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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日2007大募集
＊ 一年一度
    傑出動物大獎頒獎禮回顧
＊ 老犬健康指標
    一切從飲食開始

創辦人的信
堅守的約定——「動物醫生步行日2007」
十二月，令人鍾情的月份。冬日的陽光，分外
溫暖，配合聖誕溫馨的節日氣氛，日子如穿上愛的
衣裳，過得特別浪漫窩心。
一年一度的動物醫生大型籌款活動——「動物
醫生步行日2007」選擇了在這個甜蜜溫馨的月份舉
行。不知不覺，今年已是第四屆步行日了。每年參
與人數直線上升，成績令人鼓舞。不管天氣怎樣寒

編者的話

冷，絲毫無損參加者踴躍參與的盛情。步行日大清
早，便見他們穿上厚厚的毛衣、羽絨，牽著愛犬，
抱著愛貓，等待起步禮的來臨。每年，我最愛便是

收到中文大學的來電，說想把《Petgazine》
放在大學的圖書館裡，讓更多人可以閱讀我們的期
刊，多了解「動物醫生」的工作。收到這個消息的
時候有點意外，想想卻又覺得是一件理所當然的
事，我們應該為此而感到自豪。

審稿、編輯，以至美術設計都要靠一群義工的

比賽。能與在場幾百位狗狗貓貓一起慶祝聖誕，場
面熱鬧。

參與人士，原先預早報名參加，一心與愛犬齊參
與，奈何期間狗狗因病逝世，不能出席。步行日當
天，主人把愛犬的骨灰安放在背囊裡，默默地用另

努力才能完成，因為大家有工作在忙，惟有

一種方式帶同愛犬參與，堅守對愛犬的承諾。人狗

努力騰出公餘時間「做做做」，所以有脫

情深，盡在不言中。

期的情況也是在所難免，但也不會以
此作為藉口，每期都要交足功課。

歲月如梭，時間轉眼即逝。珍惜眼前狗，好好
把握與牠們相處的每一刻，一起參與動物醫生步行

最初創刊時只為藉著這本小冊子讓

日，創造擁有共同美麗的回憶片段。這個冬天，十

義工們多多溝通、分享工作點滴、宣傳一下
點點的支持，就是我們最大的原動力。

飾，參與步行後所舉行的「聖誕愛寵扮靚Show」

多年來的步行日活動，最深刻的一次，是一位

每期《Petgazine》由搜集資料、選取內容、

活動，沒想過有一天能「公諸同好」，這

欣賞各主人們為愛寵悉心打扮，穿上精心設計的服

一

二月十六日，約定您！「動物醫生步行日2007」到
時見！
陸茵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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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醫生創辦人及行政總監

情深
人狗
專題

選舉頒獎禮

2007年7月29日，動物醫生在第二屆國際寵物水
族用品展中舉行一年一度的盛事——《人狗情深選舉
頒獎禮》。在頒獎禮中，包括有全港首創、別具生面
的《狗狗松柏之星》選舉 。十位已入圍的年長狗狗，
親臨選舉競逐殊榮。
參與「松柏之星」的各單位
與嘉賓大合照。

同場亦頒發《狗狗與我 深情歲月》徵文比賽結果。經過評判團
精心挑選，從眾多參選作品中挑選冠亞季軍作品。
當日正午，廖碧兒小姐亦有親臨會場，出席《廖碧兒
MACBAILEY × 動物醫生慈善 T恤義賣宣傳》活動。全力支持動物
醫生的廖碧兒小姐與愛犬 Mac & Bailey，設計了精美的限量版T恤和
狗狗圍巾。所籌得之款項，全數撥捐動物醫生作慈善用途。
余文詩小姐是愛狗之人，現瑒與司儀暢
談養狗經驗。

參加比賽當然要悉心打扮一下啦。

2007年7月29日，動物醫生在第二屆國際寵物水族用品展中舉
羅寶文小姐分享與家中小狗的相處
心得。

行一年一度的盛事——《人狗情深選舉頒獎禮》。在頒獎禮中，包

傅穎小姐頒獎給《狗狗與我   深情
歲月》徵文比賽冠軍得主Irene和愛
犬蕃薯。

括有全港首創、別具生面的《狗狗松柏之星》選舉 。十位已入圍的
年長狗狗，親臨選舉競逐殊榮。
今次入圍《狗狗松柏之星》選舉的狗狗，分量十足。最年
輕的狗狗，也有十二歲；最年長的狗狗，更達十七歲高齡。評
判根據狗狗的身體健康、精神狀況和與主人親密的關係作評核
標準。嘉賓評判團陣容鼎盛，包括富豪酒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羅寶文小姐、陳法蓉小姐、余文詩小姐、傅穎小姐、
小肥、J.O.Y.樂隊，聯同動物醫生創辦人及行政總監陸茵玲小姐
與動物醫生總監賴潔嫻小姐，一起選出2007年度最具代表性的

廖碧兒小姐設計了精美的限量版T恤
和狗狗圍巾，所籌得之款項，全數撥
捐動物醫生作慈善用途。

《狗狗松柏之星》，並與市民分享照護愛犬心得。結果由現年十四
動物醫生創辦人及行政總監陸茵玲
小姐派發感謝狀予嘉賓小肥。

歲的金毛尋回犬Jacky奪得殊榮，老如松柏的牠，日常最愛與家人出
海玩風帆；亞軍是十七歲的摩天使犬 Mimi ：而季軍則是金毛尋回犬
Mickey ，牠是榮獲冠軍Jacky的弟弟。

會場內刊登了部分《狗狗
與我   深情歲月》徵文比
賽的參賽作品。

動物醫生總監賴潔嫻小姐頒獎予贊
助商之一 Pet Central。

專題

動物醫生 X 泛亞影業

慈善首映及電影宣傳活動
動物醫生榮幸與泛亞影
業有限公司合作，於2007年
8月22日晚上，在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演講廳舉行動物醫
生慈善首映——《快樂尋回
犬》。當晚得到大眾支持，
入場人士眾多，反應熱烈。

各義工和嘉賓帶同愛犬為電影作宣傳。

電影《快樂尋回犬》是一齣描寫人狗情深的感人之作，由著

動物醫生義工
於首映禮當晚
到場支持。

名電影《愛．回家》台前幕後人員製作。故事講述兩兄妹自小失
去父親，兩人相依為命，哥哥為了達成妹妹心願，偷了一隻拉布
拉多幼犬給她作生日禮物，展開了兩人一狗，感動真情的故事。
除此之外，動物醫生亦有份出席在8月19日舉行的「荃灣廣場
《快樂尋回犬》由動物醫生帶你一起尋找心跳回憶」宣傳活動。
當日出席嘉賓眾多，包括動物醫生大使小儀與愛犬Dr. Dee Dee、
施念慈與愛犬、Krusty、樂隊J.O.Y.，以及星級嘉賓楊思琦、黎諾
懿和黃翠如，他們聯同一眾動物醫生，一起化成專業模特兒，在
天橋上演繹「得意寵物花生騷」，以及分享工作上的感人故事，

小朋友與動物醫生齊齊玩遊戲。

吸引大批喜愛動物支持者到場參與。

小儀與愛犬Dr. Dee Dee

楊思琦

黃翠如

黎諾懿

施念慈

Krusty

樂隊J.O.Y.

專題

香港傑出動物大獎2007頒獎禮

動物醫生在2007年9月26日舉行一年一
度的《香港傑出動物大獎2007》頒獎禮，
藉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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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法蓉小姐與《香港傑出動物大獎2007》
得主之一——香港警犬Baggio。

傅穎小姐與陪伴主人戰勝情緒病的《香港傑出動物大獎2007》
得主之一——Dr. 朱仔。

傅穎小姐、唐寧小姐、動物醫生創辦人及行政總監
陸茵玲小姐和J.O.Y. 樂隊，同是愛錫動物的人。

當日，各有關單位親臨頒獎禮，與大家一同分享他們
的故事。頒獎嘉賓陣容鼎盛，包括澳門愛護動物協會主席
何家華小姐、陳法蓉小姐、傅穎小姐、林子萱小姐、唐寧
小姐、趙學而小姐及J.O.Y.樂隊。
本年度七位榮獲《香港傑出動物大獎2007》得主包
括曾協助拘捕多達98宗案件，當中包括爆竊、行刧、偷
車及拘捕非法入境者等的警犬Baggio；在短短一年半
內，偵破24宗罪行的警犬Zitta；於今年在香港羅湖管制站
成功協助前線海關人員檢獲2.2克海洛英，逮捕一名入境
旅客的香港海關緝毒犬 Jumbo；協助宣傳禁毒訊息，增

2007傑出動物大獎得主來一張大合照。

加市民對毒品禍害認識的香港海關緝毒犬 Jack；駐於喜
靈洲區小隊，數次成功搜出收藏於隱密叢林、儲存室和院
所工場的危險品的香港懲教署警衛犬Jacky；曾遭遺棄、
被前主人疏忽照顧以致餘下幾隻牙齒的的動物醫生Dr.
Bo Bo；以及令患有情緒病、萌生自殺念頭的主人完全康
復，重新積極面對生命的動物醫生Dr. 朱仔。
當日同場頒發《動物醫生積極服務大獎 2007》，嘉
許本年度積極投入社會服務的動物醫生與其主人，以鼓
勵及推動主人與動物齊參與義務工作。另外，亦頒發在
《動物醫生步行日2006》中，首五位最高籌款額獎
項——《愛心慈善家大獎 2006》。

趙學而小姐與愛貓比堅尼，齊
出席支持動物醫生。

澳門愛護動物協會主席
何家華小姐將獎項頒發
予動物醫生Dr. Bo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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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Josephine Ko
寵物名稱︰Lego
品種︰比高犬
寵物名稱︰Momo
品種︰英國曲架犬

主人︰Kit Yew
寵物名稱︰一一
品種︰拉布拉多尋回犬

主人︰Wasabi Wong
寵物名稱︰Ego
（1歲5個月）
品種︰迷你牧羊犬

Paula

主人︰Jenny Luk
寵物名稱︰Chocolate
品種︰哥基犬

誠徵得意趣致靚
靚寵物相片無限張，一經
取錄，可獲贈PROPLAN送出
精美禮物包一份。
投相請以不少於3mb的jpg電郵至
info@doctorpet.org.hk或郵寄到香
港新界大埔郵政信箱45號，請附個人
資料、寵物名稱及品種。所有寄來相
片，不論刊登與否，恕不退還。

獸醫專欄

老犬的健康指標
體重是老狗狗的健康指標，無論狗狗過瘦或過胖，
都同樣可能是患病的徵狀。狗狗最常見過輕的可能因素包括進食不足、
熱量無法正常吸收和體內熱量過分消耗。

老狗狗的飲食貼士︰

一、許 多老狗狗常見的毛病是腎臟出現問題。選
用高齡犬食糧，有效減低其蛋白質的吸取，
有助減輕狗狗腎臟的負擔，以及減少肥胖的
機會。至於何時為狗狗轉用高齡犬食糧，卻
沒有劃一的年齡限定，必須視乎狗狗的身體
健康而定，通常在五歲至七歲左右。

二、為 老狗狗轉換食糧必須循序漸進，千萬不可
操之過急，應每天逐少換入新食物，以代替
原有的食糧，直至一至兩個星期完全取代舊
有食糧為止。在轉換食物的過程中，狗主應
小心觀察，留意狗狗有否異樣。
老 狗 狗 腸 胃 功 能 衰 退 ， 任 何 未 經 煮 熟 的 食
物均不宜給牠進食，以免導致腸胃不適的
情況。

關於「動物醫生」
動物醫生 (Doctor Pet) 乃香港政府註冊慈善團體，致力推動動物
治療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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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教育市民，彰顯動物為人類帶
來的貢獻，宣揚愛護動物，尊重生命的信息。
動物醫生來自不同界別，動物的種類主要以狗隻、貓隻為主，並
將包括其他小型動物。每星期，動物醫生與牠們的主人會擔當義工的
職務，為香港不同的醫院、護養院、孤兒院、學校、傷健智障人士中
心等提供義務動物治療服務，更為單親家庭、獨居長者及長期病患者
提供特別家訪服務，給他們獻上無盡的溫暖與關懷，並同時確實帶來
生理和心理的療效，當中包括瑪嘉烈醫院、沙田醫院、志蓮護理安老
院、仁濟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等。
此外，動物醫生亦同時肩負教育孩子的工作。動物醫生與不同的
學校、社區青少年中心合作，推行《愛寵小天使》計畫，讓孩子們有
機會接觸動物醫生，學習愛護動物；更與狗狗和貓貓動物醫生一起擔
當義工，探訪社會上有需要人士，從而擴闊視野，建立積極人生。
每年，動物醫生均舉辦動物界的奧斯卡頒獎禮 —《香港傑出
動物大獎》，藉以嘉許為香港市民作出超凡貢獻的動物，從而向大眾
市民宣揚愛護動物、尊重生命的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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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頒獎禮
星光熠熠，獲得許多各界名人嘉賓出席支持，亦得到各大傳媒正面
廣泛報道。
作為一個慈善組織，本會並無收受任何政府部門的撥款，完全依
賴個別市民的捐助和支持。閣下付出的善款和愛心，定能幫助動物醫
生進一步推展其他工作，推動動物治療服務，並提升愛護動物意識。
請慷慨解囊，捐助支持動物醫生，讓這群與別不同的醫生們繼續
為香港有需要人士服務。

動物醫生
電話：(852) 2651 9982
傳真：(852) 2651 9983
地址：香港大埔郵政信箱45號
網址：www.doctorpet.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