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攝影／李家儒

LOVE & TRUST

視障者的小天使
─導盲犬

你是我的眼

不餵食、不干擾、不拒絕、主動詢問

落實無障礙社會的第一步，

從你我共同關心導盲犬輔助系統開始

■ 文、攝影／張靜安　

城市一角的導盲小天使

在台灣熱鬧的高雄及台北市區，若您

留心佇足，也許偶而會看見導盲犬認真工

作的身影，在城市的一角穿梭，儘管街頭

車水馬龍、儘管週遭環境隨時總有許多插

曲，導忙犬卻能心無旁鶩引導視障朋友穿

梭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中，這樣的專注力總

令人驚訝不已，天性活潑好動的狗兒竟能

守護人類且如此篤定與沉穩。

根據內政部社會司的統計資料顯示，

台灣地區民國99年底止，有近6萬名視障

者，在導盲犬協會過去長達9年（自民國

92年起）的推動之下，目前約有30隻工作

犬服役，比例為2000：1。這樣的數字與

【國際障者聯盟】所建議的100：1 相距甚

大，顯見國內的導盲犬培育工作有很大的

空白需要更加努力急起直追。

工作犬必須具備聰明機警的反應與穩

定的性格，才可以不受外界誘惑而暴衝演

出，造成危險。因此狗兒的挑選就非常重

要了。世界上最早的導盲犬其實是德國狼

犬以及標準貴賓犬，到後來以黃金獵犬與

拉不拉多犬為主，也有兩者配種的黃金拉

拉犬。台灣地區使用最多的拉不拉多犬，

牠天生個性溫和、智能高、服從性高、容

易被訓練，是相當均衡和非常全面的中大

型犬類，跟黃金獵犬、哈士奇犬並列三大

無攻擊性犬類。

導盲犬的3個訓練階段

導盲犬的養成依國情、地域、環境不

同，各有不同的篩選與訓練方法，然而以

程序而言，可粗分為寄養家庭、引導訓練

與配對訓練這3個階段。

不要以為導盲犬只要聽話穩定就好，

除了要會辨認道路環境、為視障者篩選暢

通走道外，乘坐交通工具時，導盲犬要懂

得替主人尋找座位，行駛間還必須在座位

底下安靜趴好，不暴衝、不輕易吠叫，就

算進入餐廳也不受食物香氣或是街貓老鼠

等外界刺激引誘而分心。訓練到如此水準

必須耗時2年多，完成3個階段的「磨合」

才行，不過並非每隻受訓的導盲犬都能順

▲ 聰明機警、穩定性格的狗狗，才有辦法
成為導盲小天使

30 31

關懷社會YUAN Magazine



利畢業成為工作犬，有多年經驗的導盲犬

訓練師說：「一切還是要看狗兒本身有沒

有服務人類的意願。」想要建立這樣的意

願與信任關係，第一階段的寄養家庭的培

養和照顧非常關鍵。

第一階段 寄養家庭

出生2個月後的幼犬會被送到寄養家

庭學習基礎規範和社會化生活，包含定時

定點大小便和聽從簡單的口令等。台灣於

民國96年頒布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一章、第60條規定「視覺功能障礙者由合

格導盲犬陪同或導盲犬專業訓練人員於執

行訓練時帶同導盲幼犬，得自由出入公共

場所、公共建築物、營業場所、大眾運輸

工具及其他公共設施⋯（略）。」也就是

說，不管是導盲犬、訓練中準導盲犬以及

成長中導盲犬幼犬，均可自由出入大眾交

通系統、公共場所與商家。有了法令和社

會大眾的落實配合，藉大量與人接觸的機

會，狗兒才能漸漸熟悉人類社會。寄養家

庭對導盲犬全心全意付出愛，培養狗兒對

人類的信任，引導牠們願意在未來放上握

鞍，為人類服務。

第二階段 導盲犬學校— 

引導訓練

當狗兒滿1歲至1歲半的時候送到訓練

中心，也就是導盲犬學校，接受訓練師8

個月到1年的引導訓練；透過響片、食物

或口頭獎勵，與反覆操作「Straight」（直

走）、「Right」（右轉）或「Left」（左

轉）的行動命令，導盲犬必須完全服從主

人的指令，不擅改行進方向。遇到馬路、

階梯、變更方向，或有任何高低落差處

時，導盲犬必須停下腳步等待視障者察覺

周遭環境的變化，這是專業導盲犬專業課

程的塑造。

第三階段 視障人士的配對訓練

結束訓練之後，則會交由指導員篩

選，進行視障人士配對，並完成最後1至2

個月的共同訓練階段。狗兒不是機器，不

是死板的操作便可以達到想要的效果，很

多時候都需要靠與視障者的默契，才能讓

導盲犬發揮合宜的引導能力。

感傷與喜悅交織的farewell 

party

陰雨綿綿的1月天，圓山保齡球館有

一群特別的嬌客來臨參與由導盲犬協會主

辦、圓山保齡球館場地贊助的【farewell/

welcome and birthday party】。今天有5

隻拉拉順利完成寄養家庭學習基礎規範和

社會化生活，到了寄養家庭與狗兒說再見

的日子，現場氣氛充滿不捨與

感動。

由於台灣並沒有專業的導盲

犬訓練學校，因此將近400個日

子的愛與信任建立的過程，5隻

完成寄養家庭階段性工作的狗兒

們，將分別被安排到包含日本、

北美等國家以安排進入訓練學校作

進一步引導教育。比起對活在當下

的狗兒而言，分別對於寄養家庭的

爸爸媽媽們其實更加感傷。

然而今天也是個歡喜的日子，有3隻

透過導盲犬協會與日本導盲犬協會交流的

小拉拉，翩翩到來，要加入台灣導盲犬的

服務陣容，活動同時搭配協會每月一次的

慶生例會，新朋友的來到與生日的歡喜，

總算讓濃濃的離別氣氛稍微緩和。

寄養媽媽　紀小姐與Katie

「Katie讓家更有凝聚力了」，寄養媽

媽紀小姐身在其中特別有感觸，因為這幾隻

要去國外上學的小狗兒們，有些竟是年輕的

她親手接生的。紀小姐原本很怕狗，尤其是

身型大的犬隻。但基於回饋社會的理念，去

年才新婚回歸家庭的紀小姐，在從事家族

事業的先生支持之下，7月起正式成為寄養

▲ 定期舉辦活動的導盲犬協會，讓狗狗與寄養家庭有時間與協會交
流寄養心得

結婚後就投入寄養家庭的紀小姐，

對於照顧狗狗有著豐富的心得

▲

 穿著「導盲犬訓練中」

背心的狗狗，是被允許

進入各公共場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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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一員，從參加臨時寄養家庭開始。8

月起正式加入寄養團隊後，第一個照顧的對

象，就是遠從澳洲來的母種犬Katie。

紀小姐和新婚先生還沒有照顧寶寶的

經驗就成了現成的狗孕婦褓姆，回想當初

Katie在家分娩的過程，仍是非常難忘。

「老天爺太慈悲了，Katie生產順利了7隻

寶寶。生產前一天晚上睡覺前牠開始焦

躁不安，半夜3、4點，輾轉難眠一直喘

氣，紀小姐在一旁陪伴牠，直到天亮吃完

早餐，紀小姐帶Katie上廁所回來之後，

Katie開始喘得很厲害，紀小姐連忙聯絡協

會訓練師張心蓉出動，只是等不及心蓉趕

到，Katie開始破羊水。紀小姐火速把張心

蓉臨時搭建的產房周圍貼上報紙，拿出生

產用具，然後和張心蓉電話連線，硬著頭

皮幫Katie生產。產下2隻小狗時張心蓉也

趕到了，陸陸續續總共7個健康的小傢伙，

他們暱稱為一道彩虹，紅橙黃綠藍靛紫，

眾人忙得滿頭大汗總算鬆了一口氣，大夥

兒才開心地開香檳慶祝。

紀小姐原本擔任私立小學教師，成績

競爭壓力非常大。她笑稱：「婚後原本期望

回歸家庭，過過貴婦的生活，只是想不到，

加入寄養家庭的行列，我的生活從貴婦變成

了跪婦，常常得跪在地板上清潔狗毛或和

狗兒遊戲，但是看到這些狗兒成為社會的幫

助，我覺得非常有意義也非常值得。」紀小

姐還特別提到，因為狗兒的加入，這個新成

立的小家庭也變得更有凝聚力。

導盲犬訓練師　張心蓉  

    和紀小姐一起，參與Katie生產過程的

張心蓉，是台灣導盲犬協會第一批培養到

美國底特律Leaderdog for the blind 的3位

種子訓練師之一。

張心蓉從中興大學畜產所畢業，

偶然機會接觸到視障者張國瑞與導盲犬

Ohara，他們之間那種深刻的信任與不必

言語就能了解對方的默契，讓她非常感

動，「想替他們做點什麼」的念頭開始在

心頭滋長。

正成為視障朋友的幫助，就能讓她轉化感

傷，成為訓練下一隻狗的動力。

寄養家庭輔導　

社會大眾對如遇到導盲犬執行中，

必須切記三不一問的原則；不餵食：不拿

任何人類的食物吸引或餵食導盲犬；不干

擾：不要在使用者未同意的狀況下，任意

干擾或撫摸導盲犬行徑工作；不拒絕：根

據立法院通過的法案，導盲犬是可以自由

進出公共場所、搭乘交通運輸工具；主動

詢問：主動詢問視障者是否需要協助，若

想要認識導盲犬，也務必經過主人的同意

才行。以上，是保障視障者的安全，讓導

盲犬能夠順利值勤。若想要更進一步支持

視障者與導盲犬，可透過加入寄養家庭的

行列，以積極的行動幫助他們。

王遠貞說導盲犬數量不斷增加的同

時，寄養家庭的需求就越來越大，要成為

寄養家庭的條件有：

● 夫妻成員（以家庭為單位）

2004年起張心蓉成了台灣導盲犬協會

的義工，因所學專長有機會到美國底特律

導盲犬訓練學校，接受包含育種、配對等

「導盲犬指導員」專業訓練。 後來加入成

為正式訓練師到現在也過了7個年頭，成功

培育且訓練出許多專業又傑出的導盲工作

犬。張心蓉儼然已是協會裡培育專業導盲

犬不可或缺的工作夥伴。

提到專業部分，張心蓉開始如數家

珍地指著現場完成訓練的狗兒，一般人很

難分辨的可愛外表下，她卻能一眼認出牠

們各自的名字，一個個就像老師點名般，

說著每隻小狗兒的學習歷程：「狗也有個

性，每隻狗的脾氣都不同，對牠們要黑白

分明。好動的狗兒要多些規範；內向自卑

的就需要更多鼓勵」。

跟狗狗相處那麼久，當訓練完成就

要交給別人，雖然都知道這是工作的一部

分，事實上心裡是不捨的，至今張心蓉面

對每次分別仍要花些時間調適，但看到自

己訓練的導盲犬帶著新主人走得很好，真

▲ 導盲犬協會訓練師張心蓉（右）與寄養家庭
輔導員王遠貞（左）

 看到導盲犬正在執行中，請記得不餵

食、不干擾、不拒絕、主動詢問視障者

是否需要協助的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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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能在家照顧且離家時間不能  

超過4小時

● 5歲以下小朋友不超過一個

● 家中不能有其他寵物狗，並能夠訓練

導盲犬服從簡單的命令。

她進一步說明，不能離家4小時是因

為在培育階段，每隔4小時需要帶狗兒外出

大小便，這是訓練小狗不在家中便溺的重

要生活習慣養成；5歲的小孩不超過一個是

考量寄養家庭的照顧工作不會過度沉重；

至於已有寵物狗就不建議照顧導盲犬，主

要因導盲犬需要非常高的服從標準，如果

和家中的寵物狗有差別待遇，對狗兒心理

也會有影響的，如此一來愛與信任的關係

便難以建立了。話說回來，狗跟小孩一樣

需要公平對待與被關心的感受，畢竟感情

的交流是雙向的呢。

對現代家庭來說，每天有人在家且

外出時間不能超過4小時的標準似乎有點

高。王遠貞說：「比方度假或出差等等的

需要，寄養家庭如果需要臨時告假也是可

以的，很多有心成為正式寄養家庭的申請

者，我們會建議從擔任臨時寄養家庭開始

做起，協助分擔因有事臨時需要告假的寄

養者的照顧工作。也可以用這個機會體驗

一下是否可以勝任照顧幼犬的工作。王遠

貞舉例澳洲母種犬Katie的照顧者紀小姐在

正式成為Katie照顧者之前，也是從臨時寄

養家庭開始投入的呢！

另外很多人誤以為當寄養家庭帶導盲

犬外出會不方便，其實正好相反，導盲犬

因身分特殊，反而較其他寵物更方便進出

公共場合，這是讓導盲犬在幼年的時候能

夠社會化的過程。因此寄養家庭可以盡量

帶導盲犬幼犬到各地方去「見見世面」，

藉此訓練導盲犬的膽量。

導盲犬遲早要離開家裡去接受另一層

的進階訓練，王遠貞坦然地說，其實每個寄

養家庭在一開始就已經有心理準備，這些

導盲犬到家裡只是「過客」。換另一個角度

想，這些導盲犬就像是自家長大的小孩要出

去深造，將來他們必定能成為獨當一面的導

盲犬，成為視障朋友的生活夥伴，對寄養家

庭的爸爸媽媽而言，反而是種驕傲。看著視

障朋友透過導盲犬的協助得到更大的行動自

主權，活出精采的人生。讓寄養家庭與協會

有動力繼續努力下去。

導盲犬使用人　

李雨蓉與Raymi：「Raymi

是我最依賴的生活夥伴」

台北大學社工系2年級的李雨蓉是先

天視障者，出生後只能感受到光源。因為

視障問題，雨蓉媽媽很留心有關視障者協

助的資訊，所以很早就開始注意導盲犬的

申請管道。

李雨蓉跟她的導盲犬夥伴Raymi是大學

之後才相遇的，順利考取大學之後，李雨蓉

開始積極向協會爭取。終於在協會牽線下，

找到了這隻遠在韓國的Raymi，李雨蓉和媽

媽非常興奮飛到韓國與Raymi配對成功，於

是一隻活潑好動又外向的拉布拉多犬，跟

一位溫文內向的少女，開始了他們相互照

顧的生活。自配對到現在已相處了7個月，

還在彼此適應的階段，但李雨蓉已經非常

依賴Raymi的陪伴。她說：「有了Raymi在

身邊，格外有安全感，畢竟以往需要依靠

手杖或朋友協助才能順利前往目的地。現

在有Raymi在身旁，感覺安心許多，只要是

Raymi熟悉的道路，都能順利帶領我前往目

的地。」，而且導盲犬的動作靈活，讓行動

速度相對變快，更因為Raymi討喜可愛的外

表，無形中拉近了同學和雨蓉的距離。目前

雨蓉宿舍的室友，就是自願接受和Raymi同

住的可愛室友呢！

校園中的同學，對雨蓉和Raymi相當

友善，只要看到Raymi佩上導盲鞍，就知

道牠正在執勤，不能去逗弄牠。也會主動

▲ 雨蓉的大學生活有了Raymi的
陪伴，變得更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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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盲犬使用人、導盲犬宣導

講師　曾雅君與Power 

曾經是導盲犬使用者，如今身兼協會

宣導講師的曾雅君，也參加了這次的道別

配對。她今年才33歲，有美滿的家庭和一

對可愛的兒女。

從小左眼發育不良凹陷只剩光覺得曾

雅君，在21歲那年因右眼視力急速惡化，

限縮不到10度的視野加上突然薄弱的視

力，顏色也漸漸無法分辨。經過求醫證實

罹患視網膜色系病變，那是目前醫學無法

醫治的眼疾，且可預期不久的將來可能完

全失明。

由於視網膜色系病變的患者在外觀上

與常人無明顯差異，常被誤為視力正常的

冒失者，當下的委屈無法用言語表達，只

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能體會其中的辛酸

與無助，一開始曾雅君感到非常自卑與惶

恐，家事日漸無法勝任，陪伴孩子念故事

的親子時光，也不得不失去，相較於天生

視障的朋友，曾雅君見過大地的容貌，經

歷過彩色的世界，因此無助等待視力失去

的恐懼令人格外難熬。

從拒絕到接受事實，曾雅君曾關在家

裡長達1年多的時間，透過哥哥的一位視障

朋友牽線，進入慕光盲人重建院學習定向

課程、盲用電腦、點字、生活自理，心理

重建等生活技能。

慕光上課期間，曾雅君發現自己其實

是幸福的，至少她看過，摸過這個彩色的

世界，可是對於先天性的視障者而言，所

有的顏色或形狀的認識都是陌生的，無法

想像也講不出來，然而這些先天眼疾的視

障朋友仍然努力地學習獨立生活，如果她

仍繼續自怨自艾，只是浪費生命而已。所

以曾雅君決定用積極的態度學習過盲人的

生活，而真正用心學習的那一刻起她領悟

到，其實用”眼睛”看事物往往是表象，

用"心眼"看則是最真實美麗的。

曾雅君說：「很幸運的在慕光學習按

摩的那年認識了台灣導盲犬協會，知道了

視障朋友除了自手杖之外，還有導盲犬這

種更安全、更快速的選擇。96年提出申請

後，經過了18個月的等待，曾雅君的導盲

犬夥伴Power開始加入她的生活。她說：

「在等待的過程中一度感到低潮，想中斷

狗兒的申請，不要浪費社會資源，但想起

爸爸鼓勵自己，遇見困難不是逃避而是要

迎向它，於是曾雅君不斷幫自己打氣，撐

過最孤獨的時刻，繼續抓住這個機會。她

說：「自從有了導盲犬Power帶我出門，

現在都不用擔心走路撞到東西而受傷，反

而走路有風啦，更重要的是有了Power的

陪伴後，我變得開朗、更有自信了，家裡

的氣氛也因為Power變的更融合，2個孩子

喜歡跟牠玩，我選擇勇敢走出來，得到的

遠比我失去的多更多。」

 自從有導盲犬的陪伴後，因為不需

要拜託旁人幫助，自信心回來了，曾雅君

說，導盲犬和自手杖最大的差別在於導盲

犬是溫暖的跳動的生命，透過握鞍可以察

覺導盲犬的情緒及行動，讓使用者感應到

周遭環境，加上導盲犬會留心避開障礙物

引道視障者前進，走路的效率大大提高

了。Power原本是隻酷酷的狗，很獨立甚

至有點冷淡，但是自從和

開朗的曾雅君作伴，現

在的Power也變得活

潑，在工作之外最

愛向主人撒嬌，

詢問、幫忙她們順利到達目的地。

只不過，還是有少數店家不能接受導

盲犬，某次Raymi陪伴李雨蓉到學校附近

的餐廳用餐，竟被餐廳老闆拒絕在外，不

願接受導盲犬入內。據說這件事情被同學

知道之後，主動利用校園網路的力量串聯

同學共同抵制這間餐廳。導盲犬協會得知

消息更前往餐廳勸導及解說，希望教導民

眾不要拒絕導盲犬進入各種公共場合。畢

竟導盲犬是視障者的雙眼，拒絕牠們就等

於拒絕了視障者，而且也罔顧法令對視障

工作犬的保障，可正是矮化視障者的行動

權利的不良示範！

通過寄養家庭、引導訓練、配對成功的3個階段，
狗狗才能配上導盲鞍引導視障者

▲

 導盲犬Power幫助雅君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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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協會的訓練師都嘖嘖稱奇，現在的曾雅

君和Power是名符其實的生活夥伴，誰都

不能少了誰地彼此依靠「有了Power的陪

伴後，我變得開朗、也更有自信了，家裡

氣氛因為Power更融合，我選擇勇敢走出

來，得到的遠比我失去的多更多。」

體驗過導盲犬的好處，曾雅君主動

加入協會擔任宣傳講師，用自己的例子鼓

勵視障者能夠走出陰暗積極面對人生：

「我現在還有光覺，但如果真的完全失明

的那天，我還是會努力用歡喜心來接受。

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珍惜眼前所擁

的一切，成為一個勇於付出能夠幫助他人

的人，也為自已未來失明的日子做好準

備。」

成立導盲犬訓練學校是當務之急　需

要社會共同關心與支持

協會公關兼發言人馮倩華表示，台灣

使用導盲犬的情況還不普遍，全台6萬多

名視障人士，實際工作卻只有30幾隻導盲

犬，比起鄰近的韓國和日本發展超過30年

以上的導盲犬制度，台灣直至2008年才開

始培育本土導盲幼犬，有了幼犬更需要民

眾能踴躍加入導盲犬寄養家庭計畫，照顧

這些未來的導盲尖兵。

除擁有專業人才與技術，導盲犬訓

練中心的建立，更是讓導盲犬運動紮根

台灣本土、建立完善育種培訓的重要關

鍵。因為台灣沒有導盲犬學校，所以當

寄養家庭的工作到一段落，就必須把狗

兒送到國外與台灣導盲犬協會相互交流

友好的訓練學校進行下一階段的培育。

如此時間成本高、轉運費用高昂，且在

數量上難以突破。

今年協會的目標是積極募款成立導盲

犬訓練迷你學校，設計包含行政中心、訓

練中之導盲犬舍、導盲犬繁殖中心、犬隻

醫療中心、犬隻運動場等等的基本設施，

向國際間稍具規模的導盲犬學校看齊，因

此導盲犬協會初步規劃中建校的土地面積

的需求2,400坪，預計募款需求6,000萬

這個龐大的數字需要社會各界共同關心扶

持，好讓計畫能盡早實現，建立台灣自己

的導盲犬訓練學校。

狗兒是人類忠實的夥伴，對於視障

朋友來說更是生活上的依賴，一隻經過性

格篩選、專業培育訓練與使用者配對的導

盲犬，對視障朋友的意義，不僅僅是引導

者、守護天使，更是很重要的心靈陪伴。

經過嚴苛的重重篩選下，能帶領使用

者昂首闊步在街道上行走的導盲犬絕對是

萬中選一。台灣目前服役中的導盲犬裡，

有多數是美國Leader Dog for the Blind以

及日、韓、澳洲等國當地的

犬訓中心與台灣

導 盲 犬 協 會

合作，遠渡

重洋來到台

灣 服 務 需

要 幫 助 的

朋友。牠們

帶著寄養家庭的

祝福、訓練師的

教導與社會大眾的

愛心，貢獻自己生命

最精華的10年，成為天使

的眼睛，忠實地為視障朋友

引路。下次見到他們，除了不呼叫、不撫

摸、不餵食、主動詢問，三不一問之外，

期待你可以將這些資訊分享給週遭朋友，

讓大家更認識導盲犬，支持導盲犬建校計

畫，更請給予這些認真陪伴人類的狗兒更

多鼓勵與接納！

 導盲犬協會的訓練師

在教導寄養家庭如何

訓練狗

▲   有了導盲犬，視障者也能夠自由活動，
生活多了份自尊與自信，生命自然光

彩，更願意與人分享

▲

導盲犬機制在台灣只是起步，要能夠成熟

穩定發展，還需要各界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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