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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教材教案改編

透過「亮亮的故事」，讓學生了解人應該尊重萬物生命，不可因為一時的好惡、戲

謔，如打彈弓等，造成一個生命一生的痛苦。我們應以此故事為警戒，而故事中動

物堅毅的生命力及其它的特長，都應受到人的敬佩與尊重。

1.培養表達能力，及增加對故事情感描述部分的領悟能力。
2.培養對動物生命的尊重。

2-3-2-7 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節與要點。
3-3-1 能充分表達意見。
5-3-8-1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1-3-2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

以「亮亮的故事」做為引導，讓學生了解人應該尊重萬物生命，並透過討論讓學生

說出自己的看法與感想。

王祝美教案設計原著

能力指標

國語、綜合、生命教育

課程簡介

劉巧玲

 

       

活動43盲犬亮亮   活動44怎麼做比較好

●參與或協助照護社區或校園流浪犬貓   ●參加或協助動保團體或收容所的各項服務活動
●支持或協助推動動物保護法案或倡議行動   ●提醒他人違法行為
●參與或協助動物保護學術研究或研發有助動物福利的設施或物品等

盲犬亮亮影片、附錄（「亮亮的故事」漫畫、「亮亮的故事」報導）、

學習單（亮亮任務單）、教學簡報檔

語
文

綜
合



時數 內容綱要單元主題 教學法

1引起動機

2教學活動 40分鐘

討論教學法20分鐘1

2
講述法

1

2

3

4

一、播放盲犬亮亮影片或「亮亮的故事」漫畫簡報檔。

提醒學生關注「亮亮的心。」

二、請學生閱讀「亮亮的故事」文章。

三、共同討論：

教師與學生一起討論不同人、事、時、地中亮亮的心情。

當亮亮還是隻幼犬時，被帶離家到工地當看門狗的心情是

什麼？

當亮亮被十字弓射傷後的心情是什麼  ？

在受傷後的無數天中，沒有食物，又遭受日曬雨淋，心情

又如何？

在杜醫師的救治中，牠的心情又是怎樣？

發表教學法

請學生將眼睛矇起來，閉眼行走或取出指定物品。

請學生說出自己的感受及遇到的困難。

討論教學法

講述法

發表教學法



時數 內容綱要單元主題 教學法

1

2

評量項目

參考資料

1.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節與要點。
2.能充分表達意見。
3.能表達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4.能認真寫作，完成學習單並上台發表。

●台北市國小生命教育單元活動設計

www.tpes.tp.edu.tw/t0002/生命光彩/word/d05.doc(李幸穎老師的教案)
●《盲犬亮亮》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024CTnpxAI&index=35&list=PLy-
qUDZsMwC5im0dKDULg8zdG7MYquR-EL

3綜合活動 20分鐘完成學習單

上台發表自己的看法。

四、分享活動：

請小朋友為亮亮完成下列任務：

①為「射殺牠的人」寫一段對狗感到抱歉的話。

②為「亮亮主人」寫一段安慰、鼓勵亮亮的話。

③為亮亮寫一段感謝「主人」、「醫生」、「涂小姐」的話。

請小朋友和同學分享自己的文章。

請小朋友發表對亮亮故事的看法與感想。

1

2

3



附錄 亮亮的故事漫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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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亮亮的故事漫畫 2



附錄 亮亮的故事漫畫 3



附錄 亮亮的故事漫畫 4



附錄 亮亮的故事漫畫 5



附錄 亮亮的故事漫畫 6



附件︰亮亮的故事－盲犬亮亮
（本文轉載自82年6月13日中國時報意見橋）

現在的亮亮生活快樂又健康

民國80年當亮亮還是一隻幼
犬時，便被人抱到桃園大溪

的某處工地當看門狗。同年

11月的某一天，一名男子拿
著十字弓以近距離射穿亮亮

的右眼，在牠痛苦掙扎之際

，該男子再補一箭射中左眼

與太陽穴之間，旋即便將牠

丟入工地旁的草叢中。當時

亮亮不僅受傷，而且還懷有

身孕，工地人來人往，無人

對草地上受傷的狗兒多看一

眼，甚至抱牠來的主人也不

理不睬，大家眼睜睜的看著

奄奄一息的亮亮自生自滅，

直到牠的救命恩人涂小姐出

現。 

好心的涂小姐抱著牠連夜驅

車北上，在平安夜當天，中

心動物醫院的手術房，忙著

全力搶救牠的生命。由於時

隔月餘，十字弓正中右眼珠

的傷口已完全黏合，左邊因

箭頭深入頭骨，與周圍組織

及肌肉黏合，不僅增加手術

的困難度，同時早已破壞了

左眼的視神經，亮亮成了一

隻盲犬。杜白醫師盡全力醫

治，並防止細菌感染到牠的

腦部。在細心的照料下，亮

亮逐漸恢復健康，一個月後

便被送到了流浪動物之家。 

為了這隻特殊的盲狗，流浪

動物之家特別將牠隔離在另

一個房間照顧，直到去年我

帶牠離開。 

和十四年前第一次養狗的心

情是一樣的，牠不僅成了家

中的一份子，全家人並開始

學習如何與一隻盲狗相處。

家中的抽屜、衣櫥的門，都

必須隨手關上，所有尖銳的

東西都收起來，走道上儘量

減少障礙物，家具的擺設不

任意更動，保持牠慣有及熟

悉的無障礙環境。牠行動自

如，我們常常忘了牠看不到

。只有兩種情境仍會令我們

心疼不已：就是牠經常將兩

隻前腳護著牠的雙眼（習慣

性的動作）以及如果在牠毫

無預知的情況下觸摸牠，牠

會發出慘叫聲，即使是動物

，當身體受到惡意的傷害後

，心靈也會留下不可磨滅的

創痛。 

像所有的狗兒一樣，牠盡忠

職守的看家，時常調皮的與

主人玩耍，也期待每天出門

蹓躂的時刻。因為牠是那麼

信任牠的主人，以致於出門

時，總是高興得橫衝直撞，

毫不在乎會碰到東西，狗鍊

的另一端，我緊緊的握著，

以鬆緊的牽引暗示上、下階

梯或前有障礙物等，並隨時

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避免

任何會傷害到牠的事物。 

十六年的養狗經驗，只讓我

深深感受到無限的傷感，當

我愈了解狗的習性時，愈對

國人處處表現出的冷漠與自

私作嘔。許多人利用狗作為

生財的工具，或貪於口腹之

慾或貪於一時的玩樂與時髦

；更有甚者，耽溺於一種虐

待性的快感，完全漠視牠們

的生命價值。 

當家畜衛生防疫檢驗所即將

啟用新的焚化爐，以便燒燬

日益增加的流浪狗時，隨著

熊熊烈火，焚燬的不僅是有

形的生命體，同時也葬送了

人性中可貴的一面。



去年六月十三日，二姊在中國時報意見橋寫

了「一隻盲犬的故事」，文章刊出後，不少

人來電及卡片慰問，表達了他們對亮亮的關

心，甚至電視台亦表示想將亮亮的故事拍成

專輯，最後雖不了了之，但仍讓家人感動不

已。亮亮成為盲犬的慘痛事，畢竟是少數殘

暴之徒的行徑所造成。

至今我們仍清晰地記得亮亮成為家中一份子的

經過。第一天的怯怯低頭不語，待在角落不敢

走動，頭二天不吃不喝，家人為了搏取牠的信

任，特別注意牠的一舉一動，我們彼此試探摸

索，想從對方的語調氣味及行為中認識。但在

我日記中的6月6日，亦是亮亮來的第三天，

記錄著「亮亮今天偷吃隻雞腿，尿尿被打屁屁

，跳上床，亂咬東西」，也就是從那天起，她

正式加入咱家的行列，卸除武裝及防衛的「假

面具」，開始露出頑皮的本性。我們很快的忘

了她看不見的事因為她行動自如高興時橫衝直

撞，偶而忘了家具用品的方位而頭部撞出大聲

響，我們心疼的摸摸她，她卻一點也不以為意

，從未哼過一聲，我們只見她快樂的表情，未

曾因眼盲而憂鬱。

附件︰亮亮的故事－盲犬亮亮
（本文轉載自83年1、2月合刊「流浪動物之家」雜誌）

亮亮的小便訓練費時近一年，剛開始她堅持

不願進入廚房陽台的範圍，所以總是四處小

解，我們無法強迫她，且又因偶而的責罵，

使她開始憋尿、滲尿，甚至引發膀胱炎。於

是我們開始另一階段的「行為治療」：不再

理會她的亂小便，而是使用連哄帶騙的方式

誘拐她到陽台，告訴她「ㄒㄩ-ㄒㄩ」然後每

次只要她做到，我們便拍手叫好並立刻給予

狗食鼓勵。如此日積月累不斷引導，她已能

清楚的瞭解到；只要到陽台小便，就可得到

家人的讚賞及可口的點心。現在的亮亮在大

部份時間裡，都能自己去陽台尿尿，偶而需

要媽媽的哄騙，然不論是主動或被動，她都

興奮地享受掌聲與食物，並樂此不疲，成為

我們與亮亮之間「小解」的秘密武器。

幾次帶亮亮回娘家見乾爹—杜白醫師，亮亮

的表情總是令人印象深刻。因不論時隔遠近

，她對杜醫師的叫喚，永遠表現得如此熟悉

，搖晃著白白長長的漂亮尾巴，溫柔的躺在

地上，四腳朝天，也只

有杜醫師可以單獨

的給予亮亮任何檢查

或治療，而沒有遭到她



的「頑強」抵抗。動物的記憶力，心的感受

力是可以達到什麼樣的程度？三年前的急救

，在亮亮腦海中，雖然沒有視覺影像，然「

中心動物院」的人物、氣味，必是如開在她

心中的一朵蓮花般，她知道是這兒使她獲得

生命的轉機。

曾與先生旅行近一年，返國時見亮亮變胖變

漂亮，雖然旅途中不時從家人處得知其情形

，但仍為她全身潔白亮麗的毛驚豔不已。帶

著她出去蹓躂，還會得著人們稱羨的眼光。

當然，每天例行的「蹓躂」是亮亮諸多嗜好

中最具吸引力的一項。她聽得懂「出去玩」

，也會在我們開抽屜後，自己將鍊子咬出來

。在戶外的亮亮，總是勇往直前，毫不畏縮

，我們必須時時保護她避免受到任何傷害。

我常自問：是如何至高的性情，使亮亮完全

信任牽著繩索另一端的我們？在眼盲的同時

，把自己交託在我們手中，無懼於眼前黑暗

的世界？我們偶而會在十多公尺外的一端呼

喚亮亮，當牽著她的另一端一鬆開，她便會

循聲奔跑而來，毫不遲疑的衝進我們的懷裡

。這並非一項了不起的能力，亦非高難度動

作，然而對一隻盲犬—亮亮而言，在我們眼

裡卻是充滿意義、神聖的。她的肢體受到襲

擊，內心卻毫無所損。她的所行所想，仍是

以全生命為出發，她是以心來行動的。

亮亮有時會至陽台欣賞風景。伸長脖子呼吸

空氣，以鼻子探索前方，豎耳傾聽各種人車

來往的聲音，並不斷的點頭，這是她一項重

要的肢體語言。

每當她獨自低頭，似乎在沉思時，我便會想

起那段被十字弓射中雙眼，痛苦掙扎無數個

日夜的亮亮，她是如何熬過那樣慘酷的折磨

？是如何堅強的生命力支持著她絕不嚥下最

後一口氣？

亮亮在咱家已一年半多了，我們早已熟悉她

敏感調皮的性情，她也早已不把我們當所謂

「主人」看待，常常顯露其獨有的脾氣，對

她而言，喜愛與討厭的事總是清清楚楚，少

有妥協的餘地。

赫塞在荒野之狼中一段提及動物的話：「動

物比人類要魯直得多了，牠們從來不覺得羞

赧，總是明白要做些什麼，明白如何表現自

己，不需要你注意牠們，沒有矯柔做作，坦

然無諱，如同石頭，或者花朵，或者天空裡

的星群⋯⋯」我想亮亮真的很像掛在無垠天

際中的星星，她不知道自己正一直不斷的散

發著小光芒，雖然很沉默，很遙遠，但是總

是幫著我們看見一些肉眼看不見的東西。謹

以此文獻給小伶〈在工地救出亮亮的涂小姐

〉，亦是因了她，而有了亮亮的新生。



學習單：亮亮任務單

動保扎根教育平台 關懷生命協會教案設計／CD022-1-2016 

任務三  亮亮的感謝

任務二  亮亮主人的溫暖安慰

任務一  虐犬者的誠心道歉

_年_班  座號: _ 姓名: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