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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輔導團 

壹、依據 

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二、教育部「精進教師教學計畫」 

三、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工作計畫 

貳、目標 

一、了解國民中小學推展人權教育在學校推廣的現況，彙整相關

疑難問題並提供諮詢服務。 

二、透過人權教育資源的分享，推動課程與教學改革與教材研

發，以提升該縣(市)教師之人權教育教學知能。 

三、增進教師教學經驗分享與對話，激發教師落實人權教育融入

教學的效能。 

參、任務 

一、辦理座談會、教材說明會、專題演講、參觀活動、教學分享

和對話等形式，宣導人權教育新知。 

二、了解受訪學校人權教育教學特色與現況，並解決教學現場疑

難問題。 

三、提供現場教師有關落實人權教育的相關資源與因應策略。 

四、 聘請人權教育的專家學者到場指導，提供教學疑難諮詢服

務。 

肆、預期效益 

一、藉由到校訪視與各校各領域教師交流，分享人權教育新知。 

二、透過專業對話，期能帶動教師將人權教育議題融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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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到校訪視，宣導人權教育理念，並發掘優秀教師，儲備輔

導團員，建立人才資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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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人權教育推動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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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小組標誌 

 

 

 

 

（一）樹：青翠、有朝氣、結實累累的樹－「教育」的象徵。 

（二）樹枝：彎曲成大寫的「H」和「R」－Human Rights。 

（三）最左邊的樹枝和果實連在一起看，像是一個小孩的形狀；將中

間的樹幹和果實連在一起看，像是把這個小孩高高舉起的大人

＝教育者幫助學生了解自身的價值與權利主體性。 

（四）最右邊的樹枝和果實連在一起看，像是一個瑟縮的孩子；將中

間的樹幹和果實連在一起看，像是彎下腰來關心孩子的大人＝

教育者關心在校園中權利受到侵害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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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的基礎認識 

【摘錄自人權教育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小組手冊】 

壹、什麼是「人權」？ 

    何謂「人權」？在不同的時間及空間裡，人權可能會有不同的意

涵，但吾等仍能從中發現共同的核心價值：人權是人與生俱來的基本

權利和自由，不論其種族、性別、社會階級皆應享有的權利，不但任

何社會或政府不得任意剝奪、侵犯，甚至應積極提供個人表達和發展

的機會，才能尊重個人尊嚴、包容差異，達到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標。 

基於上述，「人權」的中心思想是不斷地探索尊重「人類尊嚴和

人性」的行為法則，促使社會中的個體能意識到個人尊嚴及尊重他人

的重要性；並能加強不同種族、族群及宗教等之間的瞭解、包容與發

展。由此可知，「尊重」與「包容」架構人權的基本概念與核心價值。 
 

 

 

 

 

 

 

 

貳、何謂「人權教育」？ 

人權教育的內涵可定義為：「藉由課程與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實

施，讓每個人能夠且願意主張自己的權利，同時也能夠且願意尊重他

人的權利；建立人權文化的社會，每個人能主張自己的權利也尊重他

人的權利，並進而關心整體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形塑一個逐漸

趨近正義的社會。」將這項人權教育的內涵解析開來，可以包含以下

五項： 

 

人 權 

人性尊嚴 

包容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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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夠主張（尊重）自己的權利：個人明確知道自己於各種社會情

境下的權利，同時也能夠（有足夠的社會技巧與相關能力）主張

自己的權利。 

二、願意主張（尊重）自己的權利：知道自己的權利與能夠主張自己

的權利之外，還需要有足夠的意願（動機）促發自己主張自己的

權利。 

三、能夠尊重（接受他人主張）他人的權利：個人明確知道他人於各

種社會情境下的權利，同時也能夠（有足夠的社會技巧與相關能

力）接受他人主張其權利。 

四、願意尊重（接受他人主張）他人的權利：有足夠的意願（動機）

促發自己接受他人主張其權利。 

五、關心整體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形成一個逐漸趨近社會正義

的社會：個人「知道」、「能夠」，且「願意」關心整體的政治、

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藉以使整個社會逐步朝向具正義的

社會。 

參、為何國民中小學要推動人權教育的課程與教學？ 

人權保障是我國憲法的核心精神，因此在教育基本法中明定教育

目的亦包括「促進對基本人權的認識」，所以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中，明確指出人權教育為重大議題之一。 

人權教育實際上是關乎人類尊嚴的教育，即幫助學生瞭解「人之

所以為人」所應享有的基本生活條件，包括生理、心理及精神方面的

發展，也讓學生藉由學習人權教育的過程中深入思考並檢視社會上有

哪些問題是違反人類尊嚴，以及涉及公平、平等的問題，如種族主義、

性別歧視等議題，並願意從而採取行動，解決問題，去除阻礙人權發

展的因素，以建構一個美好的社會。 

換句話說，藉由學校落實人權教育，加強學校師生對人權的意

識、瞭解、尊重、包容，將促進國家社會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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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如何在國民中小學落實人權教育的課程與教學？ 

教師是轉化型知識份子；教學是概念轉化的有效途徑與策略。透

過人權教育的推動與實施，可以讓學生對人權有正確的認識，能將尊

重與包容的價值觀內化為個人信念與生活習慣。 

學校可以透過下列方式將人權教育納入課程： 

一、 課程行事安排：定期排定教師在全校性的活動時間來討論人權教

育。 

二、 課程規劃人員：學校裡有人權專業背景的人員來規劃人權教育教

學內容。 

（一）協調與人權有關的教職員工作。 

（二）安排納入學校行事曆的人權教育活動。 

（三）整合人權教育的校內、外資源。 

（四）辦理教師人權教育在職進修活動。 

三、確定人權教育的題材融入學校課程。 

四、 課程研發人員：課程發展委員會的委員定期討論人權教育教學活

動。 

（一）教室課程、年級課程、學校課程等，是否將人權教育與其

他課程做橫向的聯繫，顧及學習的順序性，做有系統的建

構人權知識。例如：社會領域中權力、規則與人權部分融

入人權認知與技能的學習；語文領域可以藉由思考、討論

教學建立人權覺知；再經由評量、校內外活動課程，發展

人權價值觀。而各年段縱的發展是否顧及加深加廣原則。

例如：低年級的人權教學活動是否討論不公平的議題；中

年級學生是否覺察到與生活環境有關的人權議題；高年級

教師是否鼓勵學生參與人權保障行動。 

（二）教師是否在教學過程中不斷的自我反省，澄清自己的人權

概念，進而將人權概念適時融入現有教材中；另一方面，

藉由帶領學生將日常生活中人權衝突事例作為比較、經驗

的媒介，透過實際的討論過程引導學生思考人權價值，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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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學生具備察覺人權問題的能力，增強學生實踐人權保障

的行動力。 

五、 建置與累積學校本身的人權教育檔案：透過建置與累積學校本身

的人權教育檔案資料，藉以剖析與認識學校之社會與文化背景中

的差異性與多元性，規劃真實融入學生生活經驗之人權教學活

動。例如： 

（一）建立人權教育檔案，累積學校教師實施人權教育的經驗。 

（二）撰寫各年段人權教育課程說明書，便於教師做各年級人權

教育課程的銜接。 

（三）由校內師生共同發展學校人權公約。 

六、整合社區資源： 

一方面引入社區資源融入學校的人權教學，另一方面也帶動社區

人士了解人權內容，並願意提升人權行動，共同營造尊重、包容

的人權環境，以利學校推動人權教育。 

七、培養與學生家長的教育夥伴關係 

人權教育與所有其他的教育主題相同，首重生活實踐，無論在學

校或在家庭，都是實踐人權理念的環境，所以需要學校與家庭共

同合作來落實並強化人權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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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基本理念 

一、課程目標 

人權教育課程的目標即是透過人權教育環境的營造與「經驗

式」、「互動式」、「參與式」、「行動式」的教學方法與過程，協助學生

澄清價值與觀念，尊重人性尊嚴的價值體系，並於生活中實踐維護與

保障人權。 

具體而言，人權教育著重在認知、情意與行為三方面，讓學生對

人權有一恆久、正向且一致的態度取向，將人權內化為普通常識與生

活習慣，課程目標為： 

1. 認知層面：瞭解人權存在的事實、基本概念、價值等相關知識。 

2. 情意層面：發展自己對人權的價值信念，增強對人權之正面感

受與評價。 

3. 行為層面：培養尊重人權的行為，及參與實踐人權的行動力。 

二、分段能力指標 

＜編號說明＞下列「a-b-c」的編號中，a代表課程核心內容序號，

b 代表階段序號，c 代表流水號。第一階段為國小一

至二年級，第二階段為國小三至四年級，第三階段為

國小五至六年級，第四階段為國中一至三年級。 

1. 人權的價值與實踐 

1-1-1 舉例說明自己所享有的權利，並知道人權是與生俱有

的。 

1-1-2 瞭解、遵守團體的規則，並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 

1-1-3 討論、分享生活中不公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健康受

到傷害等經驗，並知道如何尋求救助的管道。 

1-1-4 說出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想法。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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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知道人權是普遍的、不容剝奪的，並能關心弱勢。 

1-2-3 說出權利與個人責任的關係，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1-2-4 舉例說明生活上違反人權的事件，並討論發生的原因。 

1-2-5 察覺並避免個人偏見與歧視態度或行為的產生。 

1-3-1 表達個人的基本權利，並瞭解人權與社會責任的關係。 

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1-3-4 瞭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

異。 

1-3-5 搜尋保障權利及救援系統之資訊，維護並爭取基本人

權。 

1-4-1 探討違反人權的事件對個人、社區(部落)、社會的影

響，並提出改善策略、行動方案。 

1-4-2 瞭解關懷弱勢者行動之規劃、組織與執行，表現關懷、

寬容、和平與博愛的情懷，並尊重與關懷生命。 

1-4-3 瞭解法律、制度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權利可能發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民主方

式及合法的程序，加以評估與取捨。 

1-4-5 討論世界公民的責任，並提出一個富有公平、正義永續

發展的社會藍圖。 

2. 人權的內容 

2-1-1 瞭解兒童對遊戲權利的需求並促進身心健康與發展。 

2-2-1 認識生存權、身分權與個人尊嚴的關係。 

2-2-2 認識休閒權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2-3-1 瞭解人身自由權並具有自我保護的知能。 

2-3-2 瞭解兒童權利宣言的內涵及兒童權利公約對兒童基本

需求的維護與支持。 

2-3-3 瞭解人權與民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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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理解貧窮、階級剝削的相互關係。 

2-3-5 理解戰爭、和平對人類生活的影響。 

2-3-6 認識教育權、工作權與個人生涯發展的關係。 

2-4-1 瞭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2-4-2 認識各種人權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2-4-3 瞭解人權的起源與歷史發展對人權維護的意義。 

2-4-4 瞭解世界人權宣言對人權的維護與保障。 

2-4-5 認識聯合國及其他人權相關組織對人權保障的功能。 

2-4-6 運用資訊網絡瞭解人權相關組織與活動。 

2-4-7 探討人權議題對個人、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三、學習內容 

內 

涵 
學習目標 學習主題 

建議融入之

學習領域 
內容說明 

(1) 

人

權

的

價

值

與

實

踐 

A. 藉由日常生

活事例的分

析，理解人

權存在的事

實。 

a.人權是天生的 健 康 與 體

育、社會、藝

術與人文、綜

合活動 

瞭解人權不需要買、賺取或

繼承，人權屬於人類，僅僅

只因為他們是人類。 

b.人權是普遍的 瞭解不論種族、性別、宗教、

政治、言論、出身，所有人類

的尊嚴與權利， 都是生而自

由與平等的。 

c.人權是不可被

剝奪的 

瞭解沒有人有權因任何理由

剝奪他人的權利。 

d.人權是不可分

割的 

瞭解為了活得有尊嚴，所有

人類均同時被賦予有自由、

安全與合適的生活水準的權

利。 

B. 透過「經驗

式」、「互動

式」、「參與

式」、「行動

式」的學習

活動，營造

人權教育環

境，陶冶人

a.尊重與包容 各學習領域 對生命、人性尊嚴、差異、

他人權利、規則等之尊重與

包容。 

b.自由 個人自由與法律保障的自由

之內涵與關係。 

c.平等 不平等、假平等 (齊頭式平

等)、立足點平等之內涵與應

有的對待方式、人權與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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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涵 
學習目標 學習主題 

建議融入之

學習領域 
內容說明 

權文化，建

立 人 權 價

值。 

d.民主 表達權利、參與團體決策、

理性溝通、適度妥協等民主

態度、人權、民主與法治。 

e.和平 免於傷害、學習衝突解決的

態度與方式。 

f.博愛 培養關懷、寬容、原諒、多

元、同情心、同理心。 

g.正義 培養對不合理、不公平事件

的正義感。 

h.避免偏見 體察個人價值取向、感情偏

好、偏見的產生與避免。 

i.消除歧視 對性別、種族、宗教、弱勢

等歧視之內涵與自我反省、

避免歧視。 

(2)

人

權

的

價

值

與

實

踐 

C. 藉由日常生

活事例的討

論、分析，

培養評估社

會正義及尊

重個人尊嚴

之能力，進

而增強個人

對權利與責

任之理解與

實踐。 

a.違反人權事件 社會、綜合活

動 

體察與指認違反人權的事

件。 

b.法律、制度 制定法律、制度對人權保障

的意義。 

c.人權運動 反對侵害人權與倡導人權的

社會行動。 

(3)

人

權

的

內

容 

A. 藉由人權歷

史及人物的

介紹，理解

人權概念是

經 人 類 爭

取、奮鬥而

不 斷 發 展

的。 

a.人權發展歷史 語文、社會 甲、人權發展：民主思潮、組

織、權利宣言等之起源。 

乙、主要事件及其影響： 戰

爭、奴隸制度、殖民等。 

丙、歷史人物：為人權奮鬥

之知名人士、被侵害人權。 

b.權利宣言或公

約 

世界人權宣言、兒童權利宣

言、兒童權利公約等。 

c.人權組織 聯合國、政府、民間人權組

織之角色功能。 

B. 藉由對自我

權 利 的 覺

察，瞭解各

種人權與人

類生活的關

a.公民與政治權 健 康 與 體

育、社會、藝

術與人文 

生存權；個人自由與安全；

免於刑求與奴隸的自由；政

治參與；言論、表達、思想、

道德及宗教的自由；結社與

集會的自由。(自由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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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b.經濟與社會權 工作權；教育權；有權享有

合理的生活水準；食物、居

所與健康照顧。(安全取向) 

c.環境、文化與

發展權 

有權居住在免於破壞的乾

淨、受保護的環境中；文化

權、政治權與經濟發展權。 

四、融入學習領域之建議 

人權教育議題以融入各學習領域進行教學，不僅突顯人權的普世

性價值可以展現在不同的學習面向，更可培育未來國民具備國際觀，

深切理解今日世界多元豐富的文化面貌與歷史淵源。因而幫助學習者

獲得有意義的學習經驗，統整、運用學校所學的知識與能力，奠定民

主社會的基石。 

教學設計者可以從人權教育議題的兩種主要學習軸「人權的價值

與實踐」與「人權的內容」，找出與各學習領域課程目標及主題軸內

涵彼此可以相通、融合的概念，作為人權教育融入其他學習領域的適

當元素。其實施之程序略為： 

1. 擷取學習領域相關能力指標與人權教育能力指標加以對應：先

列出學習領域之能力指標，再找出可與人權教育能力指標結合

者。 

2. 進行概念分析與對應：分析上述人權教育與學習領域能力指標

的重要概念，一一加以對應。 

3. 發展整合性學習目標：從人權教育與學習領域能力指標所抽衍

出來之相關概念性知識，再結合主要概念性知識，發展成整合

性學習目標。 

以下僅就各學習領域融入人權教育議題之可能樣貌略述如下： 

在語文學習領域，教學設計者可以提供重要人權文獻作為閱讀素

材，鼓勵學生以尊重包容的態度發表以及聆聽同伴的意見，也可以敏

銳觀察生活周遭的案例事件、創作或發表人權相關作品等。 

在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生長、發展」主題軸可以討論「身體

的自主權與隱私權」以及破除兩性刻板印象，避免偏見與歧視；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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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食物」主題軸，可以讓學生體會多元文化的風貌；在「安全生活」、

「群體健康」主題軸，可以討論健康權、環境權的重要性；最後，「健

康心理」主題軸可與「人權的價值與實踐」結合彼此共通理解。 

在數學學習領域，建議教學設計者多將生活中的實際例子，應用

在數學的「統計與機率」或是「數與量」等主題，以協助學習者能將

數學能力作為分析社會現象與國際問題的基礎工具，並強化與人權議

題「連結」的主題。 

在社會學習領域，由於課程目標強調公民素質培養與人權教育議

題相互契合。因此，人權教育議題相當適合融入社會學習領域九項主

題軸，尤其「權力、規則與人權」、「全球關連」及「自我、人際、群

己」這些主題軸，更與人權教育議題密切相關。課程設計者應將人權

教育議題適切規劃在社會學習領域中探討，協助學習者有更深刻的學

習經驗。 

在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透過「審美與理解」能力的培養，可擴

展學習者的多元文化思考態度，也可以和人權議題的「文化權」結合。

此外，透過藝術與人文課程的「探索與表現」，以及「實踐與應用」

等能力展現，課程設計者也可以轉化這些課程，協助學生觀察、探索

周遭的人權議題，並展現藝術的創作與分享。 

在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學設計者除了探討科學與科技之

基本能力，也應擴展層面探討「科學─技術─社會」的相互關連與機

制，並可以「環境權」、「隱私權」或新興科技所造成社會的影響等議

題加以討論、批判，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特別有助於融入人權教育議題課程目標的

「經驗式」、「互動式」、「參與式」、「行動式」的教學方式與過程。教

學設計者可以在「社會參與」、「保護自我與環境」主題軸之中加以發

揮，並安排適切的學習活動。 

在生活課程中，人權教育議題能力指標可融入「探索與體驗」、「理

解與欣賞」、「表現與運用」、「溝通與合作」、「態度與情操」五個主題

軸學習，以開啟學習者的人權視野，並涵養人權關懷的態度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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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權教育議題融入七大學習領域之對應表 

1. 「語文(國語文)」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2-3-2-8 能從聆聽中，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1-3-2】【1-3-3】 

2-4-2-6 能在聆聽過程中適當的反應，並加以評價。 【1-4-4】 

2-4-2-7 能透過各種媒體，認識本國及外國文化，擴展文化視野。 【2-4-1】 

2-4-2-11 能從聆聽中，啟發解決問題的能力。 【1-4-4】 

3-2-3-1 他人與自己意見不同時，仍能理性的溝通。 【1-2-4】 

3-2-3-4 能養成說話負責的態度。 【1-2-3】 

3-2-4-4 能與人討論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1-2-4】 

3-3-3-2 能從言論中判斷是非，並合理應對。 
【1-3-1】【1-3-2】 

【1-3-3】【2-3-5】 

3-3-3-3 有條理有系統的說話。 【1-3-2】 

3-3-3-4 能利用電子科技，統整訊息的內容，作詳細報告。 【1-3-5】 

3-3-4-2 能在討論或會議中說出重點，充分溝通。 【1-3-2】 

3-4-3-1 表達意見時，尊重包容別人的意見。 
【1-3-2】【2-3-3】 

【2-4-1】 

3-4-3-3 能言談中肯，並養成說話負責的態度。 【1-3-2】 

3-4-3-5 
能靈活利用電子及網路科技，統整言語訊息的內容，

作詳細報告。 
【1-3-5】 

3-4-4-3 能察覺問題，並討論歧見。 【2-4-2】【2-4-3】 

3-4-4-7 
能視不同說話目的與情境，進行口頭報告，發表評

論、公開演說。 
【1-4-3】【1-4-4】 

5-2-8-2 能理解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1-2-1】【1-2-2】 

【1-2-4】 

5-2-9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與資訊互動學習和應用能力。 【2-4-6】 

5-2-11 能喜愛閱讀課外讀物，主動擴展閱讀視野 【2-2-2】 

5-2-12 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習慣。 【2-2-2】 

5-2-13-2 能從閱讀中認識不同文化的特色。 【1-2-1】【1-3-4】 

5-4-5-2 
能廣泛閱讀臺灣各族群的文學作品，理解不同文化的

內涵。 
【1-3-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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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6-4-3-5 能靈活運用文字，介紹其他國家的風土民情。 【2-4-1】 

2. 「語文(客家語)」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1-3-3 
能從聆聽學習活動中，瞭解客家語和其他族群語言的

異同。 

【1-2-1】 

1-4-8 
能運用資訊工具學習客家語與其他族群的語言，並促

進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1-2-1】【2-4-1】 

【2-4-6】 

1-4-9 
能把用客家語傳遞的訊息，經獨立思考想出解決問題

的方法。 

【1-4-4】 

2-4-1 能養成尊重各族群語言的態度。 【2-4-1】 

3. 「語文(原住民族語)」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1-3-5 能透過聆聽，尊重他人的生活經驗。 【1-3-4】 

1-4-5 能透過聆聽，認識民族的傳統文化。 【2-4-1】 

1-4-6 能透過聆聽，認識本族的民俗習慣。 【2-4-1】 

1-4-10 能透過聆聽，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1-4-4】 

2-4-10 能表達解決問題的方法。 【1-4-4】 

4. 「語文(英語)」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 2-2-8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國內外風土民情。 【2-4-1】 

 6-1-7 不畏犯錯，樂於溝通、表達意見。 【1-1-1】【1-1-2】 

 6-1-8 主動向老師或同學提出問題。 【1-1-3】 

5.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1-1-3 認識身體發展的順序與個別差異。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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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1-1-5 
討論對於身體的感覺與態度，學習尊重身體的自主權與

隱私權。 

【1-1-1】【1-1-3】 

1-2-2 應用肢體發展之能力，從事適當的身體活動。 【2-3-2】 

1-2-3 
體認健康行為的重要性，並運用做決定的技巧來促進健

康。 

【2-3-2】 

1-2-5 檢視兩性固有的印象及其對兩性發展的影響。 【1-2-4】 

1-3-4 解釋社會對性與愛之規範及其影響。 【1-4-3】 

2-2-2 瞭解營養的需要量是由年齡、性別及身體活動所決定。 【2-3-2】 

2-2-3 瞭解、接納並尊重不同族群或國家的飲食型態與特色。 【1-2-1】 

2-2-4 
運用食品及營養標示的訊息，選擇符合營養、安全、經

濟的食物。 

【2-3-2】 

4-1-2 認識休閒運動並樂於參與。 【2-1-1】 

4-1-4 認識並使用遊戲器材與場地。 【1-1-2】【1-1-3】 

4-1-5 透過童玩、民俗等身體活動，瞭解本土文化。 【2-1-1】 

4-3-1 瞭解運動參與在個人、社會及文化層面的意義。 【1-3-4】 

5-1-1 分辨日常生活情境的安全性。 【1-1-3】 

5-1-2 說明並演練促進個人及他人生活安全的方法。 【1-1-3】 

5-1-5 說明並演練預防及處理運動傷害的方法。 【1-1-3】 

5-2-1 覺察生活環境中的潛在危機並尋求協助。 【1-2-4】【2-3-1】 

5-2-2 判斷影響個人及他人安全的因素並能進行改善。 【1-2-4】【2-3-1】 

5-2-3 評估危險情境的可能處理方法及其結果。 【1-2-4】 

5-3-1 
評估日常生活的安全性，並討論社會對促進個人及他人

安全的影響。 

【1-2-4】【2-4-2】 

5-3-2 規劃並參與改善環境危機所需的預防策略和行動。 
【1-2-4】【1-4-3】

【1-4-4】 

5-3-3 規劃並演練緊急情境的處理與救護的策略和行動。 
【1-2-4】【1-4-3】

【1-4-4】 

5-3-4 
評估菸、酒、檳榔、藥物、成癮藥物的危害，並於日常

生活中演練有效的拒絕策略。 

【1-2-4】 

6-1-1 描述自己的特色，並接受自己與他人之不同 【1-2-1】 

6-1-5 瞭解並認同團體規範，從中體會並學習快樂的生活態度。 【1-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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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6-2-1 
分析自我與他人的差異，從中學會關心自己，並建立個

人價值感。 

【1-2-1】【2-3-2】

【2-3-3】 

6-2-4 學習有效的溝通技巧與理性的情緒表達，並認識壓力。 【1-3-2】【2-3-3】 

6-3-4 
尋求資源並發展策略以調適人生各階段生活變動所造

成的衝擊、壓力與疾病。 

【1-3-5】 

6-3-5 
理解道德、社會、文化、政策等因素如何影響價值或規

範，並能加以認同、遵守或尊重。 

【1-3-4】 

7-2-3 確認消費者在健康相關事物上的權利與義務。 【1-2-4】 

7-2-5 調查、分析生活周遭環境問題與人體健康的關係。 【1-2-4】 

7-3-4 
分析人類行為如何改變全球環境，並探討環境改變對人

類健康的影響。 

【2-4-2】【2-4-7】 

7-3-5 
提出個人、社區及組織機構為建造更健康的社區與環境

所擬定的行動方案與法規。 

【1-4-3】【1-4-5】

【2-4-2】【2-4-6】 

6. 「數學」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N-3-18 
能由生活中常用的數量關係，運用於理解問題，並解

決問題。(A-3-02) 
【1-2-2】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學習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2-4-5】 

7. 「社會」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能

力指標 

1-1-2 描述住家與學校附近的環境。 【1-1-4】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2-5】 

1-3-1 
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

同特色。 
【1-2-1】【1-3-4】 

1-3-2 
瞭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背景、傳統的節令、禮俗的

意義及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1-3-4】 

1-3-3 
瞭解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有所不同的原

因。 
【1-3-4】 

1-3-9 分析個人特質、文化背景、社會制度以及自然環境等【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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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能

力指標 

因素對生活空間設計和環境類型的影響。 

1-3-10 
舉例說明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壞，並

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2-3-2】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

活型態。 
【2-4-7】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

或方案。 
【2-4-2】 

1-4-8 探討地方或區域所實施的環境保育政策與執行成果。 【2-4-2】 

1-4-12 
認識水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國際海洋公約

等相關法規的基本精神。 
【1-4-3】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 【1-3-3】 

2-3-3 瞭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的主要文化特色。 【1-3-4】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

展過程。 
【2-4-3】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1-3-3】 

3-4-2 
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身幸福時，如何影響社會的發

展；而社會的發展如何影響個人追求幸福的機會。 
【2-4-2】【2-4-3】 

4-1-1 藉由接近自然，進而關懷自然與生命。 【1-1-4】 

4-2-1 說出自己的意見與其他個體、群體或媒體意見的異同。 
【1-2-1】【1-2-5】 

【2-2-1】【2-2-2】 

4-3-1 
說出自己對當前生活型態的看法與選擇未來理想生活

型態的理由。 
【2-3-2】【2-3-6】 

4-3-2 認識人類社會中的主要宗教與信仰。 【1-3-4】 

4-3-3 瞭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1-3-4】 

4-3-4 反省自己所珍視的各種德行與道德信念。 

【1-3-2】【1-3-3】 

【1-3-4】【2-3-4】 

【2-3-5】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

性辯論，並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理由。 

【1-4-1】【1-4-4】 

【2-4-2】【2-4-3】 

4-4-3 
瞭解文化(包含道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人類的價

值與行為。 
【2-4-1】【2-4-2】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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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能

力指標 

4-4-5 探索生命與死亡的意義。 【1-4-1】 

5-1-1 覺察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發展。 【1-1-1】 

5-1-3 
舉例說明自己的發展與成長會受到家庭與學校的影

響。 
【1-1-1】 

5-2-1 
舉例說明自己可以決定自我的發展並具有參與群體發

展的權利。 
【1-2-3】【2-2-2】 

5-2-2 
舉例說明在學習與工作中，可能和他人產生合作或競

爭的關係。 
【1-2-3】 

5-3-2 
瞭解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發展，並且可能突破傳統風

俗或社會制度的期待與限制。 

【1-3-3】【2-3-2】 

【2-3-4】【2-3-5】 

5-3-3 瞭解各種角色的特徵、變遷及角色間的互動關係。 【2-3-4】【2-3-5】 

5-3-5 
舉例說明在民主社會中，與人相處所需的理性溝通、

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基本民主素養之重要性。 

【1-1-2】【1-3-2】 

【1-3-3】【1-3-4】 

【2-3-3】 

5-4-5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爭

的情境時，能進行負責任的評估與取捨。 
【1-4-4】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

略，並能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基本

原則。 

【1-4-1】【1-4-4】 

【2-4-7】 

6-1-1 
舉例說明個人或群體為實現其目的而影響他人或其他

群體的歷程。 
【1-1-1】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例指出權力如何影響個體或群體的權

益(如形成秩序、促進效率或傷害權益等)。 
【1-2-4】 

6-2-2 
舉例說明兒童權(包含學習權、隱私權及身體自主權等)

與自己的關係，並知道維護自己的權利。 

【1-2-2】【1-2-4】 

【2-2-1】 

6-2-3 
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庭和學校班級)所擁有

之權利和所負之義務。 
【1-2-3】【1-2-4】 

6-2-4 

說明不同的個人、群體(如性別、族群、階層等)文化與

其他生命為何應受到尊重與保護，以及如何避免偏見

與歧視。 

【1-2-1】【1-2-4】

【1-2-5】【2-2-1】 

6-3-1 認識我國政府的主要組織與功能。 【1-3-2】【2-3-3】 

6-3-2 
瞭解各種會議、議會或委員會(如學生、教師、家長、

社區或地方政府的會議)的基本運作原則。 
【1-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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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能

力指標 

6-3-3 瞭解並遵守生活中的基本規範。 
【1-1-2】【1-3-2】 

【1-3-3】【2-3-3】 

6-3-4 列舉我國人民受到憲法所規範的權利與義務。 

【1-3-1】【1-3-2】 

【1-3-5】【2-3-3】 

【2-3-6】 

6-4-2 
透過歷史或當代政府的例子，瞭解制衡對於約束權力

的重要性。 
【2-4-3】 

6-4-3 

舉例說明各種權利(如學習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

權、自由權、機會均等權及環境權等)之間可能發生的

衝突。 

【1-4-1】【1-4-4】 

【2-4-4】【2-4-7】 

6-4-4 
舉例說明法律與其他社會規範的差異及相互關係，以

及違反義務或發生衝突時所須面對的法律責任。 

【1-1-2】【1-4-3】 

【1-4-4】 

6-4-5 
說明個人如何爭取保障及權利、紛爭解決的機制及司

法系統的基本運作程序與原則。 

【1-4-3】【1-4-4】 

【2-4-2】 

6-4-6 探討民主政府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1-1-2】【2-4-2】 

6-4-7 分析國家的組成及其目的。 【2-4-2】 

7-2-2 
認識各種資源，並說明其受損、消失、再生或創造的

情形，並能愛護資源。 
【1-2-4】 

7-2-4 瞭解從事適當的理財可調節自身的消費力。 【2-2-2】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行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人本身，

還會影響大眾、生態及其他生物，政府因此必須扮演

適當的角色。 

【1-4-3】【1-4-4】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到權力結構的影響。 【2-4-7】 

7-4-9 探討經濟發展對受雇者的影響。 【2-4-7】 

8-2-2 
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

環境。 
【2-2-2】 

8-3-3 
舉例說明科技的研究和運用，不受專業倫理、道德或

法律規範的可能結果。 
【1-3-2】 

8-3-4 舉例說明因新科技出現而訂定的相關政策或法令。 【1-3-2】 

8-4-1 
舉例說明人類為何須要透過立法管理科學和技術的應

用，以及在立法和執法過程可能遭遇的困難。 

【1-4-3】【1-4-4】

【2-4-7】 

9-1-3 
舉出自己周遭重要的全球性環境問題(如空氣污染、水

污染、廢棄物處理等)，並願意負起維護環境的責任。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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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能

力指標 

9-2-1 
舉例說明外來的文化、商品和資訊如何影響本地的文

化和生活。 
【2-2-2】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

文化創新。 

【1-3-4】【2-3-4】 

【2-3-5】 

9-3-3 舉例說明國際間因利益競爭而造成衝突、對立與結盟。 【2-3-4】【2-3-5】 

9-3-4 

列舉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

物保育、勞工保護、飢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

經貿與科技研究等)。 

【1-3-1】【2-3-2】 

【2-3-4】【2-3-5】 

【2-3-6】 

9-3-5 
列舉主要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紅十字會、世界貿易

組織等)及其宗旨。 

【2-3-2】【2-3-3】 

【2-3-4】【2-3-5】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

網等)的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與環境產生

更緊密的關係，對於人類社會又造成什麼影響。 

【2-4-7】 

9-4-2 

探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業產品的標準化與大眾傳

播的影響力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致，並影響文化的多

樣性和引發人類的適應問題。 

【2-4-1】【2-4-2】 

【2-4-7】 

9-4-3 
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經驗、對待事物和表達方

式等方面的差異，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2-4-1】【2-4-2】 

9-4-4 
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作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

和化解衝突的方法。 

【1-4-4】【2-4-5】 

【2-4-2】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

物保育、勞工保護、飢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

媒體、經貿與科技研究等)之間的關連性，以及問題可

能的解決途徑。 

【1-4-1】【1-4-2】 

【1-4-4】【1-4-5】 

【2-4-2】【2-4-5】 

【2-4-6】【2-4-7】 

9-4-6 探討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2-4-3】【2-4-5】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共同福祉，並身體力行。 【1-4-5】【2-4-2】 

8.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

感。 
【2-3-3】 

1-4-1 
瞭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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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

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1-2-5】 

2-2-8 
經由參與地方性藝文活動，瞭解自己社區、家鄉內的

藝術文化內涵。 
【2-2-2】 

2-2-9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本土文物或傳統藝術、生活藝術等

藝文資料，並嘗試解釋其特色及背景。 
【2-2-2】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

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1-2-1】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色及

文化背景。 
【1-3-4】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

文化特質。 
【2-4-1】 

3-2-10 
認識社區內的生活藝術，並選擇自己喜愛的方式，在

生活中實行。 
【2-2-2】 

3-2-11 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2-2-2】 

9.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來觀察而看

出不同的特徵。 
【1-3-3】【2-3-5】 

1-3-4-1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1-3-3】【2-3-5】 

1-3-4-3 由資料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1-3-3】【2-3-4】 

【2-3-5】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1-3-2】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操控變因、觀

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係。學習資料整

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學習由變量與應變

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1-3-3】【2-3-4】 

【2-3-5】 

2-4-2-2 
由植物生理、動物生理以及生殖、遺傳與基因，瞭解

生命體的共同性及生物的多樣性。 
【1-2-1】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

實。 
【1-3-3】 

3-3-0-4 察覺在「以新觀點看舊資料」或「以新資料檢視舊理【2-3-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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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論」時，常可發現出新問題。 

3-3-0-5 
察覺有時實驗情況雖然相同，也可能因存在著未能控

制的因素之影響，使得產生的結果有差異。 
【2-3-4】【2-3-5】 

4-2-2-1 體會個人生活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2-2-2】 

6-2-1-1 
能由「這是什麼？」、「怎麼會這樣？」等角度詢問，

提出可探討的問題。 
【1-2-4】 

7-4-0-5 對於科學相關的社會議題，做科學性的理解與研判。 【1-4-4】 

10.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1-1-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以及與自己相關人事物的感受。 【1-1-1】 

1-2-1 欣賞並展現自己的長處，省思並接納自己。 【1-2-1】【1-2-5】 

1-2-2 參與各式各類的活動，探索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2-2-2】 

1-3-1 欣賞並接納他人。 【1-2-1】【1-3-4】 

1-3-5 覺察生命的變化與發展歷程。 【2-3-6】 

1-4-5 體會生命的價值，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並協助他人。 【1-4-2】【2-4-2】 

2-1-1 
經常保持個人的整潔，並維護班級與學校共同的秩序與

整潔。 
【1-1-2】 

2-1-3 覺察社區機構與資源及其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1-1-3】 

2-2-1 實踐個人生活所需的技能，提升生活樂趣。 【2-2-2】 

2-2-2 覺察不同性別者在生活事務的異同，並欣賞其差異。 
【1-2-1】【1-2-4】

【1-2-5】 

2-2-3 參與家庭事務，分享與家人休閒互動的經驗和感受。 【1-2-3】 

2-2-4 樂於嘗試使用社區機構與資源。 【2-2-2】 

2-3-4 
熟悉各種社會資源與支援系統，並分享如何運用資源幫

助自己與他人。 
【1-3-5】 

2-4-3 規劃合宜的休閒活動，並運用創意豐富生活。 【2-4-2】 

3-1-1 分享自己在團體中與他人相處的經驗。 【1-1-3】 

3-1-2 體會團隊合作的意義，並能關懷團隊的成員。 【1-1-2】 

3-2-2 參與各類自治活動，並養成自律、遵守紀律與負責的態【1-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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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度。 

3-2-3 參與學校或社區服務活動，並分享服務心得。 【1-2-3】 

3-2-4 參與社區各種文化活動，體會文化與生活的關係。 【2-2-2】 

3-3-1 
以合宜的態度與人相處，並能有效的處理人際互動的問

題。 

【1-3-2】【1-3-3】 

【2-3-3】 

3-3-2 覺察不同性別者的互動方式，展現合宜的行為。 【1-3-4】 

3-3-3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 
【1-3-4】【2-3-4】 

【2-3-5】 

3-3-4 體會參與社會服務的意義。 【1-3-1】 

3-3-5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文化，並分享在多元文化中彼此相處

的方式。 

【1-3-4】【2-3-4】 

【2-3-5】【2-4-1】 

3-4-1 
參與各項團體活動，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合作，並負責完

成分內工作。 
【1-4-4】 

3-4-3 關懷世人與照顧弱勢團體，以強化服務情懷。 
【1-4-2】【1-4-5】 

【2-4-2】 

3-4-4 
探索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展現自己對國際文化的理解

與學習。 
【2-4-1】【2-4-2】 

4-1-1 辨識遊戲或活動中隱藏的危機，並能適切預防。 【1-1-3】 

4-1-2 發現各種危險情境，並探索保護自己的方法。 【1-1-3】 

4-1-3 樂於參加班級、家庭的戶外活動。 【2-1-1】 

4-2-1 
探討生活中潛藏的危機，並提出減低或避免危險的方

法。 
【1-2-4】 

4-2-2 運用簡易的知能參與戶外活動，體驗自然。 【2-2-2】 

4-3-1 
探討周遭環境或人為的潛藏危機，運用各項資源或策略

化解危險。 

【2-3-1】【2-3-2】 

【2-3-4】【2-3-5】 

4-4-4 
分析各種社會現象與個人行為之關係，擬定並執行保護

與改善環境之策略及行動。 

【1-4-3】【1-4-4】 

【1-4-5】【2-4-2】 

4-4-5 
參與保護或改善環境的行動，分享推動環境永續發展的

感受。 
【1-4-5】【2-4-2】 

11. 「生活」課程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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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人權教育

能力指標 

2-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1-1-1】 

2-3 
察覺不同人、不同生物、不同文化各具特色，理解並尊

重其歧異性，欣賞其長處。 
【1-1-1】【1-1-4】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一起工作，並完成

任務。 
【1-1-2】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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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權教育議題分段能力指標補充說明 

能力指標 補充說明 

1-1-1 舉例說明自

己所享有的

權利，並知道

人權是與生

俱有的。 

一、重要概念：人權是與生俱有的 

二、概念說明 

人權是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人權不需要買、賺取或

繼承。人權屬於每一個人，不論其種族、性別、社會階

級都應享有的權利，任何社會或政府不僅不能任意剝

奪、侵犯，更應積極提供個人表達和發展的機會。此外，

為了活得有尊嚴，當權利受到損害(剝奪、侵犯)時，不

但要挺身爭取，更要積極保障自己和他人的權利。 

1-1-2 瞭解、遵守團

體的規則，並

實踐民主法

治的精神。 

一、重要概念：團體規則、民主法治 

二、概念說明 

(一)團體規則 

在團體生活中，為了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以

及避免衝突或誤解，需要訂定共同遵守的規範和準

則，若生活上發生爭執時，能有個可依循的仲裁標準。 

例如：參與活動必須遵守的遊戲規則、進入動物園可

以看到的遊客守則、圖書館的借閱規則，以及規範行

車安全的交通規則等等。 

(二)民主法治 

在民主生活中，每個人都擁有個人尊嚴、人人平等和

自由，並且有權發表意見。為了維護個人人權與大家

共同的利益，團體生活的共同事務與決定需要經由大

家共同的討論與議決。所以，透過「民主」的機制形

成共識後，制定成的規範或法律，大家都應遵守。這

種知法、守法、守紀的生活方式，就是實踐民主法治

的精神。 

1-1-3 討論、分享生

活中不公平、

不合理、違反

規則、健康受

到傷害等經

驗，並知道如

何尋求救助

的管道。 

 

一、重要概念：公平、違反規則、健康傷害、救助管道 

二、概念說明 

(一)公平 

公平大致分為以下三個類別：一是關於分配一群人的

利益和負擔事宜是否合理；二是回應已經發生的錯誤

或傷害是否給予適當處置；三是蒐集資訊和做決定的

過程是否有助於查明真相和做出明智判斷。此三者都

以保護個人重要權利為主要訴求。 

(二)違反規則 

團體生活會有一定的規範、行為準則，要求大家共同

遵守。當規則既定，因有心或無心而違反規則，導致

對人或物造成損害或侵犯到別人的權利時，都叫做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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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補充說明 

反規則。 

(三)健康傷害 

兒童可能因意外、疏忽、受虐、管教失當等因素導致

健康受到傷害。 

(四)救助管道 

1.打電話給「110」，請警察前來幫忙，即時排除危險。 

2.打 24 小時婦幼保護專線「113」，由地方政府社會局派

社工人員來協助。 

3.想辦法離開事件的現場，逃到親友、鄰居家，人多的

地方或其他安全的地方。 

4.嘗試大聲呼救，使鄰居親友能及時趕到救援，避免再

繼續受害。 

1-1-4 說出自己對

一個美好世

界的想法。 

一、重要概念：美好世界 

二、概念說明 

美好世界的勾勒，大都以人性尊嚴為核心，它包含人與

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互相幫助、互相關懷、互

相尊重、互相包容，維持著共生共榮與和諧的關係。 

1-2-1 欣賞、包容個

別差異並尊

重自己與他

人的權利。 

一、重要概念：個別差異、欣賞包容、權利調和 

二、概念說明 

(一)個別差異 

學校的兒童來自不同的家庭，其背後的種族、性別、

語言、宗教、經濟生活與社會文化脈絡會有不同，呈

現出來的學習風格與學習表現自是不同。 

(二)欣賞包容 

學校是團體的生活，因此兒童在團體的學習中，必須

學會認識同伴，從觀摩、分享中學習他人優點，同時

能鼓勵、包容與接納他們的不同。從欣賞與包容的態

度中理解不同兒童的知識、能力、表現、作品與行為

態度，掌握個別差異的特殊性與整體性的實質意涵。 

(三)權利調和 

若從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來看，每一位兒童應從社會

的正義與公平來衡量自己的權利。兒童的作為不能違

反社會正義的價值觀，也就是不能為所欲為，必須受

到社會道德與價值的規範；同時要讓所有的兒童，不

論他們的種族、性別、語言、宗教、經濟生活與社會

文化有什麼不同，都有公平機會行使自己的權利。藉

由這種對自己與他人權利的調和，讓兒童都能尊重自

己與他人的權利，學習建構一個和諧的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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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補充說明 

1-2-2 知道人權是

普遍的、不容

剝奪的，並能

關心弱勢。 

一、重要概念：人權是普遍的、不容剝奪的、弱勢 

二、概念說明 

(一)人權是普遍的 

人權是與生俱有的基本權利，人人皆應具有人權，人

要被尊重、被公正公平的對待。人權是不可讓渡的，

人類不論其種族、性別或社會階級皆應享有其權利，

也不需要透過買賣、賺取或繼承才可擁有。 

(二)人權是不容剝奪的 

社會或政府不能任意剝奪、侵犯人權，且應該積極提

供個人表達和發展的機會。生活中若能從相互尊重與

關懷的層面出發去思考或運作權力關係，則較不會產

生剝奪人權的事件，並能避免產生弱勢或傷害他人權

益的狀況。 

(三)弱勢係指不利或邊緣的個人或群體，包含失業、兒

童、老人和婦女等。 

1-2-3 說出權利與

個人責任的

關係並在日

常生活中實

踐。 

一、重要概念：權利、個人責任 

二、概念說明 

(一)權利是由「rights」一詞翻譯過來，「rights」的本義是

正當、合理、合法、合乎道德，每個人都應平等擁有，

而並不是指任何需要謀取利益的權力。 

(二)個人責任 

責任是一切道德價值的基礎，而個人責任是指一個人

為自己所作的選擇或行為，做該做的事並承擔後果。

人們常因為不同的角色而必須負擔起不同的責任，學

習負責任以符合團體或社會要求，是重要的學習課

題。 

1-2-4 舉例說明生

活上違反人

權的事件，並

討論發生的

原因。 

一、重要概念：人權事件 

二、概念說明 

舉凡社會中，生活上所發生違反人權的情事，都可以算

是人權事件。 

1-2-5 察覺並避免

個人偏見與

歧視態度或

行為的產生。 

一、重要概念：偏見、歧視 

二、概念說明 

(一)偏見通常是指先入為主的觀念或主觀性強、不夠客觀

公正的見解，有時候我們對某事或某人會有強烈的偏

好，並因此而排斥與它相反的人、事、物等，偏見的

產生來自於對人、事、物的價值觀及判斷，它使人從

不懷疑與檢討自己的評價是否正確，因而限制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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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補充說明 

人的視野與思考。所以我們應教導學生盡可能的去學

習開放自己的心胸，並且包容人與人之間的不同，以

減少偏見產生。 

(二)歧視通常係指人因為存有偏見或成見，而表現在外含

有不友善、貶抑的態度，或不平等的對待方式以及不

公正處理的言語與行為舉止。舉例言之，若某人因為

對某一族群的人持有偏見，進而給予不公平的待遇，

這樣的行為即被稱為「族群歧視」。 

1-3-1 表達個人的

基本權利，並

瞭解人權與

社會責任的

關係。 

 

一、重要概念：社會責任 

二、概念說明 

責任和權利可以是互補的。在享有權利的同時，要積極

的實踐道德的生活、遵守公共秩序以及維護社會的正義

與福祉。因為，個人所享有的充分自由與豐富文化內涵，

都必須在社會群體之中才能充分發揮與實現。 

1-3-2 理解規則之

制定並實踐

民主法治的

精神。 

 

一、重要概念：規則制定 

二、概念說明 

規則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具體規定，所訂出的規定也應該

要得到大家的共識，所以制定規則時，應該要在會議中

經過一定的程序以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先有提案

再充分討論意見而後表決。學生應從班會中學習規則的

制定方式，在班會中，學生提出案由，經過全體同學充

分討論達成共識做出表決，以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 

好的規則必須是可行的、具體的、公平的。當一個規則

經過大多數人共識後，就必須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

少數，至於未參與表決的人，也應共同遵守，這樣才合

乎法治精神。 

1-3-3 瞭解平等、正

義的原則，並

能在生活中

實踐。 

 

一、重要概念：平等原則、正義原則 

二、概念說明 

(一)平等原則 

平等原則若體現在經濟平等的主張，諸如對於社會中

物資資源分配，要確保沒有任何一個人會遭受到不必

要的剝削。而機會平等的主張，就是讓所有社會成員

都有相同機會去發展他們與生俱來的各種能力。 

(二)正義原則 

正義分為分配正義、匡正正義和程序正義三種。生活

上，我們會碰到各種不同的問題，都應該秉持公平、

正義的態度來處理，使當事者獲得應有的尊重，也能

接受公正的判定。 

1.分配正義原則：分配某些事物，應考慮需求、能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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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補充說明 

功過賞罰做公平的分配。例如：每個人做同樣的工作

是否得到同樣的報酬或是貧富之間是否享受到同樣的

健康資源等。 

2.匡正正義原則：對於違反規則、法律或道德原則造成

的錯誤或傷害，應公正處理，以達到修正、預防和嚇

阻的目的。例如：國家藉由法律制度對於違法者加以

制裁或保障回復善良民眾的權益。 

3.程序正義原則：不止做決定本身要公平，做決定的過

程，也要公平，亦即在蒐集資訊及做決定時，應採取

合理的步驟程序。如果沒有依照相關法律程序蒐集的

證據，就不具法律效力。 

1-3-4 瞭解世界上

不 同 的 群

體、文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

賞其差異。 

一、重要概念：群體、尊重欣賞 

二、概念說明 

(一)群體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為了達到共同的目

標，以一定的模式在一起進行活動的一群人。可見群

體有其自身的特點︰成員之間有共同的目標；成員對

群體有認同感和歸屬感；群體內有組織架構，有共同

的價值觀等。 

(二)尊重欣賞意指接納及包容不同的價值觀，面對不同的

群體、文化或是國家，用寬容的態度去尊重這些和我

們不同的群體與文化，更進一步能欣賞多元文化所展

現出來的豐富精彩樣貌。 

1-3-5 搜尋保障權

利及救援系

統之資訊，維

護並爭取基

本人權。 

一、重要概念：保障權利、救援系統 

二、概念說明 

(一)保障權利係指當日常生活中的權益受到他人的侵犯

或是損害時，當事人可以意識到個人權利是受到保障

的，並能進一步去蒐集保障這些權利的資訊。 

(二)救援系統係指當人們的權益受到外力造成損害時，政

府機關或是民間團體針對這些損害，成立相關機構來

接受、處理並對受害者提供援助，以保障這些權利。 

1-4-1 探討違反人

權的事件對

個人、社區

(部落)、社會

的影響，並提

出 改 善 策

略、行動方

案。 

一、重要概念：行動方案 

二、概念說明 

行動方案係指透過學習保障人權的資訊與管道來改善及

解決社會上違反人權的事件，將保障人權的理念落實為

行動面的層次，以提出解決違反人權事件的方法或策

略。甚至組織與執行行動，不斷的修正行動直到訴求獲

得社會共識為止。例如：(一)家暴事件發生時，可向法

院申請保護令或請社會局協助安置。(二)瞭解權利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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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補充說明 

的方式，透過法律程序以保障人權。 

1-4-2 瞭解關懷弱

勢者行動之

規劃、組織與

執行，表現關

懷、寬容、和

平與博愛的

情懷，並尊重

與關懷生命。 

一、重要概念：關懷弱勢 

二、概念說明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初受社會主義的影響，再加上社

會普遍存在資本集中、勞資對立、貧富懸殊等資本主義

所造成。社會中的弱勢族群，是指在經濟、身體、精神

等各方面條件較劣勢不利社會生活/生存的族群，例如：

勞工、失業者、老殘、孤疾等，必須制定法律保障他們

的工作權、合理的勞動契約基準、生活補助與保護、提

供教育機會等，來改善其生活上的不平等，進而享有實

質的基本人權。 

1-4-3 瞭解法律、制

度對人權保

障的意義。 

一、重要概念：法律、制度、人權保障 

二、概念說明 

(一)法律 

現代民主法治國家法律制定目的在於保障基本人

權，避免人民權益遭受國家或政府公權力或個人任意

的侵害，如憲法保障基本人權。 

廣義的法律包括憲法、法律與行政命令；狹義的法律

則指國家立法機關(立法院)依據立法程序，即提案、

審議、經國家元首(總統)公布施行之具有強制力之法

規，如民法、刑法等。 

(二)制度 

考察西方法律、制度的歷史沿革，大多伴隨人權思想

的發展，不僅以自由、平等與人性尊嚴為核心，更是

人權保障的基礎。 

所謂制度是指人類社會為滿足或適應某種基本需要

所建立的有系統、有組織，並為大眾公認的行為模

式。例如：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經濟制度、教育制

度、社會福利制度等。 

各種社會制度的形成，可經由民主方式，如討論、協

商、妥協等來加以訂立，或依法定程序，規劃、制定

大家願意遵守、認同的社會規範。 

(三)人權保障 

現代民主國家的政府在執行政策或維持社會秩序等

過程中難免有濫權或疏失，而造成對人民基本權益的

侵害，因此，透過完善的法律規範與各種社會制度規

劃，個人的基本權利與自由才能獲得充分且具體的保

障。例如逮捕嫌疑犯的過程中可能誤抓無辜的第三

人，則人民可以依照司法救濟程序請求排除，或依國

家賠償制度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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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補充說明 

1-4-4 探索各種權

利可能發生

的衝突，並瞭

解如何運用

民主方式及

合 法 的 程

序，加以評估

與取捨。 

一、重要概念：權利衝突、合法程序 

二、概念說明 

(一)權利衝突 

因為資源有限，資源分配的問題，會造成不同群體的

衝突，也會造成個人間的爭執與糾紛，如食物、土地、

水源、財產分配等。 

社會生活中的每個人成長的背景不同，人與人接觸互

動時，難免產生人際互動的摩擦，如在一個社區裡有

原住民、客家人、閩南人、新住民、外籍人士，由於

不同的教育、語言、宗教、文化、價值觀，因而各族

群文化權、生活習慣常有相互衝突的問題。 

身分與社會角色的不同，如父母親對子女的親權及扶

養管教義務，與子女的隱私權、自由權，難免有權利

衝突或相互侵犯的情形。 

(二)合法程序 

我國法律規範與司法制度，針對社會生活中不同類型

的權利衝突，所形成權利救濟的程序與方式，可分成

三大系統，即行政救濟程序、刑事程序與民事程序等

三種法律程序，人民均可以主張自己的權利，排除國

家或他人的侵犯，也可以尋求權利救濟和回復。 

1-4-5 討論世界公

民的責任，並

提出一個富

有公平、正義

永續發展的

社會藍圖。 

一、重要概念：永續發展 

二、概念說明 

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將永續發

展定義為：「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

其本身需求的發展」。WECD 並於 1987 年發表，「我們

共同的未來」報告，正式提出「永續發展」一詞。 

2-1-1 瞭解兒童對

遊戲權利的

需求並促進

身心健康與

發展。 

 

一、重要概念：遊戲權 

二、概念說明 

兒童擁有從事適齡之休閒、遊戲、娛樂與文化藝術活動

之權利。大人應尊重、促進兒童全力參與文化及藝術生

活之權利，並應鼓勵與提供適當之文化、藝術、娛樂以

及休閒活動之平等機會。父母或教師不可隨意剝奪兒童

遊戲或休閒的機會，當兒童身體不舒服或疲倦時，可以

得到休息。 

2-2-1 認 識 生 存

權、身分權與

個人尊嚴的

關係。 

 

一、重要概念：生存權、身分權、個人尊嚴 

二、概念說明 

(一)生存權是人類的最基本權利。每個人從出生即享有與

生俱來生存與發展的權利，任何人無權剝奪我們的生

命。生存權包含了物質及精神上的權利，亦即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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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補充說明 

適於生存的環境、物資需求，包含安全的居家環境、

學習環境等。 

(二)身分權係指每個人出生後應取得姓名以及國籍，並被

保障其國籍、戶籍、姓名與親屬關係等個人的身分權。 

(三)個人尊嚴係指每一個人應受到尊重，並能有尊嚴地生

存在這世界上。亦即應享有對於自己身體、精神與行

為等方面的自主與自決的權利。 

2-2-2 認識休閒權

與日常生活

的關係。 

 

一、重要概念：休閒權 

二、概念說明 

休閒權是指每個人在合乎正當與健康的情況下，擁有從

事放鬆心情、調節壓力、娛樂的權利，可以自主的享有

活動的樂趣，包含從事文化、藝術、娛樂等活動之平等

機會。 

2-3-1 瞭解人身自

由權並具有

自我保護的

知能。 

 

一、重要概念：人身自由權、自我保護 

二、概念說明 

(一)人身自由權係指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重點在：

1.逮捕拘禁的主體為司法或警察機關；2.審問處罰的

主體機關為法院；3.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的過程應遵守

法律程序，通常是刑事訴訟法；4.遇非法逮捕拘禁審

問處罰得拒絕之。 

(二)自我保護係指任何人不得非法或任意侵害他人的人

身自由權，只要是人均有權利主張自己的人身不受任

何違法及不當的外力所拘束。 

2-3-2 瞭解兒童權

利宣言的內

涵及兒童權

利公約對兒

童基本需求

的維護與支

持。 

 

一、重要概念：權利宣言及權利公約 

二、概念說明 

兒童權利公約的訂定起源於 1924 年國際聯盟所通過的

兒童權利宣言(日內瓦宣言)和 1959年的聯合國兒童權利

宣言，這兩項宣言均肯定基本人權與人性尊嚴的重要

性，也聲明「人類具有提供兒童最佳事務條件」的義務。

1989 年 11 月，聯合國會員大會通過兒童權利公約，由

54 條條款所構成，不但明確規定如何拯救及保護權利受

損的兒童，更具體規定兒童所擁有的權利內容。詳見內

政部兒童局出版「疼惜我們的寶貝－關心兒童權利」，李

園會（2000）；或教育部人權教育資訊網。 

2-3-3 瞭解人權與

民主法治的

密切關係。 

 

一、重要概念：民主法治 

二、概念說明 

民主法治是強調人民有權利和能力，直接或間接掌握政

治機關來滿足人民訴求。也就是在民主制度下，擁有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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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補充說明 

舉權的公民，可自由的、定期的選舉總統或地方首長、

民意代表來反應人民的訴求。而公民也有責任去評估和

監督總統、地方首長、民意代表是否公正的運用公權力

去公平分配公共資源。因此，公民有權利對行政領導人

提出不信任案、提出罷免案，也能間接付託立法委員、

地方民意代表議決法律、預算等法案的權利，基於政策

法案是否反應多數人的決定，同時保障少數人的權利，

公民也可以直接對政府的重要政策做出覆議的決定。 

在民主法治國家裡，另一項民主法治的關鍵表徵就是司

法獨立，建立在政府權力分立的基礎上。 

2-3-4 理解貧窮、階

級剝削的相

互關係。 

 

一、重要概念：貧窮、階級剝削 

二、概念說明 

(一)貧窮係指連維持起碼生存條件都成問題，例如：缺乏

飲水、食物而鬧飢荒，或是貧富差距大而有社會結構

不平等的剝奪情形發生；或是工作機會或工資出現不

平等分配；或有不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使得低收入

人士，長期被困在貧窮的絕境中。 

(二)階級剝削係指社會上享有政治權力、經濟所得和社會

地位的優勢族群，以實際行動，掠奪或占有弱勢族群

的財產且視為自己努力的結果。經常有被剝削者因為

缺乏維持生存所需的生活物質而陷入困境。 

2-3-5 理解戰爭、和

平對人類生

活的影響。 

 

一、重要概念：戰爭、和平 

二、概念說明 

(一)戰爭係指強勢者為了贏得自己的利益而施用軍事武

力殺傷他人生命或毀損他人財產的手段，包括：向對

方施予強迫性的影響、約束，或直接施行暴力侵犯，

而造成無辜善良的人受到家破人亡的傷害。 

(二)和平係指每個人可以促進和平，包括：拒絕參與軍事

行動，以及遵守國際間不使用武力侵略，而以協調方

式處理糾紛，在有效的控制之下，共同解除武裝措

施，而獲致雙方利益。和平權利是一個法律規範，例

如：聯合國憲章賦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有責任營造和

平，去斷定任何暴力之威脅、破壞或侵略行為是否存

在，並做出維護國際間非暴力方式及安全的建議和抉

擇。 

2-3-6 認 識 教 育

權、工作權與

個人生涯發

展的關係。 

一、重要概念：教育權、工作權、個人生涯發展 

二、概念說明 

(一)教育權於聯合國之人權宣言中提到人人有受教的權

利，國家應立法保障這項權利。教育權亦係指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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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做的選擇及決定。 

(二)工作權係指國民能依照自己的生涯規劃自主決定從

事何種特定工作，包括：擁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公正

和合適的報酬、組織工會等權利，這樣權利和個人生

涯發展有重要關係。 

(三)個人生涯發展係指個人在不同生命期程的安排及可

能性。 

2-4-1 瞭解文化權

並能欣賞、包

容文化差異。 

 

一、重要概念：文化權、文化差異 

二、概念說明 

(一)文化權 

指的是「人人有權自由參加社會的文化生活，享受藝

術，並分享科學進步及其產生的福利」。文化本質上

具有獨特性、排他性與認同性，除了有害身心健康的

文化，任何文化都應得到尊重與保護。接受文化間多

元性、平等性，就是保護個人或群體對自己獨特性的

認同，亦即保障個人基本的自由與權利。 

(二)文化差異 

民族或族群表現出相異的文化特色或觀念，這種現象

就是文化差異。文化差異的現象常出現於飲食、建築

形式、服裝、交通工具、家庭組織、語言、風俗習慣

及思想觀念等方面。 

2-4-2 認識各種人

權與日常生

活的關係。 

 

一、重要概念：人權與生活 

二、概念說明 

人權是每個人所享有的基本權利，以尊重生命價值與人

性尊嚴為主，因此，人權保障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例

如：自由權保障人民享有表達言論、宗教信仰及人身自

由等權利；參政權讓人民充分參與政治事務；社會權讓

個人工作及財產受到保障；教育權讓每個人享有教育機

會，發展自我。另外，和平權、健康權、休閒權及文化

發展權皆是在生活中追求人性尊嚴的體現。 

2-4-3 瞭解人權的

起源與歷史

發展對人權

維護的意義。 

 

一、重要概念：人權的起源、人權的歷史發展 

二、概念說明 

(一)人權的起源 

人權的起源來自三個原因： 

1.人權思想的啟蒙：希臘、羅馬時期「自然法」思想提

供人權思想的哲學基礎，亞里斯多德的「自然理性」

與「自然正義」為其主要代表思想。 

2.啟蒙運動的提倡：16 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喚醒人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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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補充說明 

性，使人類重新重視渴望自由、尊嚴、價值、平等、

幸福的內在需求。 

3.人性尊嚴的實踐：人權的核心價值為「人性尊嚴」、「自

由」及「平等」。人性尊嚴為人與生俱來的人性價值，

具有普遍性、不可剝奪與不可讓渡性，世界性、區域

性人權條約或現代國家的憲法都以保障「人性尊嚴」

為依歸。 

(二)人權的歷史發展 

依時間的先後可分成下列階段： 

1.自由權運動的發展：「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理論，

把生命、自由、財產等權利不可讓渡的天賦人權形諸

於各個時期重要人權法典，成為政府不可任意侵犯的

人權。如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聯合

國「世界人權宣言」。 

2.社會權運動的發展：19 世紀開始，貧富差距與剝削問

題，獲得社會的正視。德國「威瑪憲法」、「經濟社會

暨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把人權保障範圍由自由權擴張

到社會、經濟、文化等權利。 

3.民族自決權與發展權的發展：聯合國通過「關於人民

與民族自決權的決議」與「關於發展權的決議」，使人

權內涵擴充到民族自決權、發展權、和平權、繼承人

類共同遺產權、民族平等權、環境權。此時期的人權

觀念也從個人人權延伸到集體人權範疇。 

2-4-4 瞭解世界人

權宣言對人

權的維護與

保障。 

 

一、重要概念：世界人權宣言 

二、概念說明 

這份人權發展史上重要的文獻，在 30 條內容中揭示了人

權的價值主旨、平等原則、公民政治權利以及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並成為日後許多重要國際公約的基石。 

2-4-5 認識聯合國

及其他人權

相關組織對

人權保障的

功能。 

 

一、重要概念：聯合國、人權組織 

二、概念說明 

(一)有鑑於兩次世界大戰對人類造成的災難，聯合國於

1945 年 10 月 24 日正式成立，共計 51 個創始會員國，

承諾通過國際合作和集體安全以維護世界和平。 

1.聯合國有以下四項宗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發展

國家間友好關係；合作解決國際問題和增進對人權的

尊重；成爲協調各國行動的中心。 

2.聯合國有六個主要機關。其中大會、安全理事會、經

濟及社會理事會、託管理事會和秘書處五個機關設在

紐約聯合國總部，第六個主要機關是國際法院，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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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海牙。 

(二)人權組織，例如：人權觀察(國際)、國際反地雷組織、

臺灣人權促進會(臺灣)、女性權益促進會(臺灣)、自由

人權協會(日本)等。 

2-4-6 運用資訊網

絡瞭解人權

相關組織與

活動。 

 

一、重要概念：人權資訊網、人權組織活動 

二、概念說明 

(一)人權資訊網 

國內外的相關人權資訊網站，例如：教育部「人權教

育資訊網」、「聯合國人權網站」、「臺灣人權促進會」

等相關網站都提供人權相關主題報導以及網站的超

連結。 

(二)人權組織活動 

可就各大入口網鍵入關鍵字，舉例如下：「人權」、

「humanrights」、「人權教育」、「人權(同和)教育」(日

本)、「兒童人權」、「婦女人權」等，或是就相關人權

議題：「兒童虐待」、「種族歧視」、「反地雷」、「地球

暖化」等主題進行相關檢索，整理記錄或在課堂報告

相關人權組織，他們最近推動進行的活動。 

2-4-7 探討人權議

題對個人、社

會及全球的

影響。 

 

一、重要概念：人權議題 

二、概念說明 

議題是值得個人論述並能夠討論、協商及評論的題目。

當代重要的人權議題包括幾個面向： 

(一)少數民族與弱勢族群：原住民、外勞、負擔家計婦女、

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及受災失業者、同性戀和雙

性戀者、及需受特別照料之兒童等等。 

(二)環境與科技：環境、資源和人權、醫療科技和人權、

科技，發展和平等、科技和權力的使用權。 

(三)經濟與勞動：飢餓、貧窮、第三世界負債、勞工、勞

動權。 

(四)違反人權的事件：恐怖主義、戰爭和人權、暴力衝突

和人權、武器競賽、人口販賣等。 

(五)政治活動：民主和人權、非民主的政治體系和人權、

意議形態衝突和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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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融入課程之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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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權教育論「活化」與「有效」的教學 

作者：林佳範 

（教育部人權教育議題輔導群召集人、臺灣師大公領系副教授） 

 

最近，針對十二年國教的實施，另一波教學改革的聲浪又起。十

二年國教的實施，乃針對考試引導教學，所導致的教育扭曲，所進行

的重大教育體制變革。在考試主義下，學習被簡化為「背多分」；教

學的成效，在追求成績的提升；教學變成所謂「填鴨式」，而流於知

識的填充。這種僵化教學模式，不僅窄化學生的學習，更造成學生的

反學習、厭惡學習、甚至不學習。人權教育，不僅在法律上尊重學生

作為權利的主體，更在教育上強調學生作為學習的主體，因此，針對

現在所強調「活化」和「有效」教學，皆有可結合之處。茲淺論於下： 

第一、根據人權教育所強調之「經驗式」來「活化」教學。人權教育，

強調對個人主體性的尊重，沒有被尊重的人，不會尊重別人，

也不會尊重自己，更不用提對人性尊嚴的尊重。此外，在教學

上尊重學生的學習主體性；從學生的經驗出發，引導學生觀察

其生活經驗；引導其自己歸納自身的經驗，來形成抽象的觀

念；引導其將如此的抽象觀念，應用於其日常生活，而完成所

謂「經驗學習循環」。因此，概念不再抽象，而有具體的生活

關連性，且經驗不再零散，而能有統整的意涵。 

第二、根據人權教育所強調之「互動式」來「活化」教學。人權教育，

強調對個人主體性的尊重，因此，教學上反對主客體的上下接

受模式，而主張互為主體的平等交流模式。學生的學習並非建

立在，單純地由主體老師所講授的知識，傳遞給接受的客體（學

生）。相反地，不論老師或學生，都是知識接受的客體與知識

創造的主體，即一般所謂「教學相長」。因此，所謂「互動式」，

即在於共同追求學問的過程中，尊重相互主體地位的互動，而

對各自的主張，開放對方的質問與檢討。在互動講理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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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僅一方可以發言或質問，則淪為「說教」，而非真正的「講

理」。 

第三、根據人權教育所強調「參與式」來「活化」教學。人權教育，

強調對個人主體性的尊重，因此，學習係建立在主體性的參

與，而重視學生的自主判斷與決定之深度學習。被動地接受資

訊或意見，並非真正的參與，唯有學生有機會參與判斷的過

程，才可能有形成自主判斷的可能。甚者，在學習的行動與實

踐面，在現實的社會情境中的參與，才是真正挑戰其認知、情

意態度、技能面等之能力，而非僅是課室的習題操作，開拓其

視野與見識。讓學生參與實際的問題解決，開啟其從未面對過

的思考與學習面向，而不是以保護為名，而行剝奪其學習機會

之實。 

第四、根據人權教育所強調之「行動式」來「活化」教學。人權不僅

是一套倫理價值，更是社會的規範和法律的制度。從出面制止

身邊的人遭受不公平的對待，到街頭抗議國家暴力的侵害，甚

至到法院提出法律訴訟對抗公權力的濫用；人權的保障，必須

靠你我的行動；人權教育，更需要師生的生活實踐。人權不會

從天上掉下來，人權必須靠爭取，甚至明文的法律規定，若不

會去主張，也僅是一堆法條上的文字。人權教育，必須使學生

知道如何主張權利，而發展出社會改造的能力。 

第五、人權教育的「有效」教學的判斷標準，絕不是在考卷的答對率。

人權教育，作為一種價值教育，其重點不在會回答，世界人權

宣言之內容，而在於能認同人權的價值，且能在生活中實踐對

於人性尊嚴之尊重。因此，人權教育的有效教學，必須從學生

的表現，綜合地來判斷。曾經有老師分享其教學的經驗，有家

長來電反應，她很訝異老師是如何的教導其小學二年級的小

孩，今天回家竟發現，她的小孩已主動地先寫完功課再看電

視？過去其屢次的提醒，但從未履行過。原來在該天的課程

中，老師教導學生「責任」的概念，引導學生去思考，盡責任

的好處與不盡責任的壞處，使學生自己去判斷，要不要去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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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學生向母親解釋，經過其判斷還是盡責任比較好，於是就

先寫完作業再看電視。 

我們可以幼稚園中，學生如何建立團體生活規則（人權教育能力

指標 1-1-2）為例，來比較「活化」教學的差別。較傳統的方式，會

由老師來訂規則，並需宣導規則的內容，而違反規則，則由老師來執

行處罰。這種模式，甚至到國中，仍有許多老師仍遵循，可是，是不

是真的有效？甚至有國中老師反應，老師在現場就有效，老師不在就

沒效，結論就是沒效，蓋所謂的團體生活規則，仍停留在紙上，並非

真正地建立在學生的心中，且非真正地對規範的遵守，而僅是表面地

服從老師的威權。 

相反地，人權教育的「經驗式」、「互動式」、「參與式」、「行動式」

的模式，會把小朋友聚集在一起，把問題丟給小朋友一起來討論，老

師以實際生活經驗的「搶玩具」為例，其並非馬上指責這位學生：「不

可以搶別人的東西」，而是把學生聚集在一起，問同學「如何解決搶

玩具的問題？」、「只有這些玩具，如何讓大家都有機會玩到？」。當

然，有學生可能會反應：「在家裡都是拿到就可以玩啊！」老師並非

馬上斥責學生：「但這裡不是家裡！」，相反地，老師引導學生思考：

「可是，這裡是哪裡？」「家裡的東西，是誰的？自己可以拿嗎？」，

並引導其比較：「學校的東西，是誰的？自己可以拿嗎？」最終，引

導學生一起把共同的生活規則建立起來，並一起來遵守規則，在生活

中行動與實踐。 

要學生建立「守規則」的觀念，並信守如此的價值，不是單純地

由老師來訂定規則、講解規則、要求其遵守，即可建立。相反地，透

過「經驗式」、「互動式」、「參與式」、「行動式」的模式，學生的「守

規則」的認知、認同、與生活實踐，係逐步地在互動中共同地來形成。

如此的規則，不再是「老師的命令」，而是大家的「共同生活規則」。

如此的模式，除一方面符合民主社會，強調主體共同參與的精神外，

更尊重學生作為學習主體的學習模式；學生與老師共同地面對問題，

在互動中教師引導學生釐清其認知的盲點、建立抽象的概念；並以「正

當理由」來建立其認同，而非僅是訴諸教師的威權；民主法治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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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係在教室的生活實踐中建立。 

十二年國教的改革，絕不是僅在於升學體制的改變，更重要在於

解開升學主義對於教學的扭曲與禁錮。老師與學生都需找回其主體

性，不再是升學主義的奴隸；老師需找回其教學的專業自主性，學生

則找回其學習的主體性。這些訴求都符合人權教育尊重個人主體性的

訴求。最重要的是，我們期待在課程活化的過程中，可以找到更多人

權教育的融入空間，與追求學生人權意識建立的有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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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議題書單 

【自我增能好幫手】 

一、專書 

書名 書名 

2013年台灣人權報告：你過得好嗎?  
老師，你也可以這樣做！：校園法律實

務與理念 

2012 年台灣人權報告：無力年代的

有力書寫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人權不是舶來品：跨文化哲學的人權

探究 
人權教育 ABC 

人權小撇步：兩公約溝通式教學法 為人民說人權故事 

人權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少數群體的權利：民族主義、多元文化

主義和公民權 

人權 APP 兩公約人權故事集 看得見的正義（第二版） 

人權──跨學科的途徑 老師，我有話要說 

二、紀實 

書名 書名 

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9 個國家 X4

萬公里，一位人權律師的溯源紀實 
公民行動方案 

不要叫我瘋子：還給精神障礙者人權 被出賣的童年 

婦女人權學習手冊-在地行動與全球

聯結 

彩虹熟年巴士：12 位老年同志的青春記

憶 

公民不冷血：新世紀台灣公民行動事

件簿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阿富汗的女兒在哭泣 我八歲，我在可可田工作 

人權影像系列  這個人‧這個島－柏楊人權感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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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討論好教材】 

◎基本觀念入門 

 書名 書名 

繪

本 

好好愛我—一起來認識兒童權利公約 
我們都應該知道—認識聯合國兒

童權利公約 

我是小孩，我有權利 小朋友應該知道的世界人權宣言 

人人生而自由 熊熊家族—認識正義 

泡泡伯與菲菲—認識權威 動物管理員—認識責任 

小魚潔西—認識隱私  

文

字

書 

公平與不公平 自由與不自由 

認識權威—少年版 權威—挑戰未來公民 

認識隱私—少年版 隱私—挑戰未來公民 

認識責任—少年版 責任—挑戰未來公民 

認識正義—少年版 正義—挑戰未來公民 

領導者與其他人 校園小霸王：兒童法律小學堂 

不要碰我：兒童法律小學堂 啊！這樣算違法了嗎？ 

◎人權推手 

 書名 書名 

繪

本 

好心的國王：兒童權利之父—柯

札克的故事 
露芭—貝爾森的天使 

勇者之光  

文

字

書 

印第安偉大領袖  坐牛酋長 美國人權運動領袖 馬丁路德‧金恩博士 

將一生都奉獻給全世界的窮人  

德雷莎修女 
改變印度歷史的民主鬥士  聖雄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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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態保育 

 書名 書名 

繪

本 

上山種下一棵樹 奔流之河：一條河流重生的真實故事 

小房子 馬汀的一天 

都是放屁惹的禍 開心農場：怎麼吃健康又環保？ 

文

字

書 

日漸沉沒的樂園---吐瓦魯 狂嘯之後 

多多社長 少年小樹之歌 

漫

畫 
拯救地球大作戰 1~~5集 愛地球 動物會議 1~~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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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權探討 

 書名 書名 

繪
本 

米爺爺學認字 瘋狂愛上書 

最想做的事  

文
字
書 

三杯茶 自由寫手的故事 

三杯茶 2 街頭日記 

◎個人的特質、尊嚴和價值 

 書名 書名 

繪
本 

威廉的洋娃娃 巫婆與黑貓 

我是獨特的 一定要比賽嗎？ 

星月 頑皮公主不出嫁 

文
字
書 

男孩？女孩？ 姊姊的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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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族群 

 書名 書名 

繪
本 

故障鳥 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 

水蜜桃阿嬤 奧力佛是個娘娘腔 

爸爸失業了 芙蘿莉卡的冬天 

大樹也哭了  

文
字
書 

十號孤兒院 麵條西施 

叔叔的秘密情人 我是白痴 

哎呀！我的媽：外籍媽媽的奮鬥故事  隨身聽小孩 

穿條紋衣的男孩 奇蹟男孩 

一個印地安少年的超真實日記 我有媽媽要出嫁 

安妮日記 安妮日記【漫畫版】 

◎發展權 

 書名 書名 

文

字

書 

你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我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羅馬

尼亞 

愛呆西非連加恩：攝氏 45 度下的小

醫生手記 
 

◎族裔社群議題 

 書名 書名 

繪

本 

請不要忘記那些孩子 叔公的理髮店 

大衛之星 平克與薛伊 

228小水牛  

文

字

書 

賽德克巴萊 芋仔蕃薯一家親 

牧羊人的孫女 月落悲歌 

湯姆叔叔的小屋 十三歲新娘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78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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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霸凌議題 

 書名 書名 

繪

本 

沒毛雞  黑白村莊 

烏鴉太郎 把帽子還給我 

公園小霸王 圓家族裡的小四方 

文

字

書 

一百件洋裝 真相拼圖 

傳說中的螢光貓 事發的 19分鐘 

我班有個大哥大 巧克力戰爭 

◎戰爭、難民 

 書名 書名 

繪

本 

鐵絲網上的小花 世界上最美麗的村子（系列 3 本） 

不要地雷只要花（一）（二）  

文

字

書 

戰火下的小花 
那些人．那些事—安潔莉娜．裘莉

親善大使日記 

帕瓦娜的旅程 雨啊！請你到非洲 

火焰的祕密 剛達爾溫柔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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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權益 

 書名 書名 

繪

本 
向夢想前進的女孩 突破-少女秀妍的單獨飛行 

文

字

書 

美名之路 第十層地獄 

◎正當程序 

 書名 書名 

繪

本 

誰偷了便當 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 

開門開門送蛋糕  

◎政治迫害與庇護 

 書名 書名 

繪

本 

希望小提琴【含歷史背景小冊+影音

光碟〈新生：陳孟和先生訪談實錄〉】 

自由之路──黑人摩西海莉．塔布

曼的故事 

文

字

書 

台灣女英雄陳翠玉【修訂新版】 我們的祕魔岩 

青春部落—我島的祕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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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 

‧劃破地毯的少年——伊克寶的故事（文字） 

‧ 透明的小孩：無國籍移工兒童的故事（繪本） 

◎遊戲權 

‧街道是大家的（繪本） 

‧Get out！帶孩子去玩耍（文字） 

◎死刑存廢 

‧我們的幸福時光（文字） 

◎家庭暴力 

‧象爸爸著火了（繪本）‧歹命囝仔（文字） 

◎傳媒侵害人權事件 

‧BBS鄉民的正義（文字） 

◎生存權益探討 

‧不要帶我走（繪本） 

◎文化理解 

‧凱琪的包裹（繪本） 

‧我在伊朗長大的日子 1~4（漫畫） 

‧ 我的阿富汗筆友（文字）‧追風箏的孩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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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分段能力指標與兒童人權主題繪本 
 

                                                              李雪菱教授提供 

1-1-1舉例說明自己所享有的權利，並知道人權是與生俱有的。 世界人權宣言 

1-1-2瞭解、遵守團體的規則，並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  

1-1-3討論、分享生活中不公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健康受到傷

害等經驗，並知道如何尋求救助的管道。 

公平不公平 

克拉拉的寶藏 

剪一朵白雲 

1-1-4說出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想法。 我真想有一棵大樹 

叔公的理髮店 

橘色奇蹟 

1-2-1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沒有你，我怎麼辦？ 

我不知道我是誰 

虎咩咩 

小狗阿疤想變羊 

我的朋友好好吃 

自己的顏色 

被嘲笑的瑞奇 

黑白村莊 

真正的男子漢 

男孩？女孩？ 

橘色奇蹟 

1-2-2知道人權是普遍的、不容剝奪的，並能關心弱勢。 有色人種 

1-2-3說出權利與個人責任的關係，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小與大 

1-2-4舉例說明生活上違反人權的事件，並討論發生的原因。 不是我的錯 

有色人種 

什麼是好？什麼是

壞？ 

1-2-5察覺並避免個人偏見與歧視態度或行為的產生。 虎咩咩 

有色人種 

1-3-1表達個人的基本權利，並瞭解人權與社會責任的關係。 希望小提琴 

1-3-2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 我選我自己（三之三與

米奇巴克版本比較） 

1-3-3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公平與不公平 

超級哥哥 

1-3-4瞭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有色人種 

1-3-5搜尋保障權利及救援系統之資訊，維護並爭取基本人權。 希望小提琴 

1-4-1探討違反人權的事件對個人、社區(部落)、社會的影響，並提

出改善策略、行動方案。 

希望小提琴 

1-4-2瞭解關懷弱勢者行動之規劃、組織與執行，表現關懷、寬容、

和平與博愛的情懷，並尊重與關懷生命。 

 

Salubil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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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瞭解法律、制度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橘色奇蹟 

1-4-4探索各種權利可能發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民主方式及

合法的程序，加以評估與取捨。 

街道是大家的 

1-4-5討論世界公民的責任，並提出一個富有公平、正義永續發展

的社會藍圖。 

 

 (2)人權的內容 

2-1-1瞭解兒童對遊戲權利的需求並促進身心健康與發展。 街道是大家的 

2-2-1認識生存權、身分權與個人尊嚴的關係。 培培點燈 

2-2-2認識休閒權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2-3-1瞭解人身自由權並具有自我保護的知能。 不要，就是不要！ 

2-3-2瞭解兒童權利宣言的內涵及兒童權利公約對兒童基本需求的

維護與支持。 

世界人權宣言 

2-3-3瞭解人權與民主法治的密切關係。  

2-3-4理解貧窮、階級剝削的相互關係。 母親，她束腰 

2-3-5理解戰爭、和平對人類生活的影響。 Salubibusa 

和平萬歲 

鐵絲網上的小花 

六個男人 

2-3-6認識教育權、工作權與個人生涯發展的關係。 培培點燈 

工作與金錢 

叔公的理髮店 

2-4-1瞭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 九族創世紀 

2-4-2認識各種人權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2-4-3瞭解人權的起源與歷史發展對人權維護的意義。  

2-4-4瞭解世界人權宣言對人權的維護與保障。 世界人權宣言 

2-4-5認識聯合國及其他人權相關組織對人權保障的功能。  

2-4-6運用資訊網絡瞭解人權相關組織與活動。  

2-4-7探討人權議題對個人、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紅線 

德蕾沙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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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輔人權網站 

1. 人權小樹 

http://hre-tw.blogspot.tw/ 

2. 教育部人權諮詢網站 

http://hre.pro.edu.tw/1-1.php 

3.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 

https://cirn.moe.edu.tw/Facet/Home/index.aspx?HtmlName=Home 

4.台灣人權促進會 

http://www.tahr.org.tw/ 

5. 青少年人權協會 

http://tw.youthforhumanrights.org/ 

6. 聯合國 

www.un.org  

7. 人權觀察組織 

www.hrw.org  

8. 國際特赦組織 

www.amnesty.org  

9. 法治教育資訊法 

http://www.lre.org.tw/newlre/intro.asp 

10. 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http://www.twrf.org.tw/amamuseum/index.php 

11. 兒童文化館 

http://children.moc.gov.tw/garden/ 

12.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http://taiwant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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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國教輔導團網站 

1. 南投縣人權輔導團 

http://src.kojet.com.tw/dyna/webs/index.php?account=w131 

2. 金門縣人權輔導團 

http://teacher.hlc.edu.tw/?id=419 

3. 宜蘭縣人權輔導團 

http://blog.ilc.edu.tw/blog/blog/3044 

4. 花蓮縣人權輔導團 

http://teacher.hlc.edu.tw/?id=168 

5. 新竹市人權教育輔導團 

http://163.19.116.11/human/ 

6. 高雄市人權教育輔導團 

https://www.facebook.com/khhumanrights/ 

7. 基隆市人權教育輔導團 

http://right.king.kl.edu.tw/ 

8. 苗栗縣人權教育輔導團 

http://9years.mlc.edu.tw/?dirId=4238 

9. 新竹縣人權教育輔導團 

http://guide.hcc.edu.tw/files/11-1138-3153.php  

10. 澎湖縣人權教育輔導團 

http://ph-hr.blogspot.tw/ 

11. 雲林縣人權教育輔導團〈國教輔導團〉 

http://ceag.ylc.edu.tw/ 

12. 臺北市人權教育輔導團 

http://etweb.tp.edu.tw/fdt/F02/ 

13. 彰化縣人權教育輔導團 

http://163.23.64.23/eweb/r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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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臺中市國中人權教育輔導團 

http://hre.guidance.tc.edu.tw/ 

15. 嘉義縣人權教育輔導團 

http://ceag.cyc.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csn=15 

16. 新北市國中人權教育輔導團 

http://tesag.ntpc.edu.tw/web/2human/ 

17. 新北市國小人權教育輔導團 

http://tesag.ntpc.edu.tw/web/1human/default.asp 

18. 臺南市人權教育輔導團 

https://sites.google.com/a/tykes.tn.edu.tw/human-right/ 

19. 屏東縣人權教育輔導團 

http://ceag.ptc.edu.tw/~xo_human_rights/ 

20. 臺東縣人權教育輔導團 

http://team.boe.ttct.edu.tw/index_plan2.asp?team_id=29 

21. 桃園市人權輔導團 

   http://ceag.tyc.edu.tw/ceag/home.php?sub_id=33 

22. 嘉義市人權輔導團 

   http://case.cy.edu.tw/web/group/ 

 

 

http://ceag.tyc.edu.tw/ceag/home.php?sub_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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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議題輔導團授課講師聯繫資料表 

課程名稱 

講座資料 

姓名 
服務單位 

及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1.校園人權教育之理

念與實踐 

2.人權意識覺醒與行

動策略 

3.人權教育與領導 

4.如何實踐人權教育

於校園 

5.人權教育資源 

林佳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副教授 
 t11001@ntnu.edu.tw 

1.時事議題與人權教

學 

2.文化研究、媒體識讀

與人權課程規劃 

陳素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副教授 
02-77341861 susuchen@ntnu.edu.tw 

1.多元評量與學生學

習成就評量標準(整合

課程)實作 

2.人權教育教學資源

介紹與應用 

3.國教團定位與功能 

陳端峰 

新北市 

秀朗國小教師 

(退休) 

0937-456013 
sunshine06201110@yaho

o.com.tw 

1.人權教育的教材與

教學 

2.閱讀與人權 

3.轉型正義與人權教

學 

陶秀英 
嘉義市 

民生國中教師 
0958-330492 amytao7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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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專業社群發展

與實踐 

2.多元評量與學生學

習成就評量標準(整合

課程)實作 

3.人權教育課程綱要

與能力指標解讀 

李惠芬 

台北市 

中正國小教師 

(退休) 

0922-275137 fenny606arc@gmail.com 

1.有效教學策略觀看

與實作 

2.團務運作問題研討

與行動策略 

3、適性輔導 

張志成 
中華毛克利青少年

協會理事長 
0958-038538 ckf7777@gmail.com  

課程名稱 

講座資料 

姓名 
服務單位 

及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閱讀計畫之規劃與推

動 
楊淑娟 

新北市 

泰山國小教師 
  

1.電影閱讀與教學 

2.行動學習(服務學習) 
邱麟媛 

新北市 

安溪國中教師 
  

1.兒童人權 

2.人權景點 
陳泳惠 台東縣關山國小 

0938-619800 

(089)811012 
rola0206@gmail.com 

1. 人權教育的有效教

學 

2. 核心素養導向之人

權議題融入教學 

3. 審議式民主 

4. 藝術與人權 

蔡佳琪 嘉義市民生國中  
cymst106@msjh.cy.edu.t

w 

1.人性尊嚴（偏見與歧

視） 

2.人權景點教學設計 

吳瑞元 新北市福和國中 0915-031900 askwusi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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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轉型正義課程與教

學 

2.人權教育議題融入

教學(教材介紹、應用

與實作) 

3.合作學習 

4.有效教學 

蕭玉芬 

台北市 

河堤國小教師 

(退休) 

0961-153505 
23656514@yahoo.com.t

w 

學校法律實務 

(校園人權、人權教育

與輔導管教) 

張澤平 
元貞聯合法律 

事務所律師 
02-23913808 

jpchang@justuslaw.com.t

w 

1.憲法、人權與教育 

2.轉型正義 
陳俊宏 

國家人權博物館 

館長  
(02)22182438 

chunhungc@gmail.com; 

cjh@scu.edu.tw 

1.人權教育 

2.教育哲學 
洪如玉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 

05-2263411 

#1813 

hungruyu@mail.ncyu.edu

.tw 

1.人權國際憲章與人

權教育議題 

2.憲法、人權與教育 

林淑雅 靜宜大學助理教授 
04-26328001 

#17412 

linshuya@gmail.com; 

shuyalin@pu.edu.tw 

1.基本人權 

2.跨國人權研究 
黃默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教授 

02-28819471 

#6279 
mab@gm.scu.edu.tw 

1.人權教育創新教學

策略 

2. 常態編班及教學正

常化之落實 

3.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案件處理 

陳麟祥 
高雄市 

東光國小教師 
07-3839350  

教學領導與溝通行為 陳浙雲 

新北市 

及人小學校長 

(退休) 

02-22517272 

#128、100 
 

補救教學理論與技術 鄭潔慧 
高雄市 

瑞祥高中教師 

07-2010719 

#21 

sunday1234567890@yah

oo.com.tw 

mailto:chunhungc@gmail.com
mailto:cjh@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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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作學習 

2.有效教學 

3.多元評量 

王台琴 

新北市 

頭前國中教師 

(退休) 

 tcwangc@gmail.com 

 

課程名稱 

講座資料 

姓名 
服務單位 

及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課程研究、政策與配套

措施 
鍾美華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國中教育科  候用

校長 

(03)332-2101 

#7524 
cmh987@gmail.com 

學習成就評量標準與

實作 
黃麗美 

台北市 

敦化國中教師 

(退休) 

  

1、教科書法令與政策 

2、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案件處理 

劉恆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副教授 
02-7734-1851 hengwen@ntnu.edu.tw 

1、閱讀計畫之規劃與

推動 

2、性別平等教育 

李雪菱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

與家庭教育學系副

教授 

  alinggo@gmail.com 

1、合作學習 

2、課室觀察 

3、補教教學 

4、閱讀計畫之規劃與

推動 

吳敏而 
國家教育研究院研

究員(退休) 
 rozwu.r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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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研究、政策與

配套措施 

2、教科書法令與政策 

3、常態編班及教學正

常化之落實 

4、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案件處理 

5、適性輔導 

許育典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

學系 
 hsuyd@mail.ncku.edu.tw 

1、公民教育公民資質

與公民教育理論 

2、多元文化教育 

3、政治素養教育 

董秀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副教授(退休) 
02-77341860 

shirleydoong@yahoo.co

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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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講座資料 

姓名 
服務單位 

及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1. 教科書法令與政策 

2. 課程研究、政策與

配套措施 

蕭妙香 
國立台南大學行政

管理學系副教授 
 

sms50121@mail.nutn.ed

u.tw 

1. 課程研究、政策與

配套措施 

2.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案件處理 

3. 校外教學 

黃素貞 

台北市 

弘道國中教師 

(退休) 

  

1.人權理念發展與文

化反思 

2.人權發展史與人權

教育 

吳豪人 
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副教授 
02-29052904 052409@mail.fju.edu.tw 

校園人權議題實務 林孟皇 
台灣高等法院 

法官 
02-23120123 

menhwa@mail.judicial.go

v.tw 

特色團務與教學創新

成果 
邱慧玲 

苗栗縣 

南湖國小校長 

037-872007 

#121 

happy896007@webmail.

mlc.edu.tw 

領導推動人權教育的

策略與作法 
李永旭 

新北市 

坪林國中校長 

(退休) 

02-26656210

#11 

headtea0007@yahoo.co

m.tw 

1.人權教育融入教學 

2.閱讀與人權 

3.審議式民主與教學 

陳小凰 
臺中市 

清泉國中教師 

04-26113134 

#1712 

zoechenpersonal@hotma

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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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審議民主應用於人

權教育教學 

2.閱讀與人權 

3.人權教育融入領域

之素養導向教學 

胡美芳 
新竹市  

香山國小 

03-5386164#

2112 
s8832014@gmail.com 

1.人權教育教學資源

介紹與應用 

2.人權教育的課程與

教學 

3.人權教育與休閒研

究 

韓筱玲 
高雄市 

苓雅國民中學 
0986-331268 harriet130@gmail.com 

閱讀人權 幸佳慧 作家  arlene@wownet.net 

人權教育課程教學與

領導 
黃俊傑 

台南市 

三村國小校長 

06-2460334 

#43001 
tnnhh318@gmail.com 

學校法律實務 

(校園人權、人權教育

與輔導管教) 

高榮志 
財團法人民間司改

會執行長 
02-25231178 

20111101@jrf.org.tw; 

20111101.jrf@gmail.com 

學校法律實務 

(校園人權、人權教育

與輔導管教) 

黃旭田 
元貞法律 

事務所律師 

02-23913808 

#125 
otto@justuslaw.com.tw 

 

mailto:s88320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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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講座資料 

姓名 
服務單位 

及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原住民研究 蔡志偉 

國立東華大學財經

法律研究所暨法律

學士學位學程副教

授 

 
awimona@gms.ndhu.edu.

tw 

組織領導與運作 王沐錱 
臺南市 

太子國中校長 
06-6524762 mien5835@tn.edu.tw 

組織領導與運作 謝瑞榮 
花蓮縣宜昌國小 

退休校長 
03-8520209 shie368@gmail.com 

組織領導與運作 鮑明鈞 

花蓮縣 

東華大學附設小學

校長 

03-8324308 baw007@gmail.com 

人權發展史 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 

台史所副研究員 
02-26525353 

etranger@gate.sinica.edu.

tw 

人權發展史 薛化元 
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教授 

02-29393091#

88050 

hy5595@nccu.edu.tw 

土地正義 徐世榮 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教授 

 srshiu@nccu.edu.tw 

人權理念發展與文

化反思 
黃長玲 

台灣大學 

政治系副教授 
 

changling@ntu.edu.tw 

changlinghuang@gmail.c

om 

人權理念發展與文

化反思 
吳佳臻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副執行長 
02-29210565 jiazhen25@gmail.com 

教學領導與溝通行

為 
張雨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

系助理教授 

0277343750 
gtyulin@mail2000.com.tw 

gtyulin@ntnu.edu.tw 

人權國際憲章與人

權教育議題 
廖福特 

中央研院法律所 

研究員 
02-26525418 ftliao@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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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國際憲章與人

權教育議題 
劉靜怡 

國立台灣大學 

國發所副教授 

3366-3327 

ROOM:R305 
cy1117@ms17.hinet.net 

戶外參訪─社會運

動資源與人權教學 
蔡季勳 

台灣人權 

促進會前秘書長 
02-25969525 chihsun.tsai@gmail.com 

文化研究、媒體識

讀與人權課程規

劃：人渣的權利 

張娟芬 作家  chuanfe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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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輔導群委員責任分區表 

苗栗縣、臺中市、 

彰化縣、南投縣、 

花蓮縣 

台北市、桃園市、 

新竹市、新竹縣、 

宜蘭縣 

雲林縣、嘉義市、 

嘉義縣、台南市、 

基隆市 

高雄市、屏東縣、 

台東縣、澎湖縣、 

新北市 

陳小凰教師 胡美芳教師 陶秀英教師 韓筱玲教師 

《常務委員》 

花蓮縣謝瑞榮(課程/

花蓮縣宜昌國小退休

校長) 

《常務委員》 

臺北市黃素貞（課程/

臺北市弘道國中退休

教師；社會領域） 

臺北市張澤平（法律/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臺北市李惠芬（課程/

退休教師；課程設計和

人權教案） 

臺北市蕭玉芬（課程/

退休教師；社會領域） 

 

《常務委員》 

臺南市蕭妙香（法律/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

系） 

 

《常務委員》 

新北市陳端峰（課程/

新北市秀朗國小退休

教師） 

新北市黃鐙寬（課程/

新北市頂溪國小主任） 

新北市陳素秋（課程/

臺師大公領系） 

新北市陳浙雲（課程/

新北市私立及人國小

退休校長） 

《諮詢委員》 

花蓮縣李雪菱（課程/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

家庭教育學系） 

臺中市林淑雅（法律/

靜宜大學法律系） 

花蓮縣蔡志偉（法律/

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

律研究所暨法律學士

學位學程） 

 

《諮詢委員》 

臺北市林峯正（法律/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臺北市董秀蘭（課程/

臺師大公領系） 

臺北市黃默（法、政/

東吳大學政治系） 

臺北市湯梅英（課程/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系） 

臺北市劉恆妏（法律/

臺師大公領系） 

桃園市鍾美華（課程/

《諮詢委員》 

嘉義縣洪如玉（課程/

嘉義大學教育系） 

臺南市許育典（法律/

成功大學法律系） 

台南市許益如（課程/

台南市佳里國中退休

教師） 

基隆市張志成(課程/

中華毛克利青少年協

會理事長) 

嘉義市蔡佳琪(課程/ 

嘉義市民生國中) 

《諮詢委員》 

高雄市陳麟祥（法律、

課程 /高雄市東光國

小） 

高雄市鄭潔慧（課程/

高 雄 市 瑞 祥 高 級 中

學；國語文領域） 

屏東縣簡成熙（課程/

屏東大學教育系） 

新北市陳俊宏（法、政

/國家人權博物館館

長） 

新北市王台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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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國

中教育科 候用校長；

人權、綜合領域） 

臺北市黃麗美（課程/

退休教師；社會領域） 

臺北市洪夢華（課程/

退休教師；社會領域） 

退休教師；社會領域） 

新北市邱麟媛（課程/

新北市安溪國中） 

新北市楊淑娟（課程/

新北市泰山國小） 

新北市鄭安住（課程/

新北市五峰國中退休

教師；中央團本土領

域） 

新北市吳瑞元 (課程/

新北市福和國中)  

臺東縣陳泳惠（課程/

臺東縣關山國小；社會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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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書單 

一、人權小撇步：兩公約溝通式教學法 

作    者：吳佳臻、邱伊翎、翁嘉宏、葉亭君、鄒宗翰 

再版校對：施逸翔 

設    計：陳亭瑄 

出    版：財團法人台灣人權促進會 

ISBN：978-957-30554-5-7 

特    色：以互動、溝通式的學習方法來了解兩公約的知識與內

涵。 

二、人權教育 ABC--中小學基礎人權教學及活動演練手冊 

著 作 人：United Nations（http://www.un.org/） 

發行出版：教育部人權教育課程與教學輔導群 

二    版：2009年 7月 

ISBN：92-1-154149-2 

特    色：檢視人權教育的基本內容和各種教學方法，並詳細說

明各項教學活動的實行技巧，以日常生活經驗為人權

議題，引導學生們獨立思考和實踐。國中小適用。 

三、人權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作    者：洪如玉 

出 版 社：五南 

出版日期：2006年 08月 31日 

ISBN：9571144622 

特    色：釐清對實施人權教育的疑慮，實踐篇包括：適合的教

學環境、人權教育素養內涵、設計人權教案原則、評

量人權教學基本概念，提供九個獨立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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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生活學人權－人權融入式教學活動設計 

作    者：湯梅英/著 

出 版 社：幼獅文化 

出版日期：2004年 12月 02日 

ISBN：957574540X 

特    色：本書的教學設計大多源自 92 年「人權教育教材設計

獎」的國小教案甄選作品編修增刪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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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權教育：權利與責任的學習（ducating for human dignity: 

elearning about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作    者：Betty A. Reardon/原著 

譯    者：蔣興儀，簡瑞容 

出 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年 09月 01日 

ISBN：9789578144477 

特    色：關於人權教育的理論基礎、課程架構、課程範例和資

源索引等，教學課程範例，從幼稚園到高中依序展

示。附錄已編寫成教師在課堂上能夠適用的版本包括

「世界人權宣言」、「杜絕各形式婦女歧視公約」、「兒

童權利公約」。 

六、青少年人權教案手冊 

出    版：國際青少年人權協會 

特    色：詳細且豐富的教學小活動設計、字彙表可供現場教學

使用。 

七、前進閱讀的美麗世界（俠盜羅賓漢＋頑童流浪記＋席爾達市民的

故事＋塊肉餘生錄＋創意教案完全手冊第 3集）（附 CD） 

作    者：林滿秋/改寫 

出 版 社：青林傳播科技 

出版日期：2008年 08月 15日 

ISBN：9789866554018 

《創意教案完全手冊第３集》 

此書針對《俠盜羅賓漢》、《席爾達市民的故事》、《頑童流浪記》、

《塊肉餘生錄》四個故事，來設計教學現場最實用的教案！此書內含

12份完整教案，有 48種教學活動設計、60張難易不同的學習單，教

師可配合學生的程度自由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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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案網站 

一、人權教育資源網 

依階段分國小、國中、高中、大學，但是種類沒細分 

http://hre.pro.edu.tw/2-3.php 

二、鄭南榕基金會人權教育資料庫 

目前有一到四屆人權校外教學教案得獎設計，分國小、國中、高

中，可結合在地人權景點 

http://www.nylon.org.tw/mai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

w=article&id=162:2010-03-26-03-05-03&catid=20:2010-03-26-02-

57-18&Itemid=53 

三、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教案分享 

以民主基礎系列課程《正義、責任、權威、隱私》為主 

http://www.lre.org.tw/thoughts 

四、新北市多元文化學習網>鮮師資源庫 » 教案分享 

國小，也有繪本、影音等教材， 

http://www.multiculture.ntpc.edu.tw/?page_id=9424 

五、性別平等教育資訊網>教案觀摩會 

高中，語文類、輔導類、社會科、小團體 

http://blog.jges.tc.edu.tw/lifetype12/index.php?op=Default&postCat

egoryId=905&blogId=177 

六、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CEDAW怎麼教？—婦女人權公約教

案手冊 

http://hre.pro.edu.tw/2-3.php
http://www.nylon.org.tw/mai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2:2010-03-26-03-05-03&catid=20:2010-03-26-02-57-18&Itemid=53
http://www.nylon.org.tw/mai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2:2010-03-26-03-05-03&catid=20:2010-03-26-02-57-18&Itemid=53
http://www.nylon.org.tw/mai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2:2010-03-26-03-05-03&catid=20:2010-03-26-02-57-18&Itemid=53
http://www.lre.org.tw/thoughts
http://www.multiculture.ntpc.edu.tw/?page_id=9424
http://blog.jges.tc.edu.tw/lifetype12/index.php?op=Default&postCategoryId=905&blogId=177
http://blog.jges.tc.edu.tw/lifetype12/index.php?op=Default&postCategoryId=905&blogId=177


人權教育教戰手冊  教案篇 

 

72 教育部國教署國民中小學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 

人權教育議題輔導群 

 

關注女性的原民、新移民、外籍移工、中高齡、愛滋工作等人權

議題 

http://www.iwomenweb.org.tw/Link_Content5.aspx?n=5F4DDF378

D07656D&s=EBA5F0008E260E4D 

http://www.iwomenweb.org.tw/Link_Content5.aspx?n=5F4DDF378D07656D&s=EBA5F0008E260E4D
http://www.iwomenweb.org.tw/Link_Content5.aspx?n=5F4DDF378D07656D&s=EBA5F0008E260E4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