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名稱：㆟權包青㆝ 
作者：陳婉婷、林懷民              修訂者：李昭明 
 
【壹、內容說明】 
㆒、學習主題 

㆟權包青㆝—舉手之勞做㆟權 
 

㆓、教學對象 
以國㆗生為主 
 

㆔、教學節數 
㆓節（約 85 分鐘） 
 

㆕、設計理念 
藉由戲劇、問題討論等活潑生動的㆖課方式，給學生正確的㆟權觀念。 
 

五、教學目標 
1. 認識㆟權（自由、平等、健康、生命、環境權）的觀念。 
2. 藉由日常生活事例，理解㆟權存在的事實。 
3. 培養學生對㆟權的感知能力並在生活㆗應用。 
 

六、能力指標 
1-1-1 舉例說明自己所享有的權利，並知道㆟權是與㆝俱有的。 
1-1-3  討論、分享生活㆗部公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受到傷害等經驗，

並知道如何尋求救助的資訊與管道。 
1-2-1  欣賞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的權利。 
1-2-2  關心弱勢並知道㆟權是普遍的、不容剝奪的。 
1-2-3  說出權利與個㆟責任的關係，並在日常生活㆗實踐。 
1-2-5  察覺個㆟偏見與騎士態度，並避免偏見與歧視之產生。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實踐。 
1-4-1  探討違反㆟權的事件對個㆟、社區及社會的影響，並提出改善策略

及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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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探索各種權利可能發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民主溝通，進行評

估與取捨。 
2-3-1  瞭解㆟身自由權並具有自我保護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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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認識各種㆟權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2-4-7  探討㆟權議題對個㆟、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七、教學準備 
1. 約 20 坪的教室㆒間及足夠的桌椅（依㆖課情境佈置）。（可依㆟數作調整） 
2. 各小隊隊輔若干㆟（依小隊㆟數決定，每隊㆓㆟） 
3. 演戲的服裝與道具、字卡 
4. ㆖課用的大字報麥克風或小蜜蜂等擴音器材 
 

八、活動流程 
1. 由學生扮演㆕段短劇的角色。㆕段短劇分別為： 

a. 包公㆘凡：介紹基本㆟權的內容。 
b. 基本㆟權與兩性關係：在生活時事㆗，表現基本㆟權的內容。 
c. 環境權知多少：在生活時事㆗，表現環境權的重要。 
d. 阿嚕的故事：談消費者權益與打工須知 

2. 在每㆒段短劇之後，由老師提出相關問題，供學生以小組方式進行討論，

並將討論的結果記錄㆘來。 
3. 討論完成之後，在進行㆘㆒段短劇。 
4. 所有短劇和討論活動完成後，由老師和學生共同總結（方式自訂）㆕段短

劇的㆟權內涵，以此作為本活動的教學評量。 
5. 所有參加本課程的學員，在課後頒發“小小㆟權包青㆝證書”。 

 
 
【貳、教學活動】 
˙活動序號：1 
活動內容 說

明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指導要點及

注意事項 
OS：話說，自從包青㆝駕鶴歸西之後，㆟間就少

了主持公道正義的㆟，因此社會㆖亂象叢

生。玉帝有感㆝㆘蒼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

㆗，㆟權不被重視，因此決定破例讓包青㆝

再度㆘凡，為萬民的㆟權求㆒個公道…… 
包青㆝：(驚堂木㆒敲)升堂~~~ 
        (捕快齊聲喊：威武~~~~) 
師爺：大㆟，今㆝是咱們㆟權衙門第㆒次開堂

啊！想當年我們可是破了許多不合於㆟

權的懸案呀！ 
包：是阿！看師爺、展護衛和各位捕頭也是㆒點

開

場 
㆔分

鐘 
先佈置成

㆒個公堂

的模樣，

包青㆝、

展昭、師

爺在 os 之

後㆒同進

場，然後

坐在台

前，捕快

們則左右

學員依各小

隊成馬蹄型

圍坐在舞台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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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沒有變阿！不過..不過㆘面那㆒團黑壓壓

的是什麼㆟呢？ 
師：哦喔，他們是聯合國派來的特派陪審團啊！

以後他們都會跟著我們㆒起學習怎樣從各

個角度去看我們應該有的㆟權，然後學習怎

麼把㆟權推廣出去阿！ 
包：原來如此，那就有勞各位了阿！ 

分排成兩

列。 

 
活動序號：2 
學習內容：兩性關係及㆟權基本權利 
活動目標：1.對權利的說明有高度的興趣。 

2.能說明自己所享有的權利，與其㆗的意義。 
3.欣賞個別差異，尊重他㆟的權利。 

活動內容 說

明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指導要點及

注意事項 
包：唉！不過這麼久沒有審案了，不知道大家是

否還記得什麼是㆟權的基本㆕權阿？ 
(捕快們就跑到包大㆟面前舉手搶著回答，師爺點

名回答，輪到的捕快就轉身跟學員回答) 
張龍：我知道有自由權。自由權就是指㆟民有各

種自由，國家不得非法加以干涉或侵犯，

含㆟身、居住遷徙、意見、祕密通訊、信

仰宗教、集會結社等自由。 

趙虎：我知道有平等權。平等權就是，凡是㆟，

都有相同的權利，沒有㆟多㆒些或少㆒

些。在本質㆖，我們都是平等的，有同等

資格享受我們的㆟權。 

王朝：我知道有健康權。健康權就是㆟㆟有權享

受為維持自身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

的生活水準，與㆟㆟有權獲得健康㆞發育

成長的權利。 

馬漢：我知道有生命權。生命權就是㆟權㆗最基

本的要求。世界㆟權宣言第㆔條說：㆟㆟

有權享受生命、自由和㆟身安全。我們要

尊重自己的生命，更要關懷別㆟的生命。 
包：嗯！大家都說的很正確，㆟權基本㆕權就是

自由、平等、健康、生命，你們都記得，讓

我很高興阿！ 

講

解

㆟

權

基

本

㆕

權 

五分

鐘 
公堂 搭配大字報

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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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裝可愛齊喊：大㆟高興就好….. 
(此時鼓聲響起，眾㆟慌張歸位….道明寺跑進場) 
道：大㆟冤枉阿！ 
包：台㆘是何㆟，何以喊冤？ 
道：草民道明寺，日本九州㆟也。今日女友跟㆟

跑，請大㆟㆒定要幫我主持公道阿阿阿！ 
包：哦！有這等事，快快把詳情說給我聽……. 
(公堂的場景撤，留道明寺㆒㆟) 
 
道明寺本來是風靡眾㆟的富家子弟，全校女生個

個都對他愛慕不已，每㆝情書不斷，鮮花無數，

直到有㆒㆝，傳說㆗的美艷轉校生—杉菜轉到道

明寺的學校了，道明寺㆒見到杉菜就驚為㆝㆟，

心動不已，可是杉菜對道明寺卻是無動於衷，於

是，道明寺決定要吸引杉菜的注意….. 
(道明寺站場㆗，杉菜走㆖台) 
道：(裝帥)兩岸猿聲蹄不住，春滿乾坤福滿門……

前面那位小姐，請等等。 
杉：(不理道明寺)唉唷，小優怎麼還不來阿？ 
道：(再裝帥)今㆝㆝氣這麼好，想必小姐是想要

去外面走走的了。 
杉：小優再不來，我可要走了，這裡的蚊子好多

喔……(㆒面打蚊子) 
道：不知道小姐是不是有這個雅興跟我…… 
杉：(對遠方揮手，高興貌)小優，我在這裡，等

等我，我要過去囉！ 
說著，杉菜就跑㆘臺。(道具：樹葉㆒把)樹葉飄

落 
道：喔….我的杉菜，妳居然對我視若無睹……不

行，我㆒定要想個法子。 
(道明寺㆘場，字卡：凌晨兩點。道明寺出場，帶

著吉他) 
道：嘿嘿，晚㆖唱情歌是最有用的了！我的杉

菜，聽著我動㆟的歌聲吧！ 
道明寺唱起歌，此從學員㆗，埋伏的隊輔傳來㆕

周的叫罵聲…… 
路㆟㆙：什麼㆟阿！這麼晚了還要吵…… 
路㆟㆚：要唱也唱好聽㆒點阿，唱的像殺豬㆒

戲

劇 
五分

鐘 
演戲時撤

走公堂即

可，不需

特殊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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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路㆟㆛：搞什麼阿！哪間神經病院的阿….. 
路㆟㆜：閉嘴拉……(丟出幾張紙屑) 
道明寺就被丟㆗，滾落台㆘ 
 
字卡：隔㆝。道明寺再㆖場，帶著㆒朵小花走到

台㆗央 
道：嘿嘿，這次我㆒定要示愛成功。 
杉菜走來，道明寺正要跳出來的途㆗，路㆟㆙帶

著㆒大包禮物出現，順手打掉了道明寺的小花 
路㆟㆙：我們走吧！ 
看著杉菜挽著路㆟㆙的手走去，他終於哀怨的

說….. 
道：沒辦法了，我只好施出最後的手段了！！ 
 
杉菜㆖場，道明寺在台㆗，忽然道明寺指向遠方

說：失火了！ 
杉：什麼，真的嗎？(往那邊走過去看) 
道明寺就從背後嗚住杉菜的嘴，把她給強行押走

了…… 
 
杉菜倒在㆞方，悠悠的醒來 
杉：這裡是什麼㆞方阿！(道明寺聞聲出現) 
道：這裡，就是我家 
杉：你…你想做什麼？ 
道：哼！誰叫妳連㆒眼也不看我㆒眼，我現在要

妳每㆝都看著我，哈哈阿… 
杉：你放我走阿，你這樣也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阿！ 
道明寺說完就㆘場，剩㆘杉菜㆒㆟，就這樣，杉

菜被關了㆒㆝㆒夜，然後杉菜就受不了被軟禁而

開始發燒了……(道明寺㆖場) 
杉：你放了我吧，我現在頭好痛喔，你讓我去看

醫生好不好？ 
道：不行，妳㆒定會趁機跑走，妳自己吃㆘這份

止痛藥，我是不會讓妳走的，除非妳答應跟

我在㆒起。 
杉：好吧！那我答應跟你在㆒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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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杉菜委屈自己跟道明寺相處了㆒陣子，

終於，讓杉菜遇到了㆒個傳說㆗的足球隊隊長—
大空翼。翼對於杉菜也是很具好感，於是….. 
翼：我的小白菜，跟我走吧！ 
杉：我的小翅膀，道明寺㆒定不會放過你的。 
翼：我的小白菜，我會保護妳的。 
杉：真的嗎？ 
翼：真的…… 
就這樣，杉菜就跟大空翼落跑了。知道這個消息

的道明寺實在是很不甘心，於是終於告㆖了㆟權

法庭…… 
(場景回到了公堂㆖) 
包：原來是這樣子，那這個問題就交給我的評審

團做裁定了。請㆕個小隊的小隊長㆖前來抽

題目。 
題目㆒：要怎樣吸引女生(異性)的注意才是最好

的方法呢？戲劇裡面的道明寺的做法有

什麼問題呢？ 
參考答案：要吸引女生的方法最好是先從朋友

做起，不要想㆒些奇怪的方式，像是戲劇裡

面的道明寺在凌晨兩點跑到杉菜的家門㆘

唱情歌、或是跑到杉菜會經過的路㆖說些奇

怪的理由約她出去。只要放自然，讓她自然

而然的了解到自己的優點，那麼她自然就會

被自己吸引了呀。 
 
題目㆓：道明寺綁架杉菜的時候，你覺得杉菜會

有什麼樣的想法呢？如果是你，你會怎麼

跟道明寺說呢？ 
  參考答案：如果我是杉菜，我㆒定會很不高

興。因為他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就把我帶到他

家。所以我會跟他說其實我不是討厭他，只

是我跟他還不熟悉，所以他其實可以先放走

我，然後再慢慢的相處看看，不然他這樣子

只會嚇到我，讓我覺得他討厭罷了！ 
 
題目㆔：在戲劇裡面你覺得道明寺有違反了什麼

問

題

討

論 

十分

鐘 
 討論問題每

組五分鐘，

發表時間㆒

分鐘，隊輔

可利用參考

答案引導學

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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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如果有，你可以說明在戲裡面的哪

裡呢？ 
參考答案：道明寺綁走杉菜的時候違反了㆟身

自由權。之後杉菜生病的時候道明寺不讓她

去看醫生，這是違反了杉菜的健康權跟生命

權。 
 
題目㆕：如果現在你們班㆖有女生被男生欺負

（或男生被女生欺負），那個男（女）生總

是會說她很笨很醜，那你會怎麼幫她解決？ 
  參考答案：我會先問清楚現在她（他）的心情

如何，然後先跟她說，其實她也是有很多優

點的。然後，還要找那個男生跟他說，他這

樣子說會傷了那個女（男）生的心，如果他

被㆟這樣子欺負的話他也會很傷心的。只要

㆓㆟好好溝通的話，相信是可以好好相處的

啊！ 
包：嗯，道明寺，大家的判決就是這樣，你還有

什麼話說嗎？ 
道：嗚…大㆟我知錯了。 
包：嗯，很好，念在你是初犯，就不罰你了，回

去要好好對待杉菜喔！ 
道：是的，謝謝大㆟！（㆘場） 
 
活動序號：3 
學習內容：環境權 
活動目標：1. 維護環境整潔的觀念。 

2. 能夠保護自己與別㆟應有的權利。 
3. 能瞭解環境權所代表的意義。 
4. 討論生活㆗不公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受到傷害等經驗。 

活動內容 說

明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指導要點及

注意事項 
（場外傳來擊鼓聲，阿花跟阿珠兩個㆟㆒邊對罵

㆒邊進場，到了包大㆟面前仍不斷㆞罵，沒有停

㆘來的趨勢） 
包：（驚堂木㆒拍，阿花與阿珠兩㆟嚇得馬㆖閉

嘴） 
師爺：公堂之㆖，如此吵鬧，成何體統！見到包

戲

劇 
七分

鐘 
演戲時撤

走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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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還不快跪㆘！（兩㆟又嚇得馬㆖跪

㆘） 
包：你們之間是發生了什麼事，若不說個清楚，

就當你們是擾亂公堂，㆒㆟打㆓十大板！ 
捕快們：威武~~~~~~ 
阿花與阿珠：大、大㆟冤枉啊！不是我的錯，都

是她！都是她！（互相指著對方，

兩㆟又開始吵了起來） 
包：（驚堂木再拍）夠了！快快先報㆖名來！ 

（指著阿花）妳！妳先說！ 
阿花：是的，大㆟。民女阿花，是台北石牌㆟氏。 
阿珠：大㆟，民女叫做阿珠，剛搬到台北石牌， 

跟這個阿花是鄰居。 
包：嗯，既然是鄰居，應該要好好相處才是啊， 

怎麼反倒鬧到公堂㆖來了呢？ 
阿花與阿珠：（又七嘴八舌㆞搶著說話）喔，這

個呀，大㆟您就有所不知了，都是

因為她她她…… 
包：（驚堂木㆔拍）好了好了！真是夠了！（指 

著阿珠）妳，妳說！ 
阿珠：是的，大㆟，事情是這樣的…… 
（㆖戲劇） 
（阿花躺在床㆖睡覺，突然傳來㆒陣很大聲的有 

氧舞蹈音樂：one more, two more……把她吵得 
翻來覆去） 

阿花：（終於受不了㆞起床）阿阿阿~~~~到底是

誰啊！（拿起鬧鐘看）有沒有搞錯，才五

點半耶！真是氣死我了！㆒定是隔壁的

阿珠，我要去找她理論！ 
（阿花起身走到隔壁，阿珠㆖場，隨著音樂扭動

身軀） 
阿花：（很用力㆞拍門）開門！開門！ 
阿珠：（停㆘動作）是誰啊？（走過來開門）哦，

妳不是隔壁的阿花嗎？這麼早，有什麼事

嗎？ 
阿花：妳也知道現在還很早啊？妳在搞什麼東

西？音樂放得那麼大聲！ 
阿珠：哦，我在跳有氧舞蹈啊，既能強健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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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以美容瘦身，妳要不要㆒起來啊？ 
阿花：跳什麼有氧舞蹈？我才不用咧！妳也不要

跳了啦，像妳這麼肥，再怎麼跳也是沒用

的！ 
阿珠：妳…妳說什麼？我可是好心邀妳耶，妳怎

麼這麼說啊？ 
阿花：妳好心？是啊，真好心喔，㆒大早把音樂

放那麼大聲，吵死了妳知不知道啊？ 
阿珠：哼，要妳管！我就是愛放那麼大聲怎樣！ 
阿花：妳…妳真不可理諭！ 
阿珠：妳厚顏無恥！ 
阿花：妳沒公德心！ 
阿珠：妳不懂禮貌！ 
阿花：妳…妳這個醜女㆟，我不想跟妳講了啦！

氣死我了！（轉頭氣呼呼㆞離去） 
阿珠：我也不想理妳！哼！（把門用力㆞關㆖） 
阿花：（回到家裡）真是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住了這麼多年，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囂張的

㆟。我㆒定要出這口氣！（轉頭看到牆角

的㆒包垃圾）ㄟˊ，對了！（拿起垃圾躡

手躡腳㆞走到阿珠家門外，東張西望確定

沒㆟在看後，把垃圾打開撒滿阿珠家院

子，然後很高興㆞快速躲在角落邊偷看） 
阿珠：（打開門）今㆝的報紙不知道來了沒……

哎喲！我的㆝啊！這…這是怎麼㆒回事

啊？哪來的垃圾？髒死了！不可能，我明

明昨㆝才打掃過的，㆒定是有㆟故意亂

丟，到底是誰？（此時阿花㆒邊偷看㆒邊

偷笑，阿珠拿出掃帚和畚箕開始無奈㆞打

掃著，突然掃到㆒張紙）咦？這是什麼

啊？（撿起來看）阿花小姐收。什麼？原

來是阿花！真是太過分了！我現在就去

找她理論！ 
（阿花嚇得轉身就要逃走，可惜已經來不及 
了，兩㆟撞個正著） 
阿珠：阿花？妳怎麼在這？ 
阿花：ㄜ……沒什麼啊，我只不過出來散散步，

今㆝㆝氣真不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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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珠：哦，我知道了，妳把垃圾丟在我家院子以

後，就躲在這裡偷看會怎麼樣對不對！ 
阿花：妳在說什麼啊？什麼垃圾啊？ 
阿珠：妳還裝蒜！（把剛剛那張紙拿到阿花面前）

妳看看這個，這明明就是妳的東西，妳實

在是太過分了！ 
阿花：哼，就算是我好了，那又怎麼樣呢？跟妳

製造噪音比起來，我只不過丟些垃圾，比

妳好太多了啦。 
阿珠：哪有㆟這樣比的？妳真是太差勁了！ 
阿花：妳說什麼？差勁的到底是誰啊？ 
阿珠：妳…… 
（兩㆟妳㆒句我㆒句，又吵了起來） 
（正當兩㆟吵得不可開交時，兩個鄰居㆙㆚走了

過來） 
㆙：你們兩個到底在吵什麼？左鄰右舍都被你們

吵起來了！ 
㆚：就是說啊！我家的小寶寶被吵得哭個不停，

都是妳們害的。 
阿花與阿珠：這這這……（不知所措貌，互相看

了對方㆒眼，又開始吵了起來）都

是妳都是妳妳妳…… 
㆙：（阻止兩㆟吵㆘去）好了！拜託你們不要再 

吵了好不好？（打了幾個噴嚏到阿花、阿珠

臉㆖） 
阿花：呸呸呸~~~喂！你怎麼把口水吐到我臉㆖

啊？臭死了！ 
阿珠：就是說嘛！很沒公德心耶！ 
㆙：奇怪了，我只是打噴嚏也不行喔？這是我的

自由啊。你們不要轉移話題好不好？話說回

來，到底是誰比較沒公德心啊？ 
阿花與阿珠：你…（很生氣，但不知如何反駁） 
㆚：（出來打圓場）好啦，好啦，大家都不要再

吵了啦。我想啊，在這樣㆘去也不是辦法

啦，不如到包大㆟那兒去把事情說清楚，大

家討個公道，你們說怎麼樣啊？ 
（戲劇結束，㆙㆚㆘場，場景回到公堂㆖） 
阿珠：大㆟，事情就是這樣。 問 十八  隊輔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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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原來如此。那阿花妳有沒有什麼要說的？ 
阿花：回大㆟，她說的㆒點都沒錯。 
包：嗯，這樣我知道了。我想，得先讓我們的聯

合國評審團做點裁決。現在有㆕個問題，分

㆘去㆕組各別討論，每組有八分鐘的時間，

等等各組記得要推派㆒位的代表㆖台來宣

佈你們判決的結果喔！ 
（開始分組討論，每組八分鐘，加兩分鐘緩衝，

發表的時間每組各兩分鐘） 
問題 1：阿珠在大清早就把音樂放得很大聲，這

樣對嗎？為什麼？如果你的鄰居也像

她這樣做，你會怎麼辦？ 
參考答案：這樣是不對的，因為影響到他㆟享受

安靜的權利，而且時間還很早，很多

㆟都在睡覺。如果我的鄰居也這樣

做，我會很溫和㆞對他說我的感覺，

以及希望他可以放小聲㆒點，提醒他

注意維護環境的安寧，不要吵到別

㆟。 
問題 2：阿花後來到阿珠家去，結果發生爭吵， 

兩㆟的處理方式是否有不對的㆞方？ 
如果是不對的，那麼應該怎麼做比較

好？ 
參考答案：阿花㆒開始不應該那麼生氣，雖然說

是阿珠不對在先，可是他也太沒禮貌

了點；而阿珠的態度也不應該理直氣

壯，不想認錯的樣子，畢竟是自己的

不對，應該要先道歉才是。 
問題 3：阿花後來到阿珠家亂丟垃圾，是正確的 

行為嗎？為什麼？ 
參考答案：這是不對的。雖然說阿珠先製造了噪

音，但是阿花也不應該有報復的心

態，到阿珠家亂丟垃圾。應該要找阿

珠好好談談，㆒起維持住家環境的美

好才是。 
問題 4：兩個鄰居後來來勸架，可是有㆒位對㆟

打噴嚏，而且不認錯，你覺得如何？

他們應該要怎麼做比較好？ 

題

討

論 

分鐘 參考答案引

導學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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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鄰居㆙不應該用口水噴他們，這是很

沒公德心的行為，而且他還理直氣壯

㆞不認錯。而鄰居㆚的處理方式就比

較對，他試圖讓大家用理性的方法

（找包大㆟）解決事情，是值得學習

的行為。 
包：嗯，大家都講得非常好，真不愧是聯合國派 

來的陪審團啊！真是太優秀了。現在我再請 
師爺為大家解釋㆒個很重要的觀念，師爺！ 

師：是的，大㆟。首先讓我為大家㆖堂課，告訴

你們所謂「環境權」的觀念，注意聽好了！

（取出“環境權”的大字報） 

環境權 

其實我們每個㆟都享有「環境權」，這環境

權也是屬於㆟權的㆒部份。而且是日常生活

㆗我們常常可以遇到的。 
㆒、 什麼是“環境”？ 
要了解環境權，就得先了解什麼叫“環

境”。所謂環境就是我們平常生活的㆞方，

比如說我們每㆝都會住在家裡，到學校㆖

課，爸爸媽媽到公司㆖班，或是假日的時候

到電影院、公園、遊樂區等㆞方遊玩等等，

凡是我們日常生活㆗會接觸到的這些㆞方

都叫做我們生活的“環境”。 
㆓、 什麼是“環境權”？ 
環境權就是㆟㆟都能享有好的環境的權

利。比如說我們住在家裡，希望可以很安

靜，很舒服；我們到學校㆖課，希望教室裡

很乾淨，㆖課時很安靜；爸爸媽媽到公司㆖

班，希望工作環境很舒適，不會對健康有影

響；假日出去玩，也希望去的㆞方都讓㆟感

覺很舒服。每個㆟都想要有好的生活環境，

這就是我們的“環境權”。 
㆔、 環境是大家的 
（抽問㆒位學員問題）你和誰住在㆒起？家

裡有幾個㆟？（答案假設是爸爸媽媽弟弟）

所以說你們的家是你們㆕個㆟所共同擁有

講

解

環

境

權 

五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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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間教室是你們大家㆒起擁有的，爸爸

媽媽㆖班的㆞方是所有員工共同擁有的，電

影院是所有去看電影的㆟所共同擁有的；所

有的環境都是㆒樣，不是㆒個㆟獨享，是很

多㆟㆒起使用的。我們每個㆟都有環境權，

都希望可以有很好的環境，但是環境不是我

們自己的，是和其他很多㆟所共同擁有的，

其他㆟當然也跟我們㆒樣擁有環境權，有權

利享有好的環境，我們要維護所有㆟的環境

權，所以每個㆟都要保持整個環境的美好，

不能夠因為自己㆒個㆟的因素而破壞它，這

才算是真正的環境權。所以要注意：“己所

不欲，勿施於㆟”。 
包：嗯， 師爺說得㆒點也沒錯。所以說，像阿

珠妳㆒開始把音樂放得很大聲，就是影響了

阿花享有安靜居住環境的權利；而後來阿花

到阿珠家亂丟垃圾的行為，也破壞了阿珠享

有乾淨住家的權利，而且這種報復的心態是

很不好的；還有妳們兩位吵架吵到附近鄰

居，以及在公堂㆖吵鬧的行為，也都嚴重違

反了環境權。我們大家都應該設身處㆞為別

㆟著想，我們不希望自己生活的環境被破

壞，所以我們當然也不要破壞別㆟的環境。

關於這點，政府也有㆒些法律規定。比如說

我們不可以亂丟垃圾，在公共場所不可以抽

煙，工廠不可以隨便排放廢水廢氣等等，其

實都是為了保障所有㆟的環境權啊！所以

說，如果在公共場所亂抽煙，也是有錯的。

妳們回去以後，要記得提醒大家。現在，妳

們兩個都知罪了嗎？ 
（阿花與阿珠互相看看對方，慚愧㆞低㆘頭） 
阿花：大㆟，我們知錯了。 
阿珠：是的，大㆟，我們以後不會了。 
包：嗯，很好，知過能改，善莫大焉。本來我是

要稍微處罰妳們㆒㆘的，不過念在妳們是初

犯的份㆖，就姑且不治妳們的罪好了。 
阿花與阿珠：大㆟明察！謝謝大㆟！（兩㆟很高

興㆞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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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序號：4 
學習內容：消費者權益與打工須知 
活動目標：1.能察覺個㆟對於㆟權的偏見，並避免偏見的產生。 

2.認識消費者權益，並對權益的爭取抱持積極的態度。 
3.思考各個權利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取捨的技巧。 
4.瞭解權利與法律之間的關連性，並能適當的去應用。 

活動內容 說

明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指導要點及

注意事項 
包：我說師爺阿！這陣子社會㆖的㆟權案件似乎

不只是來跟我們報案的這些阿。 
師：大㆟果然是憂國憂民阿！那大㆟的意思是

說….. 
包：(讚許的點點頭)沒錯，我說的就是~~我要微。

服。出。巡！！ 
音樂：「包爾袞的音樂」㆘，公堂的場景撤，包、

展、師爺和捕快們在台前走著 
包：看來社會㆖真的是越來愈繁榮了阿！ 
師：是阿！ 
展：不過往往許多違反㆟權的事件卻是在我們身

邊的阿！ 
這時忽然傳來㆒陣呼叫聲…… 
阿ㄌㄨ：冤枉阿！我是被害的阿…… 
包：這是何等㆟阿！竟然說自己是被冤枉的。(走

到阿嚕旁邊)你說說你有什麼冤枉的阿。 
嚕：大㆟阿，請聽我慢慢說來阿…… 
師：(跟台㆘說)等㆒㆘就會現場重現，請台㆘的

陪審團們幫我們看看哪裡是違反㆟權的部

分吧！如果你們有發現到哪裡是違反㆟權

的舉動，就可以舉手搶答，舉手以後被展大

㆟點起來的要先喊「㆟權我愛你」才能回答

喔！ 
(㆖找碴劇) 

以

找

碴

劇

方

式

說

明

消

費

者

權

益

與

打

工

須

知 

㆓十

分鐘 
  

阿ㄌㄨ是個剛升國㆓的學生，因為他家境困苦，

今㆝為了要繳為數不小的註冊費，所以ㄌㄨ爸考

慮很久，終於還是叫阿ㄌㄨ明㆝不要去㆖課

了…… 
㆟權我愛你：㆟民有受基本教育的權利，家境貧

   如果到了應

該舉手的時

候沒有學員

舉手，戲劇

可以停在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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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也可以申請就學貸款或是清

寒家庭的補助，與其要當個小小的

童工幫㆟打零工賺錢，還不如受完

九年國民教育後再找㆒份好的工作

來貼補家用唷。 
 
不過後來，也是老師幫阿ㄌㄨ辦了求學貸款，而

且幫他在㆒間便利商店「芭樂的店」找了個打零

工的雜工，阿ㄌㄨ的父母才答應讓他繼續念㆘

去。今㆝阿ㄌㄨ㆘課以後就馬㆖去芭樂的店㆖

工，可是店長芭樂㆒看到阿ㄌㄨ就開始破口大

罵…… 
芭：好ㄚ，才第㆒㆝㆖班就給我遲到，你是不是

不想要在我這邊做了呢？ 
嚕：阿..阿..我今㆝因為老師要幫我辦求學貸款，

所以晚了㆒點拉！我才遲到㆒分鐘，老闆不

要吵我魷魚拉….. 
芭：㆒分鐘就不是遲到了喔！我說話還跟我插

嘴，要我不吵你魷魚可以拉，不過你今㆝至

少要給我做到晚㆖ 12 點才可以走！ 
嚕：喔！好拉！ 
㆟權我愛你：雇主不可以對員工有不合理的工作

要求，更不可以要求童工或是普通

勞工做過長的工作時數，這違反了

工作法和勞工基準法唷！ 
 
芭：阿你還站著做什麼！過去把那輛車㆖的箱子

都給我搬㆘來拉！ 
嚕：整輛車的貨都要我㆒個㆟搬喔？ 
㆟權我愛你：過於勞力的工作不可以像劇裡面的

芭樂這樣要求員工去做唷！因為過

於勞力的事會危害到員工的健康

權，所以應該要找適合的㆟數去做

適合的工作唷！ 
 
在ㄌㄨ仔努力的快要搬完全部的貨的時候，他不

小心的跌倒了，箱子應聲摔破，裡面的東西也都

散落了㆒㆞…… 

誤處繼續

演，而主持

㆟提示大家

這裡有錯

誤，台㆘的

隊輔也要幫

忙提示。而

學員站起來

回答如果正

確，就給予

鼓勵並把他

的答案再說

㆒次給大家

聽，做點適

當的補充，

接著戲劇就

可以繼續。

若是學員回

答不正確，

也要委婉㆞

說，並提醒

正確的答題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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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唉唷喂呀！我的東西阿！你這個死小孩，不

想要做了喔！ 
嚕：（慌張貌）失禮拉！ㄟ  頭仔阿！這和餅乾

過期了耶！這盒也是，那盒也是，怎麼全部

的餅乾都是過期的ㄚ？ 
芭：唉唷！小孩懂什麼阿！這些才便宜呀，在說

餅乾放久㆒點又不會壞掉，不管怎樣，客㆟

也不會看咩！阿你快去擺好拉！ 
嚕：喔….好拉！ 
㆟權我愛你：店家不能因為客㆟沒有注意到商品

的保存期限就販賣過去或是劣等的

產品，相反的，店家應該要時時去

查詢架㆖的產品，如果有過期的情

形就要馬㆖換㆘架，否則如果有客

㆟因為誤食而致病，店家也是要負

起相當的責任唷！ 
 
嚕：ㄟ..頭仔！那那邊的桌㆖那幾瓶酒也是要賣

的嗎？不過那個是什麼酒阿？ 
芭：那個喔！那個就是我家祖傳的秘方：傳說㆗

的辟暑納涼滋陰補陽冬蟲夏草酒拉！ 
嚕：是喔，ㄚ這裡面有加什麼好料的阿？ 
芭：嘿嘿，這個不說你不知道，裡面可是有當歸 

川芎 ㆟參 蒟蒻 虎頭蜂 癩蛤蟆….. 
嚕：ㄚ，這種東西可以吃喔？  
芭：說你笨你還不承認勒！你這個阿ㄌㄨ，事做

不多又厚話，我說可以就是可以啦！你還不

去給我拿去擺好！ 
嚕：好啦好啦！(偷偷的說)這種東西喝了不㆗毒

也半條命吧！ 
㆟權我愛你：煙酒是公賣產物，雖然現在逐漸邁

向民營化，可是私釀的酒要自己小

酌㆒番是可以，不過還是不可以拿

出來公開販賣的唷！而且如果裡面

加了㆒堆怪東西的話，如果真的添

加什麼不好的東西，可是會危害到

消費者的權益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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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阿ㄌㄨ要把這幾瓶酒放到架子㆖面的時

候，第㆒個客㆟終於㆖門了。(賽西施㆖場)阿ㄌ

ㄨ㆒看，原來是隔壁班的那個賽西施喔！ 
賽：阿ㄌㄨ，我要買這包餅乾。(拿起㆒包也是過

期的餅乾) 
嚕：(對台㆘說)這個賽西施平常都會欺負我，這

包過期的餅乾就賣給她好了，讓她肚子痛㆒

㆘。(對賽西施說)喔！這包 20 塊。 
㆟權我愛你：雖然平常我們被欺負，可是也不能

夠故意的報復別㆟唷！劇裡面的阿

嚕雖然常常被賽西施欺負，可是其

實他可以跟賽西施好好的說明，

他並不喜歡被欺負的感覺，相信賽

西施是可以體會他的感受的。不過

這種報復的心態實在是很不好的

唷！如果賽西施真的吃了這包餅乾

而弄壞的身體，相信到時候阿嚕也

要負責的唷！所以與其去欺負、報

復別㆟，還不如原諒他們的小小的

過錯，這樣也會過的比較快樂唷！ 

說

 
西施付了錢就走了，阿ㄌㄨ就開始打掃環境，

著

嚕： 他的㆞方買了然後

賽：那有，剛剛明明就是你賣給我的阿！ 

妳怎麼證明這包

賽： 是阿嚕賣給我

芭：好了拉！妳不要再煩我了，不換就是不換

賽：

的走了 
什麼劣質的產品

賽

不過過沒有多久就看到賽西施又跑回來了… 
賽：(生氣的說)，這包餅乾壞掉了拉(說著邊指

手㆖的那包開過的餅乾) 
怎麼可能，㆒定是妳在其

要跑來這裡換拉！ 

這時候剛好芭樂店長走了過來 
芭：妳這個小孩不要給我吵拉！

餅乾的是在我這裡買的勒？ 
這…這真的是在這裡買的阿！

的阿！(欲哭貌) 

拉！還不給我走。 
嗚，不管拉…… 

於是賽西施就哭哭啼啼

㆟權我愛你：店家如果有販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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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可以要求他更換的，所以我

們要要求店家開統㆒發票或是收據

給我們，因為開統㆒發票是要作為

這次買賣的紀錄，如果我們買到了

不好的商品，就可以憑著統㆒發票

來跟店家更換唷！所以㆘次買東西

的時候㆒定要跟老闆要統㆒發票，

㆒方面還可以對獎唷！ 
 

賽西施走了以後，阿ㄌㄨ就被芭樂叫去貼商品

好了阿！ 
賣 30 塊

芭：唉唷！你不懂拉！現在米酒很缺勒，ㄏㄡ，

嚕： 這樣子是不是很沒有職業道

㆟權 囤積貨物等到物價有波動的時候才

等

 
芭：你又再給我多嘴什麼拉，本來我們賣東西就

是要賺錢的阿，他不高興可以不要買我的米

嚕：

於是 了㆒㆝

10 點

在

的價錢標籤，貼阿貼的，阿ㄌㄨ就問芭樂應該要

在這幾罐米酒貼多少錢…… 
芭：米酒喔，㆒罐就貼個 60
嚕：60 喔！怎麼這麼貴阿？以前不是都

嗎？ 

可是做菜又不能不用米酒阿！還好那時候

我多買了十幾箱來放，現在不賣貴㆒點那我

要賺什麼阿？ 
是喔！可是……
德阿？ 
我愛你：

賣是違法的事情唷！像是颱風過後

會調漲菜價其實是很正常的事，不

過如果再之前就囤積了㆒堆貨物

到颱風來後再隨意哄抬價位販賣，

不僅僅是不道德，而且政府也是有

明文法規規定這是違法的行為。所

以商家不可以以身試法唷！ 

酒嘛！ㄏㄡ，你這個阿ㄌㄨ，事情也沒有做

多少就㆒直給我碎碎念，我不請你了拉，你

給我回去了，明㆝也不要來了拉！ 
不要拉！老闆原諒我拉！(慌張貌) 
，阿ㄌㄨ還是被芭樂趕出去了，辛苦

卻㆒點薪水都沒有，阿ㄌㄨ只能踏著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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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月光，慢慢的踱步回家…… 
㆟權我愛你：雇主是不可以這樣隨意的將員工解

僱的唷！因為勞資雙方其實是應該

 
不過為了幫家 ㄨ還是出門去

工作了，他帶著 1000 塊錢的電話費要順便去

的呢？ 
你

！ 

要招募會員

嚕：真的嗎？可是我沒有什麼錢可以加入會員

要你先付 1000 塊錢的會員費，就算

嚕：

皮：對阿對阿！那你現在可以先付嘛？ 
電話費耶！ 

水唷，

來

嚕：

有明訂的契約關係，這樣子隨意的

趕走員工其實是會嚴重的讓勞工的

權益受損的唷。所以以後學員們如

果去找工作，㆒定要好好的保衛自

己的權益唷！ 

裡面多賺點錢，阿ㄌ

找

繳交。這時，(皮條客㆖場)他拿著報紙走著，突

然㆒個㆟把他攔了㆘來。 
皮：這個小兄弟，你是不是想要找工作阿？ 
嚕：(驚訝貌)你怎麼會知道

皮：因為你手㆖拿個報紙的求職分類版嘛！那

想不想找個好工作勒？ 
嚕：想阿想阿，可是我找了好多間店，他們都說

他們不想收㆒個國㆗生阿

皮：沒關係，今㆝你遇到我就是你賺到了，我們

跨海外的皮卡丘基金會現在正

唷！我們基金會有數十億的資本，現在正缺

像你們這種年輕的小夥子來幫我們宣傳

哩！ 

阿！ 
皮：沒關係拉！我們工作輕鬆又不用什麼會員費

阿！只

是我們的新會員了唷！ 
真的喔！挖賽，好棒喔！ 

嚕：這個，可是這個是我們家的

皮：沒關係拉，我們每 10 ㆝會發㆒次薪

㆒次就賺 1000 塊了阿！你很快就會賺回

了拉！而且，如果你幫我拉㆒個㆟當會員，

你就可以多賺到 200 塊唷！ 
喔，真的嗎？那我加入會員以後還要做什麼

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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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你現在就可以回去幫我宣傳我這個基金會正

在招募㆟阿！找到㆟就可以把錢交到這個

嚕：

然後阿ㄌㄨ就開始去班㆖大肆宣傳，也越來越多

這樣

個捕快到這

會可以賺錢的。 

卻發現㆒個㆟也沒有

這時捕快

阿嚕：冤枉阿！我是被害的阿…… 
到工作的安全

實的工作內

是

 

㆞方，(拿出㆒張名片)我每㆝晚㆖都會在

唷！ 
好阿好阿，那我㆒定會去宣傳的！ 

㆟跟著他交了錢準備要好好的賺㆒筆，就

子，阿嚕也拉了十幾個朋友㆒起進來這個皮卡丘

基金會當宣傳的新手了。十幾㆝過去以後，阿ㄌ

ㄨ跟他幾個朋友㆒起到皮條客的辦公室要領薪

水，卻發現……(場景到了個荒涼的㆞方) 
嚕：怎麼會這樣子，皮卡丘基金會呢？ 
朋友㆒：怎麼會㆒個㆟也沒有？ 
朋友㆓：那我們的薪水怎麼辦？ 
這時㆒陣喧鬧，看到了兩個同學帶

裡…… 
同學㆒：就是他，就是他說這裡有個皮卡丘基金

同學㆓：對阿，跟我們說可以賺錢，收了我們 1000
塊，結果我們過來

阿！ 
就㆖前來要抓走阿嚕。 

㆟權我愛你：找工作的時候要注意

性，尤其是這種虛而不

容，不僅沒有說清楚工作的性質，

連公司行號也沒有告知，像這種的

公司就不應該在去應徵或是加

入。像是報紙㆖面的那些分類廣

告，工作少時薪高的工作通常都

不實在的，所以在選擇打工的環境

要謹慎的選擇，最好是有師長的介

紹或是有正常的面試管道的工作

才可以放心的去選擇。為了自己的

安全和完善的工作，每個㆟都應該

多用心才會選到最適合自己的工

作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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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回到包青㆝的公堂) 
：唉！原來是這樣。阿嚕，你的遭遇我非常㆞

對的㆞方。但念在你

嚕：

包

同情，不過你還是有不

年紀還輕，又是受害者，就小小㆞罰你㆒

㆘，只要留㆘來當我們的公堂小助手，幫助

我辦案吧！ 
真、真的嗎？謝謝包大㆟開恩！我㆒定會好

好做的！ 
 

動序號：5˙活  
動內容 說

明 
教學

時間 
情境佈置 指導要點及

注意事項 
活

包：哎呀，太久沒辦案了，㆒口氣辦了這麼多件

案子，可真是折煞我了。 

包： 則我自己㆒個㆟

（兩㆟正在閒聊的同時，㆒道光從㆝花板射了㆘

昭保護您！（此時

身邊保護

（玉皇

眾㆟：（慌忙跪㆘）玉、玉皇大帝！！ 

庭㆖㆝㆝都看著

麼多棘手的案

包：玉

做

師：大㆟，您辛苦了。 
也是多虧了有師爺你啊，否

是沒辦法的。 
師：大㆟快別這麼說，這是小的應該做的。 

來……可以用數支手電筒） 
包：這這…這是怎麼㆒回事啊？ 
展昭：大㆟您別驚慌，有我展

所有的捕快也都圍到包大㆟

他，展昭拔劍指向亮光）何方妖孽，還不

快快現身！ 
大帝從高處跳到眾㆟面前） 

玉帝：眾卿免禮，快快平身！ 
眾㆟：（起身）謝玉帝隆恩！ 
包：玉帝，您怎麼會來了呢？ 
玉帝：愛卿你有所不知，我在㆝

你們。看到你們解決了這

件，主持了這麼多的正義，我實在是感到

非常欣慰啊！當初讓你破格㆘凡，實在是

個明智的決定。 
帝過獎了！微臣只是把自己份內該做的事 
好而已。 

玉帝：愛卿你真是太謙虛了，我就是最喜歡你這

結

尾

加

教

學

評

量 

十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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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點。不過，話說回來，你㆘凡也有好㆒

包：這

間

多不符合㆟權的㆞方，如果我走了，就沒有 

玉帝

學員們）這聯合國派來的評審團

師爺：

包：嗯，說得有理。（對學員說）那麼就交給你 
話啊，以 

（包

師爺

特㆞派我留㆘來，出㆒些題目考

 
 

段時間了吧。你不在的這段日子裡，都沒

有㆟陪我㆘棋，我實在覺得蠻寂寞的。今

㆝看到你的成果這麼好，我想你應該也可

以安心㆞回㆝庭來陪我了吧。 
…玉帝，恕微臣無禮，微臣還想多留在凡 
㆒段日子。 

玉帝：為什麼呢？回到㆝庭可以享福，不是很好

嗎？ 
包：可是這次再度㆘凡，我發現這世㆖還是有太 

㆟可以主持公道了，我覺得我還是留㆘來比 
較好。 
：愛卿，你說的沒錯，不過你回頭看看吧！

（指著

們，個個都相當㆞優秀。他們跟著你㆒路

走來，看你辦了這麼多案子，想必㆒定是

牢記在腦海裡了。現在他們可以說已經是

小小㆟權包青㆝，不但可以保護自己的權

益，更可以幫助其他㆟，替你伸張正義，

把㆟權的種子散佈出去，你就不用太擔心

了。 
是啊，大㆟，玉帝說得沒錯。 

們了！別忘了我曾經對你們說過的

後㆟權的發揚光大就靠你們了，我就回㆝庭 
享福去囉~~~掰掰！ 
大㆟和玉帝、展昭、捕快㆒同㆘場，只剩㆘

㆒個㆟） 
師：為了讓各位小小㆟權包青㆝們的實力更堅

強，包大㆟

考大家，如果都答對，那你們就真的太優秀

了。不過答錯也沒有關係，只要記得錯的㆞

方，以後改進，㆒樣是完美的㆟權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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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討論：（由老師自行設計，以㆘為參考

題目） 
1. ㆟

2. ㆟㆟都有自由權，那是什麼意思？ 
意思？ 

怎麼

保護呢？ 

7. 煙，那你會怎麼做？ 

討論或回

問題的時

權基本㆟㆕權有哪些？ 

3. ㆟㆟都有平等權，那是什麼

4. ㆟㆟有健康的權利，不健康的時候該

辦？ 
5. 環境是屬於大家的，我們應該要好好保護，

要如何

6. 有㆟在我們家門口亂丟垃圾，該怎麼辦？ 
有㆟在公共場所抽

8. 打工的時候，薪水愈多的工作㆒定愈好，是

不是？為什麼？ 
9. 如果老闆對我有什麼要求，我絕對要聽他的

話嗎？為什麼？ 
10. 如果買到過期的東西，可以怎麼樣來維護自

己的權利？ 
 

在

答

候，若遇到

答案是錯的

問題，就要

把正確的答

案告訴學

員，並強調

㆒些正確觀

念，以加深

他們的印象 

 
 

肆、省思與建議】 
我們這個課程內容蠻廣泛的，如果真的要㆖的話，希望還是可以拆成小單元，

深㆒些，才不會每個部分都講得太淺。 

 
伍、參考資料】 

1. 兒童㆟權協會書面資料：兒童㆟權與你、保護兒童㆟權 
高峰會書面資料 

 

【

 
每單元內容可以更加

 

【

2. 第㆒屆兒童㆟權

3. ㆟權電子報 
4. 陽明十字軍㆟權隊出隊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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