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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馨漪
多莉被綁架了！？

120分鐘

□幼稚園     國小：□低 □中 ■高     □國中     □高中     

生活領域、綜合領域、環境議題

1.小白板 每組1張  2.教學PPT  3.「多莉去哪兒」學習單  
4.稿紙 每生1張  5.影片《多莉去哪兒？》

主題名稱

授課時數

教學對象

教學材料準備

融入領域單元
或主題教學

設計理念

教案設計者

展演動物以許多形式存在，例如動物園、

水族館、休閒農場等，包含陸上與水下的各

式動物。展演動物存在的目的，牽涉到商業

利益、娛樂效果，與教育功能。然而以目前

我國的現況來看，其中的比重仍以商業利益

與娛樂為重，教育功能甚為薄弱。

商業行為的成立，建立在供需上。提供動物展演的商人，以娛樂為噱頭吸引民眾

以購票行為支持動物展演。事實上，人對動物不只是有娛樂的需求，人對其他生物

是具有「親生命性（biophilia）」的 ，對於其他生物有好奇，以及想接近的慾望。

然而在缺乏保育意識的法律之下，動物展演行之有年，也造成民眾往往從娛樂角度

來看動物，缺乏對生命與自然的尊重。

本教案的設計理念，以「海洋展演動物」為主題，先引導學生查覺自己對於這些



教學目標

能力指標 

課程簡介

海洋動物的需求為何？進一步透過教材影片《小威海豚夢》的討論，引導學生

反思水族館存在的意義究竟為何？最後，以目前國際上其他國家發展的水族館

現況，請學生去想像未來水族館的模樣，希望能夠改變學生過去對水族館的「

娛樂」功能之刻板印象。目前桃園正著手興建新的水族館，其中將有海豚表演

。期望透過此次課程，以及「寫信給一個能夠改變現況的人」之活動，讓學生

有動力能更進一步的為改變現況採取行動。

生物學家威爾森（E.O. Wilson）：「我們認為其他生物是新奇多樣的，會

被牠們吸引，甚至有時會想與牠們進行感情上的交流，因為人類天生具有

「親生命性（biophilia）」。（朱翊瑄，頁34，2018）

一、了解目前普遍存在的水族館，多以動物展演為主，缺乏教育功能。

二、了解海洋動物展演，對於海洋動物造成的傷害。

三、能夠了解到不同形式與目的的水族館，並思考水族館存在的目的與必要性。

(一)人為濫用問題
1.飼養野生動物議題探討

(二)個人的動物友善行動

1.支持不干擾動物之生態旅遊
2.以野外欣賞代替野生動物圈養
3.不前往以動物展演為號召的園區及場所參觀

(一)語文領域

1.3-1-5-3 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再思考如何回應。
2.3-1-9-4 能養成主動聆聽進行探索學習的能力。
3.3-2-10-13 能從聆聽中，啟發解決問題的能力。
4.3-2-4-1 能用不同溝通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
5.3-3-5-1 表達意見時，尊重包容別人的意見。
6.3-4-7-1 能有條理、有系統思考，並合理的歸納重點，表達意見。
7.1-3-4-3 能配合日常生活，練習寫簡單的應用文。如：賀卡、

便條、書信及日記等。

(二)海洋教育

1.5-3-4覺察海洋生物與人類生活的關係。

結合電影《多莉去哪兒？》劇中，多莉被抓到水族館的冒險故事，帶學生探

討「水族館」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先透過學生的經驗或所知，讓學生描

繪出他們眼中的「水族館」，進一步去探討這樣的水族館其背後的問題有哪些

。接著帶入教材影片《小威海豚夢》，透過小威變成海豚的過程，帶著學生以

同理的角度，去思考海豚在這圈養的環境中，所可能遭到的傷害。最後，透過

介紹其它國家不同於娛樂為主的形式的水族館(同時也是《多莉去哪兒？》劇

中水族館的取材之地)，希望學生能夠進一步去思考水族館真正存在的目的為

何？另外，結合目前桃園時事─2020年將開幕新的水族館乙事，邀請學生透
過「寫信給有能力可以改變這個現況的人」，實現改變的可能。

(建議：教師在上此單元時，能利用其他課餘時間播放完整影片《多莉去哪兒

》，讓學生能同時對水族館有不一樣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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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 內容綱要單元主題

 

教學法

1

2 5分鐘

2分鐘

教學
活動

引起
動機

小組問題

討論

(請學生依

據其經驗

或所知進

行討論並

回答即可)

5分鐘

5分鐘

一、多莉去哪兒？

(一)播放影片「《海底總動員2: 多莉去哪兒》長版預告」
（24秒）

有失憶症的多莉為了找尋她的父母

，而踏上尋親之路。卻沒想到，多

莉被水族館的工作人員抓走了！！

水族館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多

莉在水族館會過得好嗎？

①為什麼需要水族館？

②你去水族館的話，想看什麼？或做什麼呢？

一、救多莉之前，我們先來想一下「水族館是什麼？」

(一)問題討論

①水族館裡面有些什麼？

②那些動物或東西在水族館做什麼？

③水族館裡的動物怎麼來的？

④為什麼要把這些原本屬於大海的

   生物抓來放在水族館呢？

(二)小組發表討論結果

(三)教師統整歸納學生的討論結果

(可能的結論是：水族館裡有很多不同種的魚類、海豚

等動物。牠們會在很大的水族箱裡面游泳，有的海豚

還會表演給我們看。水族館裡的那些動物可能是被人

抓來的，也有的可能是受傷了被救了。把這些大海的

生物抓來放在水族館，可以讓我們去認識牠們。)



時數 內容綱要單元主題

 

教學法

4分鐘3總結活動

評量項目

參考資料

一、能夠根據自己的經驗或所知說出水族館的設施、活動、及其功能、目的。
二、能夠說出水族館中的海洋生物的來源為何。
三、能夠列舉出水族館的優點與缺點

1.《海底總動員2: 多莉去哪兒》長版預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iHFJ0YYTVs

2.朱翊瑄（2018)。海洋教育的困境ņ那些以教育為名被禁錮的生命。
窩抱報，11，頁38。

5分鐘

5分鐘

5分鐘

5分鐘

1分鐘 小組問題

討論

教師說明

與指導

二、多莉現在在水族館裡，你覺得這樣好嗎？

(一)問題討論

①將學生們分為贊成與不贊成的兩組。

②請兩組先行討論贊成或不贊成的原因。

③說明自己贊成或不贊成的理由。

(二)小組發表討論結果

(三)教師統整歸納學生的討論結果

一、既然水族館有優點，也有缺點。那⋯⋯

你是多莉的話，你會怎麼做選擇呢？

(一)教師說明與指導學習單的撰寫

(二)請學生回家完成學習單



時數 內容綱要單元主題

 

教學法

1

2
6分鐘

10分鐘

教學
活動

引起
動機

影片欣賞

問題討論15分鐘1

2

3

4

5

6

一、如果我是多莉⋯⋯

(一)教師請根據學生學習單的內容，分享學生們對於「水族

館」不同的意見回饋(宜正反並陳)。

(二)教師從學生的學習單回饋中，整理出待釐清的迷思，例如：

①住在水族館不用擔心食物，會有人固定餵食。

②不會有敵人。

③海洋生物在水族館能夠讓人們學到知識。

一、小威海豚夢

到底住在水族館裡好不好呢？我們來看看小威的故事吧！

（播放《小威海豚夢》）

二、問題討論（可小組討論或教師請同學個別分享）

故事的一開始，海豚正在做些什麼事呢？

小威對海豚做了些什麼事呢？

小威變成海豚後，遇到了哪些事情呢？

這些事情，在小威變成海豚前或後，對小威來說，有什麼

不一樣的感受嗎？

為什麼小威不要變成海豚呢？

我們知道要多學習知識。但是，「海豚表演」的教育意義

是什麼呢？



時數 內容綱要單元主題

 

教學法

3分鐘

6分鐘

3總結活動

評量項目

參考資料

一、能夠以同理角度，思考海洋生物被圈養在水族館是否妥當。

二、能夠知道目前台灣的三個圈養海洋生物的機構。

三、能夠列舉出台灣圈養海洋生物機構的問題。

四、能夠試著在人與動物的生存之間尋找平衡。

1.《小威海豚夢》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bztEOi2fhs
2.資料來源：朱翊瑄（2018)。叩叩叩，查水表！ņņ台灣的鯨豚哪裡來？。窩
抱報，11，頁38。

3.資料來源：羅亦儒（2018)，眷養動物，你好嗎？台灣眷養動物的現況。窩抱
報，11，頁17。

教師講述

教師說明

三、台灣圈養海洋生物的真實情況

(一)介紹目前台灣三個圈養海洋生物的機構其目前經營的內

容與海洋動物的歷年數量

(二)請思考看看：

①想一想，你從這兩張統計表格看到了什麼問題？

完成學習單

現在的水族館有這麼多問題，請你發揮創意，設計一個未

來的水族館，試著兼顧人們想要接近、認識海洋生物的慾

望，但是又不會傷害到這些珍貴的海洋生物！

(一)教師說明與指導學習單的撰寫

(二)請學生回家完成學習單

小組討論

2 花蓮縣 遠雄海洋公園

3 屏東縣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 新北市 野柳海洋世界



時數 內容綱要單元主題

 

教學法

1
2

1

2

10分鐘

5分鐘

教學
活動

引起
動機

3總結活動

評量項目

參考資料

教師配合

ppt為蒙特

利水族館做

概要的介紹

後，可以直

接在蒙特利

水族館的官

網，帶著學

生一起了解

蒙特利水族

館

小組討論法

小組討論或

個別分享（

教師可視狀

況調整）

學生自由創

作

5分鐘

5分鐘

5分鐘

10分鐘

一、未來水族館的無限可能

教師依據學生學習單對於「未來水族館」的設計方向做

統整或分類後，請學生向大家分享自己的設計理念。

一、多莉究竟該何去何從？

(一)居然真有此地！

電影中出現的「海洋生物博物館」，是取材自美國「加

州蒙特利水族館」。透過官方網站，我們一起來看看這

個水族館和我們之前討論的那種，把海洋動物抓起來主

要為了娛樂或展示的，有什麼不同吧！

(二)請學生分享看看，在了解蒙特利的水族館之後，

①你想要的水族館，是什麼樣子的？

②這個水族館應該要有哪些功能或目

的？娛樂？展示？教育？研究？

③更進一步地思考，我們需要「水族館」嗎？

(三)小組分享討論結果

一、改變的力量在你的手中！

想一想，你覺得我們可以為這些被關起來只為娛樂大

眾的動物們做些什麼呢？

桃園即將於2020年啟用一座新的水族館，其中將會

有海豚表演。或許我們可以……「試著寫一封信給可

以改變這個現況的人」

一、能夠藉由了解不同形式的水族館，說出水族館除了娛樂功能之外的目的。

二、能夠試著透過寫信，向有關單位，表達水族館應該改進的方向與原因。

1.資料來源：梁亦白（2018)，窩編逛水族館ņ加利福尼亞的珍珠ņ加州蒙特利
水族館。窩抱報，11 ，頁48-49

2.圖片來源：取自Monterey bay aquarium官網：http://www.monterey-

bayaquarium.org/animals-and-experiences/exhibits/life-on-the-bay

3.360° Underwater National Park | National Geographic. 

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64KOxKVLVg

4.中央通訊社（2018.01.26）。日商桃園建高科技水族館 2020年開幕。

取自：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801260287-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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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年_班  座號: _ 姓名: _

你喜歡去水族館嗎？為什麼呢？（或者，你沒去過水族館，那你
想去嗎？為什麼呢？）
                     　　　　　　　　　　　　　　　　　　　　　
　　　　　　　　　　
                                       　　　　　　　　　　　　　　　
　　　　　　　
我們上課討論了水族館的一些優缺點。如果你是多莉，從今以後
就住在水族館裡，你覺得好嗎？為什麼？（提示，請回想我們上
課時，那些海中生物被放在水族館的意義，或者也可以從水族館
的優缺點去思考，自己是多莉的話，想不想住在水族館裡？）
　　　　　                                           　　　　　　　　
　　　　　　　

透過小威的故事，我們看到身為住在水族館裡的海豚，會遇
到哪些不愉快的事情呢？請發揮你的觀察力與同理心，仔細
想一想喔∼
　　　　　                                           　　　　　　　　
　　　　　　　
                                                                            　　
　 

現在的水族館有這麼多問題，請你發揮創意，設計一個未來
的水族館，試著兼顧人們想要接近、認識海洋生物的希望，
但是又不會傷害到這些珍貴的海洋生物！（請利用學習單的
背面，盡情地發揮創意設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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