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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素養導向的教學



什麼是素養？

根據OECD的定義，素養包含：

 知識(學科知識、跨學科知識、實用知識)

 技能(認知與後設認知技能、社會與情緒技能、
勞動與實用性技能)

 態度與價值



什麼是素養導向的教學？

 沒有固定模式，只要從義涵中歸納出原
則的教學。

 教學設計參考「核心素養三大面九大項
目」、各領域學習重點以及「素養導向
教學的四大原則」，即有助素養導向教
學的路徑。(范信賢，2018)



貳、融入領域教案設計須知



人權教育議題融入領域教案備課歷程
 了解人權教育議題的學習主題及實質內涵

 選擇融入的學習領域(或課程)

 相關的人權教育議題的學習主題及實質內涵

 找出融入學習領域的核心素養、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

 設定學習目標

 進行學習活動流程設計

 實際進行教學

人權教育議題核心素養.pdf
https://sites.google.com/view/hr1210/%E9%A6%96%E9%A0%81#h.p_Byv_SkL838wS


融入點的選擇

 各領綱附錄：議題適切融入領域課
程綱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https://cirn.moe.edu.tw/WebContent/index.aspx?s

id=11&mid=6714)

 議題融入說明手冊-人權教育議題

 領域教學計劃

 領域單元或課文的文本

人權教育融入社會領域課綱學習重點示例.pdf
https://cirn.moe.edu.tw/WebContent/index.aspx?sid=11&mid=6714
人權教育融入領域建議.pdf


融入式教案設計須知(一)

 領域學習重點(學習表現、學習內容)：

若有數個相關與符合的學習表現、學習內容，寫
出最重要的即可。

 如何融入說明：

明確點出融入點，說明為何要在此單元或此課進
行人權教育議題的教學。

 學習目標：

宜展現學習歷程的學習目標。



融入式教案設計須知(二)

 學習目標：

整合領域學習重點與人權教育議題實質內涵。敘
寫應回扣融入式教案表格上方學習表現、學習內
容、人權教育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活動流程須書寫清楚，且註明各活動名稱，教師
較容易閱讀及使用。



人權教育議題─ 融入式教案表格(一)

教案名稱 童工辛酸知多少？ 設計者

融入之
領域/科目

社會領域 融入之
單元名稱

第三篇公民身
分及社群
第6章人性尊嚴
與普世人權

實施年級
七年級

教學時間/
融入時間

共________節，
議題融入共
______分鐘



人權教育議題─ 融入式教案表格(二)
設計依據

領域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社3a-Ⅳ-1發現不
同時空脈絡中的
人類生活問題並
進行探究。

社3c-Ⅳ-2聆聽他
人意見，表達自
我觀點，並能以
同理心與他人討
論。

領域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社會-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
實踐能力、尊重
人權的態度，具
備民主素養、法
治觀念、環境倫
理以及在地與全
球意識，參與公
益活動。

學習內容

公生Ad-Ⅳ-1為
什麼保護人權與
維護人性尊嚴有
關？



人權教育議題─ 融入式教案表格(三)

議題
融入

學習主題 人權的基本概念

實質內涵
人J1認識基本人權的意涵，並了解憲法
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https://sites.google.com/view/hr1210/%E9%A6%96%E9%A0%81
#h.p_Byv_SkL838wS)

如何融入說明

延伸翰林版七年級《社會課本》第三篇「公
民身分與社群」－第6章人性尊嚴與與普世
人權的文本學習。藉由閱讀與討論蘇妮雅之
生命故事，了解童工生活對蘇妮雅的影響，
促發學生思索童工在人權保障及人性尊嚴的
意義，進而反思保障人權應有的作為。

https://sites.google.com/view/hr1210/%E9%A6%96%E9%A0%81#h.p_Byv_SkL838wS


人權教育議題─ 融入式教案表格(四)

學習目標

1、透過閱讀及分析故事文本，知道童工產生的原
因及他們工作的艱辛。
2、經由故事文本的討論及分享，發現長時間工作
對童工身體造成的影響以及對基本人權的侵害。
3、藉由討論與反思，了解保障基本人權才可能達
成尊重人性尊嚴。。
4、透過檢視及反思日常生活經驗，提出協助消除
童工的方法。

教材來源

教學設備/資源



人權教育議題─ 融入式教案表格(五)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及基準

內容敘寫能清楚呈現活動流程，以利其他教師
引用

教學實施建議：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附錄：



閱讀理解策略與人權

人權相關的閱讀素材

 書籍
 影片
 繪本
 廣告
 時事
 其它

六個w來思考閱讀
 為什麼閱讀？
 如何閱讀？<策略>
 什麼時候閱讀？
 閱讀什麼？
 在什麼地方閱讀？
 和誰一起閱讀？

策略實用性 思考與判斷



文本分析（一）

 文本分析是什麼？

1.熟讀文本

2.歸納統整理解文本後的重要訊息

3.解讀出文本想要傳達的意旨或文本背後

隱含的意涵

以下資料來源:林玫伶



文本分析（二）

 為什麼要進行文本分析

1.深刻的閱讀教學，決定於扎根的文本分析

2.文本分析能幫助老師深入瞭解文本

3.文本分析到哪裡、老師就會教到那裡！

4.老師教到哪裡，學生才有機會學到那裡！



文本分析（三）

~以故事體為例，進行文本分析~

「故事體」結構的基本元素

•主角（特質、功能）（可能不只一位）

•背景（時間、地點、情境）

•問題或衝突（引發事件）

•事情經過（採取的計畫和行動）

•主角反應（情緒）

•故事的結局

•啟示、主旨

可用段落大意
整理 大意



 除了結構分析外，文本分析還有哪些？

1.重要表達（特別會關注的句子、關鍵詞）

2.寫作特色（如敘事法……）

3.注意要

回扣主旨 (是否相符？)、對應題目(是否適

宜？)

文本分析（四）



四層次和三層次提問策略介紹

1.提取訊
息

1.與特定目標有關的訊息
2.特定的想法、論點
3.字詞或句子的定義
4.故事的場景，例如時間、地點：
5.找出文章中明確陳述的主題句
或主要觀點

問題可以在文本上找到答

案，而且可以直接從文中

的句子或段落中找到。

（事實）

以了解圖畫書
（文本）內容
為目的的提問。

2.推論訊
息

1.推論出某事件所導致的另一事
件：
2.在一串的論點或一段文字之後，
歸納出重點：
3.找出代名詞與主詞的關係
4.描述人物間的關係

問題可以在文本上找到答

案，但讀者必須跨段落或

從整篇文本來思考，因此

不容易找到答案 （推論）

以引出個人想
法觀點目的的
提問。

3.詮釋整
合

1.歸納全文訊息或主題
2.詮釋文中人物可能的特質、行
為與做法
3.比較及對照文章訊息
4.推測故事中的語氣或氣氛
5.詮釋文中訊息在真實世界中的
應用

問題來自文本內容，但讀

者必須連結到自己的經驗

或已知的知識才能回答。

（評論）

請小朋友根據
主題所傳達的
觀念從日常生
活中舉出類似
的情境與事件。

4.比較評
估

1.評估文章所描述事件確實發生
的可能性
2.描述作者如何安排讓人出乎意
料的結局
3 .評斷文章的完整性或闡明、
澄清文中的訊息
4.找出作者論述的立場

整理自 方淑貞（2003）；教育部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2010) ；教育部課
文本位閱讀理解策略網站



人權文本閱讀理解策略運用示例

 《我八歲，我在可可田工作》這是一本
以童工為主題的書，書中以單篇的文章
報導兒童被奴役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的
情況。本書第一篇是以三個不幸的孩童
做開端：其中的一位是蘇妮雅，她五歲
開始縫足球，直到七歲時眼睛看不見了，
仍然繼續在縫足球。

以下以蘇妮雅的本文〈縫製足球的印度

少女蘇妮雅〉進行內容分析：











背景

縫製足球的印度少女蘇妮雅

夢想

原因

困境 得救 圓夢

工作報酬工作時間工作環境



文章 縫製足球的印度少女蘇妮雅的主題描述結構表
結 構

文體重點
描述人物及事件

背景 人物

時間
地點
環境

A A背景
蘇妮雅擔負家
計

B B起因~ 

事件一縫製足
球時失明

C C起因~ 

事件二人權組
織發現蘇妮雅

結果
影響或啟示



四層次提問設計

一、提取訊息(想法,論點)
1.與特定目標有關的訊息
2.特定的想法、論點
3.字詞或句子的定義
4.故事的場景，例如時間、地點：
5.找出文章中明確陳述的主題句或主要觀點

1. 蘇妮雅扛起全家經濟重擔的原因？
2. 蘇妮雅的工作環境及工作時間是如何？
3. 蘇妮雅最希望做的事情為何?
4. 找一找蘇妮雅因為遇到什麼組織而生活改變了?

找一
找



四層次提問設計

二、推論訊息

1.推論出某事件所導致的另一事件：
2.在一串的論點或一段文字之後，歸納出重點：
3.找出代名詞與主詞的關係
4.描述人物間的關係

1.每天都必須維持同樣的姿勢縫紉足球，長期下來，
對蘇妮雅會造成什麼影響？
2.造成蘇妮雅眼睛失明的原因可能是什麼?失明對蘇
妮雅會產生哪些影響？
3.蘇妮雅每天都要長時間工作，她的哪些基本權利沒
有獲得滿足？



四層次提問設計

三、詮釋整合
1.歸納全文訊息或主題
2.詮釋文中人物可能的特質、行為與做法
3.比較及對照文章訊息
4.推測故事中的語氣或氣氛
5.詮釋文中訊息在真實世界中的應用

1.如果你是蘇妮雅，你會提出哪些要求？這些要求分
別屬於什麼權利？
2.蘇妮雅的這些權利沒受到保障，和人性尊嚴有什麼
關係？
3.蘇妮雅強烈呼籲：「不要再雇用童工生產足球了。」
的主張，我們可以採取什麼行動來幫助她達成願望？



四層次提問設計

四、比較評估
1.評估文章所描述事件確實發生的可能性
2.描述作者如何安排讓人出乎意料的結局
3.評斷文章的完整性或闡明、澄清文中的訊息
4.找出作者論述的立場

1.蘇妮雅沒有獲得保障的基本權利，在我國憲法有
相關的規定嗎？請說出條文內容及原因。
2.你認為故事文章的結尾有合乎蘇妮雅的願望? 請
舉出一些理由。



参、人權教育議題融入領域教案示例



結 語

 生活中落實人權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914/1535427.htm?

from=line_et_news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914/1535427.htm?from=line_et_news


說聲真心話

有您的參與真好！感謝您！



摘自《面向未來的能力
-素養導向教學教戰手冊》



摘自《面向未來的能力
-素養導向教學教戰手冊》



資料來源：
國民中學社會課本
第一冊 翰林版



資料來源：
國民小學社會課本
第七冊翰林版

20121019人權教育融入社會第7冊修正.doc
20121019人權教育融入社會第7冊修正.doc




可以融入社會領域的單元
一、地理科：
1.國二-經濟作物。
2.國三-經濟作物；殖民市經濟；外國區域地
理-非洲。
二、公民科
1.國三-國際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介紹NGO
有提到ILO) ；全球議題的經濟；貧窮。

《我八歲，我在可可田工作》



（brad.chen8834@gmail.com    0937456013）
 學歷：

省立花蓮師專、國立花蓮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經歷：
台北縣教師會政策法規部主任
台北縣第五、六屆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國教司人權教育議題輔導群常務委員
教育部國教署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暨人權教育議題組組長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小教師

 編著及導讀：
《老師，你也可以這樣做》（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挑戰未來公民—正義》（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認識正義-少年版》（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公民行動方案 Project CitizenΙ》（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學生自治－從班級的民主法治規範治理開始》（教育部）
《西奧律師事務所-老師犯規了》（遠流出版公司）

講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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