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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香港、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生活素質、政府政策；權責與參與
寵物、狗隻、導盲犬、動物政策、動物福利、流浪動物、漁護署、
遺棄

簡介：
有人喜歡狗的忠心、個性單純直接，事實上，狗的忠實與樂於奉獻的性格，是人
類的好朋友，而今日也有狗兒成為導盲犬，是視障者的生活夥伴，當中有著愛與
誠的密切關係。雖然活在香港狹窄擠迫的環境下，無論居住地點或准許狗隻玩樂
的場地，均有不少限制，而漁護署每年更處理數千隻流浪貓狗。然而，不少人依
然堅持選擇與狗生活，有人用心照顧患病狗隻，堅守不離不棄；有人每晚深夜出
動，為流浪貓狗出一分力；有人為狗隻做義工，擔任導盲幼犬寄養家庭；亦有視
障者透過導盲犬擴闊視野，衝出香港。在 2018 年農曆新年狗年大日子，
「毛小孩」
與人的動人故事仍每日不斷上演。

內容重點：







了解本港飼養寵物的情況
了解部分寵物主人對寵物患病的處理方法
了解寵物狗主人在香港飼養狗隻的困難
了解導盲犬對視障人士的幫助
探討部分港人對狗隻的誤解
了解導致流浪貓狗出現的原因

持分者：
持分者

人物 / 組織

經歷 / 看法

寵物主人


Ruby
(飼養 3 隻貓和
3 隻狗)



一切都是你為牠選擇，牠毫無選擇，你決定了
要照顧牠，就要照顧到底
每隔幾天的早上，便會到附近的農莊買蔬菜，
走 2、3 分鐘便到，與家距離很近
紅菜頭可以防癌，與羽衣甘藍同吃便很好，但
自己每天都會為牠挑選不同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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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ky



與狗兒「卒卒」生活已經 11 年，從嬰兒時期
開始飼養，另外還有狗兒「阿北」，牠們都是
11 年前，第一次自己挑選飼養的寵物
那次去寵物店，只是隨意逛街時經過，本來沒
想過挑選狗，猶如女生逛街時看到手袋便買
下，是一種衝動消費今天回想這段關係，可能
自第 1 天決定帶牠們回家已經開始，購買後不
能立刻帶回家，因為當時家裏正在裝修，大概
到了第 2 天，在店裏找不到阿北，只剩下卒
卒，店員當時說阿北病了，而且病情不輕，會
否考慮買另一隻，那一刻立即想到垃圾站，覺
得若自己不救牠，牠應該會被人丟到垃圾站
阿北屬於布爹利品種，當時患有腸病毒，甚至
有機會死亡，帶回家後悉心照顧，很快便痊
癒，豈料牠 5 歲時又確診患有癲癇症，去年 1
月踏入 11 歲，更患上皮膚癌，牠的皮膚上長
出很多小顆粒，這是其中一種皮膚癌，很多人
因癌症而死，何況是狗？那一刻的感覺很沉
重，曾經掙扎要不要醫治或如何開始
1 年前，剛剛結婚，丈夫要長駐內地工作，在
狗兒與丈夫之間，選擇留在香港照顧狗兒，與
丈夫分開在中、港兩地生活
認為這是一種犧牲，始終新婚都希望多些時間
在一起，獨力照顧牠抗癌的這一年，也有很多
不開心、很沮喪的時候，記得那時候覺得情況
挺壞，曾經懷疑這樣下去能支持多久
看著阿北患癌後日漸消瘦，開始鑽研食療方
法，每天更親手為阿北做菜，最初發現牠患上
癌症時，體重只剩 20 公斤，為牠進行食療約
半年後，現在是 28 公斤，很多人會選擇放棄
醫治，很多人很奇怪，皮膚病會放棄醫治，癲
癇更會放棄醫治，若患癌症，很多人一定不會
醫治，會堅持不做棄養或輕易放棄牠們的主人
希望可以一起相伴多少天便多少天，每一天都
感恩牠仍有呼吸和心跳，坐在自己旁邊，這樣
過生活已經覺得很滿足
從事人事管理工作，自 3 年前開始，幾乎每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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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飼養 3 隻
狗、3 年前起每
晚下班後都去 
尋找和餵飼流
浪貓狗)













子倩

(23 歲，視障人
士、香港大學
學生、飼養導 

下班後都會開車到附近地方，看看有否流浪貓
狗
自己在停車場很多晚上拿去餵貓狗的食物，除
了帶糧食，有時候用完的紙巾盒，去掉表面便
可用作食物盛器
平日晚上，前方的欄杆處會有一群狗兒聚集，
這晚本想看看能否發現牠們，給牠們食物，但
這晚看不到牠們
通常放下食物後便看著牠們進食，待牠們吃完
後便丟掉盒子，盡量不要太接近牠們，只希望
牠們吃飽，放下食物後便遠遠走開，讓牠不要
習慣待在人類旁邊，失去警戒性，希望牠們看
見陌生人也懂得避開和逃走
棄養貓狗可以有千萬個理由，例如生了孩子、
搬家或移民，自己改變不了這些人，不如鼓勵
他們若真的想放棄寵物，通知我們或朋友，請
別人為牠們尋找好的家庭
曾飼養 3 隻狗，照顧了 10 多年，但之後相繼
因病離世，面對狗兒離開，自己傷心和不捨得
必定有，但也應該重新站起來，因為很多小動
物都需要幫忙
還未決定會否再養狗，但不會停止餵流浪貓
狗，甚至遇到患病的貓狗，還會細心照顧，例
如有朋友發現有流浪貓患有癌症，帶牠做完手
術後就暫時收留在家中
認為自己並非甚麼大聖人，只是因為做得到，
聽過很多人有疑問，花這麼多時間、金錢，和
精神去照顧貓狗，其實身邊也有很多人需要幫
忙，為何不幫助別人，認為這說法令人走向極
端，要不幫助人，要不幫助動物，其實有需要
的自己便幫忙
自己沒有特別的追求，能夠令動物過得開心，
就是自己覺得最開心的事
天生弱視，出生時視力只剩 10%，導盲犬 YoYo
是身體的一部分，簡直不能分開，若失去牠，
猶如失去雙腿
最初不知道自己有視障，小學時到主流學校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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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才知道自己與一般小朋友很不一樣，
才發覺自己有視障，便要想辦法解決問題，如
何令自己參與或準備未來投入社會
由於視力問題，成長經歷與很多同齡人士不一
樣，更沒想過可以與動物相處，直至 2 年前，
成功申請並獲編配導盲犬 Yoyo
每天都要乘港鐵出入，往返學校，Yoyo 都會
陪伴，像現在這樣，牠可以幫助自己，可說是
自己的眼睛，看前面的路
香港大學也挺大，每個學期開始時都會有點迷
路，有 Yoyo 的帶著，不會跌倒，自己可以很
安全地覓路
最初也不習慣由 Yoyo 領路，但與牠建立信任
後，便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更協助
克服了很多先天障礙
有了 Yoyo 後，似乎一切都簡單多了，去認識
不同的人，跟別人打開話題，到一個課室沒有
平常熟悉的同學，也不會擔心難認識朋友，找
不到同學跟我做功課
香港人生活急速，加上很忙碌，整天低頭看著
手機，可能在大生意，還要打電玩和做各種事
情，根本沒時間注意路上情況，很多時候未必
看到自己和 Yoyo 的存在，可能會撞過來，會
非常心痛，撞到 Yoyo 等於撞到我，因為牠要
領自己走路
從前自己的生活範圍都是圍繞學校和家裏，或
有人陪伴才能前往的地方
現在可以更加自主，很多地方都可以自己去，
可以會經常帶牠去遠足或者其他戶外活動等
1 個月前，決定第一次自己帶 Yoyo 離港，與
另一位視障朋友去台灣旅行，由籌備入境申
請，到為 Yoyo 收拾行李，都親力親為
多年來去哪裏都要別人帶領，也想自己去旅
遊，嘗試一下，若要形容這次旅程，會形容為
一次冒險之旅，第一次去不熟悉的地方，自己
和 Yoyo 都不熟悉，大家一起去摸索，這 8 天
簡直是考驗自己對牠的信任，因為要相信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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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s
(飼養 3 隻狗)













能走路，Yoyo 完全值得信賴，所以自己和旅
伴去哪裏都可以
有人覺得這隻狗只是自己的眼睛，其實牠也可
以陪伴自己，身邊彷彿多了一隻經常陪伴自己
的狗醫生
你對狗兒有多好，牠們會幾倍還給你，而且一
生一世只愛你一個人
自小家中都有養狗，近年為了與這隻唐狗南南
同住，每次搬家都傷透腦筋，政府的公共屋邨
不准養狗，只能選擇比較偏遠的村屋，或私人
屋苑和唐樓等，曾經嘗試租房子，地產經紀只
找到 2 個單位，沒有選擇，必須挑選其中一
個，只為了跟牠同住
整天帶著牠們到處找房子也挺累，很多屋主准
許養狗，但只可以養小狗，可能擔心大狗會刮
花牆壁或弄髒地方，通常不太歡迎
管理員會注意狗兒，尤其是大狗，在大堂或會
所多逗留一會也不准，只要有人投訴，立即要
求給狗兒繫上狗帶和戴口罩，或要乘搭運貨的
升降機，我們狗主都會覺得很荒謬，世界上並
非沒有其他動物，不只有人類，為甚麼狗兒在
香港要住得這麼辛苦？
現時住在私人屋苑，家中除了南南，還有 2
隻狗，指出香港有很多愛狗之人，同樣也有不
少人對狗隻存在誤解和偏見，如黑色唐狗「南
南」，香港人有很多會歧視唐狗和黑狗，不知
為何他們說黑狗很兇，會咬人
在香港養狗，除了居住難題，更要面對其他不
友善的限制
香港雖然被稱國際大都市，但綜觀整個香港社
會，人和政府對狗和動物的福利政策和態度，
其實挺落後，房子可否養狗，那個公園能否讓
狗兒進入，這些聲音在網上，必定有人支持，
也有一堆反對聲音，大家都是弱勢群體，大家
應該互相幫助和體諒，每人都做一點，即使你
不幫助牠，只要不妨礙別人幫助牠，這已是大
大的幫忙，這個社會便不會撕裂得這麼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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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有關流浪動物統計數字



香港每年有過千隻動物被遺棄，漁護署每年也接
收數以千計流浪貓狗

本港飼養寵物情況



狗隻是香港最受歡迎的寵物，近年養狗的家庭大
幅上升，不少人當狗兒是家中一分子，甚至視為
家人
現時食環署條例，只容許視障人士與導盲犬進入
餐廳，普通寵物犬則沒有規定



影片標籤 (Cue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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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y 因照顧患癌的阿北而經常到農莊購買防癌的蔬菜
Ruby 講述當時購買卒卒和阿北是因為一時衝動，並指當時因不想
患病的阿北被人遺棄而選擇繼續飼養
Ruby 因要在港照顧阿北而不能跟在內地工作的丈夫一起在內地生
活；以食療方法讓阿北不再消瘦
Ricky 講述平常餵飼流浪貓的情況和原因
Ricky 指只要有需要及做得到，不論是動物或人都會去幫忙
子倩獲分配導盲犬 Yoyo 的經過，及 Yoyo 日常協助子倩回大學的
情況
子倩指有了 Yoyo 後在生活和學習上有了很大的改變
子倩指 Yoyo 被途人撞到時，她會非常心痛，因為就像撞到她一樣
Winds 指在香港飼養狗隻在居住方面受到局限的原因
Winds 指不少人對部分狗隻如黑色的唐狗有極大的誤解，甚至歧視
Winds 指本地人和政府對動物的福利政策和態度都很落後
子倩與 Yoyo 相處 2 年後，首次共同出外旅遊；認為 Yoyo 不只是
她的眼睛，而且也是位狗醫生

思考問題：
1.
2.

Ruby 在購買阿北後得知牠患病，她有何感受？現時她怎樣為阿北對抗癌
病？
Ricky 在下班後經常尋找和餵飼流浪貓狗的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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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Ricky 指出部分寵物被棄養而成為流浪動物的情況為何？根據節目內容和就
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子倩指 Yoyo 的出現改變了她自己和她的生活？她的理據為何？
導盲犬在街上會遇到什麼危險？你認為可以怎樣避免？
Winds 指在香港飼養寵物狗時會遇到甚麼困難？
你認為現時政府的動物福利政策對動物和主人的援助是否足夠？根據節目
和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延伸閱讀：
1. 通識專題︰動物權益
http://www.liberalstudies.hk/topic.php?id=21
2. 通識影片︰鏗鏘集 - 共處共存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tcs16-1683
3. 集師廣益︰《香港故事 - 追趕生命線》觀後感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2275&mot
her_id=2260
4. 通識工作紙︰流浪的貓狗
https://liberalstudies.hk/ws/0024/
5. 通識教案︰應否成立動物警察
http://www.liberalstudies.hk/hongkong/ls_hongkong_77.php
6. 通識概念︰虐畜
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ily_concepts/index.php?word=841

影片連結：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tcs18-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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