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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牠，遇見愛 

教案設計者   陳思穎、陳維縈

融入領域單元或主題教學   環境教育

主題名稱  遇見牠，遇見愛 

授課時數   共25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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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  《臺北》木柵國小

教材準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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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環境教育能力指標．．．．．．．．．．．．．．．．．．．．．．．．

1.小狗花花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SxZ3FFzdI
2.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9c-1wyDbZE
3.流浪狗之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9c-1wyDbZE

1-2-2 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1-3-1 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並能以創作文章、美勞

、音樂、戲劇表演等形式表現自然環境之美與

對環境的關懷。

3-3-2 學習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活環境。
5-2-1 能具有參與調查與解決生活周遭環境問題的經

驗。

5-3-1 參與學校社團和社區的環境保護相關活動。

珍古德說:「唯有了解，才有關心；唯有關心，才有行動；唯有行

動，生命才有希望；唯有尊重各種生命的生存權，世界將會多樣而美

麗。」 讓孩子從小明白流浪動物的處境，當他們瞭解現狀後，自然會

想關心，進而觸發行動，或許也散播希望種籽，讓世界更美好。

壹、設計理念

1.學生能知道流浪動物的處境。
2.學生能明白<以領養取代購買>
的原因。

3.學生能瞭解為寵物結紮、植晶
片的重要性。

1.學生能向他人說明以領養取代
購買，結紮取代撲殺的觀念。

2.學生能依照行動目標學習宣傳
的技巧。

1.學生能同理流浪動物的處境。
2.學生能在討論中聆聽不同意見。
3.學生能主動提出建議。
4.學生能克服困難實際實行計畫。
5.學生更能為弱勢族群付出。

情  意 技  能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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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課程簡介．．．．．．．．．．．．．．．．．．．．．．．．．．．．．．．．

時間  

共

兩

節

共

一

節

所需教材

Ƈ小安:看完小花狗狗的故事，我想對那些養小動物的人說：「在決定要不要養小動
物之前，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能力，不要自己無法照顧牠，就把牠丟掉。」

Ƈ小群:我們這組一共觀察了15隻流浪動物，我發現一般的流浪貓只要有陌生人靠
近，就會馬上躲起來。

激發學生對流浪動物的好奇心，藉由設計問卷了解大眾對流浪動物的觀點。

邀請政大尊生社學生到班上和學生對話，說明領養代替購買，結紮取代撲殺的意義。

在此階段，各組選出最重要的問題後，教師請長期照顧流浪貓的志工向學生演講，使學

生們了解幫助流浪動物有許多方法。各組將針對先前列的問題努力想出解決的方法，並

且選出最好的行動方案。

學生計畫好行動方案後，教師請獸醫到班上聆聽孩子們的想法，並給予建議，最後，教

師與學生一起實施計畫。

教師與學生一起回顧課程，並完成自評表。

內容綱要

1.「我和我家附
近的野狗們」

影片

2.「流浪狗之歌
」繪本投影片

1.學生自備照片
2.空白海報
3.「流浪動物哪
裡來」教學投

影片

4.Youtube短片
「小狗花花」

 

發
現
問
題

單元主題

一、觀察流浪動物:

1.教師與學生共讀繪本「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們」(http://children.moc.gov-
.tw/garden/animation.php?id=200107A01)後，討論書中情節，並請學生
分享對流浪動物的感覺。

2.教師播放「流浪狗之歌」的短片(https://www.you-
tube.com/watch?v=N9c-1wyDbZE)，請學生說出短片裡發生什麼事?並詢
問學生「如果你是流浪狗，你希望有個家，還是喜歡流浪?」

3.教師請學生每天觀察住家、學校附近的流浪貓狗，牠們的長相，寫在日
記上，並鼓勵學生拍照，下週與同學分享。

二、流浪動物哪裡來?

1. 教師與學生分享自家附近的流浪動物故事，並請學生分享觀察流浪動物
的成果與感想，大多數學生發現流浪動物多半在休息，沒有攻擊人的情

況，有些學生會特別拍照介紹社區流浪貓。

2. 老師與學生討論，為什麼台灣會有流浪動物?請學生寫在海報上
3. 教師以小狗花花的短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SxZ3FFzdI)
為例，請學生發表影片中有那些不適當的行為。

4. 教師說明目前台灣社會對流浪動物不夠友善，或許是因為觀念不正確。
5. 老師預告下次上課，會有政大尊生社的學生到班上分享流浪動物的故事
。

1  發現問題

2  了解現況 

3  激發構想

4  實際行動

5  問題探討

學
生
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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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主題

(一)專家演講

1.教師請政大尊重生命社學生到班上演講兩節課，給學生「以領養代替

購買，以結紮取代撲殺」的觀念，簡單說明為流浪動物結紮的好處。

(二) 設計問卷大作戰

1.教師回顧政大尊重生命社學生演講重點，並引導學生思考，目前大眾

對流浪動物的觀點。因此，必須先了解一般人對流浪動物的看法，之

後才能想辦法改善流浪動物的問題。

2.以投影片教導學生如何設計問卷，請各組討論問題與選項。

3.各組設計問卷後，上台發表問卷內容。

4.教師協助修正問卷。

(三)發問卷囉

1.教師以投影片教導學生做問卷時應注意的事項，請各組上台練習發問卷。

2.學生到六年級學長姐的班上發放問卷。

3.問卷收齊後，請學生做統計，計算每個問題的結果。

(四)問卷背後的真相

1.教師協助將問卷結果作成圓餅圖，請各組討論統計結果呈現的真相。

2.各組上台報告，從統計結果中，看到什麼真相。(如:在第3組的問卷結

果發現，家中寵物的來源大多是買的、別人送的，代表很少人有領養流

浪動物的觀念，也沒有幫家裡寵物結紮)。

時間 

共

兩

節

共

一

節

共

兩

節

共

兩

節

所需教材

政大尊生社

影片

「問卷大作

戰」教學投

影片

問卷統整教

學投影片

 

了
解
現
況

Ƈ小忻:我們今天去了六年2班訪問學長學姐對流浪狗流浪貓的看法，我覺得好緊張喔!

因為我從來沒跟六年級的哥哥姐姐和老師說過話，我覺得四年級的小偉學長好

厲害，他在準備的時候，都把台詞唸熟了，所以上台都不會緊張。

Ƈ小孟:今天聽到政大的老師分享結紮經驗，我本來覺得幫流浪動物剪耳很殘忍，但是

聽他們解釋後，覺得也蠻有道理的。希望更多人知道結紮代替撲殺。

◇設計問卷囉 ◇ 該怎麼設計才好呢? ◇設計完了寫寫看

◇講解很有架式呢! ◇發問卷了 ◇ 將問卷講解清楚

2

內容綱要

學
生
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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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主題

(一)抽絲剝繭找線索

1.教師請學生拿出問券調查結果，列出背後真相後，小組討論選一個最
重要的問題。最後決定結果如下:

2.各組以戲劇的方式呈現重要問題。

(二)流浪貓之歌

1.教師邀請志工演講，分享做流浪貓中途的經驗，使學生明白，除了領
養流浪動物之外，也有其他協助流浪動物的方式。志工和小朋友聊聊

他與貓的生活，並且敘述自己如何成為貓磁鐵(不斷發現幼貓)，如何
當幼貓的奶媽，又是如何當貓的中途。另外，他也向大家分享，成貓

和小嬰兒互動的情況，希望父母不要因為小孩子過敏就把寵物丟棄，

演講過程不但有趣也很溫馨。

(三)激發創意的點子

1.教師回顧各組設定的「最重要的問題」教導學生思考解決方法。
2.鼓勵學生彼此腦力激盪，每組必須想出20個點子，並寫在海報上。在
此階段，學生不需考慮可行性，點子越多越好。只要能幫忙解決流浪

動物的問題，都是好點子。

時間 

共

兩

節

      

共

兩

節

共

一

節

所需教材

海報

最重要的問題

第一組    如何讓民眾不因一時衝動養貓狗

第二組    如何讓流浪動物不被遺棄

第三組    如何推廣領養流浪動物的觀念

第四組    如何讓民眾更多加了解流浪動物

3
內容綱要

(四) 挑選好點子

1.教師請學生從之前想到的點子中，挑選四個點子。
2.老師教導學生使用CARTS技法聚焦，請學生從五個向度分別比較:花
費、接受度、資源、時間、空間。

3.將五個向度加總，各組決定之後要行動的點子如下:

4.各組決定點子後，以6W法思考行動企畫。

共

兩

節

「挑選好點

子」投影片

行動點子

第一組    到街頭宣傳飼主的責任在學校

第二組    宣傳幫動物植晶片的觀念

第三組    拍短片po上網宣導以領養取代購買

第四組    在學校發宣傳單，宣傳領養流浪動物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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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獸醫師對話

1.各組上台報告行動企畫，由獸醫師依序給予回饋，並選出構想最完整
的組別。

2.獸醫師分享為流浪動物做結紮手術的過程及重要性，另外，也讓學生
明白流浪動物可以訓練成狗醫師，對人類有不少幫助。

共

兩

節

Ƈ小群:今天聽完獸醫叔叔的演講，我覺得我不適合當獸醫，因為我無法適應開刀時的
血腥畫面。但是我想參加與動物有關的活動，因為我很喜歡動物，可是因為我

會過敏，所以不能養狗，讓我覺得有點可惜。

Ƈ小璇:我覺得今天童醫師的演講，讓我增加許多關於流浪動物的知識，又讓我們了解
如何幫動物結紮，真是令我受益良多。我希望未來可以加入「狗醫生」的社團

，不但解決流浪動物的問題，也可以陪伴老年人。

◇針對孩子的想法給一些意見 ◇小朋友們在尋找畫面裡有幾隻貓 ◇認養流浪狗後要做的事

學
生
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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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行

動」投影

片

Ƈ小翊:今天我們到木柵市場宣傳，一開始我覺得很緊張，也沒有什麼人願意停下來
聽我們解釋飼主要做的事。後來老師幫我們找路人，總算有人來聽我們講解

了。現在才知道在路邊宣傳這麼難。

Ƈ小鈞:我們到六年2班宣傳領養寵物的觀念，發現其實很多人都不了解流浪動物。
但是經過我們講解後，大家在有獎徵答時間都很踴躍發言。老師說我們的宣

傳達到效果了，真是難得的經驗。

◇第一組向路人宣傳 ◇右上方的第一個簽名是個大班的小
孩，媽媽要他代表家人簽名

◇第二組同學到其他班級做有獎徵答

◇第三組同學正在排練行動劇 ◇讓大家知道領養代替購買的重要 ◇第四組同學到六年級班上宣傳

單元主題

(一)實際行動

1.老師回顧上週獸醫師給各組的建議，並請各組討論分工情況。
2.教師與各組討論行動的細節後，各組開始依行動方式做不同的準備，
每週上台報告進度。

3.教師與各組約定行動時間
4.執行情況

時間 

共

伍

節

      

 

實
際
行
動

各組執行情況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到街頭宣傳飼主的責任:結紮、植晶片、不棄養，並在一

小時內徵得路人認同簽名22個。

製作投影片「你想養寵物嗎」，搭配漫畫、小文章，在

學校宣傳幫動物植晶片的觀念。

自編劇本後，拍完短片，準備剪輯後po上網宣導「以領

養取代購買」。

製作投影片「認識流浪動物」，到班級上宣傳領養代替

購買，並製作宣傳單教導學生如何與流浪動物相處。

4

所需教材內容綱要

學
生
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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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主題

1.各組完成任務後，與老師討論執行任務的情況，克服哪些困難，以及
心裡的感想。

2.教師請各組同學完成「宣傳大使自評表」

時間 

共

一

節

      

 

問
題
探
討

教學要點及注意事項

在教學過程中，我們一邊設計課程，

一邊反思。不斷問自己：「學生對主

題會不會感興趣？這是不是他們需要

學的？能不能符合每個人的需求？」

過去我們知道，教學歷程很有意思，

若課程設計符合孩子興趣，上課就像

指揮交響樂，流瀉美麗的樂章。然而

，若課程內容不符合孩子程度，上課

頓時像交通阻塞，一分一秒都是煎熬

。這些經驗累積，使我們明白，儘管

孩子們喜歡的課程偏向活動類，但老

師也必須給予學生足夠的先備知識，

才能讓孩子依照知識作發想，依照思

考作論述。因此，建議老師們在教學

時，掌握教學目標後，教學方法及內

容皆可彈性調整，選擇適合學生的教

學方式。

3

評量方式
從平時上課學生回答的內容，以及學生參與小組討論的情況做評分。

從學生思考行動方案，以及實踐方案的過程中評分。

教師透過每週上完課後的「工作日誌」，以及課程結束後的宣傳大使自評表，

來觀察學生。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檔案評量

激發學生潛能

由於課程長達一學期，要如何讓

學生自主完成更多事？我們認為

這是一連串的行動，假如學生有

好的學習經驗，便能帶著經驗成

長。正面的經驗不會立即消失，

而是延續下去的，即使未來面臨

挫折，還能面對困境。我們認為

，每個孩子的能力不盡相同，因

此如何讓孩子發揮所長，除了觀

察記錄孩子的優弱勢之外，在問

題解決風格以及領導方面，都能

找出合適人選，但教師也需在一

旁鼓舞士氣。

聘請良師作為典範

在我們這門課裡，我們尋找三個

不同的對象作為孩子們的良師。

不論是政大尊生社的柯老師、流

浪貓中途志工，以及獸醫師，這

三位對流浪動物的了解深淺不同

，但他們都帶給孩子們很好的身

教，透過身體力行，讓學生瞭解

行動有各種方式，我們能衡量自

己能力，適時給予社會支持。

以學生為學習主體

1 2 3

5
內容綱要 所需教材

宣傳大使

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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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2

學生自評表統整

經過這學期的上課，我可以說出流浪動

物的處境。

教師們把課程目標設計為問卷，在課程結束後讓孩子不記名填寫，並將結果統整如下。

10

9

8

7

6

5

4

3

2

1

0

非常同意,9

同意,2

普通,6 

經過這學期的上課，我能說明<以領養取代

購買>的原因。

經過這學期的上課，我可以能同理流浪

動物的處境。

經過這學期的上課，我可以瞭解為寵物

結紮、植晶片的重要性。

請學生省思是否能說出時，回答「非常同意」

者佔53%，回答「同意」者佔12%，回答「普
通」者佔35%。進一步詢問，學生能都能明白
流浪動物在街頭流浪時的遭遇，已經被捕捉到

收容所後的情況。

01
詢問學生是否能說明「以領養取代購買」的原

因時，回答「非常同意」者佔50%，回答「
同意」者佔33%，回答「普通」者佔8%，回
答「不大同意」者佔8%。學生大多數都同意
領養能改變一條生命，也能避免非法繁殖場為

了賺錢而虐待動物。

非常同意,9

同意,8

普通,0 不太同意,0

非常同意,6

同意,4

普通,0

不太同意,1

非常同意,7

同意,8

普通,1 不太同意,1

詢問學生是否可以瞭解為寵物結紮、植晶片的

重要性時，回答「非常同意」者佔41%，回答
「同意」者佔47%，回答「普通」者佔6%，回
答「不太同意」者佔6%。顯示學生明白，即使
是家中的寵物，若能為其結紮，都能使寵物更

健康，植晶片則是確保寵物走失時，還有回家

的可能。

詢問學生是否能同理流浪動物的處境，回答

「非常同意」者佔53%，回答「同意」者佔
47%，回答「普通」者佔47%。在這方面，
即使學生說不出流浪動物的處境，但他們都

認為自己可以同理流浪動物的處境，多了一

份體諒與憐憫。

04



遇見牠，遇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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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小狗花花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SxZ3FFzdI
2.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9c-1wyDbZE
3.流浪狗之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9c-1wyDbZE

07

06經過這學期的上課，我更可以在討論中

聆聽不同意見。
經過這學期的上課，我更可以主動提出建議。

經過這學期的上課，更能為弱勢族群付出。
經過這學期的上課，我更能克服困難實

際實行計畫。

詢問學生是否更可以在討論中聆聽不同意見，

回答「非常同意」者佔35%，回答「同意」者
佔47%，回答「普通」者佔17%。由於這門課
有大量的討論，孩子們必須互相溝通協調，逐

漸培養尊重多元意見的素養。

05
詢問學生是否更可以主動提出建議，回答「非常

同意」者佔41%，回答「同意」者佔41%，回
答「普通」者佔12%，回答「不大同意」者佔
6%。進一步追問孩子想法，大多數學生認為這
門課因為有許多擴散思考的技巧，孩子們都必須

提出看法，但也有孩子認為有難度。

非常同意,9

同意,6

普通,0

非常同意,4

同意,8

普通,5

非常同意,6

同意,9

普通,2

詢問學生是否更能克服困難實際實行計畫，

回答「非常同意」者佔47%，回答「同意」
者佔52%，回答「普通」者佔24%。孩子們
平時較多機會在教室上課，很少實際走出教

室外，更少實際付諸行動。在這門課裡，大

多數學生都很開心自己有所改變，可以盡一

己之力。

詢問學生是否更能為弱勢族群付出時，回答

「非常同意」者佔64%，回答「同意」者
佔35%。顯示學生較能關心弱勢族群，學
生從關心流浪動物開始，越來越關注動物的

議題，並且學習推己及人，願意思考自己能

為弱勢族群做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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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6

同意,8

不太同意,0

普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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