行主要餵食。志工隊員並負責觀察犬隻、傷病照護、

洗澡、打掃環境、定期補打疫苗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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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游移性犬隻  

--因其游移性，並不會固定排班餵食，但志工隊仍負責定期洗澡、施打疫苗、

傷病照護等。 

 黑 girl(編號 13)(母，已結紮) 

  活動範圍幾乎所有校區，甚至校外也能看到牠的蹤影。黑 girl 極親人、喜歡往

人多的地方跑，不時可見牠在人群穿梭。對於人類非常信任，接受任何人的碰

觸，是校園內的人氣犬隻。同學有時暱稱牠小白襪、踏雪。較無驅趕犬隻的能

力，遇見其他犬隻會主動示弱、屈服，也時常被咬傷。 

 

 

 

 

 

 

                             

 

 

6. 警衛室 

--跟著保全大哥，保全在哪裡上班，狗狗就會在那個校區。保全也負責平日餵食、

洗澡。與志工隊合作追蹤犬隻觀察、定期施打疫苗、傷病照護等。 

 白白(編號 24)（母，已結紮) 

全身米色與白色混雜，頭頂隱約有個愛心形 

的白色圖案。相當親人，但對狗很兇，具有 

很強的驅趕能力。常待在自強、力行或成功 

校區警衛室。在保全的照顧下，身材豐腴、 

毛色亮麗，過得很開心。 

 

 

 小小(編號 23)(母，已結紮) 

全黑，體型稍小，些微怕人。原活動於力行 

校區警衛室草叢旁，偶爾會到綠色魔法學校 

木棧道下休息，害怕時躲進警衛室。列管後 

主要在警衛室附近，平時由固定老師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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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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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8.力行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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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三隻犬隻目前皆為成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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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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月動態 

03/01(下左二圖) 

不知為何笨笨又跟黑 girl吵了一場，結果笨笨腳掌被咬出一道撕裂傷，到醫院縫了

兩針，得在志工隊中途空間休養好一陣子。 

 

 

 

 

 

 

 

 

 

 

 

03/02、03/03(上最右圖) 

這兩天是眾望矚目的社團博覽會，地點在大學路第一攤，有不少人前來詢問、也帶

了可愛的酷卡回去~雖然因為吵雜的聲音而無法帶狗來，讓許多想跟黑 girl打招呼

的人失望了ˊˋ 

 

03/03 

白臉的老毛病復發，屁股因潮濕而發炎見血，因此戴上頭套，回到熟悉的志工隊中

途空間，豆皮也同時從中途回到光復。 

 

 

 

 

 

 

 

 

 

 

 

03/07 

這天是每個學期初都有的說明會！在隊長深入淺出的介紹後，相信大家對志工隊有

了更深的瞭解、也解開了不少疑惑。之後要一直懷著這時的熱度持續愛著狗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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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8 

尾巴因黴菌感染而掉毛的蝙蝠妹回診，需要再持續擦藥、戴頭套防止舔咬。 

 

03/12 

1. (下左圖)豆皮切除右後腿的脂肪瘤，傷口不大，只要戴頭套並塗抹藥膏就可以。 

2. 本想請醫生幫笨笨拆線時，鑑定老被公狗糾纏的牠是否已結紮完全，但醫生發現

牠肚子太多大便，檢查不出所以然，只好先把無辜被腹部剃毛的笨笨放回勝利。 

3. (下右圖)每月一度的成大送養會今日依舊，志工們將會繼續與社團法人臺南市流

浪動物愛護協會攜手為更多毛孩子找到屬於牠們的家！ 

 

 

 

 

 

 

 

 

 

 

 

 

03/14~03/16 

為期三天的巡禮，帶著新志工們實際到三個區域排班(志工隊中途空間→自強勝利→

光復)，瞭解各區排班的內容後，再選擇真正想加入的區域。之後排班要記得來！ 

 

                                          ←新志工們在隊辦專心聽講解、 

                                            清洗餵食用具的模樣 

 

 

 

 

 

 

03/15 

1. 蝙蝠妹複診，尾巴的狀況已經恢復的差不多，再擦藥一週後，拿掉頭套不會舔咬，

就可以放回光復了~ 

2. 豆皮回診檢查切除腫瘤的傷口，狀況普通，持續擦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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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9 

除了受傷的白臉與豆皮，中途的眾狗都在今天洗了個乾淨！也順手把黑 girl洗乾淨，

讓牠可以乾乾淨淨地擔任單車節的大使！ 

 

 

 

 

 

 

 

 

 

 

 

 

 

 

 

03/20 

1. 光復這次終於洗到每逢洗狗就屢屢逃脫不見蹤影的乖黃！ 

2. 經過一個月以來的風吹日曬雨淋，勝利的狗又變得臭哄哄，在眾志工的清洗下，

大小白和笨笨終於又變得光亮如新囉~ 

3. 自強三傻與志工隊中途空間的阿龍疫苗都已屆滿一年，在今天一次補齊施打。 

 

 

 

 

 

 

 

 
 
(由左至右)一洗澡就不爽的乖黃、無辜的笨笨、玩得很開心的三傻 

 

 

03/22(下頁圖) 

蝙蝠妹禿禿的尾巴回診，幸好沒有惡化，但還是得戴頭套+擦藥，直到毛長回來。 

也換好了志工隊中途空間前門的垃圾袋，這幾天要記得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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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2 

1. 豆皮終於可以拆線，頭套拿掉後若不會舔咬傷口，就可以回光復囉~ 

2. [動物平權演講-三個海生館和農場沒告訴你的故事] 

在春分的隔天，邀請到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動物陣線副社長—戴宇陞，前來分

享關於娛樂動物、經濟動物與 vegan的故事！ 

事情要從受害者的角度來觀察，vegan 即是因此將蛋奶等任何可能造成動物痛苦

的食品都屏除在外的生活方式。聽起來難以貫徹，但其實臺灣隱藏著各種美味的

蔬食餐廳，vegan 也並不會對營養攝取造成任何困難，甚至有許多知名的運動員

以及健身教練就是 vegan的奉行者。  

雖說如此，講者自己也花了四五年的時間，才達到今天的狀態。一步一步來，就

從今晚宵夜的雞排戒起吧！ 

以下是演講提到的資源： 

中華鯨豚協會 https://www.facebook.com/tcstcswhale/?fref=ts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https://www.facebook.com/koef.kuroshio/?fref=ts 

中華鳥會 https://www.facebook.com/CWBFTW/?fref=ts 

荒野保護協會 https://www.facebook.com/sow.org.tw/?fref=ts  

「最棒的演講」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4a_ewFCwHw 

 

 

 

 

 

 

 

https://www.facebook.com/tcstcswhale/?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koef.kuroshio/?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CWBFTW/?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sow.org.tw/?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u4a_ewFCwHw&h=SAQE49qxzAQETc2gFyHHRPN03egQ2JuJnqsgPqphoUXJAYg&enc=AZOy4BYr2vaey-y0EFBSciNeuPzsNVmE0mTFAvWrukCWoMRd0EZndRr31FS892QJ7kzJE67-2FxtSYos0lB7BeVLYBtLPowRyqJ3myLEIaRd_NIuiOHOnG_dkM4LERkiC6u3mDUPE992ApErLgYLq6n_vyrgyZP8MofqXnxhtls5_fdP2z87FqE6txtNZh3oDSKmbZrQjEtsBcaO0xCB831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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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6 

豆皮傷口復原，回到光復。 

 

03/30 

1. 白臉屁股的傷口也好了，回到光復與乖黃和豆皮團圓。 

2. 盼望許久的蝙蝠妹與姆黑回歸光復，非常有活力的樣子，希望少到育樂街吃垃圾

食物，不然志工餵食都好心酸 Q_Q 

3. 今天下午接到生科系通報，撿到一隻疑似混到貴賓的黑狗， 

男生、未結紮、年約 3~4歲，親人乖巧、乾淨、不抗拒牽繩、會坐機車， 

並掛有 105年桃園市政府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掛牌。 

與同時接獲李老師通報的臺南市動保處捕犬車協調過後，志工將牠帶往掃描晶片，

卻沒有結果，礙於狂犬病疫苗注射資料無法跨縣市查詢，致電桃園市政府查詢又

遲未答覆，連假過後會再度向桃園市政府詢問。 

若持續無法聯絡上原飼主前來領回，將會依循校園流浪犬的模式原地放回，因此

也同時徵中途，直至找到原飼主/新家為止! 

 

 

 

 

 

 
 
 
 

 

 

                          

   ↑蝙蝠妹(剪耳在正上方)      ↑姆黑(剪耳在側邊) 

           ↓拾獲的黑貴賓米克斯，掛有 105年的桃園市政府狂犬病疫苗注射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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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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rz.tw/v7Rco 

5. Facebook搜尋：成大流浪動物志工 

6. 本月通報： 

日期：2016/03/31 

內容：校長好 不好意思打擾您了，我就長話短說， 

昨日帶著妻小前往光復校區大操場走走，小孩約 4歲，非常高興在操場下穿

著新布鞋跑來跑去，在經過聖火台旁邊，小孩正跑入座位區(面向聖火台右邊)，

2隻狗(一隻土黃色、一隻黑色，全沒鎖鍊，應是野狗)從座位區衝出急追我

小孩， 當下，以狗狗衝出的速度，若要咬我小孩，我跟太太鐵定救不到，也

或許是我跟太太衝去嚇阻，狗狗才急煞後退，不然恐生憾事! 雖然校區採開

放，且校地大不易管理，野狗亂跑也不易掌握 但有一就有二，恐怕也不只我

這一案例，相信不只對校外運動人士、對在校學生恐也是威脅， 希望涵請校

長能重視一下，謝謝您! 

希望所有人都平安快樂的小小市民 戴○○留 

處理：2016/04/01晚間 

隊長、隨後到達的副隊長與幾名志工，等待平時會在光復宿舍餵食流浪狗的

愛心媽媽，討論過後，愛心媽媽答應更改餵食的地點，慢慢將狗引導到學生

及人群較少的地方(遠離宿舍、操場)。被通報的狗群(已結紮)未列管，但已

習慣在那裏生活，雖較為敏感，若在休息時容易被驚動，但稍微制止或是反

兇回去，便會自己逃開，較不會主動接近或攻擊人。因此改由讓狗群遠離刺

激(大動作運動、跑動的人群)的做法，亦與事務組商討新增告示與宣導中，

減少人狗雙方的衝突。 
 

 

 

七、 犬隻統計數字 

◎列管犬隻：勝利 5；光復 9；志工隊中途空間 3；自強 4；游離 1;警衛室 2， 

 Total 24 
 

◎結紮：校園列管犬隻：勝利5/5；光復8/9；自強4/4；游離1/1；警衛室2/2； 

              (力行4/6；成杏3/3；成功6/6) 

志工隊中途空間：阿龍、太郎丸、阿貴，3/3 

 

 

http://0rz.tw/v7R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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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工讀時數 

志工隊代表─陳品碩 100 小時 

志工隊代表─張宸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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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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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社團法人台南市流浪動物愛護協會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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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成大校園的貓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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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寵物飲食禁忌 別餵狗吃雞骨頭 

https://tw.news.yahoo.com/%E5%AF%B5%E7%89%A9%E9%A3%B2%E9%A3%9F%E7%A6

%81%E5%BF%8C-%E5%88%A5%E9%A4%B5%E7%8B%97%E5%90%83%E9%9B%9E%E9%AA%A8%

E9%A0%AD-070706318.html 

9. [分享] TNR、動保法與飼主責任 

https://www.ptt.cc/bbs/NCCU/M.1291182745.A.E79.html 

1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汪汪社 對「靠北雲科 #16365」的問題回覆 

https://www.facebook.com/fqyuntech/posts/436943429848571 

11. 當孩子遇見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uKqGyZl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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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acebook.com/tnr.animal?ref=stream
http://www.peopo.org/news/107589
https://tw.news.yahoo.com/%E5%AF%B5%E7%89%A9%E9%A3%B2%E9%A3%9F%E7%A6%81%E5%BF%8C-%E5%88%A5%E9%A4%B5%E7%8B%97%E5%90%83%E9%9B%9E%E9%AA%A8%E9%A0%AD-07070631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F%B5%E7%89%A9%E9%A3%B2%E9%A3%9F%E7%A6%81%E5%BF%8C-%E5%88%A5%E9%A4%B5%E7%8B%97%E5%90%83%E9%9B%9E%E9%AA%A8%E9%A0%AD-07070631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F%B5%E7%89%A9%E9%A3%B2%E9%A3%9F%E7%A6%81%E5%BF%8C-%E5%88%A5%E9%A4%B5%E7%8B%97%E5%90%83%E9%9B%9E%E9%AA%A8%E9%A0%AD-070706318.html
https://www.ptt.cc/bbs/NCCU/M.1291182745.A.E79.html
https://www.facebook.com/fqyuntech/posts/43694342984857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uKqGyZl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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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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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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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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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貼系所 

 生科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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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文系(公布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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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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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同學 0917-254-612  

       副隊長—葉同學 0988-321-159 

                 副隊長—邱同學 0928-763-504 

 

總務處 

事務組 成大流浪動物志工隊 敬啟 

2015.0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