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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醫生乃香港政府註冊慈善團體，致力推動

動物治療計劃，透過推行動物輔助活動和動

物輔助治療，為病人及有需要人士帶來生理

和心理的健康療效，並同時肩負教育市民愛護

動物的使命。每年，動物醫生均舉行動物界的

盛事—《香港傑出動物大獎》頒獎禮，藉此以

嘉許為香港市民作出超凡貢獻的動物，從而教

育大眾市民愛護動物，尊重生命的態度。當中

獲獎的單位包括香港警犬隊、香港海關、懲教

署、動物醫生及香港市民寵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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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隻名稱	 :	 Baggio

領犬員	 :	 警員54025	洪快樂

類型	 :	 警犬

品種	 :	 瑪蓮萊犬

性別	 :	 雄性

顏色	 :	 啡色

出生年份	 :	 2002年11月	6日	

加入警犬隊日期	 :	 2004年	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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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犬Baggio於一歲時，由警犬隊從荷蘭引入警隊，並由警員54025洪快樂帶領。當完成16星期基
本訓練後，便派駐於西九龍衝鋒隊，現已有三年多時間。服役其間，警犬Baggio曾協助拘捕多達
98宗案件包括：爆竊、行劫、偷車及拘捕非法入境者等，同時在防止罪案方面亦十分稱職。牠
擁有龐大身軀，當處理暴力案件時有牠的出現並能抑制事件惡化，使滋事份子態度收歛，所以
牠很受同事歡迎，過往亦得到多次高級長官書面讚賞。

2006年底清晨5時至6時左右，當時天色仍然昏暗，警員54025帶同警犬Baggio，巡邏到旺角塘
尾道60號時，Baggio突然停步視線專注上址一條後巷內，於是警員54025便進入後巷，發現有兩
名男子沿外牆攀爬進入大廈內，相信兩人想干犯爆竊案，於是他立即聯同警犬Baggio上前喝令兩
人。Baggio發揮其警犬本能，突然向其中一名正準備爬牆疑犯咆哮，使該名疑犯立即返回地面，
不敢輕舉妄動，並交由支援人員處理。另一疑犯已攀越外牆進入大廈內，現場環境間格複雜及
非常惡劣和黑暗，使各人員難以搜索。故此，警員54025帶同Baggio進入大廈內，與其他同事再
進行搜查。他指示牠帶頭嗅索，運用其嗅覺，搜尋有關疑犯。搜查時，Baggio突然向一條後樓梯
轉角暗位兇惡地咆哮，上前查看，發現有關疑犯用一張紙皮把自己蓋住，躲在暗角位處，其後
尾隨隊員將該名涉案人拘捕。

2007年4月經地方法院審判後，裁定兩人爆竊罪名成立入獄，事件中警方能成功拘捕疑犯，全憑
警犬Baggio 突顯牠的勇敢及靈敏嗅覺，將罪犯繩之於法，確實功不可沒。

另外，2007年3月，警員54025帶同Baggio，巡邏到深水涉通洲街，發現一名男子。當他見到警
員時，便掉頭反方向急步進入某大廈內，行為引人懷疑。於是警員54025與警犬Baggio跑進大廈
內截查該男子。因大廈走廊四通八達，失去他的踪影，經兜截一段時間仍未能尋獲該人。當到
大廈天台時，Baggio突然向一個電錶房咆哮。打開電錶房木門，發現較早前所指之男子躲藏在那
裡。經調查後證實他是過期居留人士，同時身上並藏有一張偽做身份證。

警犬Baggio是一頭聰明、活潑、勇敢、熱情的警犬，在警犬隊服從比賽中，亦曾獲得多個獎項。
Baggio在牠的警犬生涯，必定大有所成，繼續為市民服務理行牠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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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隻名稱	 :	 Zitta

領犬員	 :	 高級警員47285	羅國華

類型	 :	 警犬

品種	 :	 瑪蓮萊犬

性別	 :	 雌性

顏色	 :	 啡色

出生年份	 :	 2001年10月30日

加入警犬隊日期	 :	 2003年	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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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犬Zitta是一隻雌性從荷蘭入口的瑪蓮萊犬。經過十二週的艱苦訓練，牠順利通過考
試，正式成為一隻警犬，和高級警員47285羅國華一起被委派到大埔駐守。在短短的一
年半，他們已經偵破24宗罪行，更多次獲指揮官嘉許狀，當中Zitta曾立下不少汗馬功
勞和難忘的經歷。

2006年的一個早上，高級警員47285與Zitta如常巡邏。當走到公園一個暗角，該處樹木
叢生，Zitta突然停下來，向草叢不停咆哮。當細心觀察後，發覺有兩名男子藏匿草堆
中，於是立即喝令該兩名男子走出來。起初，兩名男子不肯合作，在警犬的咆哮下，
才肯現身出來。當該兩名男子走出來時，發覺他們身材健碩，身高超過六呎。期間，
其中一名男子企圖逃走，此時Zitta並沒有被其健碩的身形所嚇怕，立即撲前把他推倒，
顯露出一副戒備的樣子，即時把該名逃走的男子嚇到，最後成功將其拘捕。經調查
後，這兩名男子是非法入境者，正準備向途經上址的人士行劫。

另外，於2006年某日中午，從通訊機知道有一宗爆竊事件發生，疑匪仍在大厦內。高
級警員47285與Zitta立即趕往現塲，當時已有大批警員在塲搜查。其間Zitta在被爆竊單
位相隔三個單位的門外，不停用鼻嗅索及咆哮，不肯離開。起初高級警員47285以為
Zitta被其他氣味吸引，經觀察發覺其表現比正常有異，後從該單位窗外觀察，發現屋內
有一名男子外型及衣著與通緝者相同的男子匿藏於屋內，於是喝令該可疑男子行出屋
外接受調查。此時Zitta繼續不停對著屋內咆哮，最後該男子自行行出屋外。經過調查
後，該男子承認是較早前之爆竊案件有關，把其拘捕，其後被法庭成功定罪，被判處
入獄半年。

經過多年來的相處，高級警員47285與Zitta已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形影不離，成為了
最佳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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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隻名稱	 :	 Jacky

領犬員	 :	 領犬員	吳錦明

類型	 :	 警衛犬

品種	 :	 英國史賓格跳犬

性別	 :	 雄性

顏色	 :	 黑白色

出生年份	 :	 2000年9月	

加入懲教署處日期	:	200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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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歲多的 Jacky是一頭溫純及活躍的英國史賓格跳犬。牠是懲教署警衛犬隊培育的新
血，擔任緝查危險物品的工作。Jacky年幼時表現的情緒緊張及非常畏縮，經訓練後情緒
穩定慢慢地增加自信，開始在日常的訓練裏，專心服從主人的指示，完成訓練及合格成
為緝毒犬。但於兩年前， Jacky的領犬員離開隊伍後， Jacky成為一個失落者，亦對陌生
人士甚至領犬員都不信任，表現孤獨離群。

輾轉經過一段時候，Jacky被安排到喜靈洲小隊，在這裡Jacky與領犬員吳錦明成為伙伴，
阿明對牠充滿期望和愛心，深有信念Jacky能勝任緝查毒品的工作。阿明不僅時常帶Jacky
與人群接近，亦給予牠更多的讚賞和鼓勵，慢慢Jacky克服面對陌生人的不安感覺，愉
快和活潑地接受鍛鍊，並在新技能的評核中達到要求。在全面投入緝查毒品的工作後，
Jacky和與領犬員阿明成為合作無間的伙伴。

現時的Jacky，與阿明派駐於喜靈洲區小隊，阿明每天帶著Jacky擔任緝查危險物品的工
作，在今年多次任務中， Jacky憑著靈敏的嗅覺和楔而不捨的毅力，數次成功搜出收藏
於隱密叢林、儲存室和院所工場的危險品，‘Jacky’突出的表現，實在值得表揚。

雖然Jacky間中在陌生環境仍有情緒緊張的表現，但無影響到Jacky工作時的專注和投入，
令領犬員阿明有信心與Jacky會攜手合作，致力阻截危險藥物流入院所，繼續為懲教署及
社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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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隻名稱	 :	 Jumbo

領犬員	 :	 關員李淑玲	(CO	9415)

類型	 :	 毒品搜查犬	(緝毒犬)	–	機靈犬

品種	 :	 金毛尋回犬

性別	 :	 雄性

顏色	 :	 金色

出生年份	 :	 1999年4月1日	

加入海關日期	 :	 2002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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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mbo 是一頭八歲的金毛尋回犬。漁農自然護理署捐贈Jumbo予香港海關。Jumbo經
海關搜查犬小組培訓六星期後，通過考核，於二ＯＯ二年五月十日正式成為海關緝毒
犬。

Jumbo在不同邊境口岸執勤，專門負責嗅查旅客。面對口岸旅客眾多，牠時刻發揮專業
精神；今年五月十三日在香港羅湖管制站成功協助前線海關人員檢獲2.2克海洛英，逮
捕一名入境旅客。

Jumbo是販毒份子剋星。牠每天都緊守崗位，打擊販毒活動，默默地發揮「護法守關，
專業承擔」的服務精神，是海關人員的好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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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隻名稱	 :	 Jack

領犬員	 :	 關員羅雲龍	(CO	99170)

類型	 :	 毒品搜查犬	(緝毒犬)	–	雙用途

品種	 :	 拉布拉多尋回犬

性別	 :	 雄性

顏色	 :	 黃色

出生年份	 :	 2001年7月16日	

加入海關日期	 :	 2003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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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六歲，是一頭海關從英國購入的雄性拉布拉多尋回犬。牠在英國受訓為雙用途
毒品搜查犬，於二ＯＯ三年十二月一日正式成為海關緝毒犬，主要負責嗅查旅客及貨
物。

Jack和牠的領犬員關員羅雲龍經常參與宣傳活動，除了讓市民了解海關緝毒犬的工
作，展示部門專業形象外，更協助宣傳禁毒信息，增加市民對毒品禍害的認識。最
近，他們參與了紀律部隊慶祝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周年的大會操。當日，Jack示範嗅查
行李及旅客工作，獲得熱烈讚賞。

Jack緝毒不遺餘力。牠與海關人員緊密合作，向公眾廣泛宣傳「向毒品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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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隻名稱	 :	 Dr.	Bo	Bo

主人	 :	 余彩霞

類型	 :	 動物醫生

品種	 :	 史立莎犬

性別	 :	 雌性

顏色	 :	 灰黑色

出生年份	 :	 2002年6月	

加入動物醫生日期	:	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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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醫生Dr. Bo Bo 曾是一隻被人遺棄的狗狗。她原屬一對外籍夫婦所養。一次，夫婦
二人聲稱到外地旅遊，把狗狗帶到寵物店寄宿，自此便消失了踪影，後來知道他們原
來已離開香港，返回祖家，決意把牠遺棄。狗狗輾轉來到暫養人之家，後來，幸得現
今主人余彩霞收養。

當余彩霞剛剛收養Bo Bo時，牠的性格內向沉靜，不主動與人接觸，牙齒嚴重損壞，相
信是前主人疏忽照顧所致。年紀輕輕的牠，只餘下幾隻牙齒。

余彩霞對Bo Bo愛護有加，以行動証明自己對牠的愛。經過半年多的日子，Bo Bo 漸漸
感受到主人的愛，對人重拾信心，性格變得親切近人。2005年6月，主人決定帶 Bo Bo 
投考動物醫生，服務社會。Bo Bo在考試中順利過關，並積極參與義務探訪服務，為
有需要人士提供動物治療。牠的足跡，遍佈不同的機構，包括瑪嘉烈醫院、沙田醫院
等。

Dr. Bo Bo 是一位動靜皆宜的醫生。文靜的時候，牠讓人任攬任摸，最受公公婆婆的歡
迎。活潑的時候，牠是精力充沛的運動員，懂得不同的花式小把戲，將歡樂帶給身邊
每一個人。受訪人士透過與 Dr. Bo Bo 互動合作表演，例如拿籐圈、做手勢，或替狗狗
梳毛等活動，將物理治療變成遊戲的一部份，令日常重覆的練習變得更富趣味，使他
們更主動練習。

這位曾被人遺棄的狗狗 Dr. Bo Bo，全因得主人的愛，命運因而改寫。牠努力投入動物
醫生職務，顯示狗狗對人類無條件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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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隻名稱	 :	 Dr.	朱仔

主人	 :	 Daisy	Jen

類型	 :	 動物醫生

品種	 :	 曲架犬

性別	 :	 雌性

顏色	 :	 啡色

出生年份	 :	 1998年1月

加入動物醫生日期	:	 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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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醫院的Daisy 每天都需要輪班工作，沉重的工作壓力，令她喘不過氣。在日積月
累的抑壓下，使Daisy的思想走進死胡同裡。在種種的壓力下，她更萌生自殺的念頭，
只望在火車軌一躍而下，了結生命。

幸好，Daisy未並沒有成功。丈夫帶她就診，醫生斷定她患上情緒病，需要接受藥物治
療。經過一年多來的醫治，藥物治療對她能起一定作用，但她仍終日愁眉苦臉，鬱鬱
不歡。

在一次遇然的機會下，Daisy的丈夫在街上遇到一隻流浪的小狗，並把牠收養了回家，
給牠命名為「朱仔」。朱仔溫柔可愛，善解人意，成為了Daisy最忠心的聆聽者。每當
Daisy心情低落、悲傷流淚時，朱仔總會坐在她的身邊，靜靜地聆聽她的心事，或輕輕
地舔去她的眼淚。自此，朱仔成為了Daisy的精神支柱，為了照顧狗狗的關係，她決意
要重新振作起來。另外，由於朱仔的關係，Daisy的社交圈子擴大了，認識了一群同是
愛護動物的朋友，她的世界從此改變，生活原來是可以充滿趣味。

現在的Daisy已完全康復，並非常珍惜與丈夫和朱仔相處的每一刻。在2005年，她更與
朱仔參與動物醫生，將自己的個人經歷，與人分享。病癒後的Daisy，變得積極開朗，
她笑言朱仔是一顆新奇止痛葯，醫好了她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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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醫生積極服務大獎 2007》

	

獲獎名單：

冠軍	-		梁嘉芙	&	Dr.	QQ

					亞軍	–	梁玉卿	&	Dr.	Lucky																季軍	–	楊碧珍	&	Dr.	金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