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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階段
■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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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楊孟勳
學校：臺南市下營區
下營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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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間
3節
教學方式
■融入式：融入之領域/科目/議題：自然與生活科技；融入之教科書版
本及單元：康軒 第二冊 第四章 地球上的生物；
領域/科目/議題之相關能力指標(核心素養)：領域之相關能力指標
1-4-1-1、1-4-3-2、1-4-5-3、1-4-5-5、1-4-5-6、2-4-1-2、2-4-8-3、4-4-2-2、
4-4-3-3、7-4-0-2 議題之相關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資訊】4-2-1、4-3-5、
5-3-4、3-4-5 【環境】1-4-1、3-4-2、3-4-4、4-4-2、5-4-2、5-4-4 【生
涯】1-3-1、1-3-2、3-3-4
徵稿主題
■尊重生命、■孝悌仁愛、■行善關懷
設計理念
一、學生背景經驗分析
（學生背景經 （一）徬徨無助的疏離感，誰曾經愛過我？
驗分析、教材內 青少年時期為追求自我認同、自主與獨立的重要階段，在面臨自我衝突
涵）
與認知壓力的情況下，能否知覺到家庭中有足夠的支持與關愛成了青少
年發展的重要關鍵，但隨著從襁褓中的嬰兒、嗷嗷待哺的幼兒、逐漸可
自理的兒童到追求自我意識的青少年，家庭除了提供物質需求外，情感
上的需求卻是越來越難給，關心的多怕是被嫌煩，關心的少些往往可以
在表面上相安無事，於是，過度的尊重反而造成疏離感，使得青少年在
徬徨無助時無法向家庭求援，親子間漸行漸遠……
因此，本次課程設計試圖重新闡述並建立家庭與孩子間的親子關係，從
毫無行為能力的嬰兒開始，家庭中總是有那麼一個半夜辛勤餵奶、無怨
把屎把尿的人存在，才能成就現在，除了應該愛惜、賞識現在的自己，
更應心存感恩，孝親尊長。
（二）自我中心意識，缺乏生命關懷。
長久以來，即便教育改革進行得如火如荼，家長們對於升學的傳統思維
仍然揮之不去，再加上青少年時期自我意識的發展，家長對學生的要求
就是「管好自己，把書讀好，其他都不用做」，需要幫忙家務嗎？不用！
需要照顧家人嗎？不用！更遑論推己及動物。於是，虐待動物事件頻
傳，殘忍地用滾燙熱水澆淋動物或用BB槍射擊野狗…等為樂行為令人
痛心！
因此，設計者繼續延伸對親情的情境，引進動物親子間的深情，利用同
理心引入萬物皆同之事理，希冀能提升學生尊重生命的知能，並進而能
展開對動物關懷及救援行善的具體行動。
（三）沉溺虛擬世界，缺乏真實體驗。
現今資訊設備與科技發達，學生接觸到的不再是跑跑跳跳的跳房子、追
趕嬉戲的鬼抓人等體感遊戲，取而代之的是關在家的網路虛擬世界或是
VR等虛擬實境；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長期待在室內，對周遭生活環
境缺乏感受，什麼是下雨的味道？什麼是炙熱的太陽？草地踏起來是什

麼樣的感覺？海浪拍打腳底又會是什麼樣的感受？……等都缺乏深刻
體驗！
由此，在本課程設計中繼續延伸、擴展對動物的關懷之情，引入目前最
嚴重的海洋污染議題，帶領學生體驗環境以引發愛護環境之心，期待由
心而行，主動積極產生具體環境保護作為。
(四)科學中始終必須帶有關懷與尊重
1939年8月2日，羅斯福總統收到了愛因斯坦的一封信，信中這位世界公
認偉大的科學家鼓勵美國研發核武器，以防納粹德國領先，在這封信和
其他委員會報告的影響下，羅斯福總統授權國防研究委員會開發核武
器，並於1941年簽署總統令，召集許多科學家成立了美國科學研究局展
開以研發核彈為主的曼哈頓計畫，開啟了世界核武戰爭史，從此受核彈
之害的人類死傷慘重，環境與生物遭受波及無法恢復，而這也成了愛因
斯坦自認為這一生犯下最大的錯誤，為此悔恨不已；於此，如何於科學
教學的同時引入品德教育以培養具有人文關懷情操更顯重要!
因此，本次課程設計係利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實施，融入品德核
心概念，經由情感的引導，進而探討如何利用科學知識與科技能力幫助
動物，維護自然環境，以培養關懷動物、尊重生命、愛護自然的品德素
養。
二、教材內涵
1.主題說明
本教學設計三個單元課程，由人與自己、人與動物，推展至人與環境三
個層次，並融入品德教育核心概念，期望學生能從「家庭的愛」單元中
重塑家庭關係並能肯定自我，學習「賞識感恩」與「孝親尊長」；從「動
物之殤」課程內容中引發對動物的同理心，學習「尊重生命」與「關懷
行善」；最後，從「海洋之歌」單元與實地踏查中收穫「愛護環境」與
「主動積極」，盡自己的一份力，讓家庭、環境甚至世界更美好。
2.教學方法
本教案設計採用的教學方法如下：講述法、體驗學習、合作學習、價值
澄清，並運用資訊媒體融入教學使用，俾利課程能更多元進行。
3.評量方式
採多元評量評估學生品德教育的學習成效，以課室觀察、學習單、實作
評量與訪談記錄等方式來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
運用品德教育 參考繪本-謝謝你來當我的寶貝、爺爺的散步道、愛，無所不在、臭豆
資源網素材說 腐女孩等進行家庭間親情的引導。
明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 教學注 教學
(分) 方式 意事項 資源
1-1 學生能瞭解與他人 一、準備活動-繪本「擁抱」導讀 10 學習 教師進 學習
良善的互動並不是用尖 1.教師分享繪本「擁抱」內容，引
單檔 行情境 單 自
銳的態度或言語，而是 導學生發揮想像力，將故事情節
案評 引導
編教
溫暖柔軟的心。 1-2學 敘述出來。
量
時，要多 材 自
生能夠體會自己從小到 2.教師提問與小組學生進行討論
教師 營造溫 編ppt
大茁壯的過程，都來自 與對答。
課室 馨的氛
於家長的細心照顧。 *為什麼小刺蝟很想要擁抱？擁
觀察 圍
1-3學生能瞭解自己是 抱讓人感覺很……

一個得來不易、耗費家 *小刺蝟最後發現，要成功的擁抱
長許多
對方要用哪裡和人接觸？因為那
個地方最……
3.教師總結。
1-1 學生能瞭解與他人 二、發展活動-誰擁抱過你?
良善的互動並不是用尖 1.分組討論，從小到大誰用他最柔
銳的態度或言語，而是 軟的一面擁抱過你？
溫暖柔軟的心。 1-2學 2.教師利用自編教材發表，並請學
生能夠體會自己從小到 生觀察教材中被擁抱的孩子有什
大茁壯的過程，都來自 麼表情？擁抱孩子的媽媽、爸
於家長的細心照顧。 爸、阿嬤和阿公有什麼表情？
1-3學生能瞭解自己是 3.進行小組發表與討論，發現
一個得來不易、耗費家 *被擁抱的孩子停止哭泣、安穩、
長許多
睡得很熟……
*擁抱孩子的人表情很和藹、充滿
呵護關心的情意……
4.教師提供謝謝你來當我的寶
貝、爺爺的散步道、愛，無所不
在、臭豆腐女孩等四套繪本讓學
生分組討論，並進行總結。
1-1 學生能瞭解與他人 三、綜合活動
良善的互動並不是用尖 (一)因為你們的擁抱，所以我…
銳的態度或言語，而是 1.教師說明，從一個處處需要人照
溫暖柔軟的心。 1-2學 顧的小寶寶，長大到現在活蹦亂
生能夠體會自己從小到 跳的青少年，是因為有好多人不
大茁壯的過程，都來自 辭辛勞地暖暖的擁抱！所以，每
於家長的細心照顧。 一個人都是非常地珍貴的！
1-3學生能瞭解自己是 2.教師提問，請學生思考，「因為
一個得來不易、耗費家 你們的擁抱，我會變成
的
長許多
我！」
3.在學生思考的過程中，教師舉美
國飛魚菲爾普斯為例說明，每個
人都是有缺點的，即使是奧運金
牌得主亦然，但因為他看重自
己，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那麼，
擁有許多人擁抱過的你，再想想
看自己可以變成什麼樣子？
(二)童話…會成真！
1.教師播歌曲「童話」，請學生聆
聽，並以自己做為歌曲中的
「我」，以家人做為歌曲中的
「你」，並請學生寫下自己的感
受。
2. 請學生思考與家人相處時，應
該用什麼樣的態度與面容，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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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
討論
結果
教師
課室
觀察

教師進 學習
行情境 單 自
引導
編教
時，要多 材 自
營造溫 編ppt
馨的氛
圍

20

教師
課室
觀察
訪談
記錄

在進行 自編
深層情 教材
感分享 自編
時，男性 ppt
學生會
略顯吃
力，需要
適時鼓
勵

省目前的行為或態度是否適當。
3.教師向學生提出詢問，歌曲「童
話」的最後一段，有沒有信心能
夠讓它成真？
2-1學生能瞭解動物與
人類無異，學會每一個
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2-2學生能了解自己是
有能力關懷其他動物，
並能努力執行。
2-1學生能瞭解動物與
人類無異，學會每一個
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2-2學生能了解自己是
有能力關懷其他動物，
並能努力執行。

一、準備活動-穿山甲介紹
1.教師向學生提問：你認識穿山甲
這種生物嗎？
2.教師藉由自製ppt向學生介紹穿
山甲。

5

學習
單檔
案評
量

二、發展活動
(一)穿山甲媽媽的愛
1.教師播放影片「穿山甲媽媽」，
請學生觀看。
2.教師提問：
*影片中人類為了各種原因殘忍
地殺害穿山甲，為什麼有一隻穿
山甲遭遇這麼殘忍的殺害，還是
緊緊蜷曲？
*還記得嗎？當你小時候生病
時，你的家長是不是也不眠不休
地擁抱、照顧著你。
*人類的家長與穿山甲媽媽對於
孩子的照顧是不是很相同？
3.教師進行結論，人類和穿山甲
（所有動物）沒有差別，都是父
母生養，應心存萬物平等概念。
(二)再見穿山甲
1.教師提問，你看過穿山甲嗎？
2.教師提供穿山甲3D列印作品，並
邀請學生一同響應穿山甲日，利
用3D列印技術，設計並列印出具
紀念意義的穿山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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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課室
觀察
小組
討論
記錄
學生
實作
作品

2-1學生能瞭解動物與
人類無異，學會每一個
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2-2學生能了解自己是
有能力關懷其他動物，
並能努力執行。

三、綜合活動-讓我做你的一部份
1.教師播放影片「大嘴鳥義肢」，
請學生觀看。
2.教師提問：
*影片中為什麼大嘴鳥會失去自
己部分的鳥喙，而無法進食？
*影片中人類利用什麼科技幫助
大嘴鳥重拾生命？
*他們是怎麼幫大嘴鳥裝上義喙
的
3.教師進行結論，科技始終來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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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課室
觀察
小組
討論
記錄

教師可 自編
說穿山 ppt
甲相關
故事與
學生分
享
使用3D 網路
列印機 影片
列印
學習
時，由於 單
耗時較 3D列
久，教師 印機
可事先 線材
列印成 穿山
品展
甲3D
示，再進 列印
行引導 電子
切片
檔

網路
影片
學習
單

人性，科學不可以失去對生命的
關懷，反而應該努力幫助動物獲
得更好的生活。
10
3-1學生能知道目前海 一、準備活動-塑膠寄居蟹
洋環境污染的嚴重程 1.教師提問：當生態環境遭受人為
度。 3-2學生能瞭解個 破壞，寄居蟹找不到天然的殼可
人也是有能力愛護環 用以繼續長大，生物必須找到生
境。 3-3學生能實際瞭 存下去的方法，想想看，寄居蟹
解減少使用塑膠的重 可以用什麼當殼？
要，並能身體力行。 2.教師播放影片「寄居蟹沒有家
背著瓶蓋趴趴走」，請學生觀看。
3.教師提問，為什麼寄居蟹可以輕
易找到瓶蓋、罐子、水
20
3-1學生能知道目前海 二、發展活動-聽海哭的聲音
洋環境污染的嚴重程 1.教師發下學習單，請各小組依照
度。 3-2學生能瞭解個 學習單提供的圖片，為小海龜寫
人也是有能力愛護環 出一篇故事。
境。 3-3學生能實際瞭 2.教師整理各組學習單內容後，統
解減少使用塑膠的重 整出一篇小海龜的故事。
要，並能身體力行。 3.教師提問：造成小海龜誤食死亡
的塑膠袋來自哪裡？
4.教師播放影片「塑料海洋危害地
球」，請學生觀看。
5.教師向學生說明目前海洋塑膠
污染的嚴重程度。

教師
課室
觀察
小組
討論
學習
單

網路
影片
學習
單

小組
討論
學習
單

自編
學習
單與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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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學生能知道目前海 三、綜合活動-不塑之課
洋環境污染的嚴重程 1.教師提問：
度。 3-2學生能瞭解個 *要怎麼減少塑膠的使用呢？
人也是有能力愛護環 *從個人減少使用塑膠開始，是不
境。 3-3學生能實際瞭 是真的可以拯救環境？
解減少使用塑膠的重 2.教師播放影片「便利人生一週累
要，並能身體力行。 積多少垃圾？」，請學生觀看。
3.教師播放影片「愛地球人生一週
累積多少垃圾？」，請學生觀看，
並討論個人是否可以做到愛護環
境嗎？
4.教師發下學習單，請學生記錄一
天自己便利人生製造的塑膠垃
圾，乘以365天後，一年將產生許
多塑膠垃圾，接著再計算全班一
年製造的數量更是可觀。
5.分組討論並發表減少製造塑膠
垃圾的方法。

教師
課室
觀察
小組
討論
學習
單 實
作評
量

由於影 網路
片內容 影片
輕鬆易 學習
懂，教師 單
須適時
講解引
導

評估與省思：
第一節家庭的愛
1.在利用繪本導讀時，由於是採用投影片播放，所以需要掌控學生是否有融入情
境，尤其是男生，對於這種比較感性的議題比較無法融入，所以，在編排座位時，
可以讓男生坐在前排中央的位置。
2.在分組討論誰擁抱過你時，女生很明顯地可以被引導到貼近課程的討論，感受被
呵護的感覺，而男生則需要教師比較具體地敘述從小到大被照顧的情景跟舉動。
3.在討論因為被擁抱過，所以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時，一開始學生不容易對自
己產生強烈的信心，因此，臨時加入美國飛魚的故事，說明即使是特殊兒童，只
要堅信自己的能力，也可以有很棒的成就。所以，在引導學生賞識自我的過程中，
仔細觀察學生的情緒變化、適時加入鼓勵的話語與實例是非常需要的。
第二節動物之殤
1.在講解穿山甲這種瀕危動物時，學生顯得非常有興趣，是一個很好的引起動機課
題，但是在利用穿山甲媽媽對照人類家長時，需要留多一點時間給學生思考，因
為學生乍看到穿山甲媽媽護幼不忍死的影片時，都深深被震撼了!因此，可以多給
學生一點時間思考與討論，加深印象與學習成效。
2.在介紹3D列印技術使用在製作動物與人類救傷器材時，學生紛紛感到科技的神
奇，此時教師可以多著墨在科技可以提供弱勢族群(人類與動物等)許多幫助，引入
人性的關懷。
3.學生看到受傷的大嘴鳥影片時，普遍會覺得恐怖，教師此時可以引入同理心的思
維，詢問如果是你嘴巴受傷無法進食，是不是會很痛苦?
4.本單元很容易吸引學生的注意，所以，課堂的秩序與學生的專心度非常良好，教
師需多著墨在人文關懷的引導部分與時間掌控(尤其是3D列印實作時)。
第三節海洋之歌
1.講解塑膠寄居蟹可以很快地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再接著播放海洋污染的影片更
能加深學生的印象。
2.在撰寫小海龜的故事時，很明顯的發現男生寫不出來!所以，分組時最好可以採
男女生異質性分組，由女生在小組裡進行主導討論的工作，此外，學生對於海龜
的食物是水母這一個知識是缺乏的，所以，教師要適時地提醒學生。
3.在不塑之課活動中，一開始要學生紀錄自己便利人生一天用掉多少一次性塑膠垃
圾時，學生明顯感到不耐煩，所以，教師要耐心請學生紀錄，等學生紀錄成果後，
加總起來的數量與效果非常驚人!呈現很明顯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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