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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療我

教案設計者   王瑞芬、陳佳釧、陳諭蓁

融入領域單元或主題教學   語文領域、綜合領域、環境教育 

�

�

主題名稱  了我‧療我

授課時數  16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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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  《新北》頂埔國小

教材準備  1.繪本：《我家有個狗醫生》、《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們》
2.影片：《下課花路米ņ好康花路米，狗醫生出診》、《我們的島196集ņ流浪狗醫生》、   
           《訓練狗狗小秘方影片》
3.學習單：狗布偶《好主人的一天》、《狗狗的心聲》
4.簡報：工作犬
5.其他：小白板、白板筆、5x5的格子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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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不僅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還能替人類工作。「狗醫生」是動物輔助治療的一種，

動物輔助治療與園藝治療、音樂治療、芳香治療⋯等，輔助治療成效近年已漸獲肯定。

本教學設計從狗醫生的認識開始，讓學生了解人類利用、對待同伴動物的情形，進

而理解人類與狗的互相依存關係。接著透過角色扮演及狗狗心聲教學活動，讓學生能同理

動物心情，也了解自己可以改變流浪狗的命運，並願意用行動實際進行。

壹、設計理念

了解人類利用、對待同伴動物的情形。

了解同伴動物對人類的重要性。

了解負責任飼主應盡到的責任。

照顧動物時，能設身處地為動物著想。

能利用適當的動物保護策略解決問題。

能將「保護動物」觀念在生活中化為行動。

翻拍自網站

1

2

3

4

5

6



了我，療我

02 

翻拍自網站

  叁、能力指標．．．．．．．．．．．．．．．．．．．．．．．．．．．．．．．．

1. 2-2-2-4 能在聆聽過程中感受說話者的情緒。
2. 5-2-8-2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3. 6-2-7-3 能寫作慰問書信、簡單的道歉啟事，表達對他人的關懷和誠意。

1. 1-2-4 觀察自然界的生命現象與人的關係。
2. 4-2-3 辨別各種環境保護及改善的活動方式，選擇適合的項目落實於生活中。

1.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探究可能的改善方法。
2. 4-2-2 能具體提出改善周遭環境問題的措施。

語     文

綜     合

環境教育

  肆、教學架構．．．．．．．．．．．．．．．．．．．．．．．．．．．．．．．．

①好主人的一天

②愛的行動認 知

情 意

行 為
①我家有個狗醫生

②狗醫生面面觀

③了解狗狗我最行

④愛的賓果，我愛狗狗

①我家有個狗醫生

②好主人的一天

③狗狗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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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流程．．．．．．．．．．．．．．．．．．．．．．．．．．．．．．．．

教師導讀繪本

依據繪本內容進行分組討論

分組進行發表

教師簡介工作犬

教師播放影片

教師提問

教師歸納統整

我
家
有
個
狗
醫
生

活動 1

狗
醫
生
面
面
觀

活動 2

了
解
狗
狗
我
最
行

活動 3

我
愛
狗

愛
的
賓
果
，

活動 4

教師提問

學生供讀箱書繪本

播放影片

教師進行心智圖引導

繪製心智圖

分組進行心智圖發表

學生進行問題設計

進行賓果遊戲

教師歸納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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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發下操作單

分組進行討論並繪製心智圖

戲劇排演並上台分享

學生自我檢測

教師歸納統整

 

好
主
人
的
一
天

活動 5

狗
狗
心
聲

綜合 1

愛
的
行
動

綜合 2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狗狗心聲

請學生朗誦狗狗的心聲

猜一猜這是哪種狗的心聲

教師歸納統整

分組討論愛的行動

上台分享愛的行動方案

全班共同執行行動方案

教師歸納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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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提問：
生病時你都去看什麼醫生呢？請孩子想想看自己看過什麼樣

的醫生，孩子表示看過許多種類的醫生：小兒科、皮膚科…
許多科別的醫生，但都是「人」醫生，教師不先揭示主題。

2.引導孩子閱讀繪本：《我家有個狗醫生》

 活動一：我家有個狗醫生
 
1.教師導讀繪本《我家有個狗醫生》。故事內容描述在一個
下雨天的夜晚，一隻髒兮兮的流浪狗皮皮被撿回家。皮皮

從防衛心很強，躲在桌下，破壞主人的東西的小狗轉變為

醫院裡受歡迎的狗醫生！原本躺在床上不肯做復健的小女

孩多多，也因為想跟皮皮玩，而願意忍住疼痛，努力地站

起來。

2.分組進行下列問題討論
①家的狗叫什麼名字？(皮皮)
②皮皮的來源？(流浪狗)
③皮皮被發現時，他的狀況如何？(下雨天，垃圾堆的紙箱
中，有一隻又臭又髒的狗)

④皮皮被帶回家之後，適應得好嗎？有發生什麼狀況嗎？(害
怕、到處蹭留味道、拖鞋失蹤、亂尿尿)

⑤皮皮如何對主人表示友善？(搖尾巴、看主人、和主人玩)
⑥主人如何照顧皮皮？(幫牠洗澡、蓋狗屋、準備食物)
⑦周老師告訴狗主人們，如果狗狗的行為有偏差，是誰不
好呢？(主人)

⑧周老師有什麼訓練狗的妙方？(鼓勵、狗勒、從坐下開始
訓練⋯)

3.分組輪流發表討論結果。
4.狗狗工作面面觀：教師補充目前人類世界工作犬從事的項
目，除了狗醫生外，比較常見的如下─看家護院、照顧人

類生活(例如導盲犬)、協助捕獵畜牧、軍警用途(軍犬、警

犬、緝毒犬、救助犬)、交通用途(雪橇犬)、農業(除害蟲、

採松露)等。

 活動二：狗醫生面面觀

1.教師播放《下課花路米─好康花路米，狗醫生出診》及《
我們的島196集─流浪狗醫生》影片，讓學生觀察影片中狗

醫生的訓練方式及出診時的狀況。

內容網要 時數 教學評量單元主題

口頭發表

小組討論

紙筆評量

口頭發表

小組討論

教學資源

繪本：

我家有個

狗醫生

PPT：工作
犬教學

5分

15分

20分
影片：「下課

花路米─好康

花路米，狗醫

生出診」、「

我島196集─

流浪狗醫生」

引起

動機

發展

活動
繪本：

我家有個

狗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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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小組討論

實作評量

遊戲評量

2.教師提問
①狗醫生做了哪些事？
②哪些人是狗醫生服務的對象？
③為什麼我們有了醫生和治療器材，還需要狗醫生？
④陳秀宜為什麼會開始想訓練狗醫生？
⑤狗狗要經過什麼樣的訓練才能成為狗醫生？
⑥流浪狗為什麼比其他家犬更難訓練？
⑦狗醫生和平常的醫生做的事情有什麼不同？
⑧狗醫生有什麼特質？

3.教師結語
狗醫生是狗兒擔任人的醫生，協助他們身體復健，或是心

靈上的療癒。狗兒不只是人類的寵物，並且有些狗還可以

從事對人類有益工作，他們是人類的好夥伴。

活動三：了解狗狗我最行

1.教師提問：
狗給書中的這家人歡喜，也當了狗醫生照顧其他的人，我

們來看看大家對狗狗了解多少。

2.繪本《我家有個狗醫生》書中曾經提到狗的什麼特別敏銳呢？
3.如果狗狗行為有偏差，都是誰的錯呢？
4.請學生拿出共讀箱書繪本：《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們》中
「你不能不知道的『狗』常識」，與學生一起討論有關狗

的小常識。

5.教師播放《訓練狗狗小秘方》影片，史學稱了解以不打罵
的方式，讓狗狗養成好習慣。

6.教師以心智圖方式引導學生將狗的常識依習性、五覺、打
招呼、情緒、運動、生殖、品種、壽命等進行分類。

7.分組繪製「狗狗常識大進擊」心智圖並上台報告。

活動四：愛的賓果，我愛狗狗

1.請各組學生依學習內容設計有關狗的6個相關問題，並寫
在紙上交回給教師。

2.請學生在5x5的格子紙上填寫1~25的數字。
3.教師抽學生回答一個問題，回答正確的學生可以選擇一個
號碼，連線兩條者舉手說「bingo」，贏得競賽勝利。
下列為參考題目：

①狗醫生有哪些特質？（穩定、有親和力）
②訓練狗兒的方法是什麼？(鼓勵和獎勵)

-------第一節課結束-------

繪本：

我家有個狗醫生

繪本：

我和我家附近

的野狗們

影片：

訓練狗狗小秘方

https://ww-
w.you-
tube.com/watc
h?v=xo2b8Ab
2v_c
B4白紙
對開書面紙

彩色筆

5x5的格子紙

20分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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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小組討論

實作評量

狗布偶

操作單：

好主人的一天

繪本：

我和我家附近

的野狗們

空白圖畫紙

40分

25分

③說出未經訓練的狗狗的三種壞習慣？(咬拖鞋、到處咬
東西、隨處大小便、到處磨蹭⋯)

④狗狗尿尿的功能是什麼？(宣示勢力範圍、靠尿尿留話
給其他狗狗)

⑤流浪狗為什麼比家犬更難訓練？（因為他流浪過，可能
被虐待，所以對人類更不信任）

⑥請說出三個你在課堂上學到的狗常識。
⑦怎樣才能算是一個好的狗主人？

4.教師結語
要先了解狗，才能好好的照顧牠，讓牠過著適合牠的生活

，有快樂的狗才有快樂的主人。

-------第二節課結束-------

活動五：好主人的一天

1.請各組將老師事先請學生準備的狗布偶拿出放桌上〈各組
至少一隻〉。

2.發下「好主人的一天」操作單，請學生根據狗的生活特性
及自己的時間來討論安排狗的食住行育樂適合活動。

3.各組將討論結果寫下來，並且分配角色上台演出狀況劇。(
小組共同討論，並製作心智圖，狀況劇腳色分配：旁白、

好主人2位、醫生)
4.教師引導學生思考自己是否適合養狗？以《我和我家附近
的野狗們》中「假如你想養一隻狗」的圖例，讓學生自我

檢測，看看自己適不適合養狗？

5.教師結語
當一個好主人，要預先規劃好照顧寵物的方式，尊重每一

個生命，養了就不可以遺棄，一個人的生命中可以養好幾

隻狗，狗的一生卻只有10幾年的生命，若是變成流浪狗後

，平均只會再活一兩年。

-------第三節課結束-------

綜合活動一：狗狗心聲

1.教師把學生分成三組，請學生站在不同狗狗的立場（分為
家犬、流浪狗和狗醫生），寫一封給主人或人類的信，讓

人類更懂得要如何與狗相處。

2.教師引導學生討論狗狗心聲，其內容需包含：
①狗狗的生活
②狗的心情
③希望主人或人類怎麼對待自己

3.請學生朗誦狗狗的心聲，並讓其他學生猜一猜這是哪種狗
的心情？

4.請學生發表他想成為哪一種狗並陳述理由。

綜合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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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

實作評量

15分 小白板

5.教師總結
狗是人類的好朋友，但狗的命運卻是掌握在人類手上，有

的狗被人類飼養，有一個溫暖的家；有的狗被人們遺棄，

過著流浪的生活；有的狗被人們重新賦予新生命，成為狗

醫生，希望大家都能善待狗，如果有機會飼養狗，可以以

領養代替購買。改變流浪狗的命運，其實就在你我手上。

綜合活動二：愛的行動

1.請學生分組討論如何由自身出發，對流浪狗付出愛的行動。
（以下僅供參考）。

2.分組上台發表愛的行動方案。
3.全班共同檢視愛的行動方案之可行性。
4.全班共同執行愛的行動方案。
5.教師總結
雖然大家年紀小，但還是可以透過大家的腦力激盪，想出

日常生活中可以為流浪狗做的事情！希望你們以後也能繼

續付出自己的小小心力，參與愛護狗狗的行動，讓狗狗也

能感受到愛與溫暖！

-------第四節課結束-------

教學要點及注意事項
教師帶領學生閱讀繪本「我家有個狗醫生」時，教師發現學生以為這是一個虛構的童

話故事，因此故事結束後，教師即對此部分進行釐清，向學生說明這是真實故事的改

編，接著再透過「工作犬面面觀」的活動，讓學生理解狗狗對人類世界的貢獻，所以

這樣的教學銜接有助於學生對工作犬的理解。

進行「了解狗狗我最行」時，要先複習心智圖觀念，學生在進行圖表製作時才

能更清楚表達。

在「了解狗狗我最行」中，運用部分心智圖的概念，由學生提出上位語詞概念，寫下將

對狗的了解，學生在操作過程中，能更清楚的了解狗的特性，並能在發表時表達出因為

了解狗，而願意對家中的狗寵物，或以後遇到的狗兒們，做更適合他們習性的安排。

在「狗狗的心聲」中，教師要叮嚀學生要以狗狗身份的特色去描述，而不是寫一些每

種狗都有可能做的事(比如吃飯、睡覺)，突顯不同狗狗的生活差異。

想養狗的人

我可以⋯⋯

□以領養替代購買

□我會幫狗結紮

□我會幫狗植入晶片

沒有養狗的人

我可以⋯⋯

□捐款給流浪動物之家

□友善的對待流浪狗

□製作宣傳海報並到各班宣導



了我，療我

09

陸、教學省思．．．．．．．．．．．．．．．．．．．．．．．．．．．．．．．．

一、教學策略：■直接教學 ■合作學習 ■全班討論 □其它         

二、所訂定的教學目標是否已經達到？為什麼？

 

三、所使用的教學策略有沒有發揮預期的效果？為什麼？

四、在教學資源運用方面遇到哪些問題？它們在配合教學上發揮哪些效果？

1.在「了解狗狗我最行」中，會發現他們對狗狗的訓練影片很有興趣，但是教師本
身以及同學之間對於狗的訓練似乎較少了解，以至於較不能更深更廣的討論。

2.在「狗醫生面面觀」中，透過《我們的島196集ņ流浪狗醫生》影片，呈現了
狗醫生的生活、訓練及出診情況，讓學生更能夠深入了解狗醫生的源起，並意

識到流浪狗的命運差別，進而去思考流浪狗的問題，增進了學習的興趣，是十

分適合的教學補充影片。

3.在「愛的行動」中，學生有許多天真可愛的想法，可以看出他們對流浪狗的關
愛，透過思考如何由人類的行動改變流浪狗的命運，讓學生懂得如何開始在日

常生活進行對動物的友善行動。

五、教學心得與省思：

喜歡可愛的動物是孩子們的天性，在一系列的討論過程中，我們常看到孩子

發亮的眼睛、渴望的眼神，孩子們上課非常投入，討論也十分熱烈，雖然他們

年紀小，但是他們對動物的關愛卻是大人所不及的，從孩子的身上看到的，讓

我們更深信從現在開始給孩子建立正確的觀念，培育愛護動物的同理心，相信

孩子們未來都能是個保護動物的人。

教學策略

直接教學

合作學習

全班討論

教師採用的教學法讓班上學生能根據主題討論，進行合作學習，專注且理解，收效良好。

■完全達到    □部份未達到    □部分達到    □未達到

■完全達到    □部份未達到    □部分達到    □未達到

□完全達到    ■部份未達到    □部分達到    □未達到

教學目標

了解人類利用、對待同伴動物的情形

了解同伴動物對人類的重要性

了解負責任飼主應盡到的責任

照顧動物時，能設身處地為動物著想

能利用適當的動物保護策略解決問題

能將「保護動物」觀念在生活中化為行動

教師根據每個教學目標設計適合學生程度的教學活動，收效良好。

■完全達到    □部份未達到    □部分達到    □未達到

□完全達到    ■部份未達到    □部分達到    □未達到

□完全達到    ■部份未達到    □部分達到    □未達到

□完全達到    ■部份未達到    □部分達到    □未達到

□完全達到    ■部份未達到    □部分達到    □未達到

■完全達到    □部份未達到    □部分達到    □未達到

翻拍自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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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照片

以下有幾項反省和修正，可以供未來教學時修正:

1.孩子們在討論狗狗的心聲時，十分熱烈，也因此延長了教
學時間，未來在教學時間上可能要給予更充份的時間。

2.進行「好主人的一天」時，學生們在操作單的思考上
是很用心的，但在小組討論時，有的小組似乎會以小

組中某一位孩子的操作單來做為戲劇演出的主要腳本

，此時就不能綜合小組意見，演出時內容就會比較狹

隘，反觀有些小組融合每個人的意見，充分討論下

再融合於戲劇狀況，就會呈現豐富且適合的演出。

◇學生朗讀繪本「我家有個流浪狗」 ◇工作犬面面觀

◇學生分組討論狗狗的心聲 ◇學生作品--流浪狗的心聲

3.其實學生很想能和狗狗做更進一步的接觸，未來如
果有機會，可以申請流浪動物之家到校演講，讓孩

子可以更深入了解流浪動物的世界。

六、建議延伸活動

1.國語日報有流浪狗主題的小說連載，可以請學生為
故事進行續寫，試圖站在狗狗的立場，創作一個能

喚起大眾關愛流浪狗的故事。

2.可以申請流浪動物之家到校進行相關的宣導活動。

◇學生朗讀狗狗心聲，請其他同學來猜一猜狗的身份 ◇學生發表愛狗狗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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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常識大進擊」分組討論 ◇班級共讀「我和我家附近的流浪狗」

◇操作單─「好主人的一天」 ◇狀況劇演出「好主人的一天」

◇「狗狗常識大進擊」心智圖小組報告 ◇愛的行動──捐發票寄到流浪狗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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