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狗來富長期送養計畫 

2017 執行成果報告 

  



一、    緣起 

每每想到「台灣每年有將近 10 萬頭的狗兒被撲殺」，就有一股莫名的痛湧

上心頭，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台灣各地也有為數不少的愛心人士與團

體，默默投入拯救流浪狗兒的工作，但是，這麼多年來，為何還是無法有效

的解決流浪狗問題，為了能從死神手中多搶回幾條生命，在既不受容量限制

又能提升狗兒福祉的條件下，我們提出了「狗來富」方案，尋覓「幸福家園」

的代養家庭，將狗兒從公立收容所中領出，重新照料訓練親和，讓狗兒重新

社會化，並交由遴選後的鄉間代養家庭協助照料，給狗兒們一個自由寬廣的

生活空間，也讓收容所空間有所舒緩，得以照料收如更多動物。 

 

二、    執行流程 

 

 

拯救

收容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遴選收容所屬八里保育場，給生命新的機會。

照護

融合

•重新調整動物的身體及健康狀況，並進行親和訓練，讓動物擁有社會化能

力，更適應於人類社會

鄉間家庭
代養

•遴選鄉間適合動物生活的廣大空間擔任幸福家園，面談愛動物、樂於照料

的鄉間主人，協助代養狗兒。

幸福

自由

快樂

•狗兒離開收容所的壓抑、不舒適的空間，於廣大鄉間自由生活，也讓收容

所空間有所舒緩，可以拯救更多動物。

志工訪查
•培訓探訪志工定期前往家園探訪與視察，了解動物們是否得到妥善照顧。



一、    執行進度 

1 截至 2017 年 11 月止，於公立收容所共拯救 711 隻瀕臨安樂死狗兒，

並間接促成近 300 隻狗兒找到新主人。 

2 截至 2017 年 11 月止，已走遍新竹、苗栗、南投、台中、彰化、嘉義、

台南、屏東、花蓮，共走訪全台 66 戶鄉間家園，正式成為代養家庭共

有 14 戶。 

3 目前共有 303 隻狗兒在家園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4 探訪志工共 37 人，今年截至 2017 年 11 月止，志工探訪次數已達 151

次! 

5 目前 14 戶代養家庭分散於全台各地 

 

 

 

 



三、    前往家園的犬隻條件 

預備代養家庭代養的犬隻，須符合以下篩選條件： 

1. 已施打該年度七合一疫苗、狂犬病疫苗及驅蟲 

2. 已完成絕育手術 

3. 完成植入晶片並做好寵物登記 

4. 健康條件： 

（1） 精神狀況良好、飲食便溺正常 

（2） 無罹患疾病（含傳染性、人畜共通等疾病）或病癒後狀況良好 

（3） 目前無（長期）服用藥物、處方飼料 

（4） 皮毛狀況良好，無皮膚病 

（5） 年齡 6 歲以下為優先考量 

（6） 無慢性好發之疾病 

5. 行為條件 

（1） 符合個性良好親人等條件 

（2） 無嚴重神經質症狀 

（3） 無護食、無好鬥傷人、低地盤性 

（4） 完成基本行為訓練 

（5） 無特殊行為，如：爬牆、脫逃 

6. 以短毛好梳理之犬隻為優先挑選對象 

 



四、    家園分布圖 

 

 

 



計畫執行人計畫執行人計畫執行人計畫執行人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會計會計會計會計組組組組    
核發給代養費用 

行政庶務組行政庶務組行政庶務組行政庶務組    
1. 受理代養家庭申請 

（1） 勘查、需求確認 

（2） 家園簽約 

（3） 犬隻入場聯繫 

（4） 飼料配給 

研就發展組研就發展組研就發展組研就發展組    
1. 公立收容所犬隻領養 

（1） 挑選安排 

（2） 健康篩選確認及溝通 

（3） 入場及核銷 

2. 訪視志工招募與培訓 

（1） 招生審核 

（2） 培訓帶領 

（3） 探訪機制建立 

3. 文宣製作 

（1） 平台刊登 

（2） 影音文宣製作 

黃慶榮秘書長黃慶榮秘書長黃慶榮秘書長黃慶榮秘書長 

負責策劃與監督執行工作進行 

代養家庭評估 

八里保育場八里保育場八里保育場八里保育場    
1. 挑選送養犬隻與運送 

2. 代養家庭儲備犬隻訓

練 

五、    人力配置



六、【專屬網頁】http://golafu.apatw.org/ 

 

 



【探訪志工臉書專屬社團】 



狗來富犬隻生活照-106 年 11 月 

 

台南善化 A 台南麻豆 

台南大內 B 台南大內 A 

台中太平 B 台南大內 B 

台南左鎮 台南大內 A 



台南大內 A 台南大內 C 

台南左鎮 台南麻豆 

台南善化 屏東萬巒 

屏東萬巒 屏東市區 

 

 



七、    志工探訪文章 

1. 11 月台南左鎮（探訪志工：慕勤） 

利用回南部幫公公慶生的週末，我來到左鎮家園，主人引著一池活

泉滋養草木，映出十一月的綠，狗叫聲在悠然裡點綴了活潑躍動。 

主人一早把狗兒放到戶外的草原放風，看到我們來到，擠在門邊爭

著討摸。這次探訪因為要點蚤點靈，主人把大家放進室內犬舍，在

毛孩興奮的情緒裡，我先點名，然後開始點藥。安安和歐姆長的好

像，都是灰黑色的虎斑，身材大小也差不多，好在兩隻個性差異大：

歐姆好玩愛跟前跟後；安安只有一開始會出來，其餘時候都跟香菇

待在木櫃子的附近，靜靜休息。這個家園的黑狗不難認，每隻都各

有特色，明明長的很大隻卻叫"小小"的瞇瞇眼黑狗；一臉傻樣有點

清純、呆萌的清茶；有點像是小獵犬的白；毛稍長吃東西很用力的

牛奶，但相同的是牠們都很親人。 

 

 

 

 

 

 

 



而老公之前"您領我養"認養的唬啦，原本吃東西懂得控制力道，不

會咬到人發痛，而這次吃東西卻咬的很用力；原本不爭寵的，這次

卻在別隻狗兒靠近的時候生氣，我明白牠希望像以前一樣專寵牠、

把所有的目光和愛都放在牠身上，就像在八里保育場散步的時候一

樣，這次我嚴厲的制止了牠的行為，後來不再理牠，牠也收斂了吃

醋的行為，但滿臉落寞。因為牠仍然要在家園裡過團體生活，需要

和每隻狗兒和平相處，在我沒有辦法給牠比家園更好的生活環境的

狀況下，這裡才是牠的安身之處！我願牠平安、自由，即使沒有像

以前在八里時我帶牠出來一次散步的寵愛和快樂，在牠的生命裡我

只是那個瞬間的花火，牠還是屬於在這裡長長久久的和主人相處、

和同伴互動，心裡滿是不捨，不過為了牠好，還是得狠下心啊！ 

 

 

 

 

 

 

 

這次單眼相機也臨時故障，無法為每隻狗兒留下帥氣或可愛的照片，

只好用手機紀錄下每隻狗兒的狀態和家園優美的環境，感謝主人提

供一個這麼好的環境給狗兒生活，也用心觀察大家的個性。受傷的

丹尼也照顧的很仔細，關上犬舍門，狗兒們對我依依不捨的神情印

在我的心裡，結束了這次的探訪。道別是為了下一次的相見，可愛

的毛孩們，我們後會有期。 



2. 11 月台南善化（探訪志工：渝婷） 

睽違了兩年，我再次來到台南善化家園，靠著微弱記憶到了要往家

園前的大路口，但還是忘記了要怎麼到家園，在家園附近繞了一下，

抵達之後看到了熟悉的奶奶（家園主人），突然覺得兩年的時光過

得真的好快。 

一進到家園，看見許多家犬綁在外面，很認真的保護家園！再進去

家園裡，看到那 14 隻活蹦亂跳的狗狗，兩年前的記憶慢慢地被喚

醒，看到了優雅的棕熊;很嗨很嗨的虎妹，還有中耳炎的老皮等

等……在我們點藥的過程中，他們很可愛的以為是零食，全部都擠

在腳前用極度渴望的眼神看著我，而下一秒發現是滴劑時，一哄而

散，剩下呆呆地虎妹還傻愣愣在那邊以為是零食。 

 

在裡面想說要順便幫他們剪指甲，在出去的過程中，奶奶因為要幫

我們開門還不小心跌倒，不過幸好沒有大礙!! 

  感覺得出來奶奶很愛他們，也因為這樣，狗狗們各個（除了溫溫） 

 其他都偏胖，尤其是虎妹! 



3. 11 月台南大內Ｃ（探訪志工：恆中） 

這是我第一次前往家園探訪，既期待也興奮的想親眼見識狗來富家

園的實際樣貌，隨著車子越來越向山里挺進，道路也從柏油路漸漸

變為看似有被開道過的泥沙石子路，兩側的還長著比人還高的芒草，

讓我不禁懷疑是不是迷路了，但隨後就依稀聽到狗叫聲，原來並沒

有開錯呢！ 

剛到狗園門口時，狗群們十分激動，我們在門口等了約莫十分鐘，

待狗群冷靜下來後再進入籠區，但面對十幾狗圍堵在門口，我一手

要推開門，一手拿著相機，還要用腳阻擋想要逃出籠的狗兒們，讓

我這個探訪新手有點手忙腳亂的。 

進籠後狗狗們都十分熱情的撲過來，雖然很難好好拍照，但臉上表

情是笑著的，之後就是由家園主人何太太協助同事為狗狗們點除蚤

滴劑，並檢查狗狗的指甲是否需要修剪。 

在點除蚤劑及檢查指甲的過程中，發現兩隻毛孩需要剪指甲，分別

是米粉(小粉)、呼呼，本來好動親人的米粉，看到指甲剪，到處閃

躲，最後由何太太幫忙保定，但因為米粉太過緊張躁動，所以作罷；

反而是本來以為也無法順利剪指甲的呼呼，乖乖的讓同事剪完指甲，

大家都好好地稱讚了呼呼一番。 

 



106 年狗來富專案 

勸募收支表 

 

一、    106 狗來富勸募專案收支明細總表 

 

106 年 10 月~106 年 11 月 2017 狗來富收支明細表 

收入 
  

62,008 

支出 
 

100% 1,577,181 

募款成本 11,157 1% 
 

代養勞務費 763,751 48% 
 

飼料費 454,358 29% 
 

醫療費 132,100 8% 
 

執行人員薪資 68,800 4% 
 

交通費 36,000 2% 
 

犬舍建築補助費 8,000 1% 
 

雜支 4,805 0% 
 

差旅費 93,840 6% 
 

行政加班費 1,688 0% 
 

郵電費 2,682 0% 
 

結餘 
  

-1,515,173 

 

 

 

 

 

 

 

 

 



二、    106 狗來富勸募專案支出明細表 

 
2017 狗來富支出明細 

支出項目 金額 

募款成本 11,157 

106/11/09 狗來富家園說明會背板-9 月份 10,680 

106/11/24 11 月份樂捐收入手續費#242 477 

代養勞務費 763,751 

106/11/07 代養費-7 月份 147,698 

106/11/08 代養費-8 月份 149,008 

106/11/09 代養費-9 月份 159,403 

106/11/10 代養費-10 月份 155,642 

106/11/21 代養費-黃烘方方土 4,000 

106/11/21 代養費-陳昇輝 9,500 

106/11/21 代養費-徐華慶 7,000 

106/11/21 代養費-李秀連 7,000 

106/11/21 代養費-施廷樵 7,000 

106/11/21 代養費-江文從 5,000 

106/11/21 代養費-江桂花 7,500 

106/11/21 代養費-江原億 8,500 

106/11/21 代養費-阮文玉 19,500 

106/11/21 代養費-張秀望 6,500 

106/11/21 代養費-楊張英桃 17,000 

106/11/21 代養費-王麗鳳 19,000 

106/11/21 代養費-王隆昌 10,000 

106/11/21 代養費-李建國 15,000 

106/11/21 代養費-余茂林 9,500 

飼料費 454,358 

106/11/07 7 月家園犬隻飼料費-寶榮 62,530 

106/11/08 8 月家園犬隻飼料費-寶榮 104,340 

106/11/09 9 月家園犬隻飼料費-寶榮 108,409 

106/11/10 10 月家園犬隻飼料費-寶榮 71,409 

106/11/22 11 月家園犬隻飼料費-寶榮 107,670 

醫療費 132,100 

106/11/07 醫療費-7 月份 8,600 

106/11/08 醫療費-8 月份 58,850 



106/11/10 醫療費-10 月份 64,650 

執行人員薪資 
 

68,800 

106/11/07 訓犬課講師費-黃媛欣-7 月份 12,800 

106/11/08 訓犬課講師費-黃媛欣-8 月份 12,800 

106/11/09 訓犬課講師費-黃媛欣-9 月份 19,200 

106/11/10 訓犬課講師費-黃媛欣-10 月份 11,200 

106/11/21 訓犬課講師費-黃媛欣-11 月份 12,800 

交通費 
 

36,000 

106/11/07 屏東狗來富家園進狗交通費-7 月份 12,000 

106/11/08 台南狗來富家園進狗交通費-9 月份 12,000 

106/11/13 台中太平 C 家園撤場交通費 12,000 

犬舍建築補助費 
 

8,000 

106/11/09 家園補助建設費-余茂林-9 月份 8,000 

雜支 
 

4,805 

106/11/08 狗來富家園醫藥箱-雜支-8 月份 2,625 

106/11/09 台南狗來富家園說明會-雜費-9 月份 2,180 

差旅費 
 

93,840 

106/11/07 屏東狗來富家園進狗差旅費-7 月份 8,864 

106/11/08 狗來富家園差旅費等-8 月份 16,594 

106/11/09 狗來富家園差旅費等-9 月份 39,255 

106/11/10 狗來富家園差旅費等-10 月份 6,435 

106/11/13 台中太平 C 家園撤場差旅費 1,876 

106/11/23 狗來富家園探訪差旅-妤涵等 11,390 

106/11/23 狗來富家園探訪差旅-妤涵等 9,426 

行政加班費 
 

1,688 

106/11/08 加班費-8 月份 1350 

106/11/21 台南屏東巡訪加班 10/29-李暐國 338 

郵電費 
 

2,682 

106/11/08 郵運費-8 月份 1,096 

106/11/09 郵運費-9 月份 1,474 

106/11/10 郵運費-10 月份 44 

106/11/23 郵資.. 68 

募款支出合計 
 

1,577,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