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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者   陳智成、詹德木、邱音潔

  

主題名稱  毛小孩的足跡─學習、創作與關懷

授課時數   26節

教學對象  □幼稚園      國小：□低   □中  ■高      □國中      □高中 

學校名稱  《桃園》青埔國小

融入領域
單元或主
題教學

 故事∼從動保園區參觀開始:

在一次的動保園區校外教學活動中，我們察覺到孩

子們對於流浪狗的關注，他們想要更了解狗狗∼這位人

類最忠心的朋友，並且想要給牠們多一點的愛。

因此教師們透過討論設計了這個教學方案，讓

孩子們在學習、創作、關懷的過程中，不但能認識狗

狗、並學習當一個狗狗的好主人之外，進而透過故事

及藝術創作的歷程來培養關心及愛護動物的情操，最

後能實際付出行動來照顧及關懷流浪動物。我們期待

能透過完整的課程活動讓動物保護的工作向下紮根，

來營造一個動物與人和諧相處的友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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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小孩的足跡─
學習、創作與關懷

六年級綜合活動領域—品德的實踐∼尊重生命、社會領域—從道德到法律、藝術
與人文領域-藝術說故事、為你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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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小孩的足跡─學習、創作與關懷

  貳、教學主題．．．．．．．．．．．．．．．．．．．．．．．．．．．．．．．．

主題一：狗狗 ●愛 ●學習 

單元主題 教學目標 內容綱要
時數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一)
狗
狗
好
主
人

綜1-3-5
自2-3-2-2
健4-2-3
◎對動物知識的瞭解

◎個人的動物友善行動

綜4-3-1
國6-3-4-4
健5-2-3
◎倫理價值觀

◎社會系統與公民行動

◎動物福利科學

☆透過閱讀以及和獸醫師

互動等過程，學習如何

以正確的方式及心態來

照顧寵物，當一位狗狗

的好主人。

☆透過解說、影片等方式

，了解流浪狗的定義及

各國面對流浪狗的處理

情形。

1.閱讀飼犬百科等育犬相關書籍，
並透過討論、分享等過程，提

升飼犬相關知識與概念。

2.安排專業獸醫師進行宣導演講，
了解狗狗習性與飼犬方法，並

進行提問與分享，解決學生心

中疑惑。

1.透過流浪狗的相關解說，了
解流浪狗的定義、成因及相關

政策。

2.透過影片欣賞討論、分享，
了解流浪狗的相關問題及不同

文化地區國家對流浪狗的處理

現況。

3節
生:
閱讀心得分享

、聆聽態度、

培養飼犬正確

態度及觀念

2節
生:
1.討論分享
2.學習單

(二)
別
讓
我
流
浪

�

一、狗狗好主人

二、別讓我流浪

一、狗狗與我

二、狗狗故事

三、狗狗創作

一、流浪狗的家

二、愛狗行動派

透過閱讀及專家宣導，了解如何成為一個好飼

主，當個狗狗的好主人。

透過教學活動，了解流浪狗的定義及現況，並

了解國內外處理流浪狗的方式。

透過短文賞析，了解如何傳遞人與動物的情感

，並完成作文及分享。

透過書籍及電影的故事，了解人與狗間的互動

關係，並培養尊重生命的態度。

透過與狗狗主題有關的藝術創作，傳達人與動

物內心的情感。

透過動保中心參訪，瞭解流浪狗的居住環境，

並能提出具體改進意見。

透過全班討論，提出照顧流浪狗的方式，並能

採取實際行動照顧流浪狗。

狗
狗
●

愛
●

學
習

狗
狗
●

愛
●

創
作

狗
狗
●

愛
●

關
懷

毛
小
孩
的
足
跡
︱
學
習
、
創
作
與
關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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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小孩的足跡─學習、創作與關懷

主題二：狗狗●愛●創作 

單元主題 教學目標 內容綱要
時數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一)
狗
狗
與
我

綜1-3-5
語3-3-2-1
5-3-4-4

◎人和動物間的互動

綜1-3-5
語3-3-2-1
5-3-4-4
2-3-1

◎人和動物間的互動

◎社會系統與公民行動

藝1-3-2
1-3-4
3-3-13

◎人和動物間的互動

◎社會系統與公民行動

☆透過小品短文的

共讀，了解人與

動物之間互動的

文章寫作方式，

並完成狗狗與我

的短文。

☆透過書籍、繪本

的共讀及電影的

欣賞，了解狗狗

的習性及人與狗

間的互動關係，

並進而培養尊重

生命的態度。

☆透過攝影、繪畫、

裝置藝術等方式，

進行與狗狗主題有

關的藝術創作，傳

達人與動物內心的

情感。

1.全班共讀 -「我與我的狗狗們」的短
文，並了解文意及作者所欲表達的意

涵。

2.完成作文 -「狗狗與我」，並能透過
討論、分享，表達出自己的情感。

1.全班共讀流浪狗之歌、靈犬萊西等繪
本及書籍，並進而討論分享閱讀心得，

了解作者所欲表達的意涵。

2.共同欣賞youtube中的短片＜狗爸爸
的故事＞、＜毛孩子鋼彈小黑救援紀

實＞、＜大學生了沒 -流浪狗特輯＞
等影片，了解流浪狗的故事及人犬之

間動人故事。

3.透過閱讀及討論人與動物間情感及互
動的過程，培養學生責任感及尊重生

命的態度。

1.以攝影的方式，留下家中的愛犬或流
浪狗的影像，並舉辦主題攝影展。

2.以紙箱及氣球做成大型的裝置藝術 -
愛的小屋，並寫出對狗狗的祝福放

入氣球中，表達出對生命的關愛及

祝福。

3節
生:
作文一篇

4節
生:
1.學習單1
2.學習單2
3.討論及心得
分享

4節
生:
1.攝影作品、
裝置藝術作

品

2.討論及分享

(二)
狗
狗
故
事

(三)
狗
狗
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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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小孩的足跡─學習、創作與關懷

�

主題三：狗狗●愛●關懷

單元主題 教學目標 內容綱要能力指標

(一)
流
浪
狗
的
家

綜2-3-4
國6-3-4-4
自2-3-2-2
◎社會系統與公民行動

◎動物福利科學

綜2-3-4
   1-3-5
自2-3-2-2
國6-3-4-4
◎個人的動物友善行動

◎人和動物間的互動

☆透過動保中心參

觀、訪談、分享

等過程，瞭解流

浪狗的居住環境

，並能提出具體

改進意見。

☆透過討論，提出

照顧流浪狗的方

式，並能採取實

際行動照顧流浪

狗。

1.參訪桃園縣動物保護園區，了解桃園
地區對流浪狗的安置流程及狗狗的居

住環境。

2.參觀台北市動物之家，了解台北地區
對流浪狗的安置流程及狗狗的居住環

境。

3.比較兩地動保中心的差異，並能提出
具體改進意見，改善流浪狗的居住環

境。

1.全班討論如何採取適當行動照顧流浪
狗。

2.班上共同認養及照顧流浪狗，在真實
的情境中體驗生命教育，並學習尊重

生命的態度及培養責任感。

6節
生:
1.參訪心得
2.改造計畫學
習單

4節
生:
1.討論分享
2.照顧小動物

(二)
愛
狗
行
動
派

  參、教學要點與歷程．．．．．．．．．．．．．．．．．．．．．．．．．．．

主題一：狗狗 ●愛 ●學習 

 (一)狗狗好主人

邀請台北市慈愛動物醫院-陳俊達院長到校演講

∼如何當狗狗的好主人。內容包含狗狗的生理結構

、成長發育、疾病防治、飼主責任等。並與學生進

行熱烈的互動，增進學童動物知識及解決疑惑。

◇認識狗狗生理結構 ◇學習正確幼犬照顧知識

時數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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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小孩的足跡─學習、創作與關懷

  (二)別讓我流浪

根據農委會統計102年全國公立收容所收容的
動物約11萬2千隻，認養率及人道處理率(安樂死)各
約占40％。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官方網站)
而實際流浪動物數量必定更多，而認養率則有待提

升。

本單元透過簡報、影片的方式介紹流浪狗的定

義、成因、流浪狗的社會問題、法律規定(動物保護

法)、國外處理流浪動物的方式等。希望透過動物保
護札根國小教育的方式，降低未來流浪動物的數量

，並能達到尊重生命、培養責任感的目的。

透過影片「起初的愛」與「忍者貓物語」兩部

動保影片讓孩子了解流浪動物的成因，在透過教學

讓孩子了解國內外流浪動物的處理政策差異。

針對流浪狗問題的兩難情境進行討論及學習單分享。

1.你是否贊成餵食流浪狗?原因是什麼?
2.你覺得流浪狗是否應捕捉送至收容所?原因是什麼?

原來社會上有這麼多的流浪狗

，如果我要養狗，我一定要去收容

所領養，而且要愛牠一輩子，不可

以隨便拋棄牠。

∼小棋

希望我們國家可以和國外一樣

，有很多給狗狗使用的公共設施，讓

狗狗可以和人類一樣快樂的生活。也

希望每一個狗狗的主人都要好好照顧

自己的狗狗，能把牠當作親人一樣。

∼盈盈

我希望所有在收容所的狗狗

都不要被安樂死，希望有人能去領

養牠們，讓牠們好好的過生活。

∼小媛

本單元學生學習單回饋:

媛媛贊成餵食流

浪狗並將流浪狗捕捉並

送至收容所，原因是因

為：

1.牠們會受到照顧

2.牠們可能被領養

3.人們不會傷害牠

郁欣反對餵食流浪

狗，因為：

1.因為牠會一直跟著你

2.因為我們也沒有適合

牠的食物

3.因為餵牠吃東西，久

了之後牠就不會自己

去找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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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小孩的足跡─學習、創作與關懷

主題二：狗狗 ●愛 ●創作 

  (一)狗狗與我

1.全班共同閱讀一篇文章∼我與我的狗狗們，共
同討論並分享文章所欲表達的意涵。

2.共同觀賞狗狗物語、與狗狗的十個約定等影片
並互相討論、分享主角與愛犬互動的情形及內

心情感的呈現。

3.透過引導，完成「狗狗與我」的文章架構，並
完成「狗狗與我」的作文與大家分享。

小黑狗Money在上完廁所時，

會習慣用後腳撥沙子把排泄物埋起

來，有一次剛好小白狗巴弟就站在

後面，結果把巴弟用的全身都是沙

，我們全家人都笑翻了。

∼若琪

(二)狗狗故事

1.共讀流浪者之歌、義犬報恩、喜樂與我、動物
如何交談等書，讓孩子更加認識狗狗的習性與

行為，並體認愛牠就要好好照顧牠，不要任意

棄養牠，狗狗一定會成為人類最忠心的好夥伴

的。

2.透過＜狗爸爸的故事＞、＜毛孩子鋼彈小黑救
援紀實＞、＜大學生了沒-流浪狗特輯＞等影片

，了解流浪狗的故事及人犬之間動人故事。進

而了解安樂死議題，並培養以領養代替購買、

以絕育代替撲殺等正確觀念。

有一次土狗阿呆突然不見了，

當時我就一直哭著坐在他的屋子前

等牠回來。有一天牠被舅舅帶回來

了，但毛卻被剃光了，看了好心疼

喔！後來他就因為太老而過世了，

讓我哭了好久。謝謝牠陪伴我度過

這麼多年！

∼心瑀

當我知道小丸子要離開我的

時候，我的眼淚就忍不住一直流

一直流，我也希望牠下一世不要

當狗，而是當一個人來跟我相聚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跟他在一起

的快樂時光。

∼宣穎

孩子們透過文字，描寫出和陪伴動物之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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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小孩的足跡─學習、創作與關懷

(三)狗狗創作

透過攝影、繪畫等方式，捉住愛犬、流浪狗

的剎那影像，以傳遞內心的愛與情感，並舉辦狗

狗主題攝影展，讓大家能更關注流浪狗議題。並

透過「愛的小屋」裝置藝術作品，對愛犬或流浪

狗表達內心誠摯的祝福。

◇繪本閱讀教學 ◇繪本討論

◇鋼彈小黑救援紀實紀錄片 ◇十二夜花絮影片討論

閱讀完義犬報恩這本

書後，我覺得可以學習狗

狗的忠心和男孩的善良，

善良男孩獲得了狗狗的情

感，而狗狗也找到了一個

會珍惜他的主人。

∼小儒

看完流浪者之歌這

本繪本以後，我覺得流

浪狗的問題都是我們人

類造成的，所以我們要

好好教導下一代正確的

觀念，就可以減少流浪

狗的數量。

∼小燕

我希望透過立法，既

然人有人權，那狗也要有

狗權，所有的動物都要平

等才行

∼小哲

學生學習單回饋:

我希望政府能積極推

動「愛護動物」的觀念，

並進行各種宣傳，讓社會

大眾認知「愛牠就要保護

牠」的理念。

∼小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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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小孩的足跡─學習、創作與關懷

狗狗主題師生攝影展

愛的小屋裝置藝術

1寫下祝福放入愛心氣球中
2紙箱成型
3紙箱愛心製作
4作品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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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小孩的足跡─學習、創作與關懷

(一)流浪狗的家

我們帶著孩子參訪桃園縣動物保護園區，這次

的校外教學令學生感到印象深刻，因為他們無法想

像光是桃園縣一年就約可捕獲9000隻左右的流浪

狗，而園區混雜著消毒水、排泄物的刺鼻怪味亦讓

孩子為這群狗狗感到憐惜，而學生在經歷了這次的

校外教學後不僅了解到身為飼主要有責任感，妥善

照顧狗狗的道理外，亦對於相關收容政策與認領養

、棄養及安樂死制度有初步的了解。

在返校進行課程討論時，由於發現學生對這個

議題有非常濃厚的興趣，因為我們替孩子安排了與

桃園縣動保園區簡稚澄園長面對面訪談的機會。簡

園長在這次的訪談中，詳細的回應孩子們對於園區

運作、政府政策及流浪狗安樂死的相關疑問，紮實

的為孩子上了一堂很不一樣的動物保護課程，也讓

孩子第一次這麼接近死亡這個議題，完成這次的園

長訪談之旅後，師生都抱著一顆沉痛的心返校，很

希望可以再為這群毛孩子多做點什麼⋯⋯。

由於學生在與簡園長訪談的過程中不經意聽見

簡園長提及台北市內湖動物之家的收容設施與制度

較桃園縣完善，也因此引起學生的好奇心-究竟台北

市的動物之家和桃園縣動保園區有何不一樣?為了

解決心中的疑惑，我們師生的足跡也來到了台北市

內湖區的動物之家。

最後透過討論並比較兩地動保中心的差異，並

能提出具體改進意見，改善流浪狗的居住環境。

主題三：狗狗 ●愛 ●關懷   

◇參觀桃園動保園區 ◇與園長對話

◇參觀台北市動物之家 ◇寬敞明亮的環境



10

毛小孩的足跡─學習、創作與關懷

(二)愛狗行動派

全班同學在學習完流浪狗的相關知識後，一起

討論能對流浪狗做些什麼？能如何來幫助她們呢？

有人提議捐錢、當志工、領養小狗來照顧等等.....，

在由提案人充分表達意見之後，由老師說明各個方

案的優缺點及可能碰到的問題之後，大家一致決定

要在班上認養一隻小狗來照顧。此舉不但可以讓狗

狗免於安樂死的命運，還可以在真實的情境中進行

生命教育、看見生命的成長、培養孩子責任感等。

於是我們就展開了搶救斑斑大作戰，迎接班上的新

同學，座號28號－斑斑。

師生向桃園縣動物保護園區領養了一隻名為「斑

斑」的小狗，還記得剛把斑斑領養出來時，小朋友開

心的對著斑斑說：「耶！你不用被安樂了！你不用被

安樂了！」斑斑的到來為整個校園帶來了很不一樣的

改變⋯⋯學生自願整理學校的資源回收後室供斑斑作

為治療期間的臨時病房，每節下課總會有許多的小朋

友圍在回收室的門窗前關心斑斑的病況。

桃園:這裏的狗狗住得好擁

擠喔，味道也好臭喔，我好想把

牠們救出來，這樣她們就不會被

安樂死了。

∼小銘

臺北:這裏的環境又明亮又通

風，狗狗生病了還會有醫生幫她們

看病。而且這裏的狗狗除了重病的

之外，都不會被安樂死，都會有好

心人把牠們領養走。真希望全台灣

的收容所都像這裏一樣好。

∼小怡

一隻一隻的流浪動物被關

在籠子裡，有老犬、中年犬還

有幼犬，有些病了，但是有些

很幸運沒有生病。我還看見一

些狗非常的熱情歡迎我們的光

臨⋯⋯。                    

小蓁、小瑜&小芸

學生學習單回饋 :

收容所大改造學習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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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容所的斑斑 ◇學生用愛擁抱斑斑

◇獸醫師進行健檢 ◇整理斑斑新家

斑斑順利康復後，在學校陪著班上的小朋友

一塊兒上課，小朋友認真上課時，斑斑則是安靜

的睡覺，下課鐘響時，班上的小朋友則是迫不及

待的和斑斑一塊兒玩耍，對於不敢接近狗狗的同

學與老師，小朋友也懂得尊重讓斑斑和他們保持

適當的距離。

◇健康的斑斑和大家一起上課 ◇下課和大家一起玩

◇大小便也是一種學習 ◇幫牠擦藥，期待牠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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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家長的課程回饋省思   

＊在這個課程中，我了解了流浪狗產生的原因，有

很多都是主人棄養的，再慢慢繁殖的，所以不要

隨便棄養牠們。我們要具備愛與關懷的心，這個

世界才會更美好~小威

＊我覺得這個課程很棒，不但讓我們了解狗狗的習

性，還讓我們更加珍惜生命並關懷流浪動物，所

以我覺得很棒。~小晟

＊我很喜歡這個方案，因為這個方案，我們班來了

一位新同學─斑斑，他是一隻很可愛的小狗。也

因為這個方案，讓我們了解收容所的情形，謝謝

各位老師設計這個方案。~佳怡

＊知道學校有這樣的課程，真是感動。透過這麼生

動與活潑的方式教育孩子「尊重生命、愛惜生命

」，由此看出台灣教育質量的提升，真希望學校

能持續推出此類的教育方式，造福未來的子弟，

感謝學校與老師的用心，真是非常感謝

   ~家銘媽媽

＊孩子原本對狗狗就特別喜歡，家中的寵物狗是慶

祝他上小學的禮物，這個禮物陪伴他度過許多歡

樂的時光，也讓他學習到如何對生命負責任。很

感謝老師用心安排孩子們的學習活動，相信孩子

一定十分難以忘懷這些美好的日子，老師辛苦了

，謝謝您！~宇晟媽媽

成果網站
一、將課程資料、照片、學習單等資料，製作成課程專題網頁。連結如下:青埔國小-毛小孩的足跡 

二、將領養流浪狗-斑斑的歷程，以影片的方式呈現。連結如下:給斑斑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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