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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高中教育採用實物解剖作為生物科教材已有超過三十年之

歷史，幾乎每個三類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都會接觸到實際的解剖課

程，隨著時代演進，重視動物福利的聲浪已漸漸興起，大規模且不人

道的屠殺動物作為教學用教材已不合時代潮流。如何能兼顧動物福利

與學生教學權益，研發相關替代教材，使學生能在沒有壓力的環境下

學習生命的奧妙，是現階段吾人所努力的方向。本計畫以青蛙解剖教

材作為研究材料，探討並研究在經濟與教學合理範圍內最適合國內高

中所使用的替代教材，供日後教學參考及推動動物福利觀念之用。 

本計畫之目的是研發適用於本國高中使用之「青蛙活體解剖替代

教材」，本年度目標有二：1.相關教材、資料蒐集；2.決定教材內容與

方向。計畫實施方法與步驟為：一、蒐集國內、外現有關於青蛙活體

解剖之替代教材。二、聘請學者、教師組成專案小組，舉行小組會議、

訪談專家學者，分析所蒐集之現有教材內容，研擬適合台灣高中生使

用的青蛙解剖替代教材之內容與方向。 

青蛙解剖替代教材，可分為六大類，在所收集的替代教材中，互

動性最好，能提供學生最多資訊的，是以電腦模擬解剖情況的軟體替

代教材。它可以模擬實際的解剖過程，並且可以讓使用者作虛擬環境

的操作。大多數參與座談會的來賓表示，採用實際解剖影片拍攝，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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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電腦後製的教學軟體，是他們認為最為逼真也最貼近解剖現實的

呈現方式。 

本計畫蒐集了超過 15 種國內、外替代教材（幾乎全都是外國研

發的），加以分析並評比其教學效果；並如期召開五次座談會，分別

邀請生物學者、獸醫師、國高中生物科教師、大學高中學生、出版社

生物編輯等共計 30 人，共同討論高中青蛙解剖替代教材之可行性，

咸認為應該加強解剖課中的倫理教育，對於替代教材能否替代活體解

剖，雖尚有疑慮，但至少提供師生一個選擇的可能。 

96 年 12 月 14 日動物保護法修正第 18 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

得進行課程綱要以外的解剖實驗。目前生物課程綱要已將青蛙解剖列

為選修，未來可調查高中師生之蛙剖是否有逐漸減少的趨勢，再行考

慮是否出版本國之青蛙解剖替代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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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中青蛙解剖實驗之問題與困境 

 

青蛙解剖目前在許多高中仍持續進行，但存在許多潛在問題，包

括實驗室安全、動物保護、生體處理等部份，詳述如下： 

1. 實驗室安全：標準之青蛙解剖課程需由兩步驟對青蛙做犧牲之動

作。採用乙醚麻醉青蛙後，進行後腦大椎孔穿刺，以一根粗針由

青蛙之後腦大椎間隙穿刺進入青蛙之大腦，進行物理破壞而犧

牲。以人道及動物保護觀點，應先做麻醉動作再予犧牲可避免犧

牲者的痛苦，惟國內的高中實驗設備不足，在乙醚麻醉上無法廣

泛進行。 

乙醚為管制性藥品，具有致癌性與毒性，同時為強烈的揮發性

液體，必須在抽氣櫃中才能進行操作，國內高中在生物科實驗室

鮮少配置抽氣櫃，因此若採用以燒杯加蓋的方式進行麻醉，乙醚

氣體將會散逸，造成學生及老師暴露在有毒氣體當中，在安全考

量上應禁止相關化學藥材的操作使用。有的教材及學校以乙醇取

代乙醚作為青蛙麻醉的藥品，但乙醇僅能讓青蛙進入窒息昏迷狀

態，在取出麻醉容器後隨著呼吸很快就會醒來，並非一良好的麻

醉藥品。因此許多高中在採取犧牲過程時，實驗室的安全均受到

質疑，任何實驗都必須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進行，若學校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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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支持實驗安全的進行，該實驗的進行與否就有相當大的討

論空間。 

2. 學生操作問題：許多高中在進行實驗課程時，參與之學生不當處

理犧牲動物，導致動物在犧牲過程中產生巨大痛苦，並且污染實

驗室環境。因高中生性向並非確立，也非每個參與實驗課程的學

生對於實驗內容均具有高度興趣與心理準備。而實驗的單位是以

班級作為單位，許多對該課程沒有興趣的學生被迫使要操作犧牲

動作，在內心抗拒與排斥下，學習的效果將打折。亦有學生的動

物保護觀念不足，在實驗課程中將實驗動物作為遊戲的道具使

用，造成實驗動物的犧牲價值大減，教師在教學時亦有挫折感。

本次研究過程中訪談多位曾進行蛙剖實驗的高中與大學生，普遍

表示並非全班同學都能融入解剖實驗的氣氛當中，有人畏懼而採

取觀望或逃避，有人單純因為好玩而任意處置動物。 

3. 事後處理：目前高中青蛙解剖課程主流是以小組方式進行，每四

到五人分享一隻青蛙，估算每班需要十到十五隻。以年級估算，

較大的學校每次進行青蛙解剖課程均需準備超過一百隻的青蛙。

這些青蛙在犧牲過後，依實驗動物管理條例應該集中回收，並且

以焚化方式處理。但目前高中並未有焚化爐之配置，亦無多餘預

算回收後交由大學或相關研究機構的焚化場進行處理。許多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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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犧牲後只能打包以一般垃圾丟棄，在衛生考量上令人擔憂。 

4. 課程編排：青蛙解剖課程在目前的高級中學教育中，由原本之必

修課程轉變為選修課程，亦即在學科能力測驗中不會出現相關考

題。因此有許多學校陷入了傳統與現實的拔河之中，部份學校因

應考試內容不出現本實驗，因此宣佈停止本課程的實施，其餘則

依然作為該校的教學計劃內容。在考試觀點來看，停止考試不考

的課程教學，確實可使學生專心在其餘重點課程上，但是與其他

仍持續實施青蛙解剖課程的學生而言，學校這樣的政策是否剝奪

了他們部份的受教權，在進入大學之際會否因為曾經接觸過相關

的課程洗禮而在校系選擇上受到影響，仍待商榷。 

教育部所規範的課程綱要內，對於實驗方式並未硬性規定，而

採取讓各教科書廠商自由發揮的方式，因此在每本教科書上對於

實驗的內容都不一定一致。經訪談高中教師後，我們得到回應，

雖以教綱作為根本，但希望各廠商可以在課外補充的方面多做加

強，可作為他們在提供學生額外知識時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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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活體解剖教學活動的再深思 

自從高中動物實驗由必修改為選修，除了師生具有授受此課程的選

擇權，理論上教科書出版業者也有將其納入教材的決定權；然而實務上

教科書、參考書出版業者依循高中生物課程綱要，不論是否開宗明義闡

明為「補充教材」、「不列入評量」，現行所有高中教材仍全數保留了青

蛙的活體解剖。 
鑒於高中生物師生在教學、學習上仍重度受限於教科書、參考書，

而出版業者又極度重視課程綱要內「每一個被列舉出來的學習重點」；

值此課程綱要重新規劃的時機，分別就法律、實驗設計內容提出以下思

考、再議的觀點。 
 「蛙的觀察與解剖」是否符合「神經系統與行為」的教學目的 
 高中活體解剖教學活動是否違反動物保護法 
 現行高中解剖教學活動採用的麻醉、遺體處理方式，可能有公

共危險之虞 

ㄧ、「蛙的觀察與解剖」是否符合「神經系統與行為」的教學目的 
依據現行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科目「生物」課程綱要，「蛙的觀察與

解剖」此ㄧ探討活動安排在「神經系統與行為」單元中，解剖內容以觀

察周圍神經系統為主，亦應觀察其他系統。 
主題 主要內容 內容說明 備 註 參考節數

九
、
神
經
系
統
與
行
為 

1.神經元 
2.神經衝動 
 
3.腦與脊髓 
4.腦神經與脊髓神

經 
 
 
5.自律神經 
 
6.學習與行為 
7.※探討活動 9-1  

1-1 神經元的構造與種類 
2-1 神經衝動的原理 
2-2 神經衝動的傳導與傳遞 
3-1 腦與脊髓的構造與功能 
4-1 腦神經的作用（以迷走神經

為例） 
4-2 脊髓神經與肌肉收縮 
4-3 反射與運動 
5-1 內臟活動與心跳的調節與管

制 
6-1 學習與行為的生物學基礎 
7-1 蛙的觀察與解剖 

 

 

 

 

 

 

 

 

 
‧以觀察周圍

神經系統為

主，亦應觀

察其他系統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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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各版本教科書的「蛙的觀察與解剖」探討活動內，活動目

的皆以觀察蛙的外觀型態、了解其他解剖構造為主；反而是此單元觀察

重點所在的神經系統，由於在解剖技術上要熟練且完整地從肌肉組織中

完整游離出來，並非初次進行解剖的高中生可以在生物實驗課短短數小

時內輕易完成；至於大學生物領域課程普遍熟悉的神經肌刺激實驗：將

兩棲類的腓腸肌和支配神經由體內剝離出來，製成神經-肌肉標本，加

以物理性刺激後觀察，在現行的高中教科書與參考書中，不是簡單文字

帶過或是根本就未加以提示，因此在整個活體解剖實驗中觀察神經系統

的時間相當有限，對於實驗要傳達的神經功能訊息相對也闕如。 
而在神經功能的考量以外，了解兩棲類解剖構造所傳達的生理訊

息，其實還必須透過對循環系統、消化系統、內分泌系統……等等生理

功能的進一步闡述才能夠讓學生更明瞭，這些生物知識的吸收與理解，

並不是得直接透過對動物器官的肉眼觀察才能獲得。 
另外兩棲類的解剖構造其代表性、應用性並不及於哺乳動物；若高

中階段非透過活體解剖無法了解動物的生理構造，那麼以實驗動物界普

遍使用的大鼠、小鼠豈不更具有代表性? 高中生物教師如果能夠帶著學

生以尊重生命的崇敬心情對蛙類進行解剖，為何不能以小鼠作為活體解

剖的對象? 在高中階段拒絕使用哺乳動物的理由，為何無法同樣地適用

在兩棲動物身上?只因為犧牲兩棲類的手續比犧牲哺乳動物如鼠、兔來

得簡單嗎?   
因此在「蛙的觀察與解剖」實驗中，輕易地犧牲了數條活體生命，

在教學上除了帶給學生「親手解剖活體動物」、「親自感覺新鮮的血與

肉被切開與支解」的效益，讓其他替代教學方式就可以達到的「認識解

剖構造」的目的，選擇性地以生命逝去的形式呈現，實在難以更進一步

讓學生深入了解神經系統與行為，更沒有必要選擇性地以兩棲類的血肉

作為高中生進入生醫學科大門試扣的門環。 

二、高中活體解剖教學活動是否違反動物保護法 
根據動物保護法第三條、第十二條，普通高級中學生物課程綱要中

規定的選修科目「生物」課程內，教學單元主題九： 神經系統與行為，

搭配之課程探討活動---「蛙的觀察與解剖」，其中「蛙」符合實驗動物

的定義，「觀察與解剖」符合為科學應用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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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名稱：動物保護法（民國 96 年 12 月 14 日修正）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動物：指犬、貓及其他人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包

括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寵物及其他動物。 
二、經濟動物：指為皮毛、肉用、乳用、役用或其他經濟目

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 
三、實驗動物：指為科學應用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 
四、科學應用：指為教學訓練、科學試驗、製造生物製劑、

試驗商品、藥物、毒物及移植器官等目的所進行之應用行為。 
五、寵物：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侶之目的而飼養或管

領之動物。 
六、飼主：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 
七、寵物繁殖場：指為供商業用途而培育、改良或繁殖寵物

之場所。 
八、虐待：指除飼養、管領或處置目的之必須行為外，以暴

力、不當使用藥品或其他方法，致傷害動物或使其無法維持

正常生理狀態之行為。 
九、運送人員：指以運送動物為職業者。 
十、屠宰從業人員：指於屠宰場宰殺經濟動物為職業者。 

第 12 條 對動物不得任意宰殺。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為肉用、皮毛用，或餵飼其他動物之經濟利用目的。 
二、為科學應用目的。 
三、為控制動物群體疾病或品種改良之目的。 
四、為控制經濟動物數量過賸，並經主管機關許可。 
五、為解除動物傷病之痛苦。 
六、為避免對人類生命、身體、健康、自由、財產或公共安

全有立即危險。 
七、收容於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

之場所，經通知或公告逾七日而無人認領、認養或無適當之

處置。 
八、其他依本法規定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由。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宰殺前項第一款之動物。 
任何人不得因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事由，有下列行為之一： 
一、宰殺犬、貓或販賣其屠體。 
二、販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動物之屠體。 
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准許認領、認養之動物，不包括依第八

條公告禁止飼養或輸入之動物。但公告前已飼養或輸入，並

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辦理登記者，准由原飼主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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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蛙的觀察與解剖」此教學活動應配合動物保護法第三章「動

物之科學應用」之相關規定。 
然而在動物保護法第 15 條中，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動物之種類訂定

實驗動物之來源、適用範圍及管理方法；現行普通高級中學生物實驗中

所使用的蛙類動物多數來自於消費市場，並無明確相關來源規定及管理

辦法。另外根據動物保護法第 16 條，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應設

置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96.12.14 修法前之名稱為動物實

驗管理小組），以督導該機構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現行普通高級

中學如未成立該委員會或小組，逕行「蛙的觀察與解剖」此實驗，即違

反了動物保護法規定。 

法律名稱：動物保護法（民國 96 年 12 月 14 日修正） 
第三章 動物之科學應用 
第 15 條 使用動物進行科學應用，應儘量避免使用活體動物，有使

用之必要時，應以最少數目為之，並以使動物產生最少痛

苦及傷害之方式為之。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動物之種類，訂定實驗動物之來源、適

用範圍及管理辦法。 
第 16 條 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應設置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

員會或小組，以督導該機構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 
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學者、專家、相關機關及立案之民間

動物保護團體代表定期監督及管理動物之科學應用；其中

至少應含獸醫師及民間動物保護團體代表各一人。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之組成、任務及管理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7 條 科學應用後，應立即檢視實驗動物之狀況，如其已失去部

分肢體器官或仍持續承受痛苦，而足以影響其生活品質

者，應立即以產生最少痛苦之方式宰殺之。 
實驗動物經科學應用後，除有科學應用上之需要，應待其

完全恢復生理功能後，始得再進行科學應用。 
第 18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得進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定課程

綱要以外，足以使動物受傷害或死亡之教學訓練。 
 

進一步研究動物保護法施行細則，其中第 3 條更定義進行動物科學

應用之機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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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名稱：動物保護法施行細則  
第 3 條 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所稱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如下： 

一  專科以上學校。 
二  動物用藥品廠。 
三  藥物工廠。 
四  生物製劑製藥廠。 
五  醫院。 
六  試驗研究機構。 
七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科學應用機構。 

普通高級中學既非專科以上學校，也非試驗研究機構，更非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科學應用機構，在運用實驗動物進行教學目的

之活動時，更應留意是否已經違法。即便普通高級中學依據動物保護法

第 18 條主張：「蛙的觀察與解剖」此教學活動是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

定課程標準，因此為合法之動物科學應用，仍須依法成立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小組才能進行「蛙的觀察與解剖」。 
因此欲進行魚類、蛙類等動物解剖觀察活動之普通高級中學，依法

必須完成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設置，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定期

進行實驗動物科學應用之監督報告。生物教師並應在各個實驗課程開始

之前提出實驗設計，說明其需採用之實驗動物種類、品種、數量及來源，

經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審議核可，始得進行。 
名稱：動物實驗管理小組設置辦法 (民國 95 年 12 月 19 日修正)  

第 1 條  本辦法依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應組成動物實驗管理小組（以下簡稱管理小

組）；由相關人員三人至十五人組成，其中應包括獸醫師或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動物實驗管理訓練合格之專業人員。 
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應於管理小組組成後三十日內，將機構名稱、

地址、成員名冊及動物房舍地址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異動時亦同。 
管理小組撤銷時，應敘明撤銷原因，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所屬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第 3 條  管理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審核該機構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 
二、提供該機構有關動物實驗設計之科學應用諮詢意見。 
三、提供該機構有關實驗動物飼養設施改善之建議。 
四、監督該機構實驗動物之取得、飼養、管理及應用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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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供該機構年度執行實驗動物科學應用之監督報告。 
六、每半年應依查核表實施內部查核一次，並填報查核總表列為監督報

告之附件。 
七、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如使用猿猴、犬、貓進行科學應用時，該

機構之管理小組應提供審核通過之該等動物實驗申請表影本，並列為監

督報告之附件。 
前項年度監督報告應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副

知所屬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第 4 條  利用動物進行科學實驗者，其需採用之實驗動物種類、品種、數量及實

驗設計應先申請，經管理小組審議核可，始得進行；變更時，亦同。

第 5 條  本管理小組發現該機構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

時，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終止其實驗動物之使用，情節重

大者應通報所屬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 
第 6 條  本辦法相關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7 條  本辦法發布後利用動物進行科學應用之機構，應於本辦法施行後一年

內，依本辦法之規定組成管理小組，屆期未辦理者，依本法第二十九條

處罰。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雖然普通高級中等學校設置動物實驗管理小組有其實務上的困

難，中央主管機關目前主要查核之動物科學應用機構也是以：專科以上

學校、生物製劑製藥廠、醫院、試驗研究機構……等單位為主，然而這

並不代表普通高級中等學校可以自外於動物保護法，也不可以因為便宜

行事就給學生帶來錯誤的示範；如果讓學生以為只要合乎科學應用之目

的就可以進行動物實驗，那麼未來在教育方式多元化的潮流下，只要對

生醫學科有興趣的學生，都可以合理主張在補習班、自然科學營隊、在

家自學……等任何意想不到的場所逕行對動物的活體解剖觀察。 

三、動物實驗採用的麻醉、遺體處理方式有公共危險之虞 
綜觀目前各版本教科書、參考書上所建議的麻醉方式，以及普通高

級中學生物教師帶領學生進行「蛙的觀察與解剖」實際採用的實驗方

法，最常見的流程是: 

1. 用棉花沾乙醚（有的參考書建議使用氯仿麻醉）置於廣口瓶內，

再將蛙放入，以瓶蓋密蓋之。 

2. 待蛙昏迷後，以解剖針對蛙進行「腦-脊髓穿刺法」破壞神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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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ㄧ旦進行「腦-脊髓穿刺法」，所要觀察的主要項目—神經系統，就

被破壞掉了，無法達到此單元的學習目的；而且熟練的「腦-脊髓穿刺

法」非經多次練習，無法成功地完成，多數高中生在第一次操作下，不

是反覆穿刺，就是破壞不完全，讓蛙在接下來的解剖過程承受莫大的痛

苦，也讓學生對動物實驗產生了驚懼、殘忍的印象。 
使用乙醚作為麻醉劑，需注意兩棲類有時會憋氣，而且乙醚易溶於

血中，其引發之安樂死較為耗時，可能要花上比預期的時間更久才能達

到麻醉效果，否則進行解剖時，蛙再度甦醒過來，除了讓動物遭受不必

要的痛苦，也使第一次進行動物實驗的學生產生驚懼、殘忍的印象。 
而乙醚屬於易揮發、易燃、易爆炸、具致癌性，為眼鼻刺激性之危

險物品，目前動物實驗界除非必要，很少使用；其保存及使用皆應有適

當之場所設備及標準操作程序或警告指示（如防燃之安全抽風櫃，密閉

容器等）；現行普通高級中學依教育部頒布之「高級中學設備標準」設

置的專用生物實驗室大多為開放式實驗桌，並未具備一般大學院校設置

的抽氣櫃；高中老師跟學生在使用乙醚時，不但沒有實驗安全設備，更

使學校陷於爆炸的公共危險之中。 
另外根據國科會實驗動物管理及使用守則的建議（也是一般實驗動

物界的基本常識），使用乙醚撲殺的動物屍體之處理仍有安全顧慮，置

放於冰箱、冰櫃、焚化器中皆應特別注意，並應儘快清除，不宜置放過

久，或是應存放於防爆安全冰箱中，且除非能確保乙醚完全揮發，不可

直接焚燒。然而未設置實驗動物管理小組的普通高級中學，動物屍體大

多交由生物老師自由心證該如何處理，甚至有些高中學生將實驗過的魚

類、蛙類帶回家烹調食用；對於生物實驗教育實在是一個嚴重錯誤的示

範！ 
至於坊間參考書所建議的氯仿，在有實驗動物管理小組所審核的實

驗計畫裡面，更是一個除非必要，否則絕對禁用的麻醉工具，因為氯仿

已經被證實對人類具有致癌能力。 
在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中期，許多歐美的青年學子沈迷於氯仿、乙

醚的氣體濫用，尋求片刻忘我的快樂。雖然今日已少有青少年利用氯

仿、乙醚麻痺自我的案例，但是在一些塑膠製品製造業的職業傷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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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可以見到急性氯仿中毒的嚴重病例：對皮膚產生刺激感、灼傷或壞

死，對眼睛造成灼熱疼痛、結膜炎及角膜傷害，攝入 10 至 48 小時內，

即可導致肝細胞壞死，且可致腎功能變差，甚至腎衰竭，還可產生呼吸

抑制、吸入性肺炎或肺水腫，對於神經系統可引起頭痛、全身無力、意

識不清，更會造成心律不整、血壓降低而致死，。  
不管是攝食 10cc 即導致昏迷、死亡的氯仿，或是隨時可能爆炸的乙

醚，都不適合使用在實驗動物上，即便要使用也是在安全措施完善，操

作人員高度警戒的機構內。普通高級中學的生物教師無法在安全的環境

下確保每位學生不受到氣體擴散的傷害，也無法讓學生了解到真正的動

物實驗是受到嚴謹的規範：在成本高昂的動物實驗設施中，操作動物實

驗的技術人員（目前在國內一般都具備大學到碩士學歷）必須遵守各種

看似麻煩的標準操作流程(SOP)，這ㄧ方面是儘量減少動物在實驗中遭

受不必要的痛苦，另外一方面也是對操作人員的保護。 
根據中華實驗動物學會的建議，適合兩棲、魚類的安樂死辦法，包

括了二氧化碳、Barbiturate 靜脈或腹腔注射法，或是在麻醉之後（確定

動物已被麻醉，無感受痛苦知覺能力），採血（放血）致死、靜脈注射

KCl、施行斷頭術。其中 Barbiturate 因屬於管制藥品，並不適合普通高

級中學使用。斷頭術在一般大學生醫課程內的實驗也幾乎不使用，雖然

符合安樂死定義，卻對操作人員造成身心上重大的影響，碩士級以上的

生醫人員才有施行此術的成熟心態與熟練技術。 
不論是哪一種安樂死或麻醉方法，重要的是，從實驗的設計與操

作，乃至最後屍體的處理，都應該要在嚴謹的實驗設計計畫中，同時受

到動物實驗管理小組的審查與監督，才能確保實驗動物的使用合乎人道

與科學。 
重新思考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科目「生物」課程綱要內所揭櫫的教學

目標： 

一、引導學生由分子與細胞的層次，探討生物體的構造和機能以及各

種生命現象及其原理，以激發探究生物學的興趣，培養基本的生

物學素養。 

二、促進學生對現代生物學的進展與成就之認識，進而了解生物學與

人類生活的關係，以培養鑑賞生物學、尊重生命的情操。 

三、培養學生的觀察、推理、理性思辨等科學過程技能，以及批判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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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創造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發展解決日常生活中面臨的

問題與從事生物學研究的能力。 

    

現代生物醫學對於實驗動物的使用已經納入非常嚴謹的管理規

範，在實驗設計與操作上僅可能追求人道對待的方式，不論是歐美或是

目前在台從事生物醫學相關研究學者，在國際上發表動物實驗相關論文

時，有的時候必須提出強烈的證據說服各科學期刊審查人:該實驗為何

非利用動物，不能以其他活體外替代材料進行實驗驗證。 
目前國內專科以上學校的生醫相關研究人員除了發表論文，例行性

為教學目的、為訓練、為了各種目的的試驗，同樣必須遵循嚴格的實驗

動物管理及使用守則，儘管在依法設立動物實驗管理小組以及接受監督

規範上的確產生許多個別問題，但是數年下來的努力，各機構不但陸續

建立完整的規範，實驗動物也變成了一門「人道、專業」的學科。   
相對於任何一個成立動物實驗管理小組的學校、機構、生技廠商，

高中課程的解剖活動不需要提出審核也不需要清楚交代動物的來源與

去向，實在大開法治之後門與凸顯生物教育的荒謬之處。普通高級中學

如果未了解到實驗動物界此ㄧ普世價值的建立，在教育過程中延續過去

輕率使用活體動物的習慣，並規避實驗動物管理小組的成立，忽視動物

保護法的存在，對於實驗動物界基本的 3R 精神無法掌握並傳達給有志

於發展生醫類科的學生，不用說培養高中生尊重生命的情操，就連對現

代實驗動物學、生物實驗設計的基本認識也將造成非常嚴重的落差，甚

至帶頭建立錯誤對待生命的態度，也輕忽實驗人員的健康與安全，完全

違背了教育精神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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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國內外現有「青蛙解剖替代教材」分析報告 
 

本次之替代教材研究，收集國內外相關之替代教材資訊，並且在

舉行座談會時提出，讓與會的來賓一同討論此類教材的利弊以及應用

方式。將青蛙解剖替代教材做分類，可分為下列諸項； 

一、浸漬標本 

二、靜態模型 

三、互動式模型 

四、2D 圖說 

五、教學影片 

六、電腦模擬 

七、其他資源收集：免費的線上虛擬解剖資源，國內生物老師分

享的教學網站，其他網路資源，免費的替代教材出借單位。 

各項收集資料如後表所示。在我們這次所收集的替代教材來說，

互動性最好，能提供學生最多資訊的，是以電腦模擬解剖情況的軟體

替代教材。它可以模擬實際的解剖過程，並且可以讓使用者作虛擬環

境的操作。各種替代教材的優缺點，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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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教材類別 優點 缺點 

一、浸漬標本 由真的動物製作而

成，各項器官栩栩如

生，可以作為解剖實驗

的結果對照標準。 

1. 保存不易，每年需更換

保存液。 
2. 單價高，不可能每個學

生均有一套 
3. 不小心破損時維護比

較困難。 
二、靜態模型 可以大量製作，體積大

的可以懸掛在教室供

學生直接觀看。  

1. 只能模擬開腹後的狀

況，之前的固定、麻醉

等動作無法模擬。 
三、互動式模型 實際模擬解剖拆解的

過程，讓學生瞭解動物

體內臟器的立體構造。

1. 活動式模型造價較

高，如果有零件遺失，

可能整個模型就無法

使用了。 
 

四、2D 圖說 最為經濟、快速，普及

率最高的替代教材。在

版權允許範圍內可以

作最大幅度的應用。 

1. 較為呆板，不容易藉此

想像實際的立體構造。

2. 繪圖與實際解剖的過

程會有差異。 
五、教學影片 老師在課前講解最好

的教材。可以鉅細靡遺

地呈現一次解剖的各

種細節及步驟。 

1. 全部都遵照標準流

程，很少會有意外排除

的情況。 
2. 單方面的資訊灌輸許

多學生的吸收力會比

較差。 
六、電腦模擬 1. 可以模擬解剖的流

程，並且讓使用者親

自參與。 
2. 操作失敗時可以做

出教學提示。 
3. 在每個解剖的重點

位置都可以特別標

明。 

1. 國內這方面的軟體較

為欠缺，由國外購買成

本非常高。 
2. 智慧財產權問題，若非

政府或非營利組織開

發，很難作大量散佈 
3. 各學校資訊普及化問

題。 
 

以下介紹所搜羅的國內、外替代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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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浸漬標本 
之一 

 
 產品網頁： http://www.1158.cn/ckw/list.asp?id=2989  
 產品販售公司： 北京海外星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商品名稱： 蛙解剖浸漬標本 
 商品製造者： 未交代 
 商品規格： 未交代 
 定價： 人民幣 195 元 
 商品介紹：標本的體壁已切除，以背面向襯板，軀幹背面的皮膚向

上翻開顯示皮下豐富的毛細血管網，用以說明兩棲動物的皮膚呼

吸。顯示蛙的內部構造，血液循環、消化和泄殖系統。 
 保存注意事項： 

1. 保存液為近似 4%中性甲醛水溶液，室溫保存，不能倒

置或橫位；避免陽光直射，注意防凍。 
2. 保存液減少標本露出液面時，擰下瓶蓋上的螺栓，將製

備好的保存液用注射器從孔中慢慢注入；如保存液混濁或變

質，將原保存液從孔中倒出再注入新液，擰緊螺栓即可。 
3. 不要撬起瓶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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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產品網頁：

http://educlub.hy123.com.tw/itemshowf.asp?Style=Mockup001&IKind
No=015&ItemNo=MV-SPNG-09 

 產品販售公司：愛因斯坦教學用品社 
 商品名稱：蛙的發育浸漬標本 
 商品製造者： 未交代 
 商品規格： 未交代 
 定價：台幣 910 元 
 商品介紹：從卵、小蝌蚪、有尾期至成蛙，共展示 8 個發育階段，

透明壓克力盒封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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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靜態模型 
之一 

 
 產品網頁： http://www.1158.cn/ckw/list.asp?id=3017 
 產品販售公司： 北京海外星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商品名稱： 蛙解剖模型 
 商品製造者： 未交代 
 商品規格： 未交代 
 定價： 人民幣 245 元 
 商品介紹：蛙解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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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產品網頁： http://www.1158.cn/ckw/list.asp?id=2543  
 產品販售公司： 北京海外星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商品名稱： 青蛙解剖模型 
 商品製造者： 未交代 
 商品規格： 未交代 
 定價： 人民幣 230 元 
 商品介紹：蛙解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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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動式模型 
之一 
 
實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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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型 

 
 商品名稱： 青蛙解剖模型 
 商品製造者： 德國 SOMSO 公司 
 商品規格與介紹： 

1. 超過 130 年歷史的德國 SOMSO 公司，一向以生產世界

上最高品質的生物教學模型為傲。所有模型均由該公司

開發出來的特殊塑膠材質(SOMSO-Plast)所製成，質感及

真實感無懈可擊。其交貨期，因下訂才生產，且因純手

工製作，一般需時 3-5 個月。 
2. 實用型：是實體蛙的四倍大，可以分解成 3 部份，包括

有肝、胃、消化道，另外還有雌性的泌尿道跟生殖系統

作為附件，其背部嵌在底版上。39x62x12cm,重 3.9kg。 
3. 豪華型：是實體蛙的四倍大，另含完整的背部及腿部，

可分解成 5 部份，並不附基板，58x42 x26cm，重 3.9kg。 
產品販售通路： 臺灣 博視科教教學補給站 
通路網址： http://www.naturestore.com.tw  
定價：實用型 臺幣55000元 
      豪華型 臺幣147900元 
 
產品販售通路： Carolina Biological Supply Company 
通路網址： http://www.carolina.com  
定價： 原價74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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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產品網頁： http://www.amep.com/searchresultsdetail.asp?cid=1889  
 產品販售公司： American Educational Products, LLC. 
 商品名稱： Individual Mi-Own Frog Models 
 商品製造者： 未交代 
 商品規格： 未交代 
 定價： 美金 45 元 
 商品介紹：可以重複使用，耐用性高，整個蛙模型約 20.32 公分高，

有 22 個可拆移的組件，同時附上可複製使用的學生學習單，還有

教師用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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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D 圖說 

蛙的外部型態 

 
蛙的循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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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的消化系統 

 
 
來源：國立編譯館高中生物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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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影片 

 

 產品網頁： 
http://www.southernbiological.com/Products/Videos/VP28_30.htm 

 產品販售公司： Southern Biological is a division of Cogitamus Pty 
Ltd 

 商品名稱： Frog Dissection  VP28.30 
 定價： 澳幣 128.7 元 
 商品介紹： 

1. 片長 42 分鐘，對 Rana temporaria 進行仔細的解剖，可以

當做替代教材，或是解剖教學的補充資料。 
2. 影片分成以下部份：基本介紹，外觀,消化系統，雄性泌尿

生殖系統，雌性泌尿生殖系統，循環系統,神經系統，骨骼。 
3. 提供教師可列印的備忘錄及圖表。 

 

“The Frog Inside Out” by United Learning. This two-part video details all 
major external/internal organs and defines terms needed to understand 
important biological concepts, as well as the frog’s natural habitat. Includes 
details on anatomy and physiology. Grades 6-12. VHS format runs 67 
minutes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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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電腦模擬 

之一 

 
 產品網頁： http://www.biolabsoftware.com/bls/frog.html 
 產品名稱： BioLab Frog 
 通路商： Carolina Biological Supply Company 
 產品編號跟定價：  
編號 產品 定價 (美金) 
WW-39-9009 光碟 $71.5 
WW-39-9009A 光碟，實驗室套組 5 件 $289.95 
WW-39-9009B  光碟，實驗室套組 10 件 $479.95 

WW-39-9009D 
光碟，網站上無限使用的

權限 $999.95 

 商品介紹： 
1. 這是一組全方位的學習教材，除了另人驚豔的生理解剖插圖，

另外透過互動式的啟發討論，讓學生深入了解組成與功能。 
2. 生理解剖方面包括了觀察：外部特徵、消化系統、 解剖內臟、

呼吸系統、生殖系統、骨骼系統。 
3. 另外設計了四個迷你實驗室：看看溫度如何影響呼吸速率、器

官長度如何影響營養吸收，酒精、尼古丁、THC 和可卡因如何

影響心率，電壓如何影響肌肉收縮。 
4. 學生透過此軟體除了了解生理功能，也學會如何收集圖表和解

讀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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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產品網頁： http://www.digitalfrog.com/products/frog.html 
 製作公司： Digital Frog International, Inc 
 商品名稱： The Digital Frog 2.5 
 公司定價： 

 
 商品介紹：  

1. 提供互動式解剖 
2. 全銀幕影像可達 1024x768，提供較高解析度。 
3. 學生可藉由互動式問答了解自己學習到什麼。 
4. 提供超過 100 個銀幕的解剖圖。 
5. 學生可以透過 Comparative anatomy 比較解剖學，比較人與

蛙類的同與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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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免費的線上虛擬解剖資源 
之一 

 
網站名稱： Virtual Frog Dissection Kit 
網站首頁： http://froggy.lbl.gov/virtual  
虛擬解剖操作頁： http://froggy.lbl.gov/cgi-bin/dissect?engl  
網站架設人： Berkeley Lab 
網站特色：  
這是由一群電腦科技專家所架設的3D互動網，網上的數位青蛙有多種語

言可操作，可以旋轉青蛙的方向，也可以任意改變青蛙的身體比例。提

供了皮膚、骨骼、眼睛、心、肝、胃、腸、腎、神經系統等多層次選項，

隨時可以拿掉任何器官，或是立刻還原，對於理解3D解剖建構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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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網站名稱： Digital Videos: Frog Dissection 
網站位址： 
http://www.wellesley.edu/Biology/Concepts/Html/frogheart.html 
網站架設人： Wellesley College  
網站特色：  
提供畫質非常清晰的線上解剖影像，佐以旁白說明。分別示範蛙的心臟

解剖，如何取下坐骨神經，如何取下一整組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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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 

網站名稱： Net Frog 
網站首頁： http://frog.edschool.virginia.edu  
網站架設人： Mable Kinzie及其伙伴 
網站特色：  
這兩個新舊線上解剖站的概念其實是類似的，只是操作介面是否整合的

較為統一跟流暢，基本上會分梯次提供一個實際操作的短片，觀看完後

模仿其流程進行虛擬解剖。成功之後可以往更深層的內部繼續進行解剖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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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 

 
網站名稱： Frog virtual dissection 
網頁位址： http://www.froguts.com/flash_content/demo/frog.html  
網站架設人： Froguts Inc 
網站特色： 
雖然只是Froguts的產品示範網頁，但是深邃的背景音樂與器械移動的特

殊音效，非常引人入勝。本網頁始於腹面四肢的上釘，結束於全部器官

的分解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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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 

 
主網站名稱： Frog Dissection 
網頁位址：http://www.aa.psu.edu/biology/frog/default.htm  
網站架設人：賓州大學Altoona生物學實驗室 
網站特色：雖然不是互動式的線上解剖站，但是對於青蛙解剖的過程詳

細介紹，提供的解剖照片也較為真實清晰。主網頁的人類解剖非常精彩

http://www.carnegiesciencecenter.org/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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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六 

 
網站名稱： Frog Morphology & Physiology Tutorials 
網頁位址：

http://biog-101-104.bio.cornell.edu/Biog101_104/tutorials/frog.html  
網站架設人：康乃爾大學BioG 101-104教程 
網站特色：雖然不是互動式的線上解剖站，但是對於青蛙外型與生理各

部位，提供真實清晰的解剖照片。提供線上學習單，可以立即測試學習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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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內生物老師分享的教學網站 
之一  新化高中生物網路教室 

 
網站名稱： 新化高中生物網路教室 
首頁位置：http://210.60.246.140/bio/index.htm  
網站架設人：國立新化高中生物科教師 呂念宗 規劃彙編 

技術支援--邱啟泰老師，硬體維護--呂承維 

網站特色：  

1. 免費索取作者彙編之生物光碟 
2. 提供大量生物投影片：參照作者編著之高中生物講義內容，並擷取

康熙、南一、龍騰等版本高中生物教科書之精采插圖。 
3. 生物科教學觀摩資料：可提供生物科教師及實習教師作為準備教學

之參考。 
4. 推薦《大英簡明百科》、《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

書》等重要百科全書，並連結各相關網站。 
5. 推薦《CAMPBELL 生物學》、《Mader 生物學》、《VILLEE 生

物學》等普通生物學大學用書。 
6. 彙整自然科教學研究會及視聽中心的生物科教學媒體，詳細登錄播

映時間長短、出版社、媒體類型（DVD、VCD、VHS），可提供

生物科教師實施多媒體教學之參考目錄。 
7. 提供其他高中生必要資訊：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學科能力測驗試

題、台港澳聯招生物科試題、中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

生物科試題的命題趨勢、生物時事新聞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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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竹北高中生物網「教學投影片」 

 

網站名稱：竹北高中生物網「教學投影片」 
網站首頁：http://www1.cpshs.hcc.edu.tw/biology  
網頁位址： 
http://www1.cpshs.hcc.edu.tw/biology/BIO/%A7%EB%BCv%A4%F9/%B
1%D0%BE%C7%A7%EB%BCv%A4%F9.htm  
網站特色： 
提供高中生物及生命科學課程之各類教學投影片，可提供生物科教師及

實習教師作為準備教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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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  阿簡的生物筆記 

 
 
網站名稱：阿簡的生物筆記 
網頁位置： http://a-chien.blogspot.com/ 
網站架設人： 新竹市光華國中簡志祥老師 
網站特色：  
1. 遺傳 標本 神經 生態 生殖 顯微鏡 演化 模型 命名分類 循環 消

化 動物行為 蛋 環境 研習心得 剪報 製作教材 解剖 google earth 
心得 DIY 免疫 抽籤 細胞 blog 光合作用 呼吸 內分泌 地科 生
化 真菌 簡報 維管束 軟體 遊戲 天文 恆定 新聞 生物郊遊 教具 
植物 活動 漫畫 物理 生物科技 病毒 肌肉 資訊融入 食品科學 
動畫 對稱 微生物 心理學 植物感應 細菌 胚胎 遊記 開放原始碼 
黃金比例 

2. 簡老師個人的blog可以用「生活當中處處有生物」來形容；凡事都

注重親手實做驗證，對於生物教學常有許多令人驚豔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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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提供教學資源的網頁： 

高中生命科學教學網 http://life.nthu.edu.tw/biohi/biorelated.html 
 

與解剖影像相關的網路資源：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Medical School  Anatomy videos 
online 

 
http://www.anatomy.wisc.edu/courses/gross/index.html  

華盛頓大學人體解剖教學模型資料庫 
http://www.rad.washington.edu/anatomy/ 

愛荷華大學多媒體醫學教科書  
http://www.vh.org/index.html 

喬治亞理工醫學圖形視覺影像中心 
http://www.cc.gatech.edu/gvu/visualization/ 

Medical Imaging on the Web  
http://spie.org/medical-imaging.xml 

HONmedia - Medical images 
http://www.hon.ch/HON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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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的替代教材出借單位： 

 
國外有一些研究活體解剖替代教材的組織，提供免費借用的服務，

但是需要由租借人填寫使用同意書、提供信用卡資料（一旦教材沒有歸

還或是毀損，就進行扣款）。國外組織可以支付運送的費用，但是歸還

的運送費用須由租借人負擔。通常必須在租借前一個月提出申請，在運

輸方面保留約一週的時間。 
 

必須注意的是，因為國外團體非常注重智慧財產權，就算是爲了公

益目的，保育團體也不會將租借來的物品進行複製或再製、重製，當然

更不可以販售。 
 
組織名稱： Animalearn (http://animalearn.org ) 
項    目： BioLabFrog 
保 證 金： $200 
租用申請： http://www.animalearn.org/sciencebank_checkout.php 

 
聯絡資訊：  
Animalearn, 801 Old York Rd., #204, Jenkintown, PA 19046-1685, 
(800)729-2287, info@animalear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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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高中青蛙解剖替代教材」座談會會議記錄 

 

座談會摘要整理 

 

本專案計畫共進行五次座談會，廣邀各界學者、教師及學生討論

有關青蛙解剖課程的教育意義，以及在替代教材的發展上提供建議。

綜合各次討論的結果，摘要整理如下： 

1. 在動物保護的前提下，應盡量減少實驗動物的使用，並將每次動

物實驗的效果提高，以減少無謂的犧牲。高中蛙剖實驗存在的理

由在於教導學生關於脊椎動物神經系統的構造，以及讓學生認識

解剖實驗的進行方式，就此兩點而言，採用替代教材也能讓學生

收到實質效果，但若在讓學生認識生命、體驗生命的方面，仍以

實際解剖達到的效果最好，但若沒有搭配良好的生命倫理課程以

及事先的宣導，貿然進行解剖課程，對於實驗動物而言並未有相

當高的尊重。方值青春期，情緒較容易激昂的高中學生也容易忽

視手中生命的重要性，導致實驗所能收到的效果不如預期。 

目前課程的解剖實驗已經刪減至僅剩下青蛙解剖一個實驗課

程，若再刪減可能對於教育方針影響甚大，雖然蛙剖課程已經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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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在考試範圍內的選修課程，但是在長久以來的教育體制中一直

有這樣子的課程存在。建議在教育部修訂課綱的同時，能同時加入

生命倫理教育的課程，並且可加入替代教材作為課程內容的補充，

或採用教師示範實驗的方式呈現在學生面前，使學生一方面能體驗

生命的躍動，而不會被因為自己不當處理導致生命消失感到愧疚與

不安，對於實際想從事解剖實驗的同學，可集中意願後再由各學校

安排獨立操作，滿足各種學生在學習上的需求，也能滿足動物保護

的出發點。 

2. 以現在的科技而言，做出擬真度高的替代教材並不是太大問題，

在教學立場仍希望讓學生有實際操作的機會，因此在兼具實務操

作與安全教學前提下，使用互動的替代教材，避免單方面的知識

灌輸，可以增加學生對於學習的興趣，在擬真度上強化表現，也

可作為教師在實驗課前對學生做統一說明的教材，讓學生能有充

分的準備再進行實驗，減少實驗失誤與濫殺的情形出現。 

3. 替代教材的編寫應該考慮多元化、普遍化，現在各高中的經濟狀

況不一，在教材的購買上許多仰賴教科書商所主動提供的教具，

若替代教材不由政府統一規劃製作並分發到全國高中使用，勢必

就要讓書商主導整體替代教材的進行。此部份各書商的產出結

果，會受到市場機制的控制，製作較為精美、使用方便的教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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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更多學校的青睞，也藉此讓書商間有良性的競爭機會。或是

由民間非營利組織製作，在公益為前提的原則下，無償提供給高

中師生使用，可普及科學教育及動物倫理觀念。 

4. 無論青蛙解剖實驗未來存廢與否，對於高中職的生命教育課程應

該再加強，目前九年一貫已有相關的課程規劃，在中等教育階段

也應該延續相關的教育課程，讓學生能持續接受相關的教育，在

人格培養上建立愛護生命，與生命共榮的觀念。 

5. 收集的許多替代教材內，以多媒體互動教材受到的反應最好。大

多數參與座談會的來賓表示，採用實際解剖影片拍攝，再經由電

腦後製的教學軟體，是他們認為最為逼真也最貼近解剖現實的呈

現方式。如果國外的廠商並不想將本身的產品中文化打進亞洲市

場，在國內的需求也是逐年遽增，應該有發展的潛力。加上如果

開發順利，除了高中青蛙解剖教材可開發一套教學軟體，同樣的

模組可再套用至大學學習的解剖課程，舉凡各種動物的解剖、甚

至植物實驗的內容都可以套用，可以讓更多的學生在電腦前就可

以模擬動物實驗的進行，並且熟悉整體的操作流程及容易出現錯

誤的地方。若有實際操作的機會，成功率也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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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座談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07 年 7 月 21 日  15:00～18:00 
會議地點：關懷生命協會（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289 巷 5 弄 16 號） 
與會人員：張永達（師大科學教育中心教授） 

蕭一真（慈心華德福實驗中學教師） 
簡志祥（新竹市光華國中教師） 
許永暉（台灣大學生物科教育學程教師） 
彭仁隆（台北市立動物園教育推廣組） 
黃文嫻（任職台灣東洋藥品，畜牧研究所畢業） 
徐佩芬（文化大學研究所同學） 
游玲羽（大同高中同學） 
游翔惠（明倫高中同學） 
許珮琪（曾任職生技公司實驗動物技術部門） 
許瀞月（關懷生命協會志工，醫學院主修公共衛生） 
釋傳法（關懷生命協會秘書長） 

會議主席：釋傳法 
主持、紀錄：許珮琪 
 
會議內容： 
 
釋傳法： 
歡迎大家來到解剖替代教材座談會，這個方案的經費來自於農委會，原

本希望能廢除在高中的活體解剖，但是教育部有所疑慮。所以我們基於

實驗動物的 3R 原則試圖開發一些替代教材。之前我跟珮琪曾經到 98 課

綱小組做簡報，產生互動，也聽到老師們的疑慮。但基於動物保護組織

關懷生命的立場，還是要繼續推動。至少在現階段還沒有廢除時，希望

能夠讓臺灣有替代教材的出現。在歐美已經有很多替代，在臺灣雖然有

些學校購備模型或影片之類的，但據我們了解，使用率並不是很高。希

望透過這樣的座談會，從各位老師跟學生過去解剖的經驗中了解到實際

的需求跟需要，從而開發出臺灣本土性的解剖替代教材。不要辛辛苦苦

開發，卻是不能用的，那就違背我們的初衷了。 
 
釋傳法： 
首先為大家做介紹，我是關懷生命協會秘書長。右手邊開始是慈心華德

福實驗中學的蕭一真老師。從新竹市光華國中來的簡志祥老師。雖然國

中以下已廢除解剖，但是簡老師對於教材製作有非常豐富的經驗。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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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同高中的游玲羽同學跟明倫高中的游翔惠同學。大學跟研究所都就

讀畜牧的臺灣東洋藥品黃文嫻。（畜牧系要做很多動物實驗）。 
 
許瀞月自我介紹： 
我在美國從商。大學在醫學院主修公共衛生，做過許多動物實驗。因為

對動物的關心，在國外參加很多動物組織，所以來到這裏跟大家聊聊。 
 
許珮琪：靜月做過許多動物實驗，像是無頭鴿的實驗，殘忍度應該還在

我之上。 
 
釋傳法： 
珮琪本來的職業在生技公司做動物解剖，因緣際會參加了協會所舉辦的

動物解放的讀書會，之後就放棄了高薪有前途的職業，也蠻能可貴的。

文化大學建築系的徐佩芬同學，高三是第三類組，現在是生物科的逃

兵。彭仁隆先生來自市立動物園，負責教育推廣的工作。以前在出版社

工作過，對教材教具的研發有很豐富的經驗。最後一位是臺灣大學生物

教育學程的許永暉。 
 
釋傳法： 
各位都是跟生物息息相關的人士，我自己研究所是唸商的，出家以後距

離更遙遠，因此今天就代表協會當一個學生聽眾的角色。感謝大家的出

席。 
 
許珮琪： 
之前出席 98 課綱會議的結果，還是維持保留在高三有一次選修的青蛙

活體解剖。 
另外一臺 notebook 裏面有著名的 froguts 軟體，大家休息時可以操作體

驗。為了簡報方便，我將它剪輯下來，但是剪輯片段是沒有聲音音效的。

這套軟體配合聲音操作時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許珮琪： 
以前在部編本教科書的時代，高一、高二課程中都有青蛙解剖的實驗。

但在新的 95 暫綱課程內已經縮減到只有高三進行一次選修解剖，這個

探討活動其實是安排在神經系統與行為這個章節內。 
 
（播放高中生解剖青蛙的 blog 實錄。乙醚麻醉配合腦脊髓穿刺法。） 
 
實驗中使用到活體動物，所以要考慮 3R 概念。3R 並不是一個新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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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自己過去進入實驗動物界的經驗，一進入這個行業，大家常常就告

訴我：一做動物實驗就要把 3R 概念放進腦海裏。 
 
第一個原則就是替代。如果可以不用活體動物就儘量不要用。設計實驗

之前先想想看是否有方式將它取代掉。真的沒有辦法的話再開始動物實

驗，或是用最少數量的方式進行實驗。能夠用 3 隻就不要用 5 隻，或是

透過統計學的方法讓動物數量更有效率，越經濟越好。Refinement 則是

透過實驗的精緻化減少動物的痛苦。這是每一個做動物實驗的人內心要

常常思考的 3 個原則。覺得問心無愧了再開啟一個動物實驗。 
 
取代還有一種方式就是用較低等的動物代替高等動物。我在網路上發現

簡老師以蛤蜊作為解剖對象，就是這類取代法。 
 
（播放簡老師帶領學生解剖蛤蜊的 blog） 
 
許珮琪： 
令人佩服的是學生在經過觀察之後畫出來的解剖圖很專業。我大學是獸

醫系，研究所是人類解剖學科。學習過這麼多繁雜的知識，卻不能夠這

麼細膩的親手呈現自己所觀察到的構造。 
 
許珮琪：請問簡老師，學生是否因為對象較低等，學習互動上比較缺憾？ 
簡志祥：學生剛開始只把它當食物看待，解剖之後收穫普遍不錯。因為

他們很少把吃的東西的解剖構造認真看待。對我在教學上是比較方便，

我並沒有想到 3 個 R 的原則，只是想減少較高等動物的使用。 
 
許珮琪： 
雖然使用較為低等的生物，我覺得也能傳達解剖的教學目的。張春梅老

師也是現任教科書編輯，臨時不能參加。但她曾跟我分享過，最近幾年

在高中生物課程內解剖的數量已降低，利用自己以前歷屆在教學上拍照

的解剖照片，本來一堂課要五六組動手的，可以降低到一、兩組，其他

不足的部份可以利用照片達到學習效果。這也是一個簡單的替代跟減量

法。 
 
許珮琪： 
在教學上要替代活體解剖並不困難。但有一點不可否認的是，不管找了

多少替代教材，都無法模擬流血的感覺。我也承認在解剖過程中逐漸瀰

漫的特殊氣味是無法模擬的。手術刀畫過皮膚的感覺也虛擬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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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翔惠： 
高二的時候在我國外當交換學生，曾跟外國學生一起解剖小豬，就覺得

他很臭啊，我們並沒有帶戴手套解剖。真的很臭，感覺好嘔心，同學都

不敢碰它，小豬很可愛啊，大家都不忍心剖它。 
 
旁人問：豬已經死了嗎？ 
 
游翔惠：母豬快生的時候把牠殺掉，把小豬拿出來。 
 
旁人：為了解剖把母豬殺掉嗎？ 
 
游翔惠：我不知道。不過他們說這樣小豬的皮比較好割。一般豬的皮很

硬，不好切。小豬的皮真的很嫩、很好切。 
 
許珮琪： 
所以我要承認，替代教材不能取代真實的解剖。因為那是活生生的生命

逝去後換來的解剖感覺，就算虛擬程式可以模仿胸腔打開來後的心跳，

還是不能接近真的解剖看見心跳那種震撼。確實，因為替代教材是不會

造成死亡的。也許有些老師認為動物從生到死這個過程也是很重要的。

但這是我們在生物教育裏面要傳達的嗎？高中生物教育目的是這個部

份嗎？ 
 
彭仁隆： 
Peggy 質疑為何在這個解剖中沒有特別觀察神經系統。我之前聽張永達

教授說，那是為了把上下學期的解剖一起做，避免掉多一次解剖。所以

這個實驗不只是為了觀察神經。 
 
許珮琪： 
雖然是安排在神經單元之後，但這個實驗的教學目的顯然不是為了神經

啊！ 
 
張永達：儘量減量啊！一次操作就可以看生殖系統、消化系統、循環系

統，所以安排在那裏做。 
 
（簡報展示圖片） 
 
許珮琪：最直接想到的就是各種掛圖。現在上網很方便，輕易地就能蒐

集到這些圖片，也有非常詳細的文字說明。大家覺得這種平面的學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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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何？ 
 
張永達：這個太細了！大學部可能要看到這麼細節，高中恐怕不用這麼

詳細喔！請問各位老師…… 
 
蕭一真：以前教高中，神經系統確實沒看那麼詳細。 
 
張永達：高中主要還是觀察生殖系統、消化系統、循環系統，大學生要

看到神經、脊髓，高中不必到那麼細。 
 
許珮琪：要看到這麼細節的圖片其實上網都查得到，現在高中生物的參

考書也都有附詳細的蛙神經解剖圖。 
 
（簡報展示模型） 
 
許珮琪： 
這些塑膠模型都是我在網路上找到的大陸、歐美模型，現在在臺灣我還

買不到青蛙的解剖模型。我問過國內廠商，以前有引進這類產品，但賣

的不好。所以就很少人進貨。 
 
許珮琪： 
甚至有青蛙中樞神經系統的模型，（圖略）……大陸的（圖略）……這

種平面有層次的模型在美國（圖略），跟簡老師在廣島看到的自製教材

有異曲同工之妙（圖略）。將解剖變成一個切面的概念（詳細解示）。可

以分解到 12 層。 
 
許珮琪： 
這個 SOMSO 的模型產地在德國，據說觸感有點軟塑膠的感覺。本來國

內有廠商引進，分成豪華型跟簡單型販售，每個器官都可以拆卸下來，

生殖系統也詳列。但是豪華型的要 8 萬多元，簡單型的也要 4 萬多元，

非常不好賣。所以現在也沒有存貨了。 
 
彭仁隆：在網頁上有說明原先設計是針對什麼？ 
許珮琪：好像大多沒有。 
彭仁隆：難怪找不到市場對象。 
許珮琪：事實上這在德國也是停產狀態。要買只能透過下訂後開工製

作，期貨至少要六個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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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珮琪： 
模型其實就是精細度的差別而已。價格當然也隨精細度而升高，還有使

用的材質。 
 
許珮琪： 
既然要使用模型，我們為何一定要看蛙的解剖模型呢？為何不看鼠的解

剖模型呢？或者是人的解剖模型呢？像德國這家公司也有製作人啊、豬

啊、牛啊、犬貓啊的模型，而且不用等這麼久。反而是蛙因為量太少要

等很久。在尋找模型的過程當中，我就一直在思考，如果高中學習解剖

對我們很重要，可以找到很好的蛙模型，那為什麼不能使用更高等動物

的模型？直接用人的模型就好了呀！ 
 
張永達： 
在國立編譯館的教材裏有用到魚的解剖，當然魚是買來的，已經死了，

問題較少。後來用青蛙做活體解剖的材料，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教育目

的。95 課綱時關懷生命協會有個文到立法院或教育部，後來文轉到我們

課綱小組。我們聽到民間的聲音，也曾在 95 課綱中討論是不是要保留

活體解剖；我們作了充份的討論。那時高中老師認為這個活動還是有它

教育意義與價值在。比如說這學生將來大學以後是否要從醫這條路，高

中如果有機會讓他碰一下，他發現他見紅就暈倒，實在做不下去，那他

就可能在生涯規畫上要走另外一條路了。以前在師大生命科學系，那時

叫師大生物科學系，也有這樣的同學，大一要進行對動物麻醉的實驗，

要用到乙醚，他一聞到乙醚的味道就暈倒了，頭敲到桌子縫了好幾針，

也有這樣的學生，那就是因為他在高中沒有機會接觸，他到底適不適合

走這條路，沒有辦法做適當的評估。因為大學分化比較嚴重，這個實驗

留在高中這個地方。新的課綱，傳法法師也到我們那裏討論，討論之後，

還是決定留著了，留著是因為覺得它還是有那個教育的意義跟價值存

在。 
 
張永達： 
我想將來對於老師們進行這樣的實驗啊，應該要給他們再教育。因為這

個活動是選修的，可做可不做，老師可以針對學生選擇要做或不做，學

生也可以選擇要或不要做。如果要做，對於老師指導學生，生命教育部

份要再加強一下。也有高中老師反應，平常上實驗課時學生吵得像菜市

場一樣，但為了做這個活動，我記得這是個女校，他上課前對學生做一

些生命價值的教育：你這次實驗活動的過程會傷害一個小生物，生命現

在活跳跳的，等下會變成一個冰冷的屍體，這一個小生命的犧牲必需要

有代價；跟學生做一些開導，學生大部份都可以接受。而且他說那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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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氣氛就特別詭異，講完之後再做實驗，下課的氣氛完全不一樣。之後

學生的態度完全不一樣。所以這個活動還是有那個教育的意義跟價值存

在，所以還是保留。我們還是非常重視民間團體的聲音，儘量能夠減量

或不做就儘量，可做可不做，交給老師去評估要不要做，他的學生適不

適合做，老師如果要做，學生也可以選擇這堂課我不要上。目前是這樣

處理的。 
 
許瀞月：我們要做這個實驗是為了了解學生未來是否可以操刀？ 
 
張永達： 
當然不僅僅如此。這裏面還是有他的實驗目的、教學目標，將來各版本

教科書出來以後會有。最容易做的就是觀察他循環系統、消化系統，神

經應該也可以看到，但是要看到詳細的大腦結構，我想是有困難的。 
 
許瀞月：  
我有一個疑問，因為我自己是醫學院畢業的，雖然是很久以前畢業的。

但我為什麼要去了解青蛙啊、了解兔子啊，把它剖開，像是把一隻青蛙

吊在那邊，把他頭剪斷，去碰觸酸液，就為了觀察神經反射……對我來

說非常殘忍，把一個活活的青蛙剪掉。 
 
張永達：穿刺應該會先做啊！簡志祥應該也做過。 
 
許瀞月：我有點忘記了。應該是十幾年前，我 1995 年畢業。對我來說，

心裏一直很難過。 
 
張永達：剪斷頭應該是有目的的。神經反射經過脊髓就可以反射出來，

所以剪斷頭可以證明不需要經過大腦的控制。 
 
許瀞月：全班大概有 90 到 100 個學生，每一組都去剪個青蛙的頭，還

不只我們這班，還有好多班，就為了看這樣的反應，我覺得…… 
 
張永達：所以這個活動也可以當作一個示範實驗。不過你是醫學院的學

生，我猜想老師要求每一個或每一組學生做這個還有技能上訓練的考

慮。不然像這個東西，你給他看個影片也行啊，或是老師做一次示範實

驗也行啊！ 
 
許瀞月： 
技能上面我同意……像我們做一個鴿子大腦、小腦，各種腦部移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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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腦打開，放入填充物，然後縫合，看牠慢慢的死亡，然後記錄一天。

這對我來講，我看一本書就能明瞭，根本不需要做到這個實驗，而且每

組就這樣五、六隻鳥就沒了…… 
 
張永達：大部份的學生在大學訓練完畢可能要繼續地走研究路線，那這

個時候他的技能是非常重要的。 
 
許瀞月：那你沒有辦法用死屍來做技能訓練嗎？非要用活體？一定有很

多不必要的犧牲。 
 
張永達： 
我想每一個活動都有那個教育的意義跟價值存在。當然你可以去質疑是

不是要用那麼多，或這個活動有沒有那個必要，不過我想每一個學生將

來畢業後有他的人生規劃。學習完畢之後是不是還要走這個人生的路

線，這些學習的技能對他將來的研究是不是非常重要。像我們師範大學

做動物生理的研究，沒幾天就要殺一隻貓、一隻兔子、一隻老鼠……也

是要把牠腦袋打開，把電極刺到大腦或小腦，像是神經核的地方，再給

牠打藥物，然後看量變的情況……這個學生進到研究所之後再來學解剖

技能當然也可以呀！不過在那之前……我們也有學生發現他碰到貓的

毛，整個手就過敏起水泡，無法操作，或是他進來後發現他操刀操不下

去，他如果早點知道就可以轉組離開……。 
 
許瀞月： 
可是我有個質疑，這些專業的人拿那麼多動物，解剖到都沒有感覺了，

對他未來在這個行業，對生命這種要如何看待？還是把它當一片肉，割

開……。 
 
張永達： 
很難回答他們的心路歷程跟感想。不過我知道我們有很多的這方面的研

究者，他在適當的時機也是會去尋求心靈的慰藉……，比如說中元普渡

時我們也會拜拜啊，幾乎各個大學都會有。他為這一年研究所犧牲的動

物作個簡單的法事，他的心路歷程跟想法如何，我很難替他回答。 
 
張詢問同學們：有沒有操刀過？感想呢？你選擇做或不做？ 
 
游玲羽： 
我有操刀過一次。印象最深的是，我們有把牠麻醉，然後心臟已經觀察

過了，怕牠醒來，所以要把心臟剪破。結束之後就看到青蛙一隻一隻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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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進屍體袋裏面，就這樣丟掉了。心裏覺得不太舒服，雖然聽起來好像

很道德，不要讓牠痛苦，是在麻醉昏迷的狀況下，但還是這樣莫名其妙

就死掉的感覺……。 
 
蕭一真：這樣子對你了解青蛙的構造有幫助嗎？或是說不必要用這種方

式了解？ 
 
許珮琪：如果用掛圖或塑膠模型呀，同樣在高中進行解剖教學…… 
 
張永達： 
在科學教育裏，如果是使用掛圖或模型，我大概可以畫個表格，橫軸是

它的真實度，縱軸是它的教學效果，大概會像是逢機分布的曲線。這代

表什麼呢？就是掛圖或模型如果做得越真實，它的教學效果會是很差

的。它的擬真度不好的話，教學效果也是不好的。所以掛圖或模型或海

報，它在中間這一段的效果會是最好的。那這樣你可能會質疑說，我們

只要做一個突顯出他要學習東西的模型，不要完全像真的，反正太真的

學習效果也不好，不過我們在解剖的時候要看的東西啊，就只有大的東

西可以看，在那很短的時間內，你要他看太細的東西應該是看不到，所

以你要問他學習效果如何，他大概只知道肝臟在哪裏，胃的位置在哪

裏，我看到兩個大的肺，心臟在那邊跳，還有可能看到膀胱、生殖腺，

其他東西可能也不會記得了。 
 
彭仁隆：老師說做到很纖細反而學習效果差的原因是什麼？ 
 
張永達： 
它會模糊焦點。比方說你要他學習胃、消化系統的構造，如果做得非常

的像，非常擬真，結果他看到其他細微的構造，你要給他看的東西他沒

有學習到。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教學活動都有他的教學目的，在教學時

必需突顯出你要他學習的東西。如果那個部份沒有突顯，反而旁枝末節

非常詳細的時候，反而降低學習效果。 
 
許珮琪：所以我們剛剛看的那些模型…… 
張永達：我一看就在想，它的擬真度如何？擬真度如果不好的話，學習

效果也不好。所以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蕭一真： 
如果從這樣的角度，那就更不必要去做動物的解剖了。大學研究所當然

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回到中學的角度，到底整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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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教學在中學的目的是哪裏？就真實度的問題，我舉個例：像心臟的循

環，以人跟哺乳類四個腔室，說實在的，你如果從一個人或一隻豬活生

生的解剖開來，也看不出什麼名堂，只能看到構造而已，看不出它的功

能。說實在學生了解它怎麼循環，並不是透過解剖，而是透過我們老師

在黑板上怎麼畫去知道。說真的就算畫出一個大心臟，一般人還是不了

解它怎麼運作，從哪邊出來的……。我以前教這個部份時才發現其實看

心臟要左右兩邊分開來看，中間加個肺循環，這樣才會清清楚楚。這個

部份比較抽象化，我覺得學生在學這個東西時，很重要的是背後的原

理，不只是看一個形狀而已。我知道這個叫胃，這個叫心臟，這只是初

中、小學的階段。知道它的運作原理是抽象的，絕對不是透過粗糙的解

剖就可以的。事實上青蛙解剖就是血肉模糊嘛！我們就是看他的樣子而

已。我個人對這些動物的了解也是透過一些圖表跟文字才知道原來是這

個樣子。 
 
張永達：你有親自解剖過？ 
 
蕭一真： 
當然有。不過我覺得那個解剖的效果，對中學生這個經濟來講，效果很

有限。倒不如看這些繪圖的方式，還可以把特徵突顯出來。如果是解剖，

一大堆東西在那裏，重點在哪裏就看不出來。我再舉一個例子，像眼睛

的構造，我們可能透過解剖測試它的功能嗎？不可能嘛！以中學的等級

來講，我們之所以知道那些生理功能，是一些大學級的透過許多研究才

知道原來眼睛是這樣可以看到東西。不要說高中啦，就算是大學普通生

物的這種解剖也看不出功能來。與其這樣，我的看法就是乾脆用圖解或

模型就夠了。 
 
許瀞月： 
像 Peggy 有傳那個軟體給我，每個連結我都去看了。有一家公司就是可

以重新操作好幾次，把青蛙的肚子分好幾份，每個部份都可以點點看。

我覺得這比我以前每次實驗都要殺隻青蛙好很多。而且真實度並不差，

還有互動的性質。 
 
張永達： 
這個活動並不是每個學生都要做、每個老師都要教。如果說我們提供一

些軟硬體，有一些替代選擇、多元性的機會，那老師自己可以去評估到

底要不要買隻活體回來。弄什麼解剖儀器，解剖盤，弄完之後還要清理

啊，還要做一些教學前教學後的心理輔導，他覺得很囉唆，增加他的負

擔，他可以有很多選擇性。也就是關懷生命協會，農委會這邊開發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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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活動，讓老師有些抉擇……。 
 
張永達： 
我想課程綱要小組訂這個課程綱要，說要傷害生命，絕非本意……學會

這邊提供的意見我們也是充份考量啊，希望老師在這個活動裏面儘量減

量啊，用示範實驗操作也可以，他不做或是讓學生自由選擇也可以，並

沒有強制性……不曉得課程綱要裏面是不是列上將來考試不考？ 
 
許珮琪：原則上是不考。 
張永達：如果有這樣寫的話，我想老師節省時間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他不做這個把時間拿來做其他教學……因為這個考試領導教學啊，不只

是臺灣的問題，世界各國都一樣啊。因為學生有升學的問題，有限的時

間要學多少東西，他自己會去考量。 
 
黃文嫻： 
那我覺得說，應該看對高中生、第三類組來講，這個應該達到什麼目的。

應該要有層次性嘛！第一個要考量到知識性，他那個器官之間結構的問

題，如果只是知識上的問題，像蕭老師剛剛說的循環系統，真理有的時

候是觀察解剖構造看不到的……。 
 
張永達： 
他可以去設計活動。比方說犧牲一隻青蛙之後，除了型態上的觀察，骨

骼器官的觀察。將來之後，寫書的人可以去思考要給他看什麼東西啊。

生理上的東西可以做啊，比方腓腸肌的觀察、神經評量的收縮，這都可

以做。看他在有限的一、兩個小時內要讓學生做多少內容。 
 
黃文嫻：那我覺得說如果只是知識性的…… 
張永達：我們常講，一個教學的目標可以從知識、從技能、從情意來看，

可以從這三方面思考。不只是知識性的，還有技能性的，操作方面的考

量，另外還有情意目標的達成。 
 
許珮琪：關於情意目標有點不太明白。 
張永達：他自己會覺得不太舒服呀！或是說他覺得犧牲生命，必需要有

一個代價。 
 
許珮琪：如果尋找替代教材，必需從同時滿足這三個方向去思考嗎？ 
 
黃文嫻：……（被打斷） 



 55

張永達：所以替代教材會有一些目標被流失掉。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說，用多元性的替代教材的選擇來補足。有些補足知識性的部份，

有些補足技能性的部份，有些補足情意性的部份；多元的搭配我想可以

彌補。 
 
蕭一真：我教高中或教國中都有這樣的情形發生。一開始學生吵著要解

剖青蛙；他們覺得那才叫生物實驗，這是以前教育給他們的刻版印象。

進一步問他們，大部份都是說好玩……。 
 
張永達：高中或國中？ 
蕭一真：都有…… 
張永達：國中沒有這樣的活動啊！ 
釋傳法：87 年以前有。 
 
蕭一真： 
他們還是會留下上一代給他們的觀念。我在教高中的時候，學生要求

做，我沒讓他們做。我說換蟑螂好了，他們就打退堂鼓了。後來我拿那

個臺灣大蝗給他們解剖，說實在那效果不太好，太小了。割開來血肉模

糊，還不如拿張圖表教他們……而且像我的感覺，學生上解剖都興奮過

度、濫殺無辜。你說對生命能產生什麼樣的看法？我倒是遇過大學同

學，當時對生物很有興趣，因為上了解剖放棄生物，因為覺得相關類科

都要殺生……我有遇過這樣的人啦！但是你說人要對生命產生什麼樣

的感覺，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啊！擁有親自殺生操刀的感覺就會怎樣

想，我覺得……（被打斷） 
 
張永達： 
所以說這個活動的實施，在教學前跟教學後，老師都要對指導學生探討

那些問題。這些部份都要加強才能達到那個目的。如果學生都像菜市場

那樣鬧哄哄的，你把青蛙丟給他，那這個生命實在死得很無辜。如果老

師在操作前對學生做一些心理建設，我想會很有意義…… 
 
張永達： 
（對高中生）你們老師有對你做一些心理建設嗎？做一些生命教育嗎？

喔……今天我們要上青蛙解剖，我們要看什麼什麼。再把青蛙交給你們

了……還是告訴你們，今天青蛙為你們犧牲，你們應該要對牠有敬意，

有類似這樣的心理建設嗎？ 
 
游翔惠：沒有……就說明天要解剖了喔，回家要多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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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聲一陣低語討論） 
張永達：所以說這個部份是應該要多加強的。 
 
許瀞月：您覺得這個教學是比較著重知識性的了？ 
張永達：對。所以說一般老師這個教學是應該要多加強的。 
黃文嫻：就是說如果你要上這種課的話，應該要搭配一些動物福祉的

課……。 
張永達： 
對、對……，所以將來課程綱要的實施，我們會對老師跟學生多一些說

明，選擇實施這個課程的老師，應該搭配哪些配套措施，這都要指導老

師們多去思考。 
 
許瀞月： 
我有看過一些紀錄片，國外有一個做狗的實驗，他把狗拿起來照相，然

後很得意地說，這是我們今天做實驗的狗，然後那隻狗所做的實驗是非

常悲慘的。他不把那隻動物當作是受苦的生命，還很高興的拿出來照

相；所以我在想，我們在教育的時候，教學生那些知識，什麼構造什麼

構造，但是心理上，對生命，對其他生命的部份，他怎麼去看待？如果

覺得生命祇是一塊肉、一個工具，那他以後有機會做醫生、做獸醫，他

會怎麼看待生命？是不是也像那個實驗者：喔！這是我的成品，是一個

結果，還幫它照相。所以我覺得，就像老師你剛剛講的，我以前做這些

實驗，沒有一個老師對我做心理輔導，為什麼？因為老師自己也沒有受

心理輔導過。 
 
蕭一真： 
可不可以這樣講，如果把他誇張一點，像我們一般道德內對人要友善

啊，十誡說不可以殺人，那我們是不是真的要殺個人看看，才能體會殺

人是不對的？確實體驗會給我們很大的衝擊，那擴大的來講，多殺一些

是不是可以減少殘酷？ 
 
張永達： 
你說的這些讓我想起在早期，金門有一些啊兵哥，刺龍刺鳳的，被調到

部隊去（有男生出聲附和）對、你知道的嘛！各個連內耍老大、耍狠的，

都被強迫要去看槍決，讓他實際去看槍決的過程啊，看完回來後都乖乖

的啊！所以說，當然不能殺一個人來看啊，這是要判軍法的。但是要犧

牲的時候，要看他有沒有價值，他可以說，你們不要像我一樣，作姦犯

科，判軍法槍決，你們不要像我一樣；這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如果

他就在一個沒有人看到的地方被槍決掉了，沒有人看到，這就沒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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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如果你把一個十惡不赦、不服管教的人帶去看，那這個有沒有教育

的價值……如果這樣講的話…… 
 
【多人插嘴討論】 
 
蕭一真：犯人執刑都是在監獄裡面，絕對不會在街上。 
張永達：那個 story 是發生在戒嚴時期嘛……現在…… 
蕭一真： 
那就是因為太殘忍了嘛！或許有你說的正面效應，但我覺得這個東西值

得討論的嘛！（眾人紛紛討論……）正面效應是有的，但是負面效應更

多嘛！所以說現在不這樣做了……說實在的，我自己也經歷過那種生命

的感覺；我一個朋友得到肝癌，我們去探望他，看到他那種掙扎的樣子，

當下是非常的震驚，一個一起去的夥伴，當下就昏倒了……我覺得，看

到那種情境，對生死的感覺會……但我個人，殺青蛙，實在不會有什麼

感覺。我經常看人家這樣做，但我自己上課從不指導學生這樣做。說實

在，常常看會變得麻痺。當然這有個人的差異……。 
 
張永達：生命的體驗，會因為每個人走的路不一樣，經歷的歷程不同，

比如說你看到朋友的肝癌的體會，像我們這個年紀，我經歷了從祖父母

開始，到父親、母親，什麼親人，這些經歷，實在太多了。像高中的孩

子，可能沒有什麼機會經歷，像我這個年紀啊，秘書長啊，我們年紀大

了都很有體驗啊……。 
 
許珮琪：剛剛大家已經討論到這個個人對生命的體驗的層次啊，其實是

大家回去以後反思生命，關照內心的問題；我要請大家把思考的問題拉

回來到現實生活當中。我要請大家再想想看，一個良好的青蛙解剖替代

教材，在高中階段，像這邊有一些展示品，要達到一個良好的學習目的，

他要有什麼樣的條件呢？就像我剛開始找了很多神經學相關的資訊，如

果要學習的是這些知識性的東西的話，不一定非要蛙不可啊！ 
 
許珮琪： 
像這個腦的神經模型，可以做到更細；這邊還有一些組合模型，大家可

以拆開來組合看看，我買不到蛙的。蛙反而還比人類的難買。還有這種

比較有層次感的。這種大量製作的模型，都沒有蛙的。像這幾個單價都

很低，同樣的東西如果要做成蛙的，因為數量少，可能價格會變很高。

你還要重新開模、翻模，還要再找廠商畫設計圖，當然又牽涉到擬真度

的問題。這幾個都算是科教玩具。如果拿來提供作高中教育使用，可以

算是一個良好的替代教材嗎？當然要說到擬真度就不能不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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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麻煩幫忙拿過來一下，這是浸泡在福馬林裡的浸漬標本，其實也

是犧牲的一個生命，但是可以重複使用。這個擬真度就毫無疑問了吧！

但為什麼很多高中老師不就直接使用這種反覆使用的替代教材，還要再

去做活體解剖？ 
 
許珮琪：現在請大家喝個水、用個點心，想去洗手間的就往後走；這段

時間讓大家隨意地觀察這些替代教材，動手組合一下……。 
 
彭仁隆： 
Peggy，在大家休息之前，我想先提醒大家思考一下，高中生在這個階

段學習科學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因為像我自己在看國外的這些替代教

材，就像張老師所講的，他們提供的是多元的學習方式，包括州政府可

以決定，不是中央政府就決定的，像許多小型區域地方的學校可以決

定，那我就在想說，為什麼我們要做決定？還有到底應不應該解剖動物

這件事情，我剛才突然想到，在我們整個自然科學教育已經進化，已經

累積過去很多人的經驗，那這些人可能也是從解剖開始，經過這些歷

程，那這些歷程是不是會觸發某些人去探索自然的動機？那是不是一定

要經過這必要的過程？如果說我們就把這個過程給剝奪掉了，那對於人

類追求自然探索的欲望、對於求知的連結，是不是一則傷害？是不是老

師他們有這樣的顧慮，也是隱約有這樣的想法……。 
 
許珮琪： 
剝奪他們在高三的時候接觸的機會嗎？我自己在高中的時候，完全是沒

有解剖過的經驗，因為考試太多的關係，所以我們都沒有做實驗，高二

就把高三的課都上完了；都是直接看文字、知識性的背誦。但是我進了

大學之後，完全不覺得因為這樣，我跟其他高中來的學生有什麼不一

樣。因為在高三的時候我們是很迅速地吸收許多東西來應付大學聯考

嘛！反而是上了大學以後，要從事任何生物之前，要有很詳細的規劃，

有助教在旁邊協助，解剖時間很長；像解剖一隻狗狗，要用上一整個學

期來觀察解剖構造。在這麼漫長的解剖教育裡面，我覺得跟高三那種囫

圇吞棗式的解剖有很大的不同。 
 
彭仁隆： 
我的意思是，為什麼選高中，是因為他未來要選擇進入生物界或非生物

界的一個重點，我覺得這是一個開端嘛！如果他以前都沒有接觸過這個

東西，會不會影響他未來要去接觸生命科學的抉擇……。 
 
許珮琪：我不會覺得，這個要問問高中生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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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仁隆： 
如果你們從國中、國小以下都沒有這個經驗，都只有觀察而已，都只有

飼養動物，然後沒有這個犧牲動物的過程，你覺得會不會影響同學他們

未來決定唸不唸醫學系，選填大學科系；或是未來唸生物科系，對這方

面會不會有影響？ 
 
游翔惠： 
我覺得如果他們有目標，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有沒有這個應該不會有什

麼影響。 
 
彭仁隆： 
我是在想，有沒有接觸過這件事情，影響應該是蠻深遠的啦！不過每個

人當然有每個人的想法。如果都沒有接觸過的話，會不會他就不想去選

擇。或是模型的話，帶給他的衝擊就不那麼大了，可能他就不會想去看

到他背後的意義，不會想去探索生命的奧秘了。這種能夠激發他的，不

論是正面或負面的，就沒有了。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我只是想提

出來讓大家思考一下。 
 
張永達： 
我們說喔，這個生命、有生命的生物體喔，模型有時候真的很難去取代。

模型只能替代其中一部份。比如說，這個模型我們可以拿來全部剝，就

跟你打電動一樣，在電動上學開車，翻車了無所謂呀，真實上面，你開

車不能翻車呀，翻車了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呀！這個你在操作過程當中，

他是一個活生生的東西啊，跟你一個死的東西，可以重新剝，然後組來

組去，反正弄錯無所謂，這很不一樣的……。 
 
【中場休息，有人上洗手間，有人組合模型，大部分人兩兩互相討

論……】 
 
許珮琪： 
沒關係，你可以拆開來。因為青蛙的模型很難買，所以我找了這些，想

說可以跟廠商討論一下，如果用這個概念製作一些青蛙模型……當然擬

真度可以再討論。 
 
【自由討論，背景聲混雜】 
 
女生的聲音：其實那個青蛙應該不是重點，只是青蛙比較好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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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討論，背景聲混雜】 
 
許珮琪：不好意思突然打斷大家，為了讓大家能早點回去，所以呢，我

們先加快這個座談會的流程，【仍在自由討論，背景聲一片混雜】……
你可以一邊看一邊玩。如果可以的話把它組回去。我們都不太會組合。 
 
許珮琪：因為其實已經寄給你們，就是之前都已經把那個線上虛擬站的

附加檔寄給你們！那是有訂閱試用過……那兩位同學也有試用過嗎？

就是那個線上虛擬的……。 
 
旁人聲音：對不起！沒有注意到！ 
 
許珮琪：沒關係、沒關係！那我就想說大家都很忙，沒有時間啊，那可

是這邊又沒有網路，所以說就我只好自己試用一下，然後用很快速的方

法，就是在線上虛擬站錄製畫面。就是我點的很快可能有點花，大家忍

耐一下。那你們進到…… 
 
【一臺筆記型電腦播放軟體中，另一臺繼續做簡報播放】 
 
許珮琪： 
現在大家看到那一臺 notebook 上面，是那個很有名的軟體，他應該不是

線上軟體，但在線上有提供示範版；但是他自己的線上示範版的功能是

比較少的，而且我們協會就有一張完整版的，就在那台電腦，等下有空

的時候，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試玩一下那個軟體。那我就用很快速……
其實他是有音樂的，只是因為我這個剪輯軟體是沒有辦法把音樂錄下

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畫面就是這樣，然後整個結果的過程當

中，你要用手去點，這跟我們的結果步驟是一樣的。 
 
許珮琪：（一邊播放短片一邊解說） 
點完了之後，這個你每一步的那個動作，你在點的時候，他都會有一個

那個「恰、恰」的聲音。……這是因為我的動作太慢了。你沒有切好的

話，就不讓你過關；然後那個音樂就是現在那台電腦裡面所播放的背景

音樂。……它會一步、一步的指引你，最後整個掀開來，然後他會請你

把所有的器官拿出來。……然後他會給你一個廣告，因為是 demo 版。

那真實的整個完整版，裡面還有包括一些小小的實驗，就是像這種……。 
 
許珮琪：（一邊播放短片一邊解說）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 biolab frog 的公司，那家公司他也提供解剖裝置。他



 61

們除了那個解體構造以外，她們還加了十個實驗室，你每加一個實驗室

就要付一次錢，你可以只買就是今天 demo 所做成的這個光碟，你也可

以買那個有附實驗室套組的光碟或是線上使用權。那個實驗就包括你說

那個你可能在心臟上面啊……，他會有個圖示嘛，然後你幫他點選咖啡

因看看會怎樣，或是點一點那個麻藥，心臟那個噗通、噗通的速度就會

變快。他設計了一個小實驗室讓你去填表格，讓你去學習說什麼樣的實

驗紀錄法。 
 
許珮琪：（一邊播放短片一邊解說） 
這是另外一個線上很有名的解剖站，他有兩個版本，一個是比較舊型的

版本，但是概念都是一樣的。就是妳進去的時候，他會先給你一個簡短

的說明，然後呢他也會……現在他會有那個文字版。有圖文版的、也會

有動畫可以點選。每個步驟啊，你看著他的步驟或是你直接點他的動畫

下載，看完了之後再開始真的做實驗。 
 
許珮琪：（一邊播放短片一邊解說） 
這是一個皮膚範例，就是他把整個每個步驟，皮膚等等分成不同組織系

統，分別切開啊、肌肉切開啊，然後就開始練習了。那這個練習的時候

跟剛剛那個不一樣，他沒有聲音，那現在就是我用滑鼠啊一直在這邊亂

點，因為我沒有看他的說明就開始點了。它會告訴你不對啦！會告訴你

點哪個對，你那個滑鼠就是一定要在那個正確的 flash 位置，才有辦法

進行下一個步驟。亂點其實是不通的，所以你們學生通常啊，尤其是越

做到後面跟著他的步驟下去做的話，就是越要去遵守他的規則。你一定

要看過他們線上說明，才有辦法過關斬將。最後他這個內部器官也會分

成很多個層次……，這邊秀的是雄性的生殖器統。 
 
許珮琪：（一邊播放短片一邊解說） 
然後他有新版，新版的概念其實是一樣的，只是他的介面，把他做成更

流暢一點。然後一樣啊，其實跟剛剛的都一樣，他就是先給你一個圖文

版靜態的 demo，然後你也可以把他的影片 video 下載，然後看一下說他

的影片是怎樣做的。這個影片因為是線上的，所以有一點 lag。如果在

自己電腦上看的話，會更清晰。他就是實際上做給你看。 
 
許珮琪：（一邊播放短片一邊解說） 
然後他也會有那個 tips，就是在每一個章節裡面加入小小的一些小常

識。然後看這些片子，看完小常識，你也可試試看怎樣去解剖操作。比

如說這個是皮膚的切開過程，那就是要去點那個圖片，就要去 try try 
看，那你一定要剪到對的位置，像他會有一些步驟，如果你亂點，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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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亂點、亂點就會變成錯誤，你一定要點到對的 flash 位置，所以其

實跟 1994 版是一樣的意思。然後，他還會告訴你怎麼樣的結果。這其

實都是有聲音的。 
 
許珮琪：（一邊播放短片一邊解說） 
那再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很有趣的，這也是一個完全免費的線上虛擬解

剖站。這個呢，不是生物學家設的，這是一群電腦工程師他們用虛擬的

概念，然後用 3D 的結構去建構的，所以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去旋轉整個

模型，然後呢你可以一層一層去掉你不要的層次，然後也可以把他還

原。這剝到最後只剩下一個層次。這群工程師還在網站上面特別留了一

行字說：「我們只是一群電腦工程師，生物問題請不要問我們。」 
 
許珮琪： 
像剛剛那個都是互動式的，有一個並不是互動式的網站，然後他提供的

線上解剖是我看過比較清楚的，最清楚的。他就是很靜態的讓你看他們

怎麼樣的解剖。這個因為我要加快時間，所以我把他快轉……。 
 
彭仁隆：這叫做特寫吧！？叫做特寫近的鏡頭，比剛才的清楚。 
 
許珮琪：這就是大家在做神經肌實驗的時候常常用的坐骨神經跟腓腸肌

剝離。 
 
許珮琪：（一邊播放短片一邊解說） 
還有一個「蛋」是免費的線上虛擬網站，這「蛋」裡面其實提供了很多

種不同的動物或者是人體的虛擬，然後他的虛擬站的形式是這樣的：他

先給你一些文字的說明，然後下面再給你一些展示。這也不是互動式

的，但是他也屬於特寫比較清楚的，然後你還可以下載他的 work sheet，
就是學習單。但是我覺得他這個站做的最好的其實不是在青蛙那方面，

他青蛙做的很簡單。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在人體那方面，他提供虛擬的

圖啊，其實是比較精緻的。因為那是線上，所以比較慢，你只要點他任

何的一個位置，他可以把細部的構造給你看，甚至是再加上標籤。為了

節省時間，我們就繼續快轉……。 
 
許珮琪： 
所以又回到主題，如果你覺得我們能夠接受青蛙的線上解剖，我覺得青

蛙不是一個好的……喔不是，是線上解剖是一個好的替代教材案的話，

那為什麼一定要找蛙的，不能找像人類的。像在人類的那個……像在我

們剛才看的這幾個線上解剖，像這些類型的線上解剖，那個蛙的在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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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解剖，就是你上網去找的話，所占的比例是比較少的，反而是這種

人類的或是其他生物的比例，你要找到這類的好像還蠻多的。 
 
許珮琪：（一邊播放短片一邊解說） 
ㄟ……這個是剛剛看到的那個大體解剖的很短的一個示範畫面，就是美

國有一間醫學院，他們把整個大體解剖的教學影片全部免費上網公開，

所拍下來的解剖畫面。不能看的人可以稍微迴避一下。就是我在大學、

研究所的時候，我們在進行解剖之前，也就是看這樣子的教學影片；那

這個就可以做到很精細的解剖，那這個所傳達的在解剖學上的知識跟訊

息啊，因為你每個影片都可以下載下來，這應該是比蛙的線上虛擬所能

傳達更多的結果訊息。 
 
許珮琪：（一邊播放短片一邊解說） 
好，我們把這個放上去。那我還有看過在網站上面甚至還有提供這樣的

一個鼠胚的線上虛擬，這是他一進來的時候首頁的畫面，你可以把那個

胚胎做不同方向，這是他的說明書面。就是可以把這個鼠胚在不同的發

育的階段，幫他做 MRI 的橫切、縱切，然後去觀察牠在這個不同的階

段，他的神經發育還有其他部位的發育怎麼樣。右邊的那個在移動是他

的橫切的工具。下面像這個地方都提供有不同的天數。 
 
許珮琪： 
不好意思，之前在 e-mail 提供給大家的線上虛擬站是沒有包含這一個，

那裏面那幾個都是屬於青蛙虛擬解剖站。那現在我們中研院啊，國家動

物實驗中心有一位張維正博士，其實他現在在研發一套電腦模擬的虛擬

鼠，那這個虛擬鼠呢，精細到說希望將來實驗動物的從業人員，可以透

過電腦裡面，例如他要練習靜脈注射、肌肉注射或是一些簡單的動物疾

病模式的時候，在練習階段都可以不要拿動物來練習，他可以直接用電

腦的動物下去做。據說那個平台目前已經有一個基本的架構，然後那基

本的架構有點類似現在看到的這個胚胎發育的網站，但是另外還有那個

3D 的階段，他現在還沒有發展到那個階段。 
 
許珮琪：不曉得這種高等教育裡面的模擬系統，如果我們就把它介紹到

高中…… 
彭仁隆：這應該是用在病理上的吧？他當初就是要用在看 tumor 有沒有

產生…… 
許珮琪：這是用在發育學上面的喔！ 
彭仁隆：喔，是發育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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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珮琪： 
那他們終極的目標，就是中研院在發展的方式，他們希望不要像這麼狹

窄，只在發育學，像胚胎上，希望可以實際用到動物實驗上……。 
 
簡志祥： 
像我實際在課堂上有用過 froguts 的解剖，因為我知道那個網站本來是

兩個學生他們的專題，然後他們後來做一做，有公司覺得很不錯，然後

他們就自己成立公司了；所以像那之前其實他們網站的軟體整個操作都

是可以自由下載的，那後來他們成立了公司，他們就開始跟有些教育單

位可以合作，然後可以買帳號，買權限，買軟體這樣；後來之後就只剩

下 demo 的版本，那我在之前就已經用了他們的這個東西在做教學，（有

人追問是哪一個軟體，Peggy 找出檔案，配合著展示）那個我是實際用

過，那其實我教的是國中生，國中生的反應真的很不錯，因為國中已經

沒有解剖動物的課程了，是在八七年前才會有，以前還有解剖青蛙跟魚。 
 
簡志祥： 
可是其實在我實際國中教學裡面，我自己設計課程我還是會……，因為

我教資優班的專題研究，所以我會有安排一些課程讓他們實際去解剖，

那我自己的想法很簡單，因為我也想過要不要帶他們解剖青蛙，可是因

為解剖青蛙對我來講很麻煩，因為要去買，最後處理也很麻煩，因為我

們學校沒有焚化爐。所以我知道有個高中，他們曾經為了處理青蛙的屍

體，結果他們送到廚餘，結果廚餘回收之後，收廚餘的那個人拿去餵鴨

子，結果鴨子死了一百多。（眾聲議論……）不知原因的死了一百多隻，

沒有查出原因，有可能是他們那次處理廚餘的時候，沒有煮過，之前他

們有煮，這次沒煮，因此死了一百多隻鴨子；所以其實處理屍體這方面

對我來講，我會覺得很麻煩，還有要得到這些屍體。所以我在實際這些

課程的時候，我就會想說我今天想要給他們的是什麼。以高中的青蛙的

解剖來說，他應該想要認識的是消化或者是包括生殖還有循環，看牠們

的心臟這些。那我在國中設計的時候，我在想說有沒有替代的方案，那

我實際在做過的話，我設計解剖魚，但是我設計解剖的魚是用小魚乾，

就一盤裡面只有丁香魚，幾十隻丁香魚，那其實每個學生都可以實際操

作，那在觀察的過程當中，他們可以觀察到神經系統，循環也可以看的

到，那消化生殖這些都沒問題。那我也實際設計他們做腦還有脊髓的分

離，還包括分離視神經出來，那些小魚乾他們都可以做的出來，在這麼

小的魚裡。（眾聲詢問……）喔！他不是魚乾，是煮熟的。丁香魚有些

是用煮的，有些是變成乾的。喔！對我是用煮熟的。對，還是濕的。那

樣子其實在我來講就是一個替代，對我來講還不錯，因為這處理很簡

單，因為有些學生自己把他吃掉。假如不吃掉，本身丟廚餘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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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覺得在做替代實驗的時候，應該從他的實驗目的去想，就是我們

希望學生看到什麼東西。 
 
簡志祥： 
我覺得那個青蛙實驗當初會在台灣的教育中出現，我猜是我們的教育很

多都是從美國過來的。那美國當時就是用青蛙來做，因為青蛙在美國也

是食用的蛙類，所以容易取得，所以到了台灣之後也是同樣用這種方式

去做台灣的教材。所以我覺得台灣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像現在已經讓他

變成是一個選修的，老師可以選擇做或不做，那如果真的要做的話，不

一定要用青蛙的。我自己的建議是，我會建議我認識的人，他們可以改

用其他的，例如他們用……很多人現在也跟我一樣用小魚，我叫他們用

小魚乾；另外像高中他們現在還有解剖豬心。那我自己在設計的話，我

是用雞心。那同樣要看的東西都看的到，有達到讓他們每個人都可以操

作，比較大的缺點是每個人都會用到，所以實際上數量是變多。比如說

青蛙解剖本來是一個班可能六隻到十隻，但是假如用小魚乾的話就是每

人一隻。 
 
許珮琪：超市買來的冷凍食品嗎？ 
簡志祥： 
對，所以他的問題就處於：民間團體當初為什麼會認為說不要解剖青

蛙，因為在解剖過程當中，我們是讓生命變成屍體。可是如果我們是用

替代的方面的話，其實那個生命變屍體那個部份是由其他的人去做，那

我們其實就是解剖屍體，不管是解剖小魚乾還是解剖雞心；這部分其實

都是直接面對是屍體，那當然我們從裡面沒有辦法得到說生命的價值，

比如說看到他從一個有生命的東西變成一個沒有生命的東西，可是我認

為在裡面可以學到東西：應該解剖青蛙可以學到的東西，應該在解剖這

些東西裡面都可以學到。 
 
許瀞月： 
我有疑問，像我們小時候就有解剖到 clam，然後還有再來就用……，然

後就是我現在長這麼大了，我的記憶都很模糊，而且我只知道我做過這

件事情，可是他怎麼要怎麼解剖，這些東西都已經很模糊，所以我在想

說，我們真的要做這些實驗嗎？我們到底要表達什麼？ 
 
簡志祥： 
其實就是回到實驗的目的。所以我們希望在教育當中，在生物教育當中

讓學生知道神經系統這些各個生理上面的系統的樣子、他們的功能，所

以要有解剖動物讓學生們知道。當然如果說都不解剖，學生還是可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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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因為這對他們將來的生活不會有任何影響。他們就算沒有解剖過，

生活還是過很好，因為我們基於讓他們認識生物的機能跟目的所以會用

解剖。是構造面對……。 
 
許珮琪： 
說到這個，我就有一個我不太想說的，因為美國他們啊……他們的生物

教具教材，當然在商言商是不可計較的，在生命教育中他也沒有什麼特

別的信仰，所以除了提供一些模型這種替代教材，也可以看到他們提供

這樣一種教育包，（展示圖片）他這整個成一個套組的方便包；所以當

時我也問過翔惠，解剖的是方便包還是自己準備的。 
 
翔惠：老師買來的啊！ 
 
許珮琪：（展示圖片） 
這一袋都是，但其實在美國他們也不重這樣的，他可以一整組發。蛙已

經死了，就放在真空包裡面，然後你打開來這些解剖器具都很方便，然

後還會有附說明書唷，可以自己帶回家做。還有那種小組用的啊，一次

這麼多包啊。這些都已經死了，像這個是……。 
 
彭仁隆：他有經過什麼處理吧？ 
 
許珮琪：安樂死之後就放在真空包裡。 
 
彭仁隆：所以是冰……。 
 
許珮琪：他會在牠的血管上面，像是靜脈上面注射一些顏料，然後會盡

量讓他們呈現顏色。咦！你解剖不是這樣嗎？ 
翔惠：……好像顏色都有……可能是剛剛……。 
 
【眾人紛紛討論】 
 
彭仁隆：這樣會不會造成很多人的誤解，像是我們知道靜脈本來不是藍

色……。 
 
簡志祥： 
可是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叫「透明人」。那部「透明人」的

電影，他們在做那個人吃了藥之後慢慢變透明，在那個處理階段，他竟

然讓他的靜脈是藍色，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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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這完全是件錯誤的事情……。 
 
許珮琪： 
本來就是要幫助學生要學習動、靜脈……那像這樣，他算是替代教材

嗎？他不是活的，他已經死了，可是如果這種東西我們拿過來，這個有

符合我們發展替代教材的精神嗎？ 
 
彭仁隆：……這只是前後問題……還不是一樣的嗎？ 
 
【眾人紛紛討論】 
 
許瀞月： 
對啊，美國人就是這樣，自以為他們現在就是……，他們現在對動物就

是，完全殺他頭，去他尾，他可以帶到箱朝面，不要看到那些形體，就

是還是在用那些…… 
 
許珮琪：反正就是不要看到他從生到死這個過程就好了！ 
許瀞月：對，反正別人去處理，然後我來用這樣子。 
 
蕭一真：以前孔子不是說：「君子要遠庖廚」 
 
許瀞月：所以我覺得他們很偽善。 
 
蕭一真： 
我想這樣子啦！我想討論一個問題：真實的，是那麼的必要嗎？我可以

拿別件事情來講嗎？因為講到這還涉及價值觀的問題，為什麼不去殺這

些動物，主要的問題就是去考慮道德問題，那如果不考慮這個的話，完

全沒有問題，今天就沒有這個爭議了。那就現實的社會，大家是你吃魚、

吃肉啦，這是大開殺戒，事實上大家在家裡每天都在做解剖的工作，你

在夾那個魚肉的時候，你就是…… 
 
張永達：（爸爸媽媽做……） 
 
蕭一真： 
這就是過程啦！說實在，我們的社會背景就是一個殺生，只是我們是不

是應該給他做一些修正這樣子，因為我們這個社會沒有一餐不吃肉。撇

開這個不談，真實真的那麼重要嗎？我常在想一個問題：北極，在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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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沒有去過嘛！可是我們知道北極的樣子，透過圖片大概知道個樣

子，但說實在你真的去過那邊感受會更深，所以旅行業才會在你旁邊

嘛！很多地方以現在這麼發達的科技，可以透過影像、透過圖片，所以

那個地方雖然沒有去過，但是已經有足夠充分的認知，覺得這是一個可

行的看法，但是有些事情是你不可能去的。我也在教地球科學啊！事實

上我在學校是地球科學老師啊，那以前在高中的時候，那比如說有時候

地球的地殼是什麼樣子的環境，我們不可能到那邊去。或者我們講銀河

系的構造，我們看到那個樣子，那絕對不是有一個人跑到銀河系，然後

拍一張照片說銀河系是這樣子，不可能！因為如果我們要這樣子的話，

要花幾億年的時候，到那個位置然後拍一張照，然後再花幾億年回來，

這不可能的。這是透過一些間接的探測繪成的，讓我們知道銀河系的構

造是這樣。那你認為這樣了解的程度夠嗎？我不知道，但真的看到又如

何？ 
 
許瀞月： 
像我有一個疑問，我們有中醫，還有西醫嘛，西醫才有解剖，中醫我們

就是從以前就沒有把人這樣開來看，但是中醫也是在醫人。所以我一直

在懷疑說，西醫他背景上的理論說「人要解剖，動物要實驗」。到底真

正效果是好到什麼程度？然後為什麼不能像中醫一樣，很多東西不需要

用解剖。但是現在中醫很多開始採用西醫的方式。 
 
男：中醫應該還是有解剖……。 
 
許瀞月：現在是有，可是從以前到現在……。 
 
張永達： 
可是中醫跟西醫的理論上面有一些不太一樣。中醫用的比較多統計學、

圖記學，西醫用的比較多的是藥理學。中醫當然也有藥理，可是很多的

統計，所以很多東西對他有效、對他不一定有效，對大部分有效他就可

以用。那中醫都是要想氣啊、小腸經、大腸經什麼，西醫不管這套。 
 
蕭一真： 
另外，還有對學生的……應該可以講一下他們為什麼會選動物系，會選

這些系的大部分都不是因為有感受這些事情，而是他喜歡這些生物的各

種、各種的。後來我比較傾向生態的東西，但是不是因為看到他們的構

造。那真的需要那些構造很清楚的就是兩類，一個是醫學系的，一個是

獸醫系的，特別是醫學系的。那些去唸醫學系的人，大部分不是因為他

喜歡生物，而是因為經濟考量，再怎麼殘忍他都會去，他不會因為那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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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忍，然後不去讀醫學系，不是這樣的。那個經濟考量的動力非常的大，

完全沒有輪到而已。 
 
【眾人笑】 
張永達：大家都承認啊！ 
 
簡志祥： 
我覺得要考慮替代的話，要考慮要不要跟人道有關係，如果要考慮人道

的話，像這樣子的模型就是很值得的。還有如果是像電腦解剖的部分，

其實只要到電腦教室就可以完成的，而且非常的真實。看到的器官就在

你面前，而且重複操作。 
 
許珮琪：可是其實有外文的問題，像現在怎麼中文化什麼的……。 
 
彭仁隆：這應該買版權就可以處理的吧？ 
 
簡志祥：其實中文化，以國中生其實只是多一些單字。像第一個，我讓

國中生做，那他們不是資優班的學生，他們是一般的學生，我只要告訴

他們多幾個單字，其實他們都知道那些器官，只要補充十幾個單字而已。 
 
許瀞月： 
還有，老師，我有一個疑問，你會拿那個蛤那些去做實驗嗎？可是其實

我們可以用觀察的方式去了解他們，不然就像剛剛那位老師講的，他說

如果需要很了解這些動物的，像獸醫系，因為他要了解很多動物嘛，然

後醫學系要了解診療，可是普通我們這些人，要了解到蛤那些心臟在哪

裡，胃在哪裡，或是魚神經哪一條怎樣。我一直在想說從養蠶，像做各

種動物實驗，可是事實上並不需要天天去把每個生物都敲開，不然我們

很多生物都可以拆開來看，去很透轍了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其他方

式，這對我們到底未來有什麼用？還是要拿來幹嘛，還是說只是浪費動

物開開，然後大家研究這樣，看牠膀胱在哪，完了之後可能就忘了。那

個報告可能寫的很清楚，可是過了幾個星期，可能考試完，大家也忘了

精光了！ 
 
簡志祥： 
我覺得這對將來生活沒影響，但是這個會對你將來的生活認知會有很大

的差別。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是跟植物有關係的：我之前曾經在我的

網站上有拿竹筷子，我把他折斷，然後我拍裡面的樣子剖面，有看到維

管束的樣子；那竹筷子因為單子葉，所以剖面看起來就像猴子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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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照片擺在網路上，過了幾個月之後，有一些環保人士要拿我的照

片，要直接放在他們的簡報裡面，那簡報裡面是要講免洗筷很可怕，因

為他的製造過程很可怕、很可怕，那中間擺那些照片，就是說免洗筷裡

面有這麼多洞，那這些洞就是雙氧水、硫磺，都會跑進那個洞，所以在

你使用上就會釋放出來，就會毒到你。然後在上個禮拜 TVBS 就報導那

個簡報，然後他們請了一個朝陽科技大學的一個教授，他問他為什麼竹

筷子裡有那些洞，那個教授是牛津大學的生化博士，他告訴聽眾說，那

些洞是回收筷子，然後他們把那些筷子用鹽酸洗了之後所留下的那些

洞。所以我就會認為說，雖然這是生物學上的基本知識，我們生活上根

本不會因為他多賺錢或少賺錢，但是我覺得認識那些是很基本的常識，

所以我覺得在解剖過程當中，以蛤來講好了，我解剖蛤之後，學生才知

道他們吃到蛤，有吃到鰓；你們大概不會認為你們吃到蛤會吃到鰓，對

不對。你們吃蛤會知道肝、胃、卵，學生不知道。可是我覺得學到這個

對他們來講，至少是個選擇，他們知道吃到裡面會有什麼東西，他們知

道蛤裡面的肝有什麼，會累積很多東西，有很多器官，那是提升他們變

成一個生活常識。那解剖這件事情，我們希望透過青蛙的解剖，其實這

些事情最後目的就是想要了解人。我覺得那些解剖動物的目的都是要了

解到人的樣子，那我們不能解剖人，所以我們選擇解剖青蛙，而且一定

是選脊椎動物裡面跟人比較接近的，可是鳥類取得會有困難，爬蟲類，

我們又沒有這麼多食用的爬蟲類，所以會選擇用青蛙或魚類做實驗，我

覺得那是有他的道理存在，而且我覺得是需要做這樣的實驗，但是並不

是需要到每一個人都做，他可以變是一個示範實驗，秀出來，大家認識

說原來有這些器官，你也有這些器官，大家長得都一樣。 
 
蕭一真： 
我想要講一個，一個在屠宰場殺豬的人，一定清楚那些構造，但你要問

他心臟循環的附近怎樣，他絕對不知道。在殺豬過程中，他看得一定比

我們多，但是他不見得知道，為什麼？因為沒有人去教他這些東西，這

些東西需要課程去教的，那我想在座沒有人殺過，啊！那個獸醫看過。

我到現在還沒有殺過豬。我相信你對豬的構造的功能與理解一定超過一

個天天殺豬的人，因為有教嘛！因為我們透過某些方式了解他背後的那

個。在講到剛，你說的筷子這個實例，當然這個問題很大，這整個回到

我們整個教育到底在教他們什麼，說實在要挑這樣的問題不在於解剖。

當然有解剖的話，特別去做、去講那個印象會比較深刻，但是事實上我

覺得我們可以在漫長的學習過程裡面去學習，不可能每一樣都那麼的精

準，所以我還是覺得這個部份有待討論，不是那麼的……，不過我敢確

定的是，我們去了解那個背後的原理往往會記得比較清楚，而不是只是

看一下，晃過去看一下等於就像過客，我覺得這是兩個結合，還是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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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一定要給他們解剖下去嗎？ 
 
許永暉： 
我想說就以前高三的時候，還有大學那階段解剖的一些想法感想好了。

那我本身是高中三類組嘛，後來大學是唸生物相關科系，最近然後前陣

子在帶助教。其實帶助教，在大一普通生物學的過程中，其實在那個過

程中也殺了不少實驗用的生物。那我就是覺得說，在高三那時候來講的

時候，那時候我記得是四到六個人一組，然後全班去這樣分組，去殺一

隻青蛙。我覺得那時候對我的印象來講是說，雖然從課本或是影片中可

以看到它會有哪些器官，大概是長什麼樣子。但當你實際去把它剖開來

看了之後，可以通過自己去尋找觀察那些器官在什麼位置跟關聯，例如

說胃上面連的是食道，下面連的是小腸、大腸再連到洩殖腔。我覺得在

這樣一個實際的觀察當及過程當中，對於一個學生在了解這些器官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剛剛講到技能的訓練，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說倒

是其次。再來如果是在大學的課程上來講，這些解剖的課程會比高中時

期來講可以做更多的發揮，例如說在大學殺了青蛙，可能不只是觀察他

的神經或內臟，還會另外多做更多的觀察或實驗，相對於高中來說發揮

的效果，可能因為高中的課程不深，少了蠻多的。 
 
許永暉： 
所以我想表達的是說，在實際解剖這方面，可以帶給我們一些觀察的體

認，是無法取代的。反而要問的是高中生需不需要體認到這樣深的知

識。我認為比較可以具體可行的方案是減量，讓學生可以自由選擇說他

們到底想不想要有這樣深刻的體認，特別是要唸生物相關或是醫學方面

的學生來講，或許比較需要去接近了解這樣的生物構造。 
 
許瀞月： 
我之前剛好跟一個慈濟的委員在聊天，談到他們大體捐贈，他說現在的

屍體太多了，我在想相對於我們常常不夠，是不是可以借一些屍體來

用…… 
 
許珮琪：你是說在高中階段就引進大體嗎？ 
 
【眾人紛紛討論】 
 
兩人異口同聲：不可能  
 
張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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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沒辦法處理。我以前有一個同事在台北醫學院當大體解剖助教，他

說上課之前要到教室去，看今天要解剖的內容，這對他來講就已經是很

大的壓力。有時候他洗一洗會回過頭來看一看是不是有哪一具會站起

來，還好一個大體用完一個學期已經支離破碎了。那時候他只把它當成

一個實驗的道具，突然到學期末了，系辦公室也沒有通知，突然進了九

具大體，這對他衝擊非常大；要做法事，送去火化，請家屬來等等。所

以這個東西拿到學校去，高中沒辦法處理……。 
 
許瀞月：可是我們對這個動物也沒有做法會，像我家的 XXOO……。 
 
張永達：人跟其他動物是不一樣的，對這是另外一回事啦！ 
 
許珮琪： 
我想大家對於在動物的價值觀上，因為有些人就是把生命的價值，覺得

青蛙跟人都是同樣是生命，而有些人就只是覺得那是較低等的生物而

已……。不好意思，因為時間已經超過了，那我問最後一個問題，如果

會後有什麼意見可以繼續討論。最後一個問題，請大家看模型、光碟套

組啊！還有這種塑化標本，所謂的塑化標本就是把一些塗料打進動物的

血管裡面，他其實本質上還是由真正的動物所組成，跟這個比較不同的

是他整個材質都已經被置換成特殊的塑膠，你摸起來像塑膠，但他其實

就是動物。像這種東西，你覺得在高三的階段，我們就引進來做替代教

材，值得買嗎？ 
 
簡志祥：其實光碟，就是虛擬解剖的部分，這些在國、高中的實驗室都

會有，可是實際上用到的非常少，像這些……。 
 
許珮琪： 
因為我其實自己有去找一些塑膠廠商，我想說既然台灣這麼小的話，我

們要不要把這些資訊提供給他們，問他們要不要開模來製作這些東西，

但是如果說我們做了這樣子的努力，但是沒有效果的話……，同學，像

這種東西放在高三生物課，你覺得會有用嗎？ 
 
游玲羽：我覺得大家看到，只是把它當成是一種玩具的心態去看，就是

玩吧！不會有這個心態說，現在就是要學這個動物，應該不會，就覺得

我們組來組去……。 
 
許珮琪：所以我們找了青蛙的模型，不管是說他的擬真度，或是說像這

種塑化模型這些，你知道他是真的青蛙做成的，只是說他現在變成像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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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這樣，這個對於你們的學習效果如何？ 
 
游玲羽：ㄟ…… 
 
彭仁隆： 真的跟塑膠會不會有影響的，就是真的跟塑膠？？ 
 
游玲羽：這個比塑膠的好一點吧，如果是塑膠的話就是玩具一樣……。 
 
許珮琪： 
但是塑化標本的價格非常高。因為就我所知台大獸醫系的郭宗甫教授，

我去找他的時候，他說他以前有很努力的要做這方面，可是他發現都沒

有人要理他，然後他自己獨立奮鬥了很久，他放棄這條路。他說國內本

來有廠商找上他，說要發表塑化標本，結果大家一聽到製作過程這麼繁

複，全部都打退堂鼓了，所以現在台灣是沒有的，如果要有的話我們要

找大陸的。那大家應該知道那個德國馮，哈根，他有在我們這邊辦一個

人體塑化展，事實上他的工廠是在大陸，所以大陸他們有能力做這種塑

化標本，但是他們所做的材料都是人，所以你要從他們那邊取得青蛙的

塑化標本，事實上是因為，大陸覺得青蛙太……，就是拿大炮打小鳥，

太不重要了，所以如果今天有打算要引進這樣的塑化標本的話，就變成

說要去接觸廠商，然後說服他們，然後幫他們仲介技術……。 
 
張永達： 
如果這樣，台灣的市場恐怕太小。比方說一個學校買一套，全台灣的高

中大概一百多所吧，所以他恐怕不敷成本。國中的話大概一千所左右

吧，高中大概全台灣恐怕一百多兩百所。因為這個東西價值不斐，一個

學校買一套就不錯了，他就只能生產兩百套，除非說他要開發國際的市

場，否則的話光為台灣做，我想這個廠商的意願……。 
 
簡志祥： 
我覺得現在我們說要做塑化標本其實是件蠻奇怪的事情，因為原本這個

實驗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學生了解生物的構造，那為什麼學生要解剖青蛙

就是因為其他動物可能不方便取得或是價格很高，那我最主要的目的還

是要了解說，藉由青蛙這樣跟人相似的生物來了解人體的構造，那如果

要到使用替代教材的話，那應該使用人的標本，就足夠滿足我們所要的

需求，重點不是放在青蛙上面。 
 
張永達：人的標本比較少。人的塑化標本，用真實人體的器官去製造的，

很難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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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珮琪：但是各大醫學院在用的……。 
 
張永達：醫學院沒有問題，那些學生必須要接觸，因為他必須面對人的

死亡，他必須要接觸，一般的高中生，那個會有很大的心理衝擊……。 
 
彭仁隆：擬真的話都還好，要是用到真的人體，會有很大的……。 
 
【眾人紛紛討論】 
 
許珮琪：但是要買的話，如果說跟醫學生買的管道去買的話，沒有到塑

化標本的程度，但是要買那個擬真度很高的產品是很多類的，但都是人

的產品。 
 
許瀞月：讓比較小的孩子了解人，不是更了解他的身體嗎？ 
 
張永達：會有衝擊……會有很大的心理衝擊……。 
 
彭仁隆：擬真的話都還好，要是用到真的身體，會有很大的問題……。 
 
張永達：對！那個不行！這樣不能讓他接觸，根本不行！ 
 
【眾人紛紛討論】 
 
蕭一真： 
我上學期帶學生去參觀過護理學校，那邊很多真人標本，但我注意看，

也有很多的塑膠模型，做得很像真的，因為人畢竟比青蛙大多了，所以

模型相對來講好做，它要做到達到認識跟教學的效果就比較夠。要是一

隻小小的老鼠，要做到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那就更累，如果可以的話，

那做到大象豈不更好？ 
 
蕭一真：可是我們很多學生看到那些切片，回去第二天都在抱怨，他們

覺得晚上睡覺被嚇到了……。 
 
蕭一真：我看那些護士學校，她們以後是真槍實彈要在醫護界，可是很

多教學還是用模型，我相信一般高中更……。 
 
許瀞月：如果直接去殺動物，學生不會更作惡夢嗎？有些學生會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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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張永達： 
有些學生會，但那畢竟跟人不一樣，你用人當材料啊……我想，協會有

這麼一個開發替代教材的計劃，因為啊，這個實驗還是放在高中課程裏

面，替代教材的開發是非常必要的啊！ 
 
張永達： 
可以從幾個面相去思考，在這個活動裏，我們要達到知識性的、技能性

的、情意性的目標，大概可以達到哪些部份；然後我們協會這邊很努力

地到處找這些替代教材，可以去思考這些替代教材，哪些是補足認知性

的部份，哪些是補足技能性的部份，哪些是補足情意性的部份？還有我

們自己是不是可以開發一些？這個志祥可以幫忙啊！我們志祥是非常

優秀的，他的網站做得非常好，是許多學弟妹的模範，或許他可以幫協

會一點忙呀！ 
 
張永達： 
另外新的課綱實施以後，我想我們對老師的訓練，要加強一部份啊！因

為聽到高中同學的聲音啊，表示進行這個活動的時候，老師對學生在教

學前的教育顯然不夠，所以將來在針對這個實驗的實施，老師在教學前

跟教學後需要補足哪些部份，我想應該要做一些準備；對高中老師在做

課綱說明時，對老師們做一些訓練。 
 
簡志祥： 
我們的老師就是解剖青蛙長大的，再來的教材如果換成解剖其他動物的

話，還要學很多新的東西，對很多老師來講，這個是不容易去做到的，

我想當初你們在課綱會議上，有許多老師選擇保留，這也是一個可能的

考量，因為畢竟是個新的東西，但是我覺得替代是一定可以替代的，只

是要用什麼去替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用吃的食物去替代。 
 
許珮琪：（問高中同學）如果今天教到解剖這個單元，你們生物老師突

然說，根據關懷生命協會的建議，好，拿出了一個製作非常精細的人體

解剖模型，跟你們說，好，我們來教解剖，你們會不會困惑要學什麼？ 
 
游翔惠：人體解剖？ 
許珮琪：就是本來要解剖青蛙的實驗，然後老師接受我們的建議引進替

代教材，我們會覺得既然要學解剖，當然學人的比較好啊，那這樣在學

習上面你們會不會覺得很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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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翔惠：會！ 
 
【眾人笑，開始互相討論】 
許珮琪：不會因為覺得今天是學習人的，反而學更多？ 
 
蕭一真：如果是人的，青蛙的模型讓你選擇…… 
黃文嫻：假如說現在有很多種替代教材，那你會比較喜歡哪一種？比如

說是線上模擬，或是你喜歡模型，可以從中間看到構造，或是像這浸泡

的標本，你會喜歡哪種？ 
 
游玲羽：其實我覺得那個線上的還不錯……！ 
 
許珮琪：會不會覺得真實度不夠？ 
女聲：有那麼需要去了解那個真實度嗎？ 
 
游玲羽：真實度……其實我覺得還好……可是你親自去做，印象會比較

深刻……一劃開就什麼都知道了。 
 
許珮琪：啊，這就是我一開始說過的，替代教材某些部份永遠無法跟真

實的生命比較……。 
 
張永達：多元性的，這個可以補足這塊，那個可以補足那塊，讓老師有

多元的選擇啦！ 
 
彭仁隆：（問高中同學）除了真實的話，那種方式你們會比較喜歡？ 
 
游玲羽：其實如果模型做得比較逼真的話，我覺得還可以……。 
許珮琪：那像這樣子的……（拿展示模型）。 
游玲羽：我會覺得它像玩具啊！不像是我要學習的對象的感覺……。 
許珮琪：那一樣啊！該有的器官它都有！ 
 
游翔惠：在國中健康教育的時候，老師就會放一個很大的模型，把它的

器官都掏出來，看這是什麼，那是什麼，我覺得圖片或是模型都能夠讓

人記得那個位置啊！ 
 
彭仁隆：那回到剛剛線上呢？有實際動物跟他用 3D 虛擬動物，你們覺

得哪個比較有效果？ 



 77

 
游玲羽：我覺得實際動物比較好，虛擬動物，我還是覺得……還是覺得

假假的…… 
 
許珮琪：好，時間上已經超過許多，非常感謝大家來參加這個座談會，

給我們許多寶貴的意見！ 
 
釋傳法：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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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座談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96 年 9 月 1 日  14:30～16:30 
會議地點：關懷生命協會（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289 巷 5 弄 16 號） 
與會人員：劉文彬（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研究員） 

周京玉（國家衛生研究院獸醫師） 
曾桂香、謝宜珊（龍騰文化出版社生物編輯） 
彭仁隆（台北市立動物園教育推廣組） 
陳美玲（農委會畜牧處技正） 
許珮琪（曾任職生技公司實驗動物技術部門） 
許瀞月（關懷生命協會志工，醫學院主修公共衛生） 
林弘仁（台灣大學園藝研究所同學） 
釋傳法（關懷生命協會秘書長） 

會議主席：釋傳法 
會議紀錄：林弘仁 
 
會議內容：  
一、討論高中生物實驗以解剖青蛙方式作為實驗內容是否不當。 
 
許：高中生物的青蛙解剖課程，常因為學生的實驗技術不佳與麻醉方式

欠佳，導致有虐待動物的情形產生。生命的價值崇高，每個生命都有價

值不能任意犧牲。解剖青蛙的目的—95 課綱中列在學習神經系統與行

為，但實際上重點放在循環系統及內臟，是否有失焦之虞。可建議各校

成立動物實驗管理小組，督導高中動物實驗內容，並思考高中活體解剖

教學內容是否違反動物保護法。 
 
周：高中生物營隊、生物社團的動物使用，希望能列入動物保護法規範

中。高中是一個空窗狀態。可由麻醉藥品開始管制，以人的健康為重點

切入。例如氯仿是致癌物應禁止使用、乙醚的公安問題需要注意。確保

整個環境可以安全運作。各教科書也應該提供相關的安全資訊。或是直

接購買犧牲後的活體動物供學生操作瞭解活體結構。老師和教科書也必

須做好動物倫理的教學，讓學生能嚴肅面對操作動物的生死問題。動物

在死亡狀態和麻醉中進行解剖是不同的兩個狀態，如果讓動物在操作中

途從麻醉狀態醒來，施加在動物上的解剖動作明顯的違反了動保法。希

望各學校可以審慎評估執行動物實驗的利弊得失，並提出最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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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國外做過評估報告，針對高中學生調查蛙剖實驗替代教材的成效，

結果顯示，實體實驗操作與以虛擬方式實驗的學習成效並沒有相當大的

差異。採用虛擬替代教材的學生，在本實驗中所必須傳達的神經組織，

脊椎動物生理結構，以及實驗方式等認知，與實際操作蛙剖實驗的學生

相較，並不會因為沒有經過實際操作便喪失學習效果。 
 
劉：相關科系接觸的內容應該是將來應用層面最深的部分，活體的操作

和屍體的操作還是有所不同。高中階段對於學生而言仍屬於摸索自身性

向階段，是否有必要在此一階段就置入實際解剖動物的課程內容，還是

將此內容挪到各大學再做教育，需要與課程研擬小組再做討論。 
 
二、蛙剖替代教材的討論 
 
周：現在有替代的材料可以用來練習與教學使用，但是目前應用層面不

廣的原因仍是經費問題，希望日後能夠普及在高中實驗上。現在也有相

關的軟體正在開發，用來模擬動物生理實驗的相關過程，可以作為替代

教學之用。 
 
許：國外相關的電子教材種類相當多，可以建議開發公司對課程內容中

文化之後，可打入華人廣大市場。替代教材的模型目前有許多選擇，從

中國大陸到德國都有廠商在生產。不過模型的擬真度和花費的成本成正

比。高中部分需釐清教學的目的為何，再推廣各學校使用合乎需求的替

代教材。同理可以再推至鼠、牛等高等脊椎動物的模型使用。 
 
劉：採用活體青蛙的目的很大部分是因為青蛙較為低等，如果大量採用

模型教學，可以直接讓學生接觸高等脊椎動物的生理結構。另外大量採

用活體動物實驗是否對本土生物多樣性造成不可回復的影響，是一個必

須認真思考的問題。很多老師有學生必須接觸活生生動物從生到死的過

程才算真正對生物課程有體驗的迷思，需要加以再教育，現在有 WSPA
動物倫理的教材，可以考慮邀集高中生物教師說明。 
 
周：建議由立法著手，推動動物保護法裡面規範從小學開始進行固定時

數的動物倫理及保護教育課程，促使學生從小開始就對動物保護的內容

有概念。若高中蛙剖課程無法移除，至少使學生在實際操作實驗的時

候，對於犧牲的動物存有尊重、感激的心理，而非流於遊玩式的屠殺。 
 
劉：高中解剖課程的目的思考：訓練學生專注的能力、瞭解解剖的技巧、

能有瞭解動植物生理結構的相關位置。這些目的實際上都可以藉由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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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達成，不過實際體驗生死的問題被許多高中老師認為是三類組學生

必須面臨的問題，這個觀念承襲已久，一時間要扭轉是很困難的事情，

在研發相關替代教案的時候，也需要逐步教育生物教師，使他們接受替

代教材以及改善學生在進行蛙剖實驗時的心態。 
 
陳：我國使用青蛙解剖做為高中課程原本便是參考國外的相關課程內

容，現在國外已漸漸不用青蛙活體解剖作為學生學習解剖的方式，國內

也應該跟進學習。並推動教師進修關於動物倫理與解剖相關的教育課

程。 
 
許：協會現在收集的替代教材包括：Net frog，透過網路觀看青蛙解剖

的過程，學生從中也可以學習到青蛙生理結構組成和解剖的方式。

Digital Frog 有提供教師手冊和學生手冊。除了單純觀賞之外，國外也有

相關的互動式教學光碟，可以提供學生學習用途，還可自由選擇實驗室

套件內容，學習各種不同方面的課程，但缺點是目前台灣並未有代理，

而且價格偏高，可能在國內市場接受性較低。 
 
曾：替代教材的成本考量是教師是否願意採納使用的因素。目前教科書

廠商也有製作相關的多媒體教材可供教師使用。廠商方面也贊同此一理

念，未來可在課程設計內容上配合政策需要修正。 
 
彭：臺灣開發替代教材的可能性，透過出版社方式開發可能會囿於私人

機構以及自由市場機制影響，可能在開發內容上會有出入。如果由農委

會、教育部(中教司)等部會出資製作屬於臺灣的動物教育替代教材，對

於全國性的推廣效果應該較好，在人力及資源的分配上也較有效率。希

望出版社都能提供類似的教學內容。 
三、蛙剖教材在科學教育上的意義探討 
 
周：九年一貫教育可將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揉合，高中教育還欠缺這樣

的思考模式。在未來教綱研擬的時候，此部份的銜接也需要納入課程內

容內。使學生能繼續建立尊重生命、愛護生命的觀念，並且可以體會在

科學必要研究時，對犧牲的生命表達敬意。 
 
許：需搜尋歐美日等國家在動物實驗上的操作改進方式，包括麻醉、動

物選用、替代教材等方式。美國許多相關規定均置於州法規範內，國內

可多方參考相關資訊，作為教材改進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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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給老師的觀念改變：沒有了解剖課程，該如何給學生認識原本解剖

課程應該認識的東西？藉助輔具、替代教材、多媒體影片、或教學手術

等，同樣都可以達到學習的效果，同時兼具尊重生命的觀念。而不必一

定需要透過犧牲動物的方式來達成。 
 
周：建議促請立法機關把動物保護相關的教育觀念修訂至動保法中，推

動各級學校成立動物保護委員會，不只是針對生物相關教育的動物使

用，也增進學生對動物保護觀念以及倫理的建立。養成學生不虐待動

物，不濫殺動物，在動物實驗時也能保持嚴肅的心情認真操作。 
 
陳：透過電視廣告推動動物保護的觀念，使更多的民眾瞭解相關的基礎

觀念。以電視廣告推出所收到的效果，遠超過以其他平面媒體或政令宣

導傳達。目前政策面上對於此一方面較薄弱，日後的政策方向會朝此方

面努力。 
 
彭：使用動物屍體進行解剖，避免教學中間殺害的動作，就沒有動物保

護的問題，可以促請教科書廠商修正內容以貼近動物保護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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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座談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96 年 10 月 13 日  14:30～16:30 
會議地點：關懷生命協會（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289 巷 5 弄 16 號） 
與會人員：蔡仲昕（百齡高中生物教師） 

林珮羽（三民書局生物編輯） 
李君曜（台灣大學醫學所同學） 
潘曉涵、郭恩展（台灣大學魚科所同學） 
曾義智（臺北醫學大學同學） 
彭仁隆（台北市立動物園教育推廣組） 
林弘仁（台灣大學園藝研究所同學） 
釋傳法（關懷生命協會秘書長） 

會議主席：釋傳法 
會議紀錄：林弘仁 
 
會議內容： 
 
傳法法師：今天很歡迎各位參加關懷生命協會舉辦的青蛙解剖實驗替代

教材座談會，協會今年承辦課程檢討高中青蛙解剖實驗替代教材的研究

案，希望能提出實驗的替代方案，減少實驗動物的犧牲，今天很高興各

位一同來參與討論。 
 
(自我介紹過程) 
 
彭仁隆：之前幾次的座談會我們邀請了相當多的學者專家一起來探討高

中生物教材裡面有關青蛙解剖實驗的內容。本案在討論的過程中很需要

教科書廠商的一同參與，因為課程內容實際的編寫是由教科書廠商依照

課綱內容編寫，青蛙解剖實驗的課程內容取捨，可能也要參考教科書廠

商實際在編寫時候的意見。 
 
傳法法師：在討論開始前，我們先請弘仁簡報一下現在高中生物有關青

蛙解剖的內容。 
 
林弘仁：在這邊先展示目前高中生物課程中，有關青蛙解剖實驗學生的

反應和操作情形，解剖課程在高中的科學教育來說，目的在於讓學生瞭

解脊椎動物的神經和內臟構造，以及讓學生體驗解剖的動作。現在許多

的高中生面對這樣的課程並非都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有些甚至有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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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在實際解剖的時候也有可能因為對於生命的不尊重導致對青蛙

造成傷害。如果使用替代教材，應該可以減少這樣的事情發生，對於使

用替代教材之後對於高中科學教育的衝擊，是值得我們好好探討的。 
部份的學生在操作的過程能依照教材的指示操作，並正確的解剖青蛙，

但是並非所有的學生都有辦法在第一次操作的情況下順利做完實驗，許

多時候造成實驗動物不必要的痛苦，青蛙在掙扎的過程中也對學生的心

理造成若干的不良影響。或是對生物這門學問產生畏懼。 
目前我們收集的相關替代教材包括最基本的圖說、實物模型、3D 影像、

示範影片以及虛擬實境的軟體等，均在國外有相當的應用層面，國內也

可參考作為替代教材的研發素材。 
在這邊也想請問老師，當學生在面對解剖課程的時候，會不會有心理的

畏懼現象而不敢動手的情況，學生是怎樣去看待這件事情的？ 
 
蔡老師：一般來說學生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不敢實際去動手，一類是實

際去做的；而實際動手的又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鼓起勇氣跟著教材一步

步操作的，一類是以殺戮的過程為樂的，而老師並不能完全避免後者的

情況產生。帶實驗對老師來說是個相當大的負荷，若有相關的替代教

材，對於教師的教學上有相當大的裨益。 
 
林弘仁：之前的訪談結果，許多的生物教師認為必須讓學生實際操作殺

生的動作，才能讓學生瞭解生與死之間的差異與界線，在場除了老師也

有許多就讀生物相關系所的夥伴，當我們踏入研究領域必須犧牲動物來

成就一門學問的時候，我們已經被教育必須以崇敬的心情去對待犧牲的

動物，但是在高中的過程中並不是每個學生都有這樣的觀念，這也是我

們想要推動替代教材的動機。可否請各位分享一下相關的經歷？ 
 
李君曜：在我高中階段除了青蛙還有吳郭魚的解剖實驗，同學的反應也

是非常兩極，動手派和觀望派都有，因此在解剖實驗上還是要尊重學生

的意願去進行，不需要用強迫的方式。有的老師會強調學生一定要親自

動手去作才會瞭解，但是就我一路到大學內學習的過程來說，如果沒有

激起興趣，又是不得不修的課程，常常就會敷衍了事。建議可由老師作

示範實驗，讓每個人都可以清楚的看到過程，達到學習的效果，也可減

輕學生的心理障礙，如果課後有學生有實際操作的意願，可再跟老師要

求進行。 
由於高中生對於脊椎穿刺之類的解剖技術並不熟練，讓青蛙處在痛苦又

無法死去的情況，對於青蛙和學生來說，都不是很好的一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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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弘仁：這邊展示一下現在所收集到的一些相關教材，例如像固定的模

型，由於分色明顯可以讓學生清楚瞭解青蛙體內的臟器分佈情況，立體

的構造可以顯示多層的臟器結構。模型的內容除了青蛙以外也有更高等

的脊椎動物，例如兔、鼠及靈長類等。這邊想請問曾同學，因為您之前

高中並不是三類組，而大學修習了生物相關的系，在高中完全沒有接觸

過的情形下，您面對大學的相關動物實驗課程，是抱著怎樣的態度在學

習？ 
 
曾義智：因為我高中並沒有修過相關的課程，所以上了大學之後的相關

課程會更積極去參與。我自己的感覺是在學習這些相關的解剖課程時，

還是要親自動手才會瞭解和記憶。就我學習過程學校並非每種解剖實驗

都有提供大體老師，當我必須用觀看浸漬標本和塑膠模型的時候，感到

很可惜，雖然我們並沒有實際去接觸大體。不過我覺得大體和高中生物

的解剖對象還是有差異，並非要解剖過青蛙才能對觀看大體解剖等產生

共鳴，而且大學解剖的時候感覺態度比高中實驗嚴謹很多。高中沒有學

生物對我大學的課程學習還是有若干的影響，不過我們在實驗開始前都

會先看示範影片，瞭解整個實驗的運作過程。 
 
彭仁隆：高中沒有修過生物相關的課程，在入學管道和以往不同的現

在，僅修理工科的學生也有機會進入生物相關的系所就讀，不知道在座

同學對於高中過程接觸生物教育與否，在進入大學之後會不會對學生產

生影響。 
 
潘曉涵：我覺得並不會有太大影響。進入大學之後對實驗的態度會有另

一番新的體驗，高中過程使用影片等替代教材，或是作示範實驗應該就

足夠。比現在每人處理一隻青蛙，若有學生態度輕佻，可能就會造成動

物的無端犧牲，老師也無法照顧到每個人。不過不能否認的是，實際操

作對學生的印象還是很深。 
 
李君曜：高中之前舊教材除了青蛙還有吳郭魚的解剖課程，當時班上也

常常發生因為沒有麻醉和擊暈魚，導致魚在解剖過程中醒來滿地跳的現

象，老師也沒有馬上作處理，整個實驗原意是好的，但是卻弄得很亂。

如果是老師作示範實驗，或是挑選學生出來用指導實驗的方式作，應該

會收到更好的效果。 
 
蔡老師：今年的教科書廠商有送相關的輔具教材給老師，但是在老師們

討論後還是覺得輔具的效果雖然不錯，但是尺寸太小，無法在全班四十

多人面前清楚展示。大學生的心智年齡的確是比高中生成熟的多，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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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操作上也比較認真面對。在去除實驗課會不會影響學生選科系的部

份，坦白來說現在的升學制度還是分數取向，真正有科系取向的人還是

非常的少，而且這些人通常已經規劃好方向了。 
 
林弘仁：請問一下三民這邊會不會製作相關的教具提供給老師使用，還

有剛剛老師所說的尺寸問題？ 
 
林珮羽：就我目前的瞭解，現在的教具還是向外採購而不是我們自行研

發，而且課程的擬定還是要遵照教育部的課綱進行。現在高中很多相關

的生物社團，也進行很多的實驗活動，所以如果在課程上沒有編寫進

去，有興趣的學生還是有門路去進行相關的實驗。如果比較小的高中，

可以考慮請教育部協調區域內較大的高中或是大學支援。 
 
彭仁隆：教材的編寫除了課綱要求，編寫委員會的教授們應該也能夠主

導，例如在本來的青蛙解剖實驗上，另外增加相關的替代方案內容，提

供老師作選擇。教科書廠商的成本等考量，協會也有未來考慮研發成本

較低的替代教材，未來希望還能夠跟各廠商合作。 
 
潘曉涵：可否考慮將實驗的過程製作成光碟給老師和學生參考？ 
 
林珮羽：各家廠商都會提供實驗光碟給老師。 
 
蔡老師：今年我們所收到的實驗光碟，並沒有青蛙解剖的部份，並不是

每個廠商都會製作選修課程內容的光碟。不過光碟是一個蠻好的替代教

材，因為除了實際動手作之外，其他的細節和變化都可以給學生很快吸

收。最大的問題在於如果替代教材佔用太多的教學時間，會有課趕不完

的問題。如果課趕不完，還是會優先從實驗課時間開始刪減。 
 
林弘仁：這邊展示一些國外的多媒體教材，在國外很多的高中甚至大學

已經不做動物實驗，採用這些多媒體作為輔助教材給學生學習，不過這

些教材的缺點就在於價格還是過於高昂，要台灣的高中負擔有相當的困

難。 
國中小開始都會有生命倫理的相關課程，教導學生愛護動物，珍惜生命

的觀念，大學在相關實驗的時候也會教育學生必須嚴肅看待，唯獨現在

高中是個斷層，老師在實驗課開始前的倫理教育比重應該也要相對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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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有位簡老師以蛤仔作為材料，帶領他的學生進行解剖，一方面蛤仔

並沒有神經系統，另外結構也較為簡單。我們是否應思考解剖課程的目

的是否在於犧牲動物這個關鍵，還是在合理的犧牲過程後，讓學生直接

觀察死亡的動物身體結構。如果要有進行犧牲實驗，就必須透過動物實

驗小組的審核，不過現在並非每個高中都有成立該小組，因此實驗的合

法性受到質疑。各位可以參考現在協會所收集的一些替代教材，共同腦

力激盪一下提出一些建議。 
 
林弘仁：在場的同學老師都有經過動物實驗的洗禮，應該也很清楚怎樣

的體驗可以讓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記憶，進而去瞭解整個實驗的內

容。也盡量不要讓學生在進行實驗的過程中有不愉快的記憶。 
 
彭仁隆：現在的市場取向是替代教材要由教科書廠商提供，學校並不會

有太多的預算投入在此部份，可否請廠商說說對未來相關替代教材的看

法？ 
 
林珮羽：相關的教材我們也會編入教師手冊給老師參考，課本的部份還

是必須依循課綱的規定進行，不過編排的部份會更有新意。教具方面還

是要看公司預算能否負擔，或是教育部要不要補助學校購買。現在的選

修制度也是名義上選修，由學校作為單位排課表給學生，學生並沒有選

擇是否修習選修課程的自由。 
 
曾義智：我還是蠻贊成實際操作，不過如果有老師作示範實驗給全班

看，收到的效果也會很好。而且跟放影片相比，作示範實驗會更有臨場

感，老師也可以隨時停下來作解說。實際讓學生作犧牲的動作，才能讓

學生瞭解生死的差異，我覺得這仍然是很重要的部份，建立學生對生命

的尊重和責任。但實際上還是應該考慮個人觀感，如果實驗選修可以細

分到個人選修就更完美。 
 
林弘仁：不過現在許多學校並沒有抽氣櫃的配置，無法麻醉後進行犧

牲，這樣可能也會造成動物福祉上的損害。而且在個人選修上，在高中

體制中這樣會增加老師相當多的負擔。 
 
潘曉涵：高中階段使用影片多媒體等方式教育學生感覺就很足夠。在多

媒體的選擇上，用動畫繪製可能效果會比較好，個人看過動畫和實際畫

面的多媒體，實際拍攝的場合常會有些角度看不到，用 3D 動畫可以將

這部份做的更好更精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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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恩展：在實驗課還沒有從課綱中拿掉之前，高中執行這樣的實驗應該

還是無法避免的，不過可以從多人操作一隻開始逐步減少使用的數量。

或是直接由老師操作示範實驗給學生看。之前的經驗也是有許多學生一

開始犯錯後就整個放棄，放任動物在不好的狀態下死去。 
 
彭仁隆：要獲得知識並不一定要透過實驗的方式，如果現在實驗的精神

是要獲取相關的知識，還有許多其他的手段可以達成，不一定得要進行

實驗才有辦法吸收。 
 
李君曜：現在的問題在於，高中生是否已準備好在進行實驗的過程吸收

相關的知識和體驗，還是仍然以輕蔑和敷衍的態度在面對實驗，如果高

中生的心態沒有改善，實驗做的再多，也是毫無意義。如果重心放在體

驗上面，實際上的效果還需要再評估。或許實際上收到的學習效果並不

是很好。現在多媒體資源發達不比以往，瞭解生命的內容也許不必真的

還需要進行犧牲，也可以減輕老師的負擔。學生如果真有興趣就可選擇

大學就讀相關系所進一步作探討，沒有興趣的也不必真的勉強他在動物

實驗過程中留下一些陰影。 
 
蔡老師：高中解剖的目的還是兼具體驗和求知兩種，但如果高中生在這

樣的學習課程下，只能獲得很少的知識，那這個教材基本上就有浪費的

問題。如果使用替代教材，說不定更能引起學生的興趣。不過現在的替

代教材普遍都是不適合在課堂上對著整班學生講解，在國外小班制很適

合，但是台灣每一班的編制都非常的大，使這些替代教材雖然立意良好

卻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這一點希望能夠加強。選修三類組的學生在面

對動物實驗方面基本上都會有相當的心理準備，但是還是要教育他們對

於生命的尊重，不然淪為嗜血屠夫就悖離了教育意義。很多教科書廠商

會在教師手冊上引導老師教學的方式，這一點是廠商可以多加用心去琢

磨的部份。現在我還是認為影片和多媒體對學生的學習效果會比傳統的

模型或標本來的好，如果是政府願意出資製作再分發到全國，這樣的成

本就可以攤提很多，對這方面的教育推廣也有很大幫助。 
 
彭仁隆：這方面的推動除了政府推動，教科書廠商協助推動可收到更好

的效果，以光碟的方式散佈也比較適合現在的環境。 
 
李君曜：不過蛙剖實驗的本質仍然是讓學生學習知識，至於學生對待生

命的態度有賴老師上課時多費心去潛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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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法法師：減少活體動物的實驗是世界潮流，台灣也應該漸漸朝這一方

面努力，協會明年的目標也會朝著替代教材的研發前進，謝謝各位今天

的意見發表，各位的寶貴意見對於高中蛙剖替代教材的推動有很大的助

益，未來也需要各位的支持和建議，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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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座談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96 年 11 月 3 日  14:30～16:30 
會議地點：關懷生命協會（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289 巷 5 弄 16 號） 
與會人員：張誠琦（英國牛津大學藥理研究所碩士） 

關年鈞（台灣大學園藝系同學） 
胡家怡（師大生命科學系同學） 
吳懷慈（成功大學護理系同學） 
彭仁隆（台北市立動物園教育推廣組） 
林弘仁（台灣大學園藝研究所同學） 

會議主持：彭仁隆 
會議紀錄：林弘仁 
 
彭仁隆：今天很歡迎各位參加關懷生命協會舉辦的青蛙解剖實驗替代教

材座談會，協會今年承辦課程檢討高中青蛙解剖實驗替代教材的研究

案，希望能提出實驗的替代方案，今天很高興各位一同來參與討論。 
 
(自我介紹過程) 
 
林弘仁：謝謝各位的自我介紹，在這邊先展示目前高中生物課程中，有

關青蛙解剖實驗學生的反應和操作情形，解剖課程在高中的科學教育來

說，目的在於讓學生瞭解脊椎動物的神經和內臟構造，以及讓學生體驗

解剖的動作。現在許多的高中生面對這樣的課程並非都以正面的態度去

面對，有些甚至有排斥的現象，在實際解剖的時候也有可能因為對於生

命的不尊重導致對青蛙造成傷害。如果使用替代教材，應該可以減少這

樣的事情發生，對於使用替代教材之後對於高中科學教育的衝擊，是值

得我們好好探討的。 
部份的學生在操作的過程能依照教材的指示操作，並正確的解剖青蛙，

但是並非所有的學生都有辦法在第一次操作的情況下順利做完實驗，許

多時候造成實驗動物不必要的痛苦，青蛙在掙扎的過程中也對學生的心

理造成若干的不良影響。或是對生物這門學問產生畏懼。 
目前我們收集的相關替代教材包括最基本的圖說、實物模型、3D 影像、

示範影片以及虛擬實境的軟體等，均在國外有相當的應用層面，國內也

可參考作為替代教材的研發素材。可否請各位談談自己在動物實驗上的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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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年鈞：我大學重考了兩次，主要都是因為自己害怕去操作動物實驗，

但是對生命科學又充滿了興趣，所以才會放棄之前在讀的學校重考。我

還記得當時做生理實驗時，實驗兔子在我手上奄奄一息的樣子，讓我很

不忍心。 
 
張誠琦：我在牛津攻讀藥理碩士的時候必須殺很多的老鼠做試驗，不過

在英國要操作動物實驗的人都必須通過考試，取得動物實驗的執照後才

能進行動物實驗。因此每個進行動物實驗的人都對動物倫理和相關的實

驗技術很熟悉，才能確保每一隻實驗動物的犧牲都是有價值的。 
 
胡家怡：因為我是就讀生命科學系，因此各種類的動物都接觸過，同時

擔任動物園志工時跟著獸醫人員解剖過海豚等動物，增加自己的經歷。 
 
關年鈞：解剖實驗最大的目的還是在於讓學生瞭解課本上面所寫的器官

位置到底是否在實際的位置上，我個人是傾向如果可以用非侵入性的方

式去看動物的臟器肌肉等構造，類似 X-ray 或是 NMR，而不用去傷害

動物是最好的方式。或是可以研發出專門用來觀看的動物。 
 
林弘仁：像是之前廣島大學所發表的透明蛙嗎？不過透明蛙是個基因圖

變產物，並不會有後代，所以能否進行商業化的生產供教學使用還是很

大的問題。 
 
關年鈞：如果說給學生使用的教具的話，我建議能否做類似軟塑膠的立

體模型，可以讓學生自由翻弄確認位置。生理方面需要做侵入式實驗的

部份我覺得以高中生的程度還不需要接觸，可留待他們進入大學後再學

習即可。 
 
吳懷慈：我們大學的生理學就採用電腦模擬的教材，但是藥理就採用活

體實驗的方式。一樣都是驗證課本上有的東西，既然已經有軟體可以模

擬，我覺得使用活體動物做實驗就比較沒必要。 
 
胡家怡：個人反對高中生做活體動物的解剖實驗，因為很多高中生的心

智並非相當純熟，所以在面對動物的時候並不會都以尊敬的心情去面對

生命。常常搞得實驗室一團亂，也收不太到學習的效果。 
 
彭仁隆：各位是否是因為接觸解剖課程，才激起對生命科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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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誠琦：我是，雖然 NMR 等方式可以看到內臟的構造，但是跟實際解

剖開來看到活體組織構造仍然有很大的差異，不過在高中過程是否需要

實際去做解剖動作，我個人還是保留態度，可以到大學才專研。 
 
胡家怡：高中生不一定需要實際進行解剖的動作，不過在實驗過程中應

該老師要扮演示範的角色實際操作一次標準的流程給學生看，這樣學生

也可以避免實際去碰動物，又可以看到活生生的組織。因為活生生組織

的衝擊對於學生而言依然是優於影片或圖片等等。 
 
彭仁隆：胡小姐是師大研究所，能否分享一下當實際在教學的時候，如

果遇到解剖課程實需如何處理。 
 
胡家怡：雖然我不是專修教育，但是和我修教育學科的同學分享經驗的

時候，他們都非常注重一定要在實驗前告訴學生生命的意義與重要，要

求學生不能任意棄置實驗動物，也要在實驗的過程中按照教科書的流程

操作。給學生的觀念是實驗只是讓你瞭解動物的生理構造，但是你解剖

的過程一定會犧牲掉一隻動物，這當中的重要性會強調給學生知道。 
 
林弘仁：協會這邊收集了一些國內外的替代教材，包括模型、多媒體、

互動套件等，在這邊展示給各位，請各位看完後可說說對這些替代教材

的想法。思考看如果您是學生，哪種替代教材最能吸引你的目光，也最

能讓你達到學習的效果，不需要再去解剖動物。 
 
彭仁隆：或是我們換個角度思考，一樣是採取解剖的方式，不過在課程

開始之前就先以正確的安樂死方式先處理好動物，學生只需要在屍體上

進行實際的解剖方式，避免學生直接去碰觸生死，這樣是否是一個比較

好的方案？ 
 
胡家怡：我覺得縱使這樣，實驗動物的生命也還是被犧牲了，重點應該

是要減少他們的犧牲，而不是先從犧牲的方式開始探討，如果可以不用

殺青蛙，那就不會有人去殺了。這樣比較沒有意義。 
 
林弘仁：不過很多實驗如果在動物死亡之後才解剖，那很多像是體內循

環，呼吸作用等就不能觀看到了，所以解剖屍體而言，對於動物實驗的

改進並不是釜底抽薪之計。而且高中的過程中，課程的編排並不能限制

學生實驗失敗可以重來，也不一定有這麼多的資源和時間給學生，導致

如果學生不願意重視實驗課，他可能就白白浪費了唯一幾次可以接觸的

實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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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誠琦：現在可以分兩個方面探討，一方面要減少實驗動物犧牲的量，

還是要提高實驗動物犧牲過程的質。之前我自己高中的動物實驗會由老

師幫忙麻醉後再進行解剖，在麻醉藥效退前學生都可以很安靜和專心的

去處理手上的實驗動物。我蠻贊成老師先示範一隻完整的解剖流程，然

後後續學生是否要進行解剖就看各個老師的想法而定。 
 
彭仁隆：國內的教學模式還是整批整批的做，不像國外那樣自由。實驗

的決定還是以學校作為單位，如果之後可以下放到以班級或個人為單

位，我想整個實驗的水準應該可以往上提昇。 
 
張誠琦：剛剛注意到有軟體是專門做來模擬青蛙解剖課程的，如果每個

學校都能採用的話，那應該可以大量減少實驗動物的使用和犧牲。 
 
林弘仁：但是這些軟體的授權金額都很高，而且是原文版，要在高中校

園內推廣有他的困難性，希望未來國內也有廠商可以推動相關的產品。 
 
彭仁隆：現在教具的開發都落在教科書商身上，之前的研討會也都有請

教科書廠商一同討論開發的意願。 
 
胡家怡：不過我蠻擔心這樣子的多媒體不夠嚴謹，帶給學生的學習效果

有限，很容易淪為一個類似電子遊戲機的東西，失去他原本的教育意

義。感覺比較隨便。 
 
張誠琦：如果作為課後補充教材的話，應該會比較好，讓學生回家之後

可以重複使用增強相關的記憶等等。 
 
彭仁隆：今天的討論謝謝各位的參與，希望替代課程的推動可以讓國內

的動物福利更加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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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座談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96 年 12 月 1 日  14：30～16：30 
會議地點：關懷生命協會（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289 巷 5 弄 16 號） 
與會人員：林素娟（啟明學校解剖生理學退休教師） 

鮑美琪（內湖高中生物老師） 
彭仁隆（台北市立動物園教育推廣組） 
林弘仁（台灣大學園藝研究所同學） 

會議主持：彭仁隆 
會議紀錄：林弘仁 
 
林弘仁：謝謝兩位老師撥空參加關懷生命協會舉辦的青蛙解剖實驗替代

教材座談會，協會今年承辦課程檢討高中青蛙解剖實驗替代教材的研究

案，希望能提出實驗教材的替代方案。 
 
林素娟：以前我們的解剖課程很多，現在已經漸漸只有剩下青蛙一組

了，可說是碩果僅存。 
 
林弘仁：因為許多的解剖課程，之後都有替代的方式可以使用，像老師

剛剛說的酵素實驗，現在已經可以化學合成，就不用實際殺動物來抽

取。在這邊先展示目前高中生物課程中，有關青蛙解剖實驗學生的反應

和操作情形，解剖課程在高中的科學教育來說，目的在於讓學生瞭解脊

椎動物的神經和內臟構造，以及讓學生體驗解剖的動作。現在許多的高

中生面對這樣的課程並非都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有些甚至有排斥的現

象，在實際解剖的時候也有可能因為對於生命的不尊重導致對青蛙造成

傷害。如果使用替代教材，應該可以減少這樣的事情發生，對於使用替

代教材之後對於高中科學教育的衝擊，是值得我們好好探討的。 
部份的學生在操作的過程能依照教材的指示操作，並正確的解剖青蛙，

但是並非所有的學生都有辦法在第一次操作的情況下順利做完實驗，許

多時候造成實驗動物不必要的痛苦，青蛙在掙扎的過程中也對學生的心

理造成若干的不良影響。或是對生物這門學問產生畏懼。 
目前我們收集的相關替代教材包括最基本的圖說、實物模型、3D 影像、

示範影片以及虛擬實境的軟體等，均在國外有相當的應用層面，國內也

可參考作為替代教材的研發素材。 
今天想要借重兩位老師的教學經驗，幫我們看看哪種的替代教材可以讓

學生收到最好的學習效果，也不會背離教學的目的太遠，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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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美琪：解剖帶給學生的印象的確是最為深刻而且無法抹滅，不過我們

在教學的時候還是會先搭配圖像等等的教材，先讓學生對解剖的對象有

初步的認識，然後再真正的進行解剖。現在的教具都做的比較精美，在

先前的說明上可以比較方便。而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並不是說哪種教

具就可以替代掉解剖他的實質意義。在犧牲的過程上，學生如果有可以

自己操作的機會，他們通常自己操作的意願都很高，但是技巧並不一定

純熟，導致最後仍然要老師去幫忙收尾。另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是犧牲

過後屍體的處理方式，如果是以大椎穿刺犧牲的青蛙，可以當一般的廢

棄物丟棄，但是麻醉後犧牲的就一定要焚化，並不是每個學校都有能力

處理，很多學校就胡亂地丟掉了，對環境非常不好。而且麻醉法整間實

驗室都會瀰漫著麻醉藥劑的味道，對師生的身體都會有影響，尤其老師

常常一週要在實驗室帶好幾個班。 
 
林弘仁：之前有電訪過幾個學校，受訪的老師表示他們學校已經決定不

繼續做蛙剖實驗，所以對於替代教材的推動也是興趣缺缺，不過既然這

是教育的一部份，因為怕麻煩或是考試不考就不授予學生相關的知識，

總是學生的一大損失。 
 
林素娟：並不是每個學生都對蛙剖課程感到害怕，也不是說只有三類組

的學生對於青蛙解剖課程才有興趣。當初我在教學的時候，三類組的班

級要做解剖實驗，常常會有社會組或二類組的同學也來看。只是讀三類

組的同學也是有不敢做實驗的，這應該也算是個人問題。 
 
彭仁隆：如果是這樣老師有可能針對有興趣的同學進行教學嗎？ 
 
鮑美琪：事實上有相當的困難，因為現在每個班級的師生比都太高，一

個老師要應付太多的學生了。這幾年雖然有下降情況，但是還是太高。 
 
林素娟：我想請問有關替代教材的想法，是現在國內所提出，還是國外

已經有發展了？ 
 
彭仁隆：國外做這方面的發展已經有相當一陣子了，他們的學生在學習

上也有較高的自主權。老師也比較自由，台灣在這方面的限制就比較多。 
 
林弘仁：動物保護的觀念主要是從農委會開始推動，不過教育的部份由

教育部負責，所以兩個部會之間應該也要就相關的議題進行協調溝通。 
 
鮑美琪：我自己的教學方式是尊重學生的選擇，如果分組後學生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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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實驗，那他就只要選擇在旁邊看就好，不用親自操刀。學生所感受的

壓力也會比較小，不過他仍然要把實驗的過程和經驗給記住。但是實際

上有的學生就會開始分心，這也是無法避免的，農委會如果要推動替代

教材，讓學生對於解剖沒有畏懼，不容易說不，對於學習的普遍性應該

會提高。 
 
林素娟：讓學生親自看到活體，對於他們的記憶和感受會有很大的幫

助，雖然不是親自下刀的學生，也能夠藉由看解剖的過程得到學習。如

果有比較愛玩的學生，我也會當場告誡他不能這樣。 
 
鮑美琪：這個實驗因為是小組實驗，所以除了讓他們學習青蛙的生理結

構之外，也是培養他們團體合作的好機會，一邊幫忙一邊觀看，這樣的

參與感足夠，整個實驗的氣氛就會很好。學生也會思考怎樣去動作可以

完美的把解剖過程做出來。像這個浸漬標本雖然很詳細，但是一些需要

在活體上操作的生理實驗就無法呈現了，這是很可惜的地方。這些小地

方在課本上並沒辦法詳細描述，不過可以透過解剖實驗讓學生實際看到

結果。 
 
彭仁隆：這邊有個問題要請教老師，仍然有很多學校是堅持要進行蛙剖

實驗的，不過大部分都是公立高中，也有一部分的公立高中取消了實

驗，想請問老師的是不知道私立的高中是不是也仍然在進行蛙剖實驗。 
 
鮑美琪：就我退休後在達人女中服務的經驗，學校有資源的話仍然會進

行實驗。不過每家私立高中的狀況差距很大，所以並不是每個學校的狀

況都跟達人一樣。 
 
林素娟：建議協會除了找一般的高中老師之外，也可以和生物科輔導團

聯絡，或請上級單位發公文請輔導團提供協助。輔導團在教學上的地位

舉足輕重，可以影響該區的教學情況。如果他們的輔導老師認同動物福

利觀念，有意願幫忙推動替代教材的話，在各高中普及的機率就會比較

高，至少會讓老師增加和學生強調生命倫理觀念的比重。 
 
鮑美琪：輔導團的力量很大，會巡迴各學校關心教學的情況，如果可以

說動輔導團的老師，這個觀念的推動就可以事半功倍了。輔導團也可以

幫忙收集各個學校的資料提供給農委會參考。建議如果有問卷的話透過

輔導團去傳播，應該會受到比較多老師的重視。 
 
彭仁隆：現在許多課程的編排都需要多元化，因此我們在替代教材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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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上也要多角進行，才符合現在教學的要求。 
 
鮑美琪：不過我還是覺得替代教材可以作為很好的輔助用具，但距離實

際取代掉實際實驗課的距離還很長，實驗有許多虛擬或模型無法取代的

部份。  
 
彭仁隆：想請問老師如果說以多媒體的方式呈現，老師是認為全程都用

電腦 3D 繪圖的方式比較好，還是用預錄好的解剖畫面做編排？ 
 
鮑美琪：用預錄的方式當然是比較好，比較真實。剛剛林先生有展示國

外的類似影片，我感覺效果就不錯。國內如果可以做出本土化的多媒體

教材，在成本允許下的確是很適合現在的學生使用，也比較逼真。 
 
林素娟：我覺得這樣的替代教材最適合的是老師在課前講解時使用，甚

至可以作成兩部份，第一部份是老師用的講解部份，第二部份是互動式

的，可以讓學生回家或在學校的電腦上操作，做課後的複習和強化。做

錯的也可以讓程式指導，有點像是國小在使用的 CAI 軟體。 
 
彭仁隆：如果是給教科書廠商自由發揮，我想可以成為一個各家廠商互

相較勁的著力點，也可以刺激廠商在這方面的進步。 
 
鮑美琪：不過我蠻好奇的，如果是以宗教法人成立的高中，他們會如何

看待這樣的實驗課程？ 
 
彭仁隆：這的確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像是佛教相關學校會如何看待這

樣的課程。 
 
林弘仁：不過慈濟大學本身的醫學系也是有解剖課程，我想應該科學的

歸科學，信仰的歸信仰吧。 
 
彭仁隆：謝謝兩位老師今天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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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校園動物福利 
（本文為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王順美教授所提供，96.8.29） 

 

前言 

我們從小至青年有大半的學習時間在學校，校園是提供學生學習認

知、技能及情感價值場域，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學生正向的價值觀與道德

責任的公民，教學是為逹成有價值的學習目標的活動。教師為逹到教學

上的認知學習成效，有時會使用動物，在有意或無意的不當使用動物作

為教學，無形中可能會傳遞了另一種負面教育的價值理念。因此教師角

色的重要性在於，必須審慎思考自己的教學，是否合乎教育的目的及動

物福利。 
關懷生命協會祕書長釋傳法，在校園動物實驗與動物福利現況此文

章中提到，90 年 8 月至 10 月，關懷生命協會開始針對國小及國中的觀

察實驗、高中活體解剖、大學教學用動物實驗，著手進行「校園動物實

驗與動物福利現況」調查，了解課程綱要、教科書內容、動物使用情形、

實驗過程、實驗後動物處置等，了解學校以動物作為教學的狀況如下： 
（參考關懷生命協會網站 http://www.lca.org.tw） 
 
一、國小及幼稚園 

動物保護法第十八條國民中學以下學校不得進行，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所定課程標準以外， 足以使動物受傷害或死亡之教學訓練。也就是

說動物保護法規定國中以下的學校，除了課程標準以外，皆不准使用動

物做實驗。因此國小無任何動物實驗相關教材，就有關動植物生理認知

「觀察」部分為主。以教育部所頒訂之課程綱要來看，國小自然與生活

科技明令 2-2-2-1：「實地種植一種植物，飼養一種小動物，並彼此交換

經驗……」；2-2-2-2：「知道陸生（或水生）動物外形特徵、運動方式，

注意到如何去改善生活環境、調節飲食，來維護牠的健康」。以上兩部

份與動物的飼養與觀察有關的單元。各家出版社均編有小動物的飼養及

觀察一單元。飼養的範圍從低等的無脊椎動物，如蠶、蝴蝶幼蟲、蝌蚪



 98

等，至較高等的脊椎動物，如兔子、雞。 
為因應課程需求老師會讓學童飼養蠶，但因蠶羽化變為蛾後，幼童

常因不知如何處置而任意丟棄自然死亡，無法達到延續生命的目的。另

外因廠商販售外來種牛蛙的蝌蚪，老師為配合課程而讓學生飼養，當課

程結束後學生常將此物種野放，而造成外來種的議題。另外有些學校飼

養兔子或雞，帶給教師困擾的是，這些動物的壽命較無脊椎動物長，初

期幼童會因高度關注而照顧，爾後則漸漸失去耐性而疏於照顧，有的飼

養成為教師額外的工作，有的則淪為餐桌上的菜餚。 
 

二、國中 
目前有關生物實驗的課程編纂，亦因動保法第十八條規定，而使各

民間出版社以觀察實驗取代活體解剖實驗。在科學展覽或科學競賽的部

份，教育部禁止國中以下學生，使用脊椎動物進行科展實驗。在生物課

程部份目前實驗課程中，有魚尾鰭血管觀察或蝦心跳觀察，雖未讓小朋

友直接將動物剖開致死，但觀察實驗過程中有的動物被學生拔手斷腳丟

棄於垃圾桶。教師在指導時疏忽教導學生，尊重生命與愛護動物的觀念。 
 

三、高中 

關懷生命協會秘書長釋傳法，在宗教福利與動物保護──以高中動物

活體解剖為例這篇文章中提到。高二必修生物「探討活動 7-1：生殖腺

與生殖細胞」，建議以牛蛙為實驗材料，觀察其生殖腺與生殖細胞；高

三選修生物，以觀察腦與脊髓、內臟活動與心跳等神經系統為主，而進

行「探討活動 9-1：蛙的觀察與解剖」。 
91 年 8 月開始，關懷生命協會進行「高中生物解剖教學問卷調查」，

主要針對高三選修生物學生詢問幾個問題，其中問學生是否喜歡動物活

體解剖課程？理由為何？回答喜歡解剖動物的學生佔 21.11%， 有
14.5%的學生不喜歡活體解剖。關懷生命協會為了能有效廢止高中解剖

實驗，曾舉辦「高中生物教師研習營」，除了宣導活體替代教學方案外，

同時了解教師們的想法。之後再拜會教育部要求廢止高中動物活體解

剖，教育部為此召開了「高中生物科課程綱要專案小組」之委員會議，

由於專案小組委員一致認為動物活體解剖對於生物學的實驗教學有其

必要性與不可替代性，討論後初步結論「選修生物仍安排一次青蛙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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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驗」，高中生物課程綱要草案歷經過兩次修改，取消「選修生物實

驗」課程，動物活體解剖列入「選修生物」課程內容，並註明：「動物

活體解剖不應列入學習評量的範圍。教材編輯者於編撰教材時，可自由

選擇是否將該探討活動納入；教師亦可因應教學及學生學習之需要，自

由選擇是否將該探討活動列入教學活動；學生亦可自由選擇是否要做該

探討活動。」，但目前課本並無提及「實驗動物倫理」的部份。 
針對此生物課程的議題，筆者詢問幾位生物教育界的人士以了解現

況。教師們提到，目前只有高三第三類組才有動手進行解剖實驗課程，

因為這類組的學生未來是要走醫學院，同學們心理上也多認同，若有特

殊原因或害怕的同學，老師也尊重他們有選擇的權利，目前這種害怕的

學生是極少數。上課方式是，有的教師在課前先放錄影帶，有的先用投

影片或板書的方式講解，通常是二至三位學生分配一隻蛙。高二生物課

程亦有青蛙解剖，但只有老師示範解剖一隻蛙給學生看，有的老師在課

前己先處理過致昏蛙的歩驟，上課才讓學生動手練習基本的解剖，教師

發現學生心理上大多能接受。 
此外有老師認為學生仍需要學習到應有的技術，目前解剖實驗課程

不斷被刪除，使得相關考題也愈來愈少，但他們仍認為讓學生動手操作

解剖的直接經驗，對學生的學習是必要的，是替代方案所不能取代的。

因為這一類組學生未來到了大學，所唸的科系是必需要有這方面的技

術。另外，有的老師提到學生付了實驗費，大多學生很期待能動手操作，

若用替代教學，家長及學生們會認為學習權被剝奪了。另外一位生物所

的準生物實習老師，認為在高中操作動物解剖的好處是，可提早讓學生

了解自己未來是否適合走相關科系的路，否則到了大學才了解自己的性

向，就太遲了。 
有生物系教授提到受到民間團體的影響，國高中生物課的實驗愈來

愈少，且限制科展實驗，所以造成有些老師的反彈，認為專業不受尊重，

是生物教育的障礙，會阻礙未來科學發展。他提到目前多數老師們在課

前皆會提醒學生要尊重生命，他們發現學生上課很安靜且專注，學習表

現比以前好，所以認為此課程是很好的生命教育，應該保留下來。經筆

者實地向幾位老師訪談了解，目前老師們在課前多會與學生們談到尊重

生命的概念，有老師認為大多數老師不會容許學生隨意的玩弄一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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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另有老師認為生命教育應在平日就要教導學生，並不適合在此實驗

課程前與學生談，會影響學生情緒，使其感到矛盾。 
總結，目前教育界並不很贊同全面廢止動物活體解剖，主要認為「實

際動手解剖」是重要的、難以取代的學習經驗。另外高中活體解剖實驗

與大學相關科系是有所關聯，如果大學相關科系常使用替代教學，那麼

就減低了高中活體解剖的必要性。不過大體而言我認為目前教育界的改

善已具成效，而教師具有高度的自省能力，應尊重他們的專業，多了解

整個教育生態的狀況及老師的想法，給予生物教育界有選擇及自我改善

的空間，若以法律面強制的執行，這會造成老師們的反彈。此議題涉及

了科學教育與人文倫理的衝突，教師們的專業成長背景，是承襲過去一

脈相傳的傳統科學思維，缺乏人文的思維訓練，加上現代主流思想是提

倡科技發展，扭轉主流思潮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以教學的觀點來說，實

驗課是對應了「做中學」的教學理論，因此實驗所獲得的經驗是難以取

代的，因此實驗課是大多數老師認為學習科學的最佳方式的主要理由。

個人認為解剖課程的實施，是否對學生的心理造成傷害，以及養成殘忍

的性格呢?我想主要關鍵在於教師對解剖動物時的態度及教導學生的方

式。教師在備課時要能符合 3R（替代、減量、改進）的原則，教學過

程能適時教導學生尊重生命的態度，這才是我們應關注的焦點。由於教

師們可能比較缺乏有關動物權及動物福利的認知，如 3R 原則。建議未

來在教科書及教師指引能放入動物倫理的部分，以及多辦理高中生物教

師研習營或工作坊的方式，讓教師了解國外實際替代教學的教材，及提

供研發相關教學教材及教法，並讓教師們在學習的過程中也能相互交

流，讓老師們建立共識後，未來在實施課程時，自然而然地就能逹到動

物福利的目標。 
 

四、大學 
郭秉瑛在「生命無價－－談教學用動物實驗的道德爭議」這篇論文

中指出，大學會運用到有關動物實驗的系所主要為，理學院、農學院和

醫學院等。用到動物做實驗的必修課程，如普通生物學、普通動物學、

藥理學、生理學、解剖學、麻醉學、臨床病理學外科實習等。會用到的

動物，從蟑螂、蝸牛、青蛙、魚、老鼠、兔子、雞、狗、馬、豬、牛等，

種類可說是非常多。其中以大一必修的普通動物學涉及最多的系所，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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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須進行數次至數十次的活體解剖課程，而某些系所每一週皆有解剖

課程，由此可發現動物在教學中所需的數量是很大。 
另外動物在解剖前致昏處理方式是否人道，各校實驗準備室是否直

接教予學生致昏做法不盡相同。有的僅以 MgSO4 等化學藥劑直接注入

動物血管造成痙攣而痛苦致死，以解剖牛蛙為例，致昏處理方式有的學

校是用乙醚，有的則用腦脊髓穿刺法。此外動物相關系所開的動物分

類、動物生理相關課程，修課的學生在該課程結束前需繳交動物剝製標

本。 
據過去研究者郭秉瑛實地訪查了解到，幾乎絕大多數尚在學校的同

學，都認為動物實驗是非必要的。例如，解剖學採用現成的動物屍體學

習較適當，不應用活的動物安樂死再解剖；醫學系的外科實習則沒有必

要用動物作實習的對象；比較之下，生理學研究用動物實驗的必要性就

較強。 
 

建議可行的替代方式 

一、國小及幼稚園的飼養替代 
依據教育部所頒訂之課程綱要來看，有關生物學習著重於藉由觀察

的方式認識生命體。以目前學校比較常飼養的無脊椎動物，如：蠶、蝴

蝶幼蟲、蝌蚪等，建議教師可以運用圖片、玩具模型、布偶來引起學童

的學習動機。有的老師會用標本的方式來進行教學，最好以死屍做標本

為第一考量，避免使用活體製作標本，若要用活體作為教學教具，老師

應思考教學的目的及如何能減少使用數量。 
此外教師亦可安排戶外教學參觀的方式，如生態農場、自然野地等

豐富學生的學習。最好的方式是老師可帶學生動手進行營造多元的自然

生態棲地，如生態池或生態蝴蝶園等，可藉以吸引多種的生物，逹到保

育的功能。不但能避免教師對活體飼養所產生的困擾，及與生命教育理

念的心理衝突，使學生在自然的環境下，藉由教師正確的引導，帶領學

生主動探索的興趣，觀察到生物的自然行為，及增進對整體生態運作的

體認，而非片面的知識，更能培養學生對生命的尊重及土地的關懷。 
 戶外教學方面 

目前許多學校推行環境教育，大部分的老師以戶外教學的方式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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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實地觀察、體驗、必須探索的方式進行，逹到有效的學習。教師帶領

學生在戶外進行野生動物觀察時，老師注意教學過程，若過程處理不

當，常干擾野生生物自然正常行為，甚至傷害動物及學生單方或雙方，

如：學生讓動物受到驚嚇而棄巢；或學生被動物咬傷；或動物被學生捕

捉的過程造成身體殘缺。造成的原因在於，教師對於戶外生物觀察情境

掌控經驗不足；對生物認知上的迷思以及對生物非正向的態度如懼怕、

厭惡等負向情緒所致。因此教師在進行戶外生物觀察課程前，本身應豐

富個人相關經驗及認知。在進行課程前教師應先建立野生動物觀察守

則，培養學童在野外觀察的基本倫理規範，建議如下： 
1. 尊重所有動物 
2. 了解動物的需求 
3. 安靜並動作緩慢地接近動物，以免驚嚇它。 
4. 勿觸摸動物 
5. 勿將野生動物或相關自然物從棲地帶走。 
6. 課後洗手 

課程中最重要的是教師對自然環境及生命體的尊重態度。在進入野

地探查前教師可以告訴學生我們是以客人的身份來拜訪主人(野生生

物)，以身作則教導學生尊重的態度，優先考量動物的需求，同理心對

待動物。老師可親身展現親近動物的方式，如耐心的等待讓動物自然主

動親近我們，而非主動去捕捉。若動物如預期親近師生，增強學生耐心

等待的正向行為，若不如預期則告訴學生應尊重動物的意願及選擇。 
在教學過程中常需要讓學生近距離觀察，現場秩序混亂常是造成人

或動物的傷害的主因，因此老師應負起建立教學現場良好秩序的責任，

以確保人與動物安全。可採用全班皆可看到的隊伍或坐位安排。若必須

捕捉的方式逹到教學目的，那麼就必須要清楚告訴學生不要隨意自行捕

捉動物，在什麼狀況及原因或目的才可捕捉動物，什麼是正確的方式能

減少動物與自己的傷害。當老師在捕捉動物時必須考量整體環境，以逹

到人與動物彼此的安全，以及動物受到最小緊迫的原則。捕捉後讓學生

近距離觀察特定動物型態時，勿讓學生不當的觸摸，可用觀察箱或觀察

盒進行觀察，觀察後立即放回原處。以下為戶外觀察昆蟲的方式，參考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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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讓昆蟲自行爬到樹枝樹葉上或手上(老師須先確定此昆蟲不會造

成學生皮膚過敏)的方式，較不易造成昆蟲的驚嚇又能讓學生靜下

心專心觀察。 
b. 學生有對動物不當對待時要立即制止。 
c. 動物的意外狀況或特殊狀況是生命教育的最佳時機，可提出反思

的問題，讓學生思考。若是動物因學生不當的行為而導致受傷

時，要立即讓學生了解原因及如何以正確的方式來對待，以建立

其同理心。 
d. 觀察過的生物要放回原處，因為有的昆蟲過小，有時因人為疏忽

忘了帶回其棲息的植物，就會造成餓死的命運。 
 

 飼養動物 

教育部所頒訂之課程綱要中，有的課程必經由飼養才能逹到教學目

的者，如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明令 2-2-2-1：「實地種植一種植物，飼養

一種小動物，並彼此交換經驗……」。建議教師在設計此相關課程前，

首先應思考的部份是，飼養目的為何？學校環境是否適合飼養動物？適

合飼養那些種類的動物?學校是否有人力及能力後續飼養動物？ 
選擇飼養動物的原則是勿購買動物，無論是外來或是原生種，購買

會助長商人販賣活體的商機；可選擇認養動物收容所的同伴動物，馴化

易親近人類的動物，或在校園中發現受傷殘廢需照顧的動物。飼養動物

必須依據動物種類，符合動物福利的五大自由，老師個人必須要了解動

物的習性，可以多觀察、多記錄多充實自己及請教專家等。飼養的過程

中可藉由教師的帶領下，依據學童的能力提供參與照顧的機會。課程結

束前應思考後續動物適當地安置方式。如找尋找適當的飼主或交由動物

收容所照顧。 
若以動物作為教學素材，在教學現場方面，老師要維持一個使動物

身心感到安全舒適的狀態及環境，如學生與動物的安全距離、安排學生

排成一適當的隊形或坐位等。在讓學生接近動物前應訂定規範： 
a. 安靜觀察動物狀況，一段時間後由遠而近慢慢接近動物。 
b. 勿有讓動物感到緊迫的行為：追打動物、以聲音或動作驚嚇

動物。 
此外教師應說明此動物的性情特性，如何接近動物及建立關係等，

可由老師親身示範。學童與動物初次接觸時，先帶領學童觀察，依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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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程度逐漸接近動物。 
 

二、動物實驗替代方案 

所謂替代方式是指在使用實驗動物時，教師應思考是否能用其他試

驗的方式取代活體動物。關懷生命協會祕書長釋傳法在宗教福利與動物

保護──以高中動物活體解剖為例這篇文章中提到，歐美早期已將動物

保護的觀念編入學校的教育科學中，不允許中學學生做動物實驗，且發

展出替代方案，運用動物模型、幻燈片或電腦模擬解剖圖來教學。亦可

由教學錄影帶、光碟中讓學生看到實際操作技術，藉由多媒體電腦動畫

圖片，以得清楚詳細資料，並同時比較數種不同動物的構造。這些輔助

教材對國高中生的基礎教學已相當足夠。關懷生命協會祕書長釋傳法舉

出以下幾種國外常使用的替代教學方式： 
1.人類和動物模型 

  這些都可使用於解剖、生理學和外科的用途，器官和整體動物的模

型可不斷使用且成本不高，而且種類非常多。目前國內已有模型公司引

進。 
2.電腦模擬 

其優點是很容易使用，學生在沒有教師的監督下也可以自修，可自

行選擇題材和自我評估，並可反覆某些實驗過程。 
以美國 Froguts 公司所設計的軟體 Frog Dissection Module-Version 

1.5 為例，利用電腦模擬牛蛙的解剖，可以由外到內觀察牛蛙的外部型

態及內部結構各種系統，包括十個部分，使用各種小實驗、動畫與說明，

介紹各器官系統的重要功能及內部型態，製作十分精緻且逼真，能夠達

到替代活體解剖教學的效果。參考請至 http://www.froguts.com/index.htm 
http://www.froguts.com/flash_content/index.html  

3.錄影帶 
這是另一種可以免除動物實驗的選擇。有許多影帶可提供動物不同

結構部位的知識，例如歐洲就已經至少有 8 捲有關貓的影帶，其它如鯊

魚或鴿子也都有相關影帶。目前台灣許多大學系所均有來自國外購進教

學影帶，作為輔助解剖課程，但在針對高中課程方面，南一書局製作的

多媒體光碟中有牛蛙解剖實況影片。 
4.攝影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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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每一階段的解剖，以攝影或繪圖來表現，台灣不少大專院校獸

醫系所圖書館都有動物的解剖圖鑑。 
 

三、動物活體實驗的注意事項 

實驗前應評估動物所承受的痛苦，以及學生自實驗中所獲得的益

處；若動物會因而感到痛苦，那應檢視實驗可獲得的益處，以考慮使用

動物的必要性。目前許多西方國家，對以教學為目的的動物實驗採取相

當謹慎的作法，歐美所採用的是非動物活體模式的學習方式為：屍體替

代活體、臨床動物代替實驗動物、非動物替代動物等三種型式。若評估

結果非不得已必需以動物進行實驗教學則必需考量到 3R 原則。所謂 3R
原則指的是替代(Replacement)、減量(Reduction)、改進(Refinement)。替

代(Replacement)：電腦模擬、錄影帶、動物模型等應用在教學上。減量

(Reduction)：是指減少使用實驗動物的數量及頻率。可減少實驗分組

數，以有效減少使用動物數量及次數。改進(Refinement)是指在實驗的

過程中儘量減少動物的病痛。教授在進行實驗教學時應在現場指導學

生，能以正確的技術執行，進行侵入性的實驗時，能使用麻醉劑降低動

物的痛苦。 
 

活體實驗研究方面 
 

實驗動物為了人類探討生命科學及醫學的研究而犧牲，對人類發展

而言具有相當大的貢獻，因此實驗者在進行研究時、在飼養管理及實驗

過程中各方面，更應盡人道的義務及責任。3R 的觀念亦是使用動物進

行實驗研究的最高指導原則。以下筆者參考自費昌勇教授在動物倫理與

公共政策這本書中，節錄出有關實驗動物的原則及作法。 

A. 替代(Replacement)： 
除前述在教學上可行的動物實驗替代方案外，另外建議以下方式來

取代在活體實驗研究。 
1. 活體外實驗：細胞培養、組織培養。 
2. 電腦模擬 
3. 在低等、較無痛覺的動物身上測試。 
4. 人類自願者：必須在嚴格的監控下，確定自願者的健康不致受到

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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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錄影帶、動物模型在教學上使用。 
6. 預防醫學策略 
7. 臨床病例研究 

B. 減量(Reduction)： 

細心規畫實驗設計，提高動物規格之一致性(如設定姓別、平均體

重)，使用標準化的動物族群及控制環境因子，增加實驗準確度減少誤

差，以逹到有效控制使用動物的數量。 

C. 改進(Refinement)： 

是指在實驗的過程中儘量減少動物的病痛。如運送物過程及方式是

在動物安適的狀態下進行；飼養的環境是適合此動物的需求；進行侵入

性的實驗時能使用麻醉劑以降低動物的痛苦。 
 

一、實驗過程 
費昌勇教授認為研究者必須要有能力辨識各類動物對痛苦所表現

出的行為特徵。例如：過度舔咬抓搔患處、不安、被觸摸或移動時哭叫

等。這些是動物處在疼痛或不適的狀況。因為每種動物對痛覺的反應不

同，管理者及研究員須熟悉實驗動物的行為及生理特徵，除非有科學上

己有證明，否則我們應假設，凡會使人疼痛的程序，都會使動物疼痛。 
通常傷害愈多組織的手術在手術後愈引起疼痛及不適。故在進行手

術的前後，依據動物種類及狀況，適當地給予麻醉、鎮靜、止痛等藥物，

以降低其身心痛苦。保定動物時依據研究發現，對人類接受度低的動

物，比對人類接受度高的動物更因不信賴而產生恐懼。術後給予熟悉安

適的環境，並密切觀察，隨時提供醫療服務。實驗動物的痛苦來源，多

來自環境或實驗操作，所導致的恐懼或緊迫。故研究者及飼養者，應依

據動物的特性來設計環境及對待的方式，才能動物身心的痛苦降到最低

的程度。據研究發現關在相同比例大小的籠舍，智能高的動物比智能低

的動物，感受到禁閉的壓迫感更大。此外野生動物比被人類長久馴化的

動物如狗貓等，更不能適應拘禁的環境。(引自費昌勇教授在動物倫理

與公共政策) 
 

二、實驗結束後 
動物保護法第十七條規定，科學應用後，應立即檢視實驗動物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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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如其已失去部分肢體器官或仍持續承受痛苦，而足以影響其生活品

質者，應立即以產生最少痛苦之方式安樂死。費昌勇教授認為當實驗研

究在審慎的運作下，最後仍無可避免地犧牲實驗動物，使其失去某個身

體部位，或使其持續承受無法控制的痛苦，而足以影響其生存品質時，

為考量動物的福祉之下，應採用安樂死的方式終結其痛苦。 
 

三、實驗動物的管理與飼養 

λ 管理方面： 

費昌勇教授認為使用實驗動物單位，應以人道的態度，配

合專業知識來飼養、繁殖及使用實驗動物研究。因此各研究單

位必須透過設立「動物實驗管理小組」(Animal Experimentation 
Management Group) 來落實管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動

物實驗管理小組之組成、任務暨管理辦法」，由相關人員三至

七人組成，其中應包括獸醫師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動物實驗

管理訓練合格之專業人員，且應於管理小組組成後三十日內，

將成員名冊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動物實驗管理小組的任務： 
1. 審核該單位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 
2. 提供相關動物實驗設計的科學應用諮詢意見。 
3. 提供實驗動物飼養設施改善建議。 
4. 監督實驗動物的取得、飼養、管理、及應用等行為。 
5. 提供相關研究的監督報告。 

 實驗動物專業人員：實驗動物中心應配置專業人員，包括動

物管理專家、行政專才、動物臨床醫學或疾病診斷方面的專

家。這些專家仍需不斷參與其計劃的各種在職訓練，使其更

勝任工作。 
i. 獸医師：每個機關組成實驗動物管理小組時，依法

規定應包括獸醫師，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實驗動物

管理訓練合格之專業人，以加強獸醫方面的工作。提

供實驗動物適當的醫療照顧管理，給予動物們做健康

狀況的評量。若僅聘獸醫支援時，獸醫訪視制度必須

要能滿足實際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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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研究人員：在從事實驗物麻醉手術及其他實驗時，

應採取人道與科學態度，並提供全體研究人員、技術

員、大學研究所學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有關使用實驗

動物特別需要的注意事項。 
 

λ 飼養動物方面： 
以動物的五大自由為最高原則。在飼養環境的基本條

件，必須滿足動物正常生理及行為需求。 
 在生理上：能自由的獲取飲水及食物，且定期清洗。提供

堅固、安全、足夠空間的畜舍環境，如通風良好，避免造

成動物肢體之傷害或脫逃。 
 在行為上：允許同種動物間建立社會位序。 
 若在戶外飼養實驗動物，除以上基本條件外，應注意當提

供群居環境時，應考慮動物的相容性。初次放牧之動物，

應給予充分之時間適應氣候之變化。運送動物前應給予訓

練，使動物習慣於接觸運輸工具，固定器材或房舍的路徑。 
 若以牧地或森林地帶等自然環境區域作為動物飼養動物

時，須注意動物之營養狀態、健康情況、育種管理與飼養

場所之環境變化等。 
 
 

總結 

廢止動物活體解剖實驗，已是先進國家的趨勢。相形之下台灣校園

在動物福利教育上，尚有努力及改善的空間，動物使用在教育上應加強

考量動物的福利，教師在教學上應多思考學生學習的目的，研發替代教

材來逹成教學效能。幼稚園及國小、國中階段應以棲地營造、戶外教學

及運用用圖片、玩具模型、布偶等方式代替活體飼養。高三第三類組的

生物解剖實驗，是為因應未來就學準備之所需，了解動物組織結構及學

習基礎的解剖技術。建議教師在準備活體時要考量到 3R 的原則，平日

及進行解剖課前先給予學生有關的生命教育的觀念，在施行活體實驗

時，使學生從教師的身上學習到對生命尊重的態度。未來生物教師及參

考書商可共同研發出動物模型、幻燈片或電腦模擬解剖等，來替代活體

解剖教學方案，亦可由教學錄影帶、光碟中讓學生看到實際操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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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清楚詳細資料。在大學及研究單位的動物活體實驗方面，實驗前應

評估動物所承受的痛苦，以及學生自實驗中所獲得的益處；若動物會因

而感到痛苦，那應檢視實驗可獲得的益處，以考慮使用動物的必要性。

可參考歐美所採用屍體替代活體、臨床動物代替實驗動物、非動物替代

動物等非動物活體學習方式。根據國外研究發現，此模式替代動物解

剖，並不影響教學成效。若評估結果非不得已必需以動物進行實驗研

究，則必需考量到替代、減量、改進的 3R 原則，實驗者在進行研究時、

在飼養管理及實驗過程中各方面，更應盡人道的義務及責任。總體而

言，台灣的教育者應多省思及學習國外的經驗，讓動物在校園得到應有

的尊重。使學生在課程中學習的不只是認知及技能，更重要的是在情意

價值中亦能同步發展，以符合生命教育及人道教育的價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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