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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者   孫以柔、陳冠琳

融入領域單元或主題教學   高中公民與社會科

主題名稱  論理‧同理‧倫理─同伴動物的生命與權利 

授課時數  200 分鐘 （4堂*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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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新北》三民高中

教材準備   

 

本教案融入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進行教學前，必須先掌握教科書內的重要概念，
才能在教學實踐的過程中，讓課本的抽象概念在議題探究的過程中「具象化」，使得
不同單元的概念間產生聯結，讓學生能在生活中運用概念分析重要議題，達到學習遷
移。本教案融入的教科書單元與相關概念如下：

1.高中公民與社會科單元一「自我、社會與文化」
①人與人權─權力／權利、動物權的概念。
②公民社會的參與─非政府組織。

2.高中公民與社會科單元三「道德與法律規範」
①道德與社會規範─社會生活中的道德，道德範圍擴展至自然生態範疇。
②道德與個人發展─道德議題與衝突，例如動物權。

3.高中輔導科ņ生命教育議題

論理‧同理‧倫理─
同伴動物的生命與權利

翻拍自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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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理‧同理‧倫理─同伴動物的生命與權利

人的日常生活中與動物的互動關係密切，不但需

要同伴動物的陪伴，也需要經濟動物提供生活所需，

甚至需要實驗動物開發藥品，增進生活與健康品質。

然而，在面對這些與人休戚與共的動物時，人們卻常

秉持盲目的優越感，自恃為動物的主人和擁有者，過

於自我中心地對動物予取予求，將動物「物化」，任

意地購買與棄置「生命」。這些充滿偏誤的價值觀、

行為與態度，反映著人們甚少意識到動物也存在主體

性、生命價值與權利。此外，人們也甚少重新省思經

濟動物、實驗動物與同伴動物間的界線，往往過於僵

化地將動物二分，恣意地利用、剝削、賞玩、壓迫，

忽略了這些概念本身也存在「游移性」，甚少重新思

考，何以豬是經濟動物，可以被任意宰殺，而狗卻是

同伴動物，禁止撲殺？何以白老鼠是實驗動物，倉鼠

卻是同伴動物？事實上，經濟動物、實驗動物也可能

成為同伴動物，關鍵在於對動物生命主體性的珍視與

情感的連結，將動物「家人化」的歷程。本教案試圖

引導學生覺察到不同概念間的游移性，挑戰學生對動

物概念的二元對立分類模式，期望透過對概念的重新

解構與再定義，鬆動學生對待動物的征服／被征服關

係，引發學生對同伴動物的關懷，並延伸至對全體動

物的珍惜。

此外，在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中，儘管提及

「權利」的概念，但卻只論述與「人」有關的議題

壹、設計理念．．．．．．．．．．．．．．．．．．．．．．．．．．．．．．．．

貳、教學目標．．．．．．．．．．．．．．．．．．．．．．．．．．．．．．．．

。這樣的內容帶來的潛在課程是暗示「動物」本

身並不存在「權利」，權利的概念是「人」所獨

有。這樣的迷思概念，部分造就了人「視動物為

工具性價值」的立場，忽略了人與動物間的倫理

關係與責任，而買賣、占有、征服等行為，更顯

示了人自認為擁有決定生命個體存在與否的「權

力」。對動物權的再省思，以及對於生命與權力

關係的再批判，是本教案期望引導學生再建構倫

理價值觀的重點之一。

有鑑於此，本教案以價值澄清法為主要教學法

，以「同伴動物」作為課程核心概念，結合議題中

心教學法、案例教學法、合作學習、角色扮演法等

教學策略，使學生重新思考經濟動物／同伴動物、

實驗動物／同伴動物間的游移界線，解構人與同伴

動物間的壓迫／受壓迫關係，使學生同理同伴動物

被視為玩物的感受，覺察到同伴動物的生命主體性

，進而重新省思日常生活中的個人行為。

認知層面 
1.批判解構同伴動物與其他概念間的界線。
2.重新建構與再概念化同伴動物的主體性。
3.思辯人與同伴動物間的互動與依存關係。

 情意層面
1.同理同伴動物的現實處境與外在威脅。
2.體會同伴動物的內在感受與生命價值。
3.涵詠尊重同伴動物的生命價值之情懷。

技能層面
1.運用所學覺察自我的日常行為。
2.實踐對同伴動物的關懷與照護。
3.力行爭取同伴動物的具體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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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理‧同理‧倫理─同伴動物的生命與權利

三為運用心理學，使學生思辨人與動物間的

衝突與依存關係。教師透過角色扮演的心理劇方

式，引導學生同理同伴動物的現實處境，從體驗

活動中理解到動物也具備痛苦感知能力（情意層

面的學習）。

此外，由於第二作者為家政背景，家政科關懷

家庭議題，而本教案的主題「同伴動物」，隱含將

動物「家人化」的意義，本教案也將引導學生省思

「同伴」、「家庭成員」、「寵物」等概念間的差

異，並讓學生針對這些詞語進行「再概念化」，用

自己的理解及語言對概念進行再定義，體認到動物

也可能成為家庭成員之一，具備生命的主體性，而

非任意購買的「物品」，進而重新思考對待同伴動

物的行為與態度（行為層面的學習）。

參、能力指標／概念架構．．．．．．．．．．．．．．．．．．．．．．．

由於第一作者同時兼具公民與輔導背景，公民科

強調批判思考與價值思辯，輔導科則關注同理心的訓

練，本教案將結合筆者的兩項專長進行設計。本教案

將從三方面的學理切入探討：一為藉由生物學，增進

學生對動物知識的了解，引導學生發現動物也存在痛

覺神經，擁有感知能力和需求，只是表達系統與人類

存在差異性，無法以人類能理解的符號溝通，以致於

感知能力受到漠視、異化（認知層面的學習）。

二為透過倫理學，教師一方面運用價值澄

清法，使學生在議題中心的討論中，反覆地釐清

衝突的倫理價值觀與迷思概念後，再進一步探討生

活中存在的資源與非政府組織，引導學生思考流浪

狗棄置、恣意放生、強制豢養等個人行為（私領域

）造成的社會問題（公領域）。目的在於使學生發

現道德範疇不只包括個人行為，更包括對待動物與

生態的方式，從而思考個人對待生物的基本倫理行

為法則（認知層面的學習）。

由於高中只有課程綱要，沒有能力指標，本教案根據王順美老師發展之概念架構，將課程主軸致力於探

討以下內容：

1 認知層面    對動物知識的了解

2 情意層面    人和動物間的互動、倫理價值觀

3 行為層面    社會系統與公民行動、個人的動物友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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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理‧同理‧倫理─同伴動物的生命與權利

1 論 理

2 同 理

3 倫 理

�

教師先運用「和豬豬一起上課的日子」影片作

為案例教學，挑戰學生「人是否具有決定生命存在

與否的權力？」、「經濟動物是否具有生命的價值

性？」、「經濟動物／同伴動物的概念存在模糊的

游移地帶，箇中的關鍵是什麼？」、「動物是否存

在決定自己生命的權利？」、「權利是人獨有的概

念嗎？」等問題，引導出動物權的概念。此外，教

師也運用議題中心教學法，引導學生針對影片中的

爭論性議題「一起上課的豬豬應該按原定計畫送至

屠宰場宰殺（視為經濟動物，物品），抑或已經成

為同伴，應該負起對家庭成員的倫理責任？（視為

同伴動物，家人）」進行辯論。

其次，教師運用「猩球崛起」影片作為案例教

學，使學生重新省思人與動物間的征服／被征服關

係，以及實驗動物／同伴動物間概念的游移性。教

師可以引導學生討論「影片中的猩猩一開始是實驗

動物，後來卻成為主角重要的同伴動物，箇中的關

鍵是什麼？」，並結合主題一的歸納後，引導出「

動物家人化」的概念。

之後，教師進一步使學生分析影片中主角（征

服）一開始視猩猩為實驗物（被征服），到彼此成

為重要的家庭成員（實驗動物在家人化的歷程中成

為同伴動物）後，猩猩重新回到實驗室再度被物化

與剝削，決意帶領猩猩們（征服）反撲人類社會（

被征服）的歷程。本教案期待透過征服與／被征服

關係的角色轉換，使學生

理解到與動物、生命的關

係是相互依存的，人類並

非處於絕對的優越地位，

只是生態圈中的一員。

本課程的單元主軸有三：

主題一與主題二的焦點在於「論理」，強調哲學思辯與批判思考，使學生針對既

有的、僵化的概念進行解構與重構。

教師透過「借物少女」中主角被當成物品強制

豢養、圈禁的片段，透過假設性的想像，引導學生

思考「如果借物少女被關起來飼養後，隨意棄置或

放生，可能會產生哪些問題？」以及「強制豢養生

命是否合乎道德？」等問題，進而延伸討論流浪狗

教師帶領學生投入角色扮演的心理劇活動，探

索「和豬豬一起上課的日子」中不同角色的心境，

透過肢體再現豬豬一開始被視為經濟動物，預設被

宰殺的心情，到豬豬成為同伴動物後與配角（學生

）間建立親密關係的心情，以及最後又被視為經濟

動物，送至屠宰場的感受，與身旁的配角（學生）

面對這項議題的觀點與感受（例如感覺家人被殺害

）。目的在於使透過學生身體化的課程，觸發對同伴

動物的同理心。在演出過程中，教師可以妥善運用肢

體動作或道具擺設，將情境「具象化」，例如將扮演

主角（豬豬）的人，用繩子綁住雙手，配角（其他學

生）稍微施力拉著對方，或是弄一個紙箱套住，感受

生命被圈禁、限制自由、被視為物品的感覺。

棄置、恣意放生、強制豢養等個人行為（私領域）

造成的社會問題（公領域），使學生發現倫理與道

德範疇不只限於個人行為或與他人的關係，更包括

對待動物與生命的方式，從而思考對待動物生命的

基本倫理法則。

主題三的焦點在於「同理」，強調對動物痛苦與感知能力的覺察，引導學生培養

尊重同伴動物生命主體性的情懷。

主題四的焦點在於「倫理」，探討日常生活中具爭論性的動物倫理議題。

肆、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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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理‧同理‧倫理─同伴動物的生命與權利

翻拍自網站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教師播放《微電影ņ與流浪狗的故事》影片，提醒學生仔細觀察影片
中的劇情，並在影片播放後進行提問：

Q1：你同意吃狗肉嗎？請提出同意或反對的理由
Q2：你同意吃豬肉嗎？請提出同意或反對的理由

2.教師歸納學生的分享，說明經濟動物與同伴動物的官方定義：
①經濟動物：指為皮毛、肉用、乳用、役用或其他經濟目的而飼養或

管領之動物。

②同伴動物：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侶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

3.教師解釋經濟動物、同伴動物的定義後，進行提問，邀請學生先將問
題放在心中反思，待課程結束前再分享：經濟動物／同伴動物的概念

是穩固不變的嗎？你覺得牛、豬、雞一定是經濟動物嗎？你覺得貓、

狗一定是同伴動物嗎？為什麼？

「寵物」、「同伴動物」兩者的稱呼有何不同？

1.教師播放《和豬豬一起上課的日子》影片片段，提醒學生仔細觀察影
片中的劇情，並在影片播放後進行提問：

Q1：影片一開始老師說要養豬，等豬長大之後要把牠殺來食用，你們
覺得當時學生們的心情與想法是什麼？學生當時將豬豬視為哪一

種類型的動物呢？

Q2：你認為人有決定動物生命存在與否的「權力」嗎？哪種類型的動
物可以被殺害，哪種類型的動物又應該成為同伴，是由「誰」來

決定？又是由哪些「條件」來判斷？

Q3：一般人都會認為豬是可以食用的動物，為什麼影片中的學生卻捨
不得豬被送去屠宰場呢？他們此時是將豬豬視為哪種類型的動物

呢？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Q4：學生將豬豬從經濟動物的定位，調整成同伴動物，關鍵是將牠「家人化
」，成為班級中的一份子，你覺得影片中哪些片段將豬豬家人化呢？

Q5：當豬豬準備被送到屠宰場的時候，學生們的心情與想法是什麼？
出現了哪些不同的觀點？

Q6：剛剛認同吃豬肉是可被允許的同學，看完影片後還是贊成嗎？為什麼？

2.教師歸納學生的分享後，邀請學生以組為單位，討論課前提出的關鍵
問題：「經濟動物／同伴動物的概念是穩固不變的嗎？」為核心，針

對《和豬豬一起上課的日子》影片中的議題進行正反觀點的辯論。

時間 

15

15

10

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

價值澄清法

議題中心教

學法

合作學習法

 

準
備
活
動
︵
引
起
動
機
︶

主題一：論理寵物抑或食物？─
經濟動物／同伴動物的游移界線

 
發
展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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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理‧同理‧倫理─同伴動物的生命與權利

翻拍自網站

①第1~3組支持「豬是經濟動物」的觀點；第4~6組則支持「豬是同伴
動物」的觀點。

②辯論方式由第1組（經濟動物觀點）對上第4組（同伴動物觀點），
其他組別以此類推。

1. 教師針對辯論給予回饋後，進行提問：
Q1：公民與社會科中談到「人與人權」，將「權利」議題集中於「

人」身上，卻沒有延伸到「動物」議題，你覺得這意味著什麼？

Q2：你認為同伴動物應該擁有權利ņ動物權嗎？為什麼？
Q3：與「權利」相對的概念是「權力」，你認為影片中的豬豬是否

應該擁有「生的權利」？人是否有「權力」決定生命的死亡或存

在？

Q4：人是否因為飲食和其他生活習慣的關係，無法完全避免不宰殺
動物？如果宰殺動物是生活的必需，我們是以什麼標準來決定經

濟動物與同伴動物的生命價值？又是如何判定哪一種類型的動物

「應該」要被宰殺？

Q5：為什麼經濟動物與同伴動物之間存在著模糊地帶？造成這樣的
關鍵是什麼？

2.教師總結課程，帶領學生回顧各組辯論的觀點，澄清學生對於經濟動
物與同伴動物的迷思。

活動說明

10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教師引導學生回顧第一節課的重要概念ņ經濟動物與同伴動物。
2.教師播放《猩球崛起》影片，提醒學生仔細觀察影片中的劇情，並在
影片播放後進行提問：

Q1：影片中的猩猩一開始被視為實驗動物、經濟動物，抑或同伴動
物？為什麼？

Q2：當猩猩被作為實驗動物的時候，猩猩與人類的關係為何？人類
如何對待猩猩？

Q3：當猩猩被作為同伴動物時，猩猩與人類的關係為何？從影片中
的哪些行為可以看出主角把猩猩家人化，成為家庭中的一份子？

Q4：一開始猩猩被當作實驗動物，後來卻成為主角重要的同伴，箇
中轉變的關鍵是什麼？

時間 

15

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

價值澄清法

合作學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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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論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
人與實驗動物／同伴動物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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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理‧同理‧倫理─同伴動物的生命與權利

1.教師邀請學生閱讀《小王子》的故事，提醒學生仔細觀察文本中國王
的說話語氣與態度，並在閱讀完後進行提問，使學生透過小組討論：

①對於國王來說，全世界都被簡化了。所有的人都是他的部下。

②國王對小王子說：「那麼，我命令你打呵欠。幾年來我都沒看人家打

呵欠，打呵欠對我很新奇。來啊！再打呵欠，這是命令。」

③因為國王第一要求他的權威被尊敬，他忍受不了人家違背他的意志，

這是一位專制君主。

④他不只是專制君主，同時也是宇宙君主，渴望統治一切。

⑤「對了！」國王回答：「我們應該要求一個人辦得到的。權力首先建

立在道理上面。假如命令你的人民去跳海，他們就會造反。我有權要

求別人服從，因為我的命令是合理的。」

⑥「哼！哼！」國王說：「我相信我的星球上面某個地方有一隻老鼠。

我在晚上聽見過牠的聲音。你可以審判這隻老鼠。你可以隨時隨刻判

他死刑。這樣牠的生命就依存在你的審判上。但是為了節省，你得每

次赦免牠，我們只不過有一隻老鼠而已。」

Q1：國王用什麼語氣來和小王子對話？這樣的對話方式顯現出國王與小
王子間的關係是什麼？國王又是以怎樣的態度來對待自然間的萬物

？你認為人是否優越於動物的存在，具有絕對的優越地位可以支配

其他動物呢？為什麼？

Q2：國王對待自然間萬物的態度，和《猩球崛起》影片中，人類與猩猩
的關係，有哪些相同與相異的地方？人為了生存所需會利用動物，

我們可以因為動物「辦得到」，有活體、有毛皮、有溫度，就恣意

地要求動物提供活體實驗、食物、陪伴嗎？我們有權要求動物「服

從」嗎？為什麼？

Q3：一開始主角視猩猩為實驗動物，到彼此成為重要的家庭成員後，猩
猩重新回到實驗室再度被物化與剝削，決意帶領猩猩們反撲人類社

會的歷程，你覺得在這過程中，人與實驗動物、同伴動物的關係是

固定不變的嗎？人與實驗動物、同伴動物之間，只能存在征服／被

征服、支配／被支配的關係嗎？為什麼？

2.教師邀請各組上臺發表討論內容，並請臺下同儕提出問題，思辯與澄
清不同的觀點與立場。

教師總結課程，帶領學生檢視各組討論成果，引導學生澄清對於實驗動

物與同伴動物的迷思。

文本中的重要內容

問題討論

20

10

5

 

發
展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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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理‧同理‧倫理─同伴動物的生命與權利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教師回顧前兩次課程，引導學生澄清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同伴動物
間的概念游移地帶及其影響因素與判斷標準後，作出自己對同伴動物

的定義。

2.教師呈現圖片，使學生比較人與動物的痛覺神經構造的相同與相異處
，引導學生發現動物與人一樣都具有痛覺神經系統，只是容量有所差

異。如下圖：

3.教師進一步引導學生思考：「既然動物與人一樣，都擁有痛覺神經，
為什麼我們常認為動物缺乏感知能力，不會感覺到痛苦？或是無法體

會、了解動物此刻的感覺呢？」，目的在於使學生察覺動物的符號表

達系統與人類相異，使得兩者間產生隔閡，無法理解動物的感受，以

至於作出傷害同伴動物的行為而不自知。

同伴動物心理劇─同理心訓練

教師帶領學生從事心理劇活動，探索「和豬豬一起上課的日子」一片中

，不同角色的心境，透過肢體再現某一情境，使得學生從身體化的課程

中，觸發個人的同理與省思。

學生可以扮演的角色如下：

1.主角：演出豬豬。
①表現豬豬在ㄧ開始得知被當成經濟作物，未來可能被宰殺的想法與

感受。

②表現豬豬被班上同學逐漸接納為一份子的想法與感受。

③表現豬豬在和班上同學產生感情後，仍舊被送至屠宰場宰殺的想法

與感受。

2.輔角：演出老師與同學。
①老師角色：主持議題辯論，體會擺盪在正反觀點間的矛盾感受。

②同學：分成支持者（宰殺）與反對者（留下）。

思考持有不同立場的觀點所帶來的想法與感受。

時間 

15

25

教學法

角色扮演法

價值澄清法

主題三：同理生命抑或玩物？─
當借物少女遇上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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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理‧同理‧倫理─同伴動物的生命與權利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教師課前請學生完成專題探討，認識同伴動物相關的非政府組織，進
行小組發表：

①教師請學生以組為單位，每組分配一個與同伴動物議題相關的非政

府組織，並請學生回家蒐集該組織的簡介與組織主要的服務內容。

②建議的組織單位：關懷生命協會、台灣同伴扶助協會、台灣動物平

權促進會、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新北市

流浪動物保護協會。

2.教師播放《借物少女》主角被阿春關在瓶子中的片段，進行提問：
Q1：你認為阿春為什麼想將艾莉緹的媽媽關在瓶子裡呢？阿春當下的

想法是什麼？她如何看待借物一族的存在呢？是人類的同伴、敵

人、被征服者、賞玩的對象，還是其他角色呢？

Q2：你覺得艾莉緹的媽媽被關在瓶子裡面的感受是什麼？你對於阿春
將自由的生命關在瓶子中，有什麼想法？艾莉緹知道媽媽被人類

抓走後可能會有什麼感受？

Q3：假如借物少女被關起來飼養後，隨意棄置或放生，她可能會面臨
哪些問題？放生行為又會對社會與生態環境製造出哪些問題？

Q4：你們覺得人類有權力豢養生命嗎？這樣的行為符合以效益論、義

務論、德行論檢視，合乎道德嗎？

時間 

10

15

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

合作學習法

價值澄清法

主題四：倫理同伴動物家人化─
動物權的倫理反思

10

3.觀眾：未被指派角色者。從「概括他人」（社會大眾、旁觀者）的角色
，使主角與輔角理解自身故事是如何被他人所評價。

在演出過程中，教師可以妥善運用肢體動作，將豬豬的處境與感受「具

象化」。例如，表達主角（豬豬）與同學間的語言隔閡時，將主角的嘴

巴捂住，使他無法表達感受；或是以發抖的肢體語言，來表達即將被宰

殺的情緒；亦可拿一條繩子綁住主角的雙手或是以箱子套住身體，表達

出主角感覺被束縛、控制、身不由己的不舒服感覺。

當一段心理劇結束後，教師邀請主角、輔角、觀眾討論演出或觀看的心

情與想法，並由此引導學生分享個人經驗。在討論完後，教師使學生再

度重現情境，將肢體停格在事件的當下，思考如果事件重來一次，可能

可以作出怎樣的不同選擇。

教師引導學生分享活動感受，並總結課程。

作業內容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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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理‧同理‧倫理─同伴動物的生命與權利

翻拍自網站

15

10

1.教師播放《新竹市【紅項圈】流浪動物協會ņ宣導影片》影片，提醒學
生仔細觀察影片中的劇情，並在影片播放後進行提問：

Q1：為什麼會有流浪狗？流浪狗是怎麼產生的？
流浪狗的存在會造成哪些社會與環境問題？

Q2：你覺得將同伴動物隨意購買、豢養與棄置，是用什麼樣的觀點與
立場在看待同伴動物的存在？

Q3：你覺得怎樣的方法、策略或態度能減少流浪狗的數量？

2.教師由「你覺得怎樣的方法、策略或態度能減少流浪狗的數量？」此
一問題，引導學生思考除了個人力量外，例如自行帶狗狗做結紮手術

、不要遺棄、以認養代替購買，在社會中也有非政府組織的機構力量

來關懷這些動物，帶領學生思考可以如何結合個人行動與社會資源，

對同伴動物的處境進行救濟。

1.教師帶領學生回顧全部的課程內容。
①第一節課：利用《和豬豬一起上課的日子》思辨經濟動物與同伴動

物之間的界線，並進行辯論活動。

②第二節課：利用《猩球崛起》思辨實驗動物、同伴動物與人類間的

征服／被征服關係。

③第三節課：透過角色扮演法演出心理劇，探索《和豬豬一起上課的

日子》不同角色的心境。

④第四節課：從倫理觀點探討人類對待同伴動物的合理方式與倫理態度。

2.教師歸納學生四堂課以來的觀點，以五個理論澄清學生的迷思概念與
價值觀，引導學生思考與同伴動物互動的基本倫理行為法則。

①無地位理論：動物既無法履行義務又不具理性，故不應納入道德的考量。

②間接義務理論：人類應以一種類似對人的同情心對待動物，其目的

乃是以人的角度加以思考。

③分級理論：人類若因其微末需求而嚴重傷害動物重要需求甚至生存

之際，應予調整或禁止。

④地位平等觀：強調動物並不是我們人類的資源。

⑤平等考慮理論：強調動物與人類感受痛苦及追求利益是一致的，人

類應儘量減少動物的痛苦或生存的困境，並在做任何相關判斷與措

施之際應將動物福祉考量在內。

3.教師最後歸納學生的討論，引導出對待同伴動物基本的倫理行為法則
是：不傷害、不騷擾、不引誘與欺騙，以及補償性公正法則，藉以總

結課程，並引導學生分享學習心得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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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理‧同理‧倫理─同伴動物的生命與權利

2 多元評量

1 教師觀察

參考資料
1. 微電影：與流浪狗的故事，別再吃狗肉了！反對狗肉節，反對吃狗肉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lY4IdP33XM

2. 小王子http://petitprince.pixnet.net/blog/post/1317710

3. 眾生平等，尊重動物權利、福利http://www.mdnkids.com/nie/nie_indicate/unit7/w-990405-15/w-990405-15.htm

4. 認識「動物福利」http://animal-action.east.org.tw/modules/tinyd0/index.php?id=13

5. 新竹市【紅項圈】流浪動物協會ņ宣導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u-zwqee6tI

6. 李琪明（2003）。倫理與生活：善惡的變與辨。臺北：五南。

評量項目

3 同儕互評

教師於每堂課的教學互動，觀察學生的省思與討論歷程，從中調整課程的進度與焦點。

教師透過角色扮演、價值澄清、議題辯論等活動，來因應不同學生的個別差異與學

習需求。

教師透過合作學習，使學生在集思廣益的過程中，拓大思考的面向，間接習得尊重

不同觀點、立場的能力。因此，評量學生在團體中的表現，應該不只是由教師單向

地主導，也應讓參與合作的學生相互檢核與回饋。

本教案強調哲學思辯與價值澄清，選

擇的議題多為開放性、爭論性議題，

教師在引導討論時宜避免涉入個人的

判斷與主觀好惡，駁斥學生的不同觀

點與立場，而應具體掌握課程的整體

方向與相關概念，引導學生就個人觀

點進行澄清與再思考。

教師在引導學生討論同伴動物的生命與

權利議題時，宜避免討論失焦或以嬉笑

的態度表達，應使學生理解議題的重要

性與價值性，並在學生表現出對動物生

命的輕視時，適度將議題連結學生自身

，使學生省思自己是否也願意被相同對

待，藉此釐清學生的盲點。

1 2

教學要點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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