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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是心絲蟲的傳染媒介

所以定期預防不能間斷

滿 2週齡
*
及 2.5 公斤以上體重，即可使用

請洽詢您的獸醫師如何定期使用成分單純

安全、有效的心絲蟲預防藥

參考文獻：�Data�on�file.�Study�No�.�92.0446.�016

動物藥入字第 6723、6724、6725、6726 號

台北市復興北路365號11樓  TEL：(02)2715-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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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月 一 顆 倍 脈 心 ‧ 心 絲 蟲 預 防 很 安 心

感染心絲蟲可能導致犬隻死亡特別注意

心
絲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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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講堂 李朝全

浪浪被龜殼花咬傷急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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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掏心話
要讓毛孩子能完善的社會化，最重要的第一步無疑

就是教育，但如何教育我們的寶貝，好讓他們能夠

循序漸進的增進技能，這就真真是一門學問。不

過，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邀請大家一起研究研

究本期的特別企劃，試著先從居家服從訓練著手，

相信大家都能夠慢慢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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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
醫
療
水
準
不
斷
提
升
，
毛
孩
子
也
逐
漸
邁
向
高
齡
化
。

希
望
藉
由
政
策
推
行
、
政
府
補
助
及
使
用
者
付
費
的
方
式
，
使
寵
物
都
能
安
養
一
生
，

飼
主
也
得
以
建
立
「
終
身
飼
養
」
的
觀
念
與
義
務
，
守
護
寵
物
直
到
生
命
盡
頭
。

文
字‧

童
麗
麗   

圖
片‧
台
北
市
動
物
保
護
處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動 物 醫 院

臺北市安養機構生力軍

安養服務強調三大特色

對應各類飼主需求
目前臺北市共有14間動物安養

機構，依據不同單位所提供的

服務或設備，可提供慢性病、

老年、癱瘓、失智、癲癇、腫

瘤、心臟病及關節退化等方面

之照護服務。

由臺大動物醫院推出的安養服

務強調三大特色：「長期安

在臺北市動保處輔導下，國立

臺大動物醫院成立了國內首座

教學醫院等級動物安養機構！

推出三大安養服務「長期安

養」、「日間照護喘息服務」

與「中西醫整合物理復健醫

療」，提供毛孩更高品質且更

具專業性的動物安養照護！

↗↗↗

法鬥大頭於接受治療後，和飼主一同

參與揭牌儀式。

↗↗↗

米格魯小稚示範獸醫復健醫學中心之

水中跑步機療程。

給您每月一則重點新聞動保新聞月報

HOT ISSUEANIMALS NEWS

動保新世代

養」針對非急重症而須接受安

養照護者，可將動物安置於機

構；「日間照護喘息服務」主

要客群為上班族或短期外出的

民眾，可配合復健、運動或治

療等；「中西醫整合物理復健

醫療」除固有之水療、電療、

雷射外，另結合中獸醫學之針

灸、艾灸等療法。

未來致力加強擴大培訓

成為北部培訓及教育中心
未來臺大更將規劃動物長照安

養機構人員培訓，配合獸醫繼

續教育課程及動保處特定寵物

業專任人員訓練等制度，致力

成為北部動物安養機構的培訓

及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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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理事長 李朝全大人物講堂

APA MANAGING DIRECTORBIG MAN WORKSHOP

動保新世代

忠 犬 浪 浪 「 落 去 」 力 鬥 龜 殼 花 入 侵

浪浪被龜殼花咬傷急救事件
蛇
毒
咬
傷
多
在
夜
晚
，
不
同
毒
蛇
咬
傷
使
用
血
清
種
類
也
不
同
，

要
看
清
毒
蛇
或
捕
捉
毒
蛇
，
又
要
送
醫
更
形
困
難
又
傷
荷
包
，

奉
勸
毒
蛇
出
沒
地
區
人
畜
更
應
小
心
，
可
先
打
草
驚
蛇
再
進
入
較
安
全
。

文
字‧

李
朝
全   

圖
片‧
流
浪
動
物
之
家
編
輯
部

衷心浪浪「落去」

力鬥龜殼花導致被咬毒發
本會保育場一隻浪浪叫「落去」

咬死入侵龜殼花毒蛇，但也被咬

傷毒發頭腫得像豬頭，經本會工

作同仁緊急搶救送醫，還好撿回

一條命，但後續醫療費用更是可

觀，特將醫療過程呈現供參考，

也呼籲大家在野外應多注意人狗

安全，尤其草叢、樹下有毒蛇出

沒地區，應謹慎入內，因狗狗會

嗅聞、追咬小動物，這時被反咬

一口將毒發死亡，不死醫療費用

也相當高。

↗↗↗

經浪浪「落去」成功防禦，讓保育場免

受毒蛇龜殼花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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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毒蛇咬傷使用的血清，

在各縣市獸醫師公會有儲備血清，

一劑價格2萬4千多元，

因價格昂貴又有保存期限，存量不會很多。

經手術縫合治療

忠犬浪浪大難不死
本會浪浪落去被反咬在嘴唇

兩側上，龜殼花是出血毒，

毒發較慢，經緊急治療未見

出血死亡，但下巴毒液卻引

起一大片組織壞死，無法進

食、流涎、精神萎靡，未免

壞死繼續蔓延，因此必須經

外科手術將壞死皮膚肌肉切

除，再縫合傷口繼續觀察，

希望癒合順利，還給大難不

死的落去生命。

被毒蛇咬傷使用的血清，在

各縣市獸醫師公會有儲備血

清，一劑價格2萬4千多元，

因價格昂貴又有保存期限，

存量不會很多，而每一動物

醫院不一定有血清可用，必

須向公會申請調用，而蛇毒

咬傷多在夜晚，不同毒蛇咬

傷使用血清種類也不同，要

看清毒蛇或捕捉毒蛇，又要

送醫更形複雜困難，救回生

命如延緩治療之後遺症會很

麻煩又傷荷包，甚至有一些

必須截肢，甚至器官受損，

奉勸毒蛇出沒地區人畜更應

小心，可先打草驚蛇再進入

較安全。

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

每隻浪浪都是寶貝
看到浪浪落去痛苦無辜表

情，真讓人心疼，希望愛護

毛小孩之朋友能共同集氣，

祈望這手術能順利成功，沒

傷到任何器官，讓其早日康

復，又能自由自在奔跑、健

康快樂嬉戲生活！

狗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

本會保育場每隻浪浪都是我

們的寶貝，我們永遠不會放

棄他們，當然醫療費用會增

加許多，但看到這些浪浪能

快樂、健康奔跑，付出更多

費用都是值得的，當然我們

也需要更多善心人士捐款和

資源，好為這些浪浪盡更多

心力，我們將這點點滴滴紀

錄下來，希望提供更多畜主

防範及醫療參考。

↘↘↘

希望大難不死的落去，再經受術治

療後，能逐漸康復！

↗↗↗

由於下巴毒液導致大片組織壞死，

需要麻醉切除壞死區後縫合治療。

↘↘↘

落去的嘴唇兩側都被蛇反咬，導致

下顎皮膚壞死潰瘍腫大。

李朝全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理事長

臺南市獸醫師公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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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狗狗的訓練目標是放在讓狗兒們能夠融入人們的生活環境，

增進人與狗狗和諧相處的機會，

一步步受過訓練的狗狗，會提高對人的信任與服從性，

與人的相處也會更加和諧愉快！

文字‧圖片  流浪動物之家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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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來一個伏臥靜靜等

指導要領

當指導手以指令讓狗狗臥下後，若是指

導手沒有進一步的指示，狗狗就必須要

能在原地臥著等待，不可以隨意的站起

甚至走動。

當你進超商買東西或是到任何

地方辦事，狗狗都會乖乖臥著

等你，讓你不用擔心煩惱。此

外，長時間臥等訓練，狗狗的

穩定性也會增加，使其更加成

熟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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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飼主的腳側行進

指導要領

犬隻需跟在指導手的左膝旁，沒有

超前、落後或偏離，而牽繩是鬆鬆

的懸掛著，不是拉緊，讓狗狗自發

性的跟隨在左側慢步。再來變換步

伐，由正常步伐轉為快步。最後，

再由快步轉為慢步到正常步伐。

腳側隨行時，我們讓狗保

持在左腳側膝邊的位置，

是強調一個對等的關係，

彼此尊重的感覺。

第三課

行進中坐下等等

指導要領

在行進中下「坐」的指令，讓狗坐

下，指導手繼續前行1，然後轉身

面對狗狗2，再走回狗狗身邊3。

讓
狗
在
行
進
中
，
也
能
立
即
停
止
前

進
的
動
作
，
適
合
用
於
讓
狗
狗
進
行

短
暫
性
的
等
待
，
也
可
有
效
預
防
突

發
狀
況
的
產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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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狗能自信又自然穿越

走動著的人群，且不會發

生不友善的狀況 。

第四課

茫茫人海中測試

指導要領

狗要能在人群中泰然自若的行進或

接受指令。

如
果
帶
著
狗
到
公
園
玩
，
回
家
時
狗

卻
叫
不
回
來
；
又
或
狗
跑
到
危
險
的

馬
路
邊
，
必
須
要
把
狗
兒
喚
回
身

邊
。
因
此
，
這
個
項
目
的
重
要
性
也

就
不
言
而
喻
了
。

第五課

行進中臥等與招來

指導要領

行進中下「臥」的指令，指導手繼續前

行，狗兒依口令臥下，指導手走到一定

距離後轉身面對狗狗4，下招來的指令，

狗狗快速跑向指導手5，然後在指導手前

面坐下6。



狗 兒 心 理 ‧ 重 創 後 心 理 重 建

專題企劃書：重創心理治療

文字資料‧流浪動物之家編輯部   圖片‧流浪動物之家編輯部

在心理學的層面上，

面臨心理重大創傷的人們，

有可能會演變為「創傷壓力症候群(PTSD)」，

而同伴動物也有屬於他們的喜怒哀樂，

自然也有可能產生創傷壓力症候群的現象！

16

在過去，無論遇上任何重大災難，例如：火

災、事故現場，人，是理所當然的第一救援

對象，但在一旁總不免有一群徬徨到不知所

措，害怕到身體顫抖著的同伴動物們。

對於曾經陪伴著我們的他們，在歷經重大災

變後可能出現心理創傷的種種現象，當然也

是我們刻不容緩的責任。

921大地震時，看到他們有的徬徨害怕，有的

不停運用本能想挖出飼主，縱使鼻子傷了、

累了，還是不願放棄，看到這樣的情景，相

信沒有人不會動容，沒有人不會心碎。

情感要能傳遞，自然需要一道健全的溝通

橋樑，否則任何再好的心理重建計畫也都

只是空談。大約十年前，有部電影The horse 

whisperer(中文譯名：輕聲細語)，就是在描述

深諳動物心理的馴馬師，如何處理一匹馬和

小女孩在車禍後心理重建的故事，在整個治

療過程中足以見得心理重建的工程是多麼的

細膩與巨大！

第①步：建立溝通橋樑

要協助狗兒重建健康的心理狀況，第

一要務就是建立與狗狗的關係。



1
常見心跳加快、呼吸急促、下痢、情緒性、排尿增加、消化不良與舔牴肉

芽等種種常見的強迫症。可以先用抗緊迫藥物，幫助抵抗緊迫症候群，克

服緊張，並要長期陪伴，讓動物們安身也安心。

焦慮症：具侵略性、不順從、過度神經質進而影響內在。

17

愛和時間，是最好的良藥 

心理重創後的反應與處理方案

3
先做一般血液檢查，再針對個體病症治療，

給予對症支持療法，恢復健康體，

免除疾病之威脅。

身心不良：因環境鉅變，身體機能會出現不良症狀。

2
必要時請專門訓練師作行為矯正，或是先給予抗憂鬱玩具，以助他們走出

受災陰影.也可以利用群聚的生活，讓群體影響的力量，協助心理創傷的修

復，讓自我保護嚴重的狗兒們，盡早恢復快樂正常的生活。

焦慮症：伴隨情緒改變，可能出現異常的攻擊行為。

自然環境中發生任何改變時，都有可能對他

們帶來壓力，以及各種危機，而這些危機的

程度，便影響了創傷的深度與嚴重性。因

此，在讓心情平復的過程中，一個平和安穩

的環境是在需要不過的了。一個正常舒適的

環境，除了能幫助狗狗早日回歸往常規律的

生活，也能夠避免他們受到刺激。

。

心理重建，是一個系統工程，如果不能徹底

擺脫災難的陰影，時刻生活在一種灰色的憂

鬱不安中，同伴動物也可能因此不能自拔。

但心理重建沒有所謂量化考核辦法，緊迫情

況的先後出現，也反應出心理重建的長遠路

途，就讓我們一同為動物們重塑心理與未來

的目標，繼續加油吧！

第③步：高能量高營養第②步：保持舒適環境

環境瞬間惡化會造成狗的被拋棄感，

這時需要幫他們恢復環境的控制感。

人們總說心病還需心藥醫，而時間，

則是最好的心理藥。



八 里 保 育 場 的 翻 修 作 業 ‧ 大 功 告 成  

幸福之家：八里保育場

文字‧瑞芳   圖片‧瑞芳

從四月開始清運，到六月開始裝潢，七月完

成的2D & 3D彩繪，一直到現在的小小花圃造

景；雖然保育場的原貌沒有太大的改變，但

經過大家的努力後，保育場接待廳及周邊環

境已變得更加寬敞、明亮、舒適了！

當初自己想改造的範圍沒有這麼大，很單純

的想把黑黑暗暗、髒髒舊舊又常常被蜘蛛絲

入侵的接待廳改造得更明亮一點而已。但經

過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李朝全 理

事長給予的指導及建議後，一個不小心就把

範圍越做越大了！

當發現圍籬搖搖欲墜，清走孳生病媒蚊的輪

胎及破損花盆後，發現後方的小化糞池水

溝，寬度竟大到可以讓整隻狗掉下去，好

險深度還不到狗狗胸口，不會有被淹到的疑

慮。左思右想了一番，要用什麼做水溝蓋，

才能省錢又兼顧美觀與安全呢？

用木棧板好了！便宜、美觀、又可以完美的

蓋住水溝，這時候就很順的把歪腦筋動到媽

媽上班的公司。載來了數十塊棧板後，開始

一塊一塊的拼湊起來，量尺寸、裁切、重新

拼裝、上漆彩繪，雖然畫得可能比幼稚園小

更加明亮舒適的接待廳 更加安全美觀的水溝蓋

我們衷心感謝

每個幫助

我們翻修的單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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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感謝橙藝彩繪設計替保育場畫了美美的擬真3D圖。

左下‧避免同仁滑倒的花圃。

右上‧棧板水溝蓋。   右下‧全新接待廳。

朋友還差，但至少保護了狗狗們的安全。

大門前斜坡上的土堆，光禿禿的又常被輾壓

也造成同仁滑倒，可是鏟走又不知道鏟去

哪，該怎麼辦才好了？啊！就地改造成小花

圃好了！將常被輾壓到的區塊往上鏟，再用

磚塊將周圍圍起來，然後種上些耐旱又漂亮

的植物，既避免了大車繼續輾壓更解決了害

同仁滑倒的窘境，更美化了光禿禿的土堆，

多了一個漂亮的小花圃!至於範圍最大的圍籬

問題，感謝協會的黃理事在第一時間跳出來

說要協助翻新！所以整理完後發現的問題，

大致上也都解決了!

從四月開始美化到現在，也經過半年多了，

雖然邊做邊修正，也越做越大，但所有的辛

勞，都可以因為您的一句鼓勵及肯定而化

解，請不要吝嗇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保育

場的美化不僅僅是為了協會60周年慶，更是

為了營造一個舒適遼闊的空間，讓每一位到

保育場與狗狗互動的民眾都能有個更舒適的

環境！

更加美麗可愛的小花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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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尋覓稱職的「幸福家園」作為代養家庭，將狗兒從公立收容所中領

出來，重新訓練狗兒社會化，再交由代養家庭協助照料，期待給狗兒們

一個舒適的生活空間，也讓收容所空間得以收容更多動物。

歡迎加入幸福家園

20

每年台灣都有許多人力默默投入拯救流浪狗工作，

但無奈仍就無法有效解決流浪狗問題。

為了讓更多寶貝可以邁向幸福，

且不受收容所容量限制又能提升狗兒福祉的條件下，

我們提出了「狗來富」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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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狗兒到達鄉間家園的那一刻起，我們每個月從來沒有間斷去探望狗兒

及家園主人。我們可以從家園主人的閒談中，發現許多有趣的事情，也

得以了解狗兒們的現況，感受她們和主人間所建立的深厚情感，最重要

的是知道她們過得更好。

山丘平原‧潺潺溪流

龍眼樹叢的世外桃源

這裡沒有電磁波干擾，沒有吵雜的車水馬龍，

只有小巧的山丘平原、潺潺溪流和一望無際的龍眼樹。

在這一片狗兒樂園中，有狗兒的專屬泳池，

還有給狗兒奔跑衝刺的坡道，旁邊更飄著龍眼木的薰香味。

在樂園中狗兒可以盡情吶喊，不愁溫飽、不怕雨淋，

感謝何氏一家讓狗兒們的生命樂章無盡響亮！

人家最乖了

\   /

睡覺去囉

\   /

歡迎大家來到大內！

\   /



統計截至2019年12日止

356 
隻

代養
犬隻 16 

戶
幸福
家園

35 
人

探訪
志工 68 

處
走訪
鄉鎮

上。來比賽吧！先眨眼的人輸！

右。要把我拍得可愛一點才可以喔！

下。哎呀！我素顏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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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L 雪寶

GIRL
晶片號碼：145856635A

2002年生‧中型犬

COCO(右三)

每天只需要20元，就可以認養八里保育場的可愛寶貝們，

募得的經費更將支持我們給動物一個安穩的家！

晶片號碼：991001000300558

2017年生‧中大型犬

晶片號碼：133221137A

2005年生‧小型犬

小黑(右二)GIRL
晶片號碼：900138000030687

2008年生‧中大型犬

美姬(右一)GIRL

晶片號碼：135313457A

2005年生‧中型犬

桃子(左二)GIRL
晶片號碼：144633734A

2004年生‧中型犬

小黑(左一)GIRL

選我
\   /

選我
\   /

開心
\   /

開
心

\   /

看這麼久  

            
            

     煞到了吧！

快樂狗狗有樂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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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號碼：900128001458804

2013年生‧中型犬

嘿嘿

BOY

晶片號碼：020005F635

2015年生‧中型犬

細漢

BOY

晶片號碼：006CC5819

2008年生‧中型犬

龍ㄟ

BOY

晶片號碼：900138000027130

2006年生‧中型犬

龍捲風

BOY

晶片號碼：900138000039576

2010年生‧中型犬

斑斑

本期您領我養專案之最新統計數字

統計截至2019年12月18日止
認養
人 1,555 

人

BOY

晶片號碼：900138000038425

2010年生‧中型犬

主任
晶片號碼：900138000037037

2010年生‧中小型犬

麗麗

GIRL

晶片號碼：900073000189907

2017年生‧中型犬

艾米

晶片號碼：02000652D2

2018年生‧中型犬

阿尖

BOY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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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號碼：965000000268851

2005年生‧中型犬

小黃

GIRL

晶片號碼：900108001406933

2019年生‧中大型犬

多麗

GIRL

本會官網：www.APATW.org

有更多狗狗等你喔！
認養
犬隻 2,285 

頭次

晶片號碼：990000000515870

2017年生‧中型犬

森永

GIRL

晶片號碼：990000000085846

2014年生‧中型犬

QQ

GIRLBOY

晶片號碼：900138000606426

2013年生‧中型犬

小豪 

BOY

晶片號碼：144612763A

2012年生‧中型犬

咕嚕

晶片號碼：900138000949548

2015年生‧中型犬

柳紅

GIRL BOY

晶片號碼：900128000637567

2008年生‧中型犬

Puppy

晶片號碼：900108001451542

2015年生‧中型犬

娜娜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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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志浩 于羿莘 尹靜蘭 王易生

王慧玲 江沛宇 江孟樺 江科萱

牟善惠 何月雲 余忠益 李＊芳

李佳穎 李健芳 汪美慧 肖○戰

林宇輝 姚桐白 匿○名 張嘉麟

許詩斌 陳＊玲 陳玟妤 陳啟德

彭顗澄 曾揚凱 黃嘉琪 黃嘟嘟

劉○湄 蔡麗瑛 鄭＊月 鄭明月

戴文珊 薛雪芬 韓小姐 ○○○

永展鴻企業有限公司 向熙、向

晴、王詩涵、向駿、梁海珊 竹

光國中司馬遷班 沛華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秦玉蕙、秦玉菡 高立

圖書中心 豪思威股份有限公司 

樂我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方○○ 王文忠 王含吉 王含吉

王怜凰 王○玠 王亭雅 王俊勝

王俞琄 王思涵 王思涵 王秋賀

王貞乃 王郁婷 王培倫 王淑月

王富加 王惠蓮 王湘絜 王靖縈

王誌賢 王慧琴 王麗珠 王寶能

田文清 白芳青 白薏鈴 石芳語

石國華 朱宇琴 朱佳菱 朱美珈

江思慧 江庭誼 江雅婷 江瑞萍

何于權 何孟宣 何俊瑩 何柏誼

何深溪 余采鴻 余雲陵 吳＊協

吳＊萱 吳＊慧 吳＊樺 吳少彤

吳心心 吳玉蘭 吳伊雯 吳光文

吳至凡 吳佩璇 吳孟芸 吳孟芸

吳松哲 吳欣蓉 吳秉宗 吳思筠

吳洛儀 吳美芬 吳淑玲 吳惠珍

吳慧儀 吳錦忠 吳○鍇 呂○○

呂宜芳 呂宜芳 宋昕昀 宋玟玟

宋雯琪 李志洋 李佳容 李佳蓁 

李佳蓁 李佳蓉 李佳蓉 李佳蓉 

李佳樺 李宗杰 李宛靜 李宜珊 

李怡慧 李怡慧 李芸儀 李青怡 

李美貞 李美貞 李國義 李祥慧 

李闓地 杜仁銓 汪意惠 沈＊柔

沈文儀 沈錦雀 阮人鳳 周元芬 

周亞儀 周彥呈 岳秀隆 林＊均 

林＊妤 林＊儒 林允中 林月裡 

林以婕 林玉婷 林立國 林妏穗 

林妤姣 林依宣 林季蓉 林岱瑩 

林怡君 林怡君 林明慧 林欣儀

林俊龍 林盈甄 林羿伶 林倩如 

林素真 林淇翎 林淑芬 林淑娟 

林惠貞 林○蒂 林曉玫 林穎俐 

林靜宜 林靜宜 泡○泡 邱之柔

邱惠琪 邱潔芳 金小虎 姚慧玲 

施妙玫 柯俊宏 段惠蘭 洪韋傑 

洪素芬 洪淑娃 洪陪慈 洪惠慈 

洪雅琳 紀方盈 紀惠英 唐紀渝 

唐德成 孫玉華 徐＊穗 徐○○ 

徐梅瑜 徐雅婷 徐雅婷 徐瑛怡 

徐嘉穗 徐嘉穗 徐榕鎂 袁嘉福 

高星星 高崇蘭 高雅珍 張＊如 

張＊雅 張正岳 張名標 張育菁 

張明智 張芷瑄 張書華 張書華

張珮芳 張智凱 張○琦 張菀媛

張維承 張慧齡 張韻慈 曹玉屏 

梁靖敏 梁綺砡 畢文倩 章克勤 

莊秀美 莊哲綸 莊國鼎 莊錦綉 

許＊云 許勻？ 許友鄉 許佳怡 

許宗陽 許俊誼 許哲華 許家碧 

許瑞祥 許慧芬 許馨云 郭力綺

郭怡均 郭姵妤 郭姵妤 郭盼容

郭悅玲 郭晏芯 郭○純 郭敏政

郭慧如 陳＊文 陳＊如 陳＊宏

陳＊祥 陳＊霖 陳玉蘭 陳光宇 

陳君宜 陳亞芬 陳佩莉 陳佩琳 

陳佳瑜 陳侒國 陳依希 陳怡君 

陳怡君 陳怡禎 陳姵心 陳姿蓉 

陳姿樺 陳姿樺 陳宥羽 陳建智 

陳政傑 陳昭安 陳昱宣 陳羿璇

陳羿璇 陳英博 陳虹臻 陳娟娟 

陳家寶 陳純敏 陳偉麟 陳敏瑤 

陳淑娟 陳理宏 陳惠君 陳佩琳

陳佳瑜 陳侒國 陳依希 陳怡君 

陳怡君 陳怡禎 陳姵心 陳姿蓉 

陳姿樺 陳姿樺 陳宥羽 陳建智

陸曉雯 陳政傑 陳昭安 陳昱宣

陳羿璇 陳羿璇 陳英博 陳虹臻

陳娟娟 陳家寶 陳純敏 陳偉麟

陳敏瑤 陳淑娟 陳理宏 陳惠君

陳佩琳 陳佳瑜 陳侒國 陳依希

陳怡君 陳怡君 陳怡禎 陳姵心

陳姿蓉 陳姿樺 陳姿樺 陳宥羽

陳建智 陳政傑 陳昭安 陳昱宣

陳羿璇 陳羿璇 陳英博 陳虹臻

陳娟娟 陳家寶 陳純敏 陳偉麟

陳敏瑤 陳淑娟 陳理宏 陳惠君

陳惠君 陳紫娟 陳紫齡 陳華純

陳彙中 陳聖元 陳碧雲 陳慧文

陳澤宏 陳穎杰 陳靜鈺 陳韻如

陳麗君 陳麗華 陳寶玲 陶裘蒂

傅莞婷 彭千芬 彭敏芳 彭湘梅

曾月英 曾佩玲 曾怡潔 曾睿淵

温雅芳 游巧伶 游美娟 游雅雯

湯文靜 程士芳 馮麗華 黃＊雅

黃于嘉 黃光銘 黃如敏 黃百蓮

黃妍臻 黃坤煌 黃俊銘 黃盈姿

黃國光 黃惠嬌 黃智慧 黃琪婷

黃雅雅 黃慈琴 黃源凱 黃筱莉

黃筱寒 黃鈺姍 黃嘉惠 黃慧琪

黃瑩綺 黃靜慧 黃靜慧 黃齡瑛

楊芳芳 楊思祺 楊振華 楊啓欣

楊涵雲 楊涵雲 楊舒涵 楊雅婷

楊雅婷 楊麗玉 葉＊彤 龔莉雲 

葉秀鴛 葉倬妍 葉瑞芳 葉曉青

葛立國 廖玟珊 廖偉仲 廖雪妙

廖椿陽 趙丕慧 趙貴美 趙雅琴

劉聿珍 劉佑安 劉品婕 劉建怡

劉恆孝 劉美君 劉○祝 劉筑芳

劉鈞靜 劉雅芬 劉雅芳 潘志松

潘怡丞 潘蒨蒨 蔡佳文 蔡佳硯

蔡函荏 蔡宗珍 蔡玫苑 蔡英名

孫振英 蔡素卿 蔡淑琦 蔡莉玲

蔡逸凡 蔡蕙芳 蔡蕙玲 蔡媖華

鄭＊雅 鄭佩珍 鄭宗明 鄭明宏

鄭建興 鄭晴瑜 鄭登琬 鄭雅蓉

鄭詩琦 鄭漢道 盧玫君 盧蓓蕾

盧鏗安 舘勝宏 蕭百純 蕭聿雯

賴怡君 賴怡君 賴盈甫 賴美鈴

賴筱帆 錢聖光 戴苓樺 戴○琪

戴新安 戴嘉瑤 戴嘉儀 戴錦昌

戴錦昌 謝佳蓉 謝佳蓉 謝侑倩

謝和成 謝淑妃 謝琇月 謝菀清

謝瑩璇 謝鎔兆 鍾尹敏 鍾慧靜

鍾憶榮 韓＊翰 韓知城 簡實熏

聶逸翰 藍佳玟 顏佑玲 顏麗華

魏寶琴 羅心佑 羅玉琪 羅華美

羅筱茜 羅蕙萍 蘇雯萍 蘇冀萍

文合骨科診所 出入平安品牌形

象有限公司 巧巧、肥肥、皮皮 

正哲生技有限公司 永淨環保股

份有限公司 白家狗狗 妍伸有限

公司 李維書、劉士豪 松華不動

產仲介經紀(股)公司 波波 Lucky 

黑皮 社團法人台灣媒體小農協

會 建通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范姜婷榆 倪世凱 于玉霞 倪

孟寧、威威 陳曾寶珠 陳運瑩中

醫診所 陶陳貴代 頂元興業有限

公司 黃志文、彭億青 黃菊花、

李彥彣 新揚光實業開發有限公

司 葉山車行 福明李長雲 福智

佛放基金會學員 歐陽如斌 歐陽

艾伶 毅萬有限公司(楊美淑) 謝

宜華、PuppyPuchu 謝國泰、曾

素妤 藝華雕刻有限公司 耀瑪之

店 鑫鎂工業社 BABY Daisy Elina 

Gucci(酷奇) Gucci(酷奇) SJW 

Swift Tina 于春曉 大頭 小Sun 

李co co 孔姿靜老師與學生(孔乃

德、孔地龍、孔姿靜、方博弘、

王妍羚、王佩琪、王培安、王賢

昱、位雨秋、何昆錡、何昆霖、

吳佩璇、李芯、沈沛諼、沈靖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捐款方式
1 郵政劃撥方式：請見本雜誌第16、17頁中，所附之郵政劃撥單夾

頁。 2 單次/信用卡或郵局儲金捐款方式：單次捐款，請多利用本雜誌

第31頁的捐款授權書進行捐款。 3 定期/信用卡或郵局儲金捐款方式(您

領我養)：由雜誌第16、17頁或上協會網站選擇動物，並以第31頁的授

權書捐款。

捐款芳名錄
萬分感謝    所有捐款人中

華
民
國
一○

九
年  

十
一
月
份

5001元以上 捐款人

1001~5000元 捐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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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昱霖 陳昶元 陳柏仁 陳柏宇 

陳柏涵 陳柏翰 陳玲玲 陳珏霖 

陳盈芳 陳盈臻 陳秋如 陳秋華 

陳秋燕 陳約彣 陳美伶 陳羿君 

陳致吟 陳若慈 陳虹君 陳虹君 

陳貞慧 陳郁涵 陳重吉 陳韋銍 

陳首甫 陳香君 陳家威 陳家蓁 

陳書喬 陳桂萱 陳浩陵 陳珮芸 

陳素芳 陳素俞 陳素慧 陳婉如 

陳凱薇 陳富嫦 陳惠美 陳惠娟 

陳紫瑜 陳貴雅 陳進源 陳逸琳 

陳雅婷 陳雅琪 陳圓寶 陳愛華 

陳瑋翎 陳瑞玫 陳筱君 陳筱晴 

陳筱瑋 陳資生 陳資蓉 陳鈺惠 

陳嘉玲 陳睿騏 陳蓓文 陳遠智 

陳德維 陳慕勤 陳慧珊 陳慧紋 

陳慧萍 陳慧瑜 陳慶宏 陳慶琪 

陳○瑾 陳緻穎 陳曉玲 陳曉貞 

陳曉敬 陳曉鈺 陳曉甄 陳澤富 

陳穎怡 陳靜慈 陳靜縈 陳薇云 

陳薇安 陳嬿竹 陳麗安 陳麗棋 

陳麗霞 傅小姐 傅家玲 傅珮淇 

傅貴月 傅毓媖 傅靜怡 喻玉梅 

彭立維 彭佳芸 彭佳緣 彭修韻 

彭桑柔 彭楷淇 彭毓婷 彭詩涵 

曾于娟 曾文耀 曾辰雲 曾坤土 

曾星雲 曾昱燊 曾珏綺 曾淑菁 

曾惠雪 曾竣賢 曾微予 曾敬芳 

曾薇心 游秀閔 游釔鈞 游富貞 

湯＊櫻 湯世盛 湯佩樺 湯婷婷 

湯逸梅 湯雅芳 湯蕙華 琬○婷 

程奕心 程郁淳 程維琪 童文義 

童裕榮 華士卿 華澤淳 馮○溱 

黃＊鋒 黃○○ 黃于華 黃子瑜 

黃子瑜 黃文琪 黃世維 黃巧文 

黃巧媚 黃巧麗 黃正育 黃玉芬 

黃玉青 黃玉琇 黃伊君 黃如君 

黃衣伶 黃君能 黃宏熾 黃廷郁 

黃昕雅 黃東逸 黃冠傑 黃南海 

黃姵姍 黃姵綺 黃姿尹 黃威凱 

黃昭瑛 黃柏喬 黃玲玲 黃美世 

黃若羽 黃郁順 黃哲郁 黃晏凌 

黃書蓉 黃素幸 黃偉成 黃健鈞 

黃婉蓁 黃淑玲 黃淑惠 黃清怡 

黃○球 黃莉君 黃莉蘋 黃傅源 

黃○婷 黃智群 黃○森 黃紫瑄 

黃菊麗 黃雅淩 黃敬哲 黃歆詒 

黃瑞明 黃筠芸 黃筠茜 黃筱雯 

黃聖倫 黃詩媛 黃鈺方 黃鈺珈 

黃靖絨 黃嘉敏 黃嘉萱 黃維君 

黃維寧 黃儀芳 黃德堅 黃慧璧 

黃駿奕 黃麗玲 黃麗娟 黃櫪瑩 

黃耀瑩 黃馨慧 廉○茵 愛狗人 

楊千芳 楊子萩 楊小咪 楊月金 

楊玉芳 楊立業 楊立嘉 楊沁穎 

楊孟穎 楊宗穎 楊宗翰 楊尚恩 

楊忠霖 楊采蓉 楊長芬 楊昱鵬 

楊若苓 楊若筠 楊宸甄 楊祖安 

楊茗雅 楊偉辰 楊敕貝 楊淑媚 

楊淑雯 楊雪珠 楊凱婷 楊善狼 

楊惠晴 楊惠萍 楊斐瑤 楊晴芸 

楊硯博 楊雅筑 楊雅鈞 楊瑞萍 

楊睬晴 楊銘昌 楊蕓溱 楊靜雯 

楊麗蘭 溫＊廷 溫凡緯 溫立凱 

葉乃瑄 葉子瑒 葉立敏 葉光庭 

葉育岑 葉佩雯 葉佳欣 葉佳柔 

葉東諺 葉芷欣 葉俊彥 葉姿敏 

葉美君 葉倩妏 葉紜嘉 葉素雲 

葉國棟 葉喬淳 葉貴純 葉雅欣 

葉蕙心 葉鎮龍 葉鑫乾 葛子菁 

葛瑞祥 董成泰 董佩芳 裕軒黃 

宸、周賢政、林哲瑜、林哲廣、

林哲緯、林暉恩、林靖軒、邱湘

涵、姚湘苓、胡博庸、胡博翔、

胡嘉玲、胡嘉珍、師薇喬、高郁

涵、張宇綸、張安、張宥崴、張

家瑋、張詠昌、莊鈞筑、莊鈞

翔、連寬寬、陳劍旗、彭博庸、

馮芷沁、馮采羚、黃千慈、黃俊

瑋、黃郁文、黃郁軒、黃郁雯、

葉林鳳、葉哲維、葉凰玉、詹沁

諭、廖啟仁、廖啟佑、蔡宜庭、

賴怡璇、謝子儀、謝玉山、鍾陳

頤、羅振廷、羅紹文、羅華木、

羅聖堯、羅聖翔、蘇于涵)

魚○○ 丁子倖 丁苑純 丁祖芬

于子涵 于凱卉 小米酒 孔妍絨 

孔繁敏 尤筱雲 方舜以 方瓊婉 

王＊君 王大瑋 王小姐 王之侶 

王仁忠 王文廷 王世宏 王右軍 

王  平 王玉茹 王玉琴 王安儀 

王君郁 王秀珍 王宜華 王怡文 

王怡雅 王欣裕 王欣毅 王宥凱 

王昱舜 王秋絨 王科驊 王羿婷 

王韋甯 王家儀 王書韻 王浚洋 

王珮怡 王素娟 王素滿 王茟弘 

王淑琪 王○翎 王惠芳 王晴儀 

王湘雅 王照鈞 王瑜珮 王瑞美 

王稜嘉 王筱璇 王群憲 王詩璇 

王夢屏 王嶠奇 王憶萍 王曉琍 

王曉雁 王蕾緗 王薇茜 王薇婷 

王璽瑜 王韻茹 王孆瑩 王議嶔 

王鶯鶯 丘芷潔 丘芸芸 丘善珍 

古佩玉 古紫柔 奶茶媽 田玉君 

田雅文 白純純 白素蓁 任秀薇

任芝敏 吉○米 吐司麻 朱世君 

朱衣靖 朱怡瑄 朱慈韻 朱鈺盈 

朱蕙瑾 朱驥瑋 江＊宜 江＊蓉 

江小黑 江太太 江自傑 江享玲 

江旻芳 江思樺 江美璇 江偵安 

江莉惠 江瑞蓮 江曉嵐 江懿倫 

米○蠟 米露庫 何之韶 何以晴 

何如薇 何守先 何秀琴 何昕蓉 

何既明 何映橋 何昭宜 何美瑜 

何浩勛 何球球 何善榕 何瑜珊 

何瑞雲 何筱梅 何詩涵 何德芳 

何慧玲 余佳雯 余思樺 余紋綺 

余寅平 余晨祥 余富霖 余雅珍 

余慧美 余燕菁 余○徽 利玟潔 

吳一葦 吳丹妮 吳巧比 吳○亦 

吳汶涓 吳育菁 吳佩靜 吳佳樺 

吳妹妹 吳孟繁 吳季虹 吳宜蒨 

吳宜樺 吳怡慧 吳怡瑩 吳牧禮 

吳芷昀 吳芷瑩 吳俐潔 吳品葳 

吳姵瑾 吳思葶 吳昱霖 吳秋燁 

吳苓瑋 吳娟娟 吳家茵 吳珧婷 

吳珮君 吳祖偉 吳國詠 吳婉君 

吳梅英 吳涵韻 吳淑菁 吳淑蓉 

吳惠茹 吳惠群 吳雅媛 吳毓芸 

吳瑞徵 吳嘉明 吳語庭 吳慧炫 

吳慧玲 吳慧嫺 吳箬楠 吳燕綺 

吳穎京 吳聲達 吳璧如 吳韻儀 

吳耀敦 呂介惠 呂沛錞 呂秀鳳 

呂庚鴻 呂念展 呂昕樺 呂洛儀 

呂國璋 呂婉阡 呂紹強 呂嵐馨 

宋包子 宋哲遠 宋敏瑋 巫奇妮 

巫慧萍 弟○弟 李○蒨 李○寬 

李之蕙 李文秀 李文蘭 李主華 

李巧媛 李玉真 李亦淳 李孝緯 

李秀珍 李秀珠 李秀紋 李育慧 

李亞恬 李亞臻 李佳玲 李佳馨 

李孟芳 李孟潔 李宗沂 李宜恬 

李承熹 李東奇 李芝嫺 李芷瑗 

李長穎 李青芸 李俞臻 李姵穎 

李姿亭 李威志 李恬郁 李昭瑩 

李珀玉 李○盼 李秋芳 李秋慧 

李美英 李韋葶 李○凌 李原欣 

李家逸 李家綺 李珮婕 李純魚 

李國華 李國鈺 李婉如 李婕莉 

李崔西 李淑鈴 李清文 李雪倫 

李雪菁 李琪箴 李瑞栩 李筱薇 

李嘉卉 李碧玲 李蒨生 李銀樺 

李蓮淑 李蕙玶 李錦枝 李靜婷 

李馨嫻 李懿軒 李霽岡 杜玠瑤 

杜建霖 杜炫融 杜美芳 杜嘉珊 

汪敬哲 沈宇婕 沈坤成 沈欣雅 

沈美雲 沈嘉玫 沈曉瑩 沈樹欉 

車可葳 辛承恩 邢慰慈 阮雅婷 

亞○亞 卓佳芳 周于婷 周子愛 

周成忻 周妘薇 周廷鈺 周志銘 

周佩琪 周宜萱 周芷淇 周映辰 

周昭弘 周禹丞 周倢如 周晉宇 

周基祥 周淑芳 周淳瑋 周逸柔 

周雅雯 周瑛惠 周慧如 周賢文 

周饅頭 宛純貞 房品妍 房思宜 

杭＊穎  林＊珊  林＊倫  林＊潔 

林于婷 林于棟 林小姐 林小花 

林小棋 林○正 林玉萍 林玉蘭 

林多多 林君怡 林秀玉 林秀雲 

林育莉 林育甄 林芊妤 林佩怡 

林佩琪 林佩誼 林佳樺 林季嫻 

林宛瑩 林宜萱 林怜伶 林怡均 

林怡婷 林○昂 林玟伶 林玟妤 

林芳如 林芳宇 林芷瑩 林俐緯 

林俞君 林信儀 林勇箴 林品均 

林品宏 林奕綺 林姿妤 林彥潁 

林思妤 林思芃 林思辰 林政元 

林政鑫 林洺琦 林玲如 林玲君 

林珊如 林珊汝 林盈靜 林秋宜 

林秋婷 林美華 林郁恩 林香蓓 

林倢安 林倩玉 林倩伃 林娟如 

林家如 林家帆 林家妤 林家筠 

林家維 林宸亘 林庭瑄 林桂貞 

林素雀 林素華 林茹瑩 林婉宜 

林婉婷 林敏彥 林曼莉 林曼婷 

林淑婷 林雪莉 林凱薇 林琬瑜 

林硯芬 林雅妮 林雅芳 林雅玲 

林雅萍 林雅雲 林○雯 林愛卿 

林暐宸 林資堂 林嘉勇 林碧鈴 

林翠凰 林慧玲 林憶蓓 林樹芬 

林穎俊 林靜如 林靜慧 林瓊玉 

林藝臻 林麗華 林櫻子 武芳伃 

花語鴻 邱＊欣 邱＊惠 邱＊貴 

邱小犬 邱元元 邱文怡 邱佩芸 

邱怡華 邱盈筑 邱羿霏 邱郁真 

邱珮詒 邱淑敏 邱琬茜 邱雅美 

邱雅莉 邱雅蘋 邱裕峰 邱韻凌 

邱馨慧 邵○琳 金念瑩 金義凱 

阿部櫻 阿獎哥 侯淑媛 侯凱倪 

侯瀞雅 俊賢李 俞曉玲 凃菀淳 

姚學維 姜玉芬 姜松年 姜青慧 

姜政宏 施＊旻 施子亮 施卉軒 

施合一 施秀宛 施承悅 施宣雄

柯佩儀 柯東東 柯若瑤 柳王亭王亭 

柳智凱 段裕華 洪于雯 洪子晴 

洪仕娜 洪君儀 洪其豪 洪信淳 

洪郁雯 洪素秋 洪國權 洪淑貞 

洪楷哲 洪毓男 洪慧茵 洪曄蕾 

紀宗邑 胡可靜 胡采綸 胡惠如 

胡惠珠 胡雯婷 苗＊榮 范＊思 

范芸萱 范瑞香 韋佩妏 飛○力 

倪仁仰 原道平 唐宏儒 唐語淇 

唐○鳳 唐慶齡 唐懿玲 夏小欣 

夏郁雯 夏熙媛 孫大宇 孫英奇 

孫珮真 孫微喬 孫儀靜 徐小瑛 

徐仲明 徐至芃 徐育婷 徐佳蘭 

徐郁婷 徐國棟 徐翊秀 徐菁穗 

徐雅倩 徐豊鈞 徐嘉玲 徐嘉璟 

徐甄翎 徐鳳珮 徐慶娟 徐樂文 

徐櫻瑞 徐懿筠 祝靜儀 秦嘉華 

秦緒文 秦瓊霞 翁玉惠 翁林薇 

翁柏淵 翁彩玲 翁麗雲 荀蕙芳 

袁錦芝 郜錦程 郝麗麗 馬乃婷 

馬依蓓 馬浩然 馬雪葵 馬豐吉 

高子涵 高子晴 高子晴 高子雯 

高小可 高文麗 高佩瑋 高柔懿 

高迪奇 高○容 高萊燕 高○瑋 

高慧敏 高曉怡 高麗玲 常𤪳珍 

康嘉峰 張＊茹 張＊銘 張＊譁 

張○○ 張三木 張丹玉 張仁和 

張仁帥 張尹律 張文馨 張世凡 

張巧薇 張呈傑 張宏米 張志鴻 

張秀文 張其中 張知行 張芳瑋 

張芸溱 張盈盈 張禹郡 張美玲 

張俶俠 張倩敏 張哲綸 張恩庭 

張恩善 張晏慈 張晏甄 張桂熏 

張桂禎 張國保 張○婕 張康麟 

張淑芳 張淑虹 張淑貞 張淑敏 

張淑惠 張淑雅 張珺涵 張媛萍 

張晴崴 張智娟 張棋勛 張琬如 

張紫能 張舒涵 張詞湘 張雅淳 

張雅然 張雅雯 張雅馨 張意嫺 

張筱涵 張○萱 張鈺璇 張頌妍 

張嘉元 張嘉群 張榛芸 張睿修 

張翠蘭 張蓉蓉 張韶中 張靜婷 

張懷中 張瀠方 張瓊方 張櫻嚶 

曹大發 曹春秀 梁承慈 梁修真 

梁惠萍 梁詠絨 梁臺芳 梁襄筠 

梁露文 球○球 盛玲華 章容甄 

章詠晴 莊志成 莊佳敏 莊函潔 

莊晉瑋 莊淑君 莊婷雅 莊鈞惠 

莊雅涵 莊瑜芳 莊慧娟 許乃文 

許心玨 許文智 許文馨 許卉緗 

許巧華 許如珣 許宏輝 許亞修 

許美惠 許英珍 許家瑄 許家綸 

許珮珊 許素香 許淑美 許喬瑜 

許景泰 許智讓 許瑞芳 許榮傅 

許蓓妮 許藝瓔 連宜禾 郭＊傑 

郭＊萱  郭千華 郭文賓 郭育凡 

郭孟君 郭宜慧 郭芯妤 郭冠伶 

郭品慕 郭柏村 郭為紳 郭美岑 

郭郁雯 郭書良 郭軒中 郭惠宜 

郭愷寗 郭慎燕 郭毓梅 郭碩齡 

郭豐棠 陳○○ 陳力瑜 陳小姐 

陳云聆 陳心怡 陳心嵐 陳心萓 

陳木松 陳毛弟 陳世龍 陳可楨 

陳右儒 陳巧容 陳平治 陳正杰 

陳永心 陳玄揚 陳安芯 陳伯豪 

陳呂苹 陳志祥 陳忻緯 陳秀琇 

陳秀麗 陳育安 陳貝佳 陳亞琦 

陳亞慧 陳佩君 陳依舟 陳依萱 

陳和良 陳季青 陳定華 陳宛姍 

陳怡伶 陳怡均 陳怡攸 陳怡雯 

陳怡臻 陳昀暄 陳明如 陳明秀 

陳明煌 陳明澤 陳泓廷 陳芝樺 

陳金鑾 陳俞烜 陳冠嘉 陳冠綾 

陳勁豪 陳品齊 陳品儒 陳奕汝 

陳奕舒 陳姵蓉 陳姿伃 陳姿伶 

陳姿吟 陳姿婷 陳宥騰 陳封樹 

陳建勳 陳建霖 陳彥潔 陳思仰 

陳思妤 陳思潔 陳政雄 陳昱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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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靜靜 簡波奇 簡秉鈞 簡芝亭 

簡郡萱 簡彩玲 簡惠玲 簡○毓 

藍＊雲 藍意瑋 顏仁誠 顏郁玲 

顏毓萱 顏靖宇 顏嘉葦 顏銘宏 

魏凡閔 魏秉儀 魏雅寧 魏瑞蓮 

魏麗萍 羅＊文 羅一中 羅予君 

羅尹萍 羅育賢 羅宜娟 羅承業 

羅彩薇 羅淑華 羅琬容 羅華齡 

羅德君 羅慶璇 譚怡蔆 饅○頭 

嚴德祐 藺善嘉 蘇千茵 蘇子菲 

蘇永忻 蘇怡菁 蘇怡瑄 蘇奕璿 

蘇珉嫻 蘇郁珊 蘇郁婷 蘇堉嘉 

蘇雅菁 蘇裕仁 蘇裕敦 蘇鈺雯 

蘇靖玲 蘇靖雯 蘇燕津 饒季汝 

騰○騰 鐵○皮 顧皓仁 薛○怡

小米主人 山林加奈 李林瑋玲 李

簡素卿 皇甫嘉華 孫福滌身 翁林

凱新 婕茹博文 崔黃伊藍 萊迪媽

媽 黃陳雪卿 黑寶花花 端木芸珊 

謝郭金連 顏潘秀蘭 寶貝奶茶 三

電貿易有限公司 友信行股份有

限公司 孔姿靜老師與學生(楊芯

羽、楊家維、楊淳讌、楊琪荃) 

王雋、吳亭葶 王顥學、林苑寧 

尼尼、大咪、妹妹、樂樂 安室

奈美惠 吳致儀、施崇陽 孝日本

料理 李冠蓉、戴沛煬 李麗釧、

李曉皇 沃鑫工程有限公司 沈妙

玲、沈妙雲、沈婉恬 陳彥君、

呂湘妍、黃偲頻 豆工房咖啡商

行 車沛婕蔡智瑋 招財圓圓 朋柏

實業有限公司 林家伶、陳立農 

長新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俞多民

俞楊氏俞有義俞張隆妹程奠 古

玉霞俞菊妹 洪崇雄、簡鸞瑮 紜

采髮藝造型工作室 高鳳謙、高

有俞、李祐琳 基隆市信義國小

教務處 常媽咪與小朋友們 陳宣

任、陳宥蓁 陳致遠、陳育涵 渼

銡創藝有限公司 萌大王寵物沙

龍 Albee Ariel Huang Cammie 

Candy Cathy Sun Choi Seung Hyun 

Eillen Elaine Chen Eve Chiu G 

JEFF Gita Happy Hsun.tsai Irisa 

Chen Jimmy Huang Judy Lee Kida

主人 LIN QBI羊羊 ShenYuting 

Smoky Stray Kids HAN Trista 

Huang Viven YWL

于尚方 方沛鏵 方彩霞 王＊如 

王文吟 王以雯 王妍瑾 王政憲 

王玲惠 王美雪 王珮菁 王常宇 

王莉鳳 王竣練 王雯妮 王瑞鳳 

王裕勛 王輝真 王燕婷 王靜樺 

王韻婷 王麗芬 王顯光 王靈芸 

田季蓉 申榮輝 白碧瑩 石于嬅 

朱仕任 朱惠美 朱靖元 朱麗菱 

詹少蓁 詹啟志 賈佩珊 賈佩瑜 

路宜南 雷遠志 廖＊如 廖＊垣 

廖小幸 廖小茹 廖允杰 廖玉玲 

廖立菱 廖至正 廖汶凌 廖忠倫 

廖芳誼 廖品婷 廖美玉 廖員翌 

廖桂美 廖素蓁 廖凰朱 廖婉君 

廖逸璇 廖寧寧 滿子瑋 熊哲瑩 

瑪奇朵 蓋美玉 裴瑛琪 褚緗婷 

趙一澄 趙丕彥 趙怡荏 趙淑芳 

趙惠松 趙開元 趙雲霞 趙廣君 

趙麗雪 齊柏勛 劉乃毓 劉于琳 

劉士銘 劉方怡 劉丞峰 劉先生 

劉如娟 劉成君 劉育彣 劉宛怡 

劉知昱 劉雨惠 劉俐媛 劉冠宏 

劉柏良 劉珈宏 劉秋梅 劉美楨 

劉虹伶 劉韋辰 劉韋論 劉家莉 

劉家綸 劉書辰 劉淑芳 劉雪金 

劉善倫 劉雅玲 劉雅萍 劉嘉馨 

劉慧英 劉憶禛 劉穎悅 劉錦芬 

劉靜憶 劉馥瑄 劉騏榛 潘＊真 

潘文琪 潘佳琪 潘宣桂 潘衍至 

潘國慶 潘莉玲 蔡卉倫 蔡巧伶 

蔡玉琳 蔡安婷 蔡育姍 蔡言均 

蔡佩宜 蔡佳伶 蔡佳倫 蔡佳容 

蔡佳霖 蔡依玲 蔡孟伯 蔡宗麟 

蔡尚晏 蔡承佑 蔡承翰 蔡易潼 

蔡欣宜 蔡秉均 蔡秉洪 蔡秉諼 

蔡美淑 蔡庭安 蔡校茹 蔡淳名 

蔡琇文 蔡雪芳 蔡嵐萍 蔡智彥 

蔡舒宇 蔡稜青 蔡旗哲 蔡碧珊 

蔡靜慧 蔡曜宇 蔣欣芸 蔣彥欣 

蔣容榕 鄧孔彰 鄧桂蘭 鄭心妤 

鄭心綾 鄭民玲 鄭如妘 鄭如軒 

鄭米琇 鄭宛柔 鄭宜鈴 鄭幸宜 

鄭幸洵 鄭奕晴 鄭思賢 鄭珈珈 

鄭若榆 鄭家明 鄭素真 鄭婉寧 

鄭淑娟 鄭雪芬 鄭凱鴻 鄭華香 

鄭詠文 鄭越文 鄭瑪玲 鄭語書 

鄭鳳雅 鄭曉蓓 鄭○錡 盧廷鈞 

盧怡辰 盧玟伶 盧芷怡 盧姸安 

蕭小米 蕭孟萱 蕭宜君 蕭美榆 

蕭惠丹 蕭詠璋 蕭榮瑩 蕭璇慈 

蕭權君 諶怡華 諶模臺 賴＊伶 

賴乙萱 賴永豐 賴玉華 賴○玓 

賴佩君 賴佩佳 賴明玲 賴松英 

賴玟廷 賴芸喬 賴俊宇 賴俐吏 

賴盈如 賴秋昭 賴英枝 賴莉涵 

賴逢座 賴婷玉 賴愛霓 賴筱婷 

賴潔芳 賴靜瑩 賴鐘山 龍萬芳 

戴＊頤 戴小英 戴安安 戴竹君 

戴秀玉 戴秀玲 戴瑋庭 戴鋐濬 

薛之薇 薛貞強 薛郁盈 薛章榮 

謝＊玫 謝＊貞 謝＊霖 謝如欣 

謝艾陵 謝佩芸 謝佩真 謝佩璇 

謝佳穎 謝孟潔 謝宛庭 謝昀芯 

謝明怡 謝秉儒 謝家菁 謝雪君 

謝富穎 謝皓宇 謝○綸 謝綺云 

謝慧怡 鍾玉珊 鍾杰榮 鍾淑玫 

鍾琇媛 鍾雅雯 韓芷嫙 韓○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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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安柔 陳宏輝 陳沛萱 陳佳音 

陳佳馨 陳依利 陳咖啡 陳宜琳 

陳怡蓁 陳怡靜 陳泡菜 陳秉宥 

陳品緁 陳彥伶 陳彥婷 陳昭蓁 

陳柏維 陳柏澔 陳美惠 陳美圓 

陳美霞 陳音嘉 陳家慧 陳恩杰 

陳珮綺 陳啟鴻 陳培真 陳細佳 

陳惠翎 陳菊妹 陳逸君 陳楨道 

陳煜凱 陳筱凡 陳道勳 陳鼎華 

陳壽全 陳漢文 陳碧香 陳蓉樺 

陳韶芬 陳慧書 陳曉萍 陳鴻明 

陳曜羽 陳寶寶 陸玥彤 陸思潔 

彭宥勝 彭肅呈 曾文宏 曾安妮 

曾竹君 曾昭明 曾海雲 曾莉晴 

游幼真 游雅玲 游嬌鳳 游慧雯 

程文玲 童毓琪 賀培琳 隋宜蓁 

馮世大 馮慧芬 黃＊勳 黃之親 

黃月霞 黃丞妍 黃安妮 黃怡銘 

黃品欣 黃品瑄 黃國樑 黃彩恩 

黃淑娟 黃淑萍 黃紹晉 黃惠貞 

黃菊蓮 黃黑皮 黃鼎傑 黃嘉鳳 

黃薰儀 黃麗珠 塗欽信 楊文彬 

楊巧萍 楊秀妹 楊美雅 楊若蓉 

楊家君 楊素甄 楊惠英 楊朝欽 

楊聲涵 楊鴻裕 楊議翔 葉昭吟 

葉苔芝 葉家愷 葉家豪 葉素玉 

葉清男 詹心淇 廖子萱 廖文婕 

廖玉琴 廖幸華 廖秋珍 廖美卿 

廖振江 熊惠蘭 趙曉蘭 劉伊倩 

劉沐川 劉秀津 劉秀娟 劉育瑄 

劉阮英 劉彥忠 劉彥麟 劉盈伸 

劉美秀 劉倩雲 劉家妏 劉振璋 

劉崇慧 劉淑敏 劉華儀 劉瑞雲 

劉嘉蘭 劉醇醇 劉璧玲 劉鎧綸 

歐人豪 歐美秀 歐○麼 潘玉美 

潘怡婷 潘建銘 潘琦芳 潘詩柔 

潘靜雯 蔡先生 蔡如琦 蔡汶苓 

蔡秀媛 蔡佩伶 蔡佳凌 蔡依彤 

蔡孟利 蔡杰宇 蔡思芬 蔡國良 

蔡婉玲 蔡敏珊 蔡貿丞 蔡澄妍 

蔡靜芳 蔣小皮 蔣翠美 鄧邦群 

鄭方田 鄭光雯 鄭夙吟 鄭宇凱 

鄭淑芳 鄭笳卉 鄭景仁 鄭景仁 

鄭詎翔 鄭瑞碧 鄭慧菁 黎芸瑄 

盧欣宜 盧麗姮 蕭月霞 蕭宛俐 

蕭莉蓁 賴沂淇 賴柏均 賴秋美 

賴慧娟 戴正道 薛仕明 謝仙雅 

謝吉圃 謝宜蓁 謝惠娟 謝碧娥 

謝韻錚 鍾全亮 鍾培玉 簡小姐 

簡文彥 簡仕玟 簡朱琦 簡秀如 

簡珞傑 簡珮伃 簡雅雯 簡誠輝 

魏伯儒 魏家全 魏翠珍 羅怡珊 

羅彩雲 羅翊今 羅靜江 羅龍龍 

譚錫英 嚴振倫 蘇＊頡 蘇千榮 

蘇亞梅 蘇啟瑜 蘇菱琇 蘇銘傑 

蘇慧苓 蘇麗娟 顧正則 龔信福

龔美蘭 王baby(犬) 周楊秀蘭 展

宜生命 劉杜凡庭 王功國小601 

義佳企業社 彰化市劉小白 王雪

江家慧 江梅玉 江陵銣 何月玲 

何安琪 何承芳 何○欣 何虹萱 

何景仁 佘宗嬿 余嗣英 吳○○ 

吳永淩 吳玉伶 吳妍錡 吳杏顏 

吳忠駿 吳怡萱 吳昭毅 吳偉誠 

吳敏珠 吳菊珍 吳雅菁 吳穎成 

吳鴻年 吳麗慧 呂淑惠 呂麟鳳 

宋兆倚 宋榮芳 李乙茜 李小姐 

李玉花 李聿秦 李步雲 李辛茹 

李佳倫 李坤祐 李岳縉 李怡錦 

李明芳 李昕玹 李欣宜 李采芸 

李建勳 李彥蓁 李思璞 李政芳 

李美華 李美慧 李庭瑞 李涔瑛 

李偕哲 李健俊 李媛鈺 李惠娟 

李湘芝 李雅麗 李瑞齡 李福慶 

李蒼梧 李曉秋 李燕雯 李靜智 

汪柏宏 汪國華 沈小姐 沈雅潔 

沈蕙敏 狄芳芳 周心琳 周秀茹 

周秀環 周佳慧 周劼慶 周松穎 

周思含 周雅珍 周德彥 周噹噹 

周龍珠 房東華 林＊向 林凡暄 

林子愉 林文鎮 林月如 林月華 

林玉玲 林先生 林君穎 林沁儒 

林男洧 林谷蓮 林佳燕 林欣諭 

林芷鈺 林彥均 林昱婷 林家瑋 

林書瑜 林桂郁 林益彰 林素珍 

林素娥 林啟宏 林淑惠 林淑雯 

林勝孜 林惠敏 林瑞盛 林聖翔 

林銘哲 林○穎 林篠渮 林麗兒 

邱小姐 邱文杰 邱阿寶 邱婉婷 

邱惠淑 邱筱芹 邵心佩 金效瑾 

侯常裕 侯雅萍 侯慧宜 姚秀美 

姜慈琇 施＊豆 施＊野 施姍姍 

施美華 施若璧 施嘉航 洪一碩 

洪千雯 洪志諭 洪宛君 洪尚毅 

洪金里 洪胤珏 洪振揚 洪敦慧 

洪傿卿 洪廣芳 洪曉雯 紀玉芳 

胡○慧 苗家瑜 范良沛 倪毓婉 

唐慧萍 唐憶薇 孫小姐 孫浚翔 

徐美婷 徐偉峻 徐蓓蒂 翁仁邦 

翁明源 翁雅瑩 翁愛蓮 袁正泰 

袁筱薇 馬詠然 高月蘭 高采穎 

高香妮 高珮蓁 高麒富 高寶月 

區可君 康曉雯 張之芃 張元鴻 

張文偉 張正凱 張永政 張名欣 

張○汎 張伯誠 張春池 張益瑞 

張婉愉 張曼娜 張涵青 張淑萍 

張淑齡 張莉雀 張凱茵 張惠中 

張惠君 張鈞雅 張雅評 張意如 

張毓軒 張榮真 張嘯世 張誼安 

張瀞文 張寶山 曹譽鐘 梁萬宇 

球○舅 盛敬元 莊阿虎 莊亭芝 

莊梅瑛 莊凱琋 莊曉薇 許＊玲 

許珊華 許國盛 許欽傑 許順桂 

許銘芳 許學榕 郭小姐 郭令斌 

郭宗坤 郭尚柏 郭彥志 郭湘姸 

郭菊美 郭維揚 郭鑫瑀 陳○鳴 

陳世得 陳以庭 陳可樂 陳玉芬 

陳玉綸 陳皮皮 陳多比 陳如淨 

500元以下 捐款人



Wong Miu MONEY 美 許玉粉一家人 許志堃、程

秀惠 陳妮妮、陳貝塔、陳泡菜 

陳姿延、陳文忠 游慶利、李秋

玉 福金剛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

市中正國中708班 臺北市中正

國中711班 蔡欣倫、蔡鈞浩 藍

瑞琪、楊昭仁 寶寶招財圓圓 

EXO-ParkChanyeol Fido胖胖 Gina 

英、黃琦閔 永泰鑫企業社 佑

晟建設有限公司 吳予岑、吳予

希、吳禹樂 林哲民、李燕貞 蔡

金德、林盈秀 高泉福、高玉

中
華
民
國
一○

九
年  

十
一
月
份

福樂動物醫院

台中市(04)2320-7030

弘安動物醫院

弘 文 貴

台北市(02)2504-5630

華遠動物醫院
台北市(02)2752-0960

定期贊助
本刊雜誌印刷商家

廣邀全省動物醫院及商家贊助本刊印刷，洽詢請電：(02)2704-0809，

或傳真至(02)2704-0991以聯繫本會，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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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1000元 捐款人

匿○名

三花咪 林岳弘 金晉德 洪國恩

倪孟寧 張宇衛 陳佳立 黃○澄

蔡＊鋼 蕭興義 

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小 賓 尹＊秋 王崇祐 何季霖

余德欽 李＊玲 李文耀 李育忠

汪 ＊ 周＊昕 林＊君 林＊瑛

孫＊婕 陳＊君 陳呂苹 陸昭雯

黃＊瑛 楊華芬 劉＊賢 劉胤佑

謝慕凡 簡＊興 嚴春梅

小 賓 王崇祐 何季霖 吳佳熹

李育忠 李亭儀 步永仁 汪 ＊

1001~5000元 捐款人

寵物食物銀行

周＊昕 林＊君 林＊瑛 邱皓群

連又瑩 陳＊君 陳呂苹 黃＊瑛

楊華芬 廖芝倫 謝慕凡 簡＊興

 

王永軒 王茹卉 王蕾緗 吳＊珊

吳＊淩 吳＊德 吳子侑 周＊容

周郡筠 底 迪 林玟伶 施＊拉

施育仁 施家榛 胡＊華 張＊欣

張舒婷 梁＊茹 莊尚儒 許秀安

許秀安 陳心馨 陳虹汝 陳醫師 

單＊儀 黃＊親 黃丞庭 黃致紘 

黃煒橙 楊茵婷 詹政曜 廖芷伶

蔡長軒 蔡嘉鴻 賴＊儒 錢宥汶

戴瑋庭 鍾惠美 羅＊涵 羅予君

羅至壕 詹張昭美 

藝華雕刻有限公司

1001~5000元 捐款人

5001元以上 捐款人 501~1000元 捐款人

狗來富專案

王蕾緗 呂＊芬 周筱諭 林＊儀

林怡君 林哲鋒 林禎楨 施＊特

洪資博 張晉如 許芯瑜 陳小矮

陳沛縈 陳冠容 陳淑蘭 黃惠瑜

葉碧雯 劉仕涵 劉祥如 蔡昀庭

錢宥汶 劉娸瑞

Ann居家手作烘焙

江原億 胡＊貞 匿 名

 

卜祥琨 洪永鎮 洪肇鴻 倪孟寧

陳＊文 黃昕雅 蔡淑珠 簡＊美

小三桃子布魯托林北

白琇瑾 吳宜芬 李育忠 李其遠

李明諠 李亭儀 李淑惠 步永仁

周任中 徐鈺婷 翁＊霈 陳螢瑩

程盛梅 黃玲瑜 黃若婷 黃淑婷

楊大緯 楊淑雲 葉倍嘉 蔡長軒

戴錦昌 Shine Huang

501~1000元 捐款人

5001元以上 捐款人

500元以下 捐款人 1001~5000元 捐款人



3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暨所屬八里保育場

授權自動轉帳付款條款

▲
 本人授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郵政儲金匯業局(以下簡稱金融單位)，得自本人帳戶內進行

自動轉帳付款作業，以支付本人給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的捐款，但本人帳戶內無足夠餘款

時，金融單位得拒付上述帳款，且應將此存款不足之事實通知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  

本人同意取消或更改本授權之任何事項，應於每月月底前通知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並於

次月開始生效。

立案字號：台內社字第555670號

捐款授權書
劃撥帳號：01296665   網址：www.apatw.org   地址：台北市10681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63號3樓之6

TEL：02-2704-0809   FAX：02-2704-0991   E-MAIL：adopt@apatw.org     

□ 一般捐款

□ 其他專案：                                                                                           ※各項勸募專案皆具時效性，詳細內容請參閱協會官網。

□ 認養流浪狗/貓(每隻每月600元)晶片號碼：                                                                     □由協會代為選擇

 ※若您認養的犬隻為八歲以下，日後都有機會被安置在狗來富代養家園生活，其家園地點多位於寬廣氣候佳的中南部。若您想要時常來看狗兒，建議可挑選

大於八歲的狗兒，因為他們將不會被安排進代養家園。

□新捐款人   □換卡   □變更金額

本人願意授權 □單次 或 □每月定期，以 □信用卡 □郵局儲金之方式捐款

新台幣        萬        千        百        拾元(整)

捐款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公司統編：

捐款人姓名：                                                                                      (為配合財政部連線，需身分證字號以供登錄。)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公(        )                                                        行動電話：

         宅(        )                                                        傳真：(        )

E-MAIL：                                                                                                                          ※請完整填寫

信用卡資料                  ※每月15日扣款，遇假日順延。

發卡銀行：                            銀行

□VISA  □Master  □聯合信用卡  □JCB

信用卡卡號：

               -                -                -

信用卡有效期限：西元        年        月

持卡人簽名：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郵局儲金資料                ※每月5日扣款，遇假日順延。

自動轉帳類別：(請勾選一項)

□存簿儲金 局號：□□□□□□-□

□存簿儲金 帳號：□□□□□□-□

□劃撥儲金 帳號：□□□□□□□□

帳戶授權人身分證字號：

帳戶授權人簽名：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收據地址：□我不要收據  □同通訊地址  □另寄(                                                                                         )

收據地址  ：   ※協會不提供電子收據，定期捐款者統一於農曆年前寄發紙本收據，如有特別情況請來電告知。

收據地址  ：    ※網路報稅者，翌年可直接由系統勾稽，無須搭配紙本。

流浪動物之家雜誌(月刊)贈閱：□需要  □不需要

如何得知本會：□本會雜誌  □本會FB  □本會IG  □報紙  □廣播  □電視  □網路  □親朋好友  □其他

※捐款授權書需帳戶/信用卡本人親筆簽名，填妥後請郵寄、傳真或e-mail至本會。

※認養/捐款人大名於捐款後二個月，公佈於本會雜誌及網站上徵信名單。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為保護您的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向台端告知當您填寫此

相關資料完成之後，即表示您同意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使用在捐款管理及協會相關活動通知之用。

 會員編號(勿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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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2-2377-5388  FAX：02-2378-9789 E-mail：veca.vet@gmail.com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68號 1樓

w w w . v e c a . t w

遠見
遠見動物眼科醫院

Vision Eyecare Center for Animals

堅持最高標準醫德及專業醫術

主治各種動物眼科疾病及眼睛健檢

世界級專業陣容堅強之動物眼科醫療團隊

國外國內獸醫眼科專科院士博士碩士醫師主治

診治：失明、白內障、青光眼、眼角膜、眼瞼睫毛、乾眼症、淚溢

等各種眼科疾病

動物眼科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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