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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莫悲兮悲莫悲兮悲莫悲兮悲莫悲兮，，，，人權亡人權亡人權亡人權亡；；；；樂莫樂兮樂莫樂兮樂莫樂兮樂莫樂兮，，，，人權興人權興人權興人權興    

----澎湖人權地圖澎湖人權地圖澎湖人權地圖澎湖人權地圖之旅之旅之旅之旅    

本教案將以二大部分，分別來描述此教案，第一部分為「教案內容」分別敘述主題名稱、

團隊、教學計畫，人權地點安排，導覽解說等……，著重課程實施前準備工作，第二部分為

「試教與討論」紀錄了課程實施經過及課程實施後的反思。 

壹壹壹壹、、、、教案內容教案內容教案內容教案內容 

一一一一、、、、主題名稱主題名稱主題名稱主題名稱：：：：悲莫悲兮悲莫悲兮悲莫悲兮悲莫悲兮，，，，人權亡人權亡人權亡人權亡；；；；樂莫樂兮樂莫樂兮樂莫樂兮樂莫樂兮，，，，人權興人權興人權興人權興 – 澎湖人權地圖之旅澎湖人權地圖之旅澎湖人權地圖之旅澎湖人權地圖之旅 

㈠㈠㈠㈠主旨主旨主旨主旨：：：：    

⒈⒈⒈⒈認知層面認知層面認知層面認知層面：：：：瞭解瞭解瞭解瞭解澎湖歷史中關於台灣人權發展的事件及地位澎湖歷史中關於台灣人權發展的事件及地位澎湖歷史中關於台灣人權發展的事件及地位澎湖歷史中關於台灣人權發展的事件及地位。。。。    

⒉⒉⒉⒉情意層面情意層面情意層面情意層面：：：：培養培養培養培養人權的價值信人權的價值信人權的價值信人權的價值信念念念念與評價與評價與評價與評價。。。。    

⒊⒊⒊⒊行行行行為層面為層面為層面為層面：：：：培養尊重人權的培養尊重人權的培養尊重人權的培養尊重人權的行行行行為為為為，，，，及及及及參參參參與實踐人權的與實踐人權的與實踐人權的與實踐人權的行行行行動動動動力力力力。。。。    

㈡㈡㈡㈡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⒈⒈⒈⒈瞭解瞭解瞭解瞭解「「「「西瀛勝境西瀛勝境西瀛勝境西瀛勝境」」」」牌樓的歷史及牌樓的歷史及牌樓的歷史及牌樓的歷史及定定定定位位位位。。。。    

⒉⒉⒉⒉瞭解瞭解瞭解瞭解「「「「713713713713 澎湖案澎湖案澎湖案澎湖案」」」」設施的歷史及設施的歷史及設施的歷史及設施的歷史及定定定定位位位位。。。。    

⒊⒊⒊⒊培養培養培養培養國際公約中國際公約中國際公約中國際公約中人權普世價值信念及評價人權普世價值信念及評價人權普世價值信念及評價人權普世價值信念及評價。。。。    

⒋⒋⒋⒋實踐尊重人權及參與人權行動實踐尊重人權及參與人權行動實踐尊重人權及參與人權行動實踐尊重人權及參與人權行動。。。。    

二二二二、、、、設計設計設計設計團隊團隊團隊團隊：：：： 

㈠㈠㈠㈠團隊名稱團隊名稱團隊名稱團隊名稱：：：：369369369369 天人菊課程設計工作坊天人菊課程設計工作坊天人菊課程設計工作坊天人菊課程設計工作坊    

㈡㈡㈡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澎湖縣中興澎湖縣中興澎湖縣中興澎湖縣中興國小國小國小國小----歐德孝歐德孝歐德孝歐德孝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㈢㈢㈢㈢團隊圖騰團隊圖騰團隊圖騰團隊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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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369 天人菊課程設計工作坊 logo 

㈡㈡㈡㈡意象意象意象意象    

⒈⒈⒈⒈天人菊天人菊天人菊天人菊：：：：    

是以澎湖天人菊為主要圖象，除代表澎湖子弟意象外，其花語是「團結」，更揭櫫了工

作坊希望師生合諧，共創美好未來。笑臉則是期望營造輕鬆快樂的氣氛，讓參與學生樂學，

教師樂教。 

2.2.2.2.「「「「3333」「」「」「」「6666」「」「」「」「9999」：」：」：」：    

在理念上秉持著「細心」、「創意」、「美學」三中心，這不僅是信念，更是目標，而這

三中心將分化成六大行動原則-「細」說從頭、「心」繫澎湖、「創」新發想、「意」有所貫、

「美」麗境地、「學」習反思，並將此化為九大步驟：主題確立(發現問題)、尋找伙伴、確

王目標、資料搜尋、指標轉化、情境佈置、策略實施、評量回饋、反思檢討。 

3.3.3.3.英文字母英文字母英文字母英文字母 cccc：：：：    

這是指三中心的英文是 circumspection、creation、comeliness，這是期望在設計課程時，

著眼於國際視野，用開放的胸襟面對所有的挑戰。 

三三三三、、、、領域主題領域主題領域主題領域主題：：：： 

根據 Daniel Tanner 及 Laurel Tanner 在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anner & Tanner, 1995)

一書中將相關課程及融合課程利用多個六邊形表現領域間彼此關係，其中最主要的課程領

域則用顏色加以區別並至於圖形中心，然後將相關或融合之關係使用二個六邊形共用邊的

實線和虛線來表示其關聯，在此將利用其方式來呈現本案的領域主題。 

本案以六大議題中人權議題為主軸，並融合與社會領域，在輔以語言領及數 

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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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人權人權人權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圖表 2 領域課程主題表 

四四四四、、、、設計理念設計理念設計理念設計理念：：：： 

㈠㈠㈠㈠情境分析情境分析情境分析情境分析：：：：    

⒈⒈⒈⒈內在因素內在因素內在因素內在因素：：：：以學校為中心以學校為中心以學校為中心以學校為中心，，，，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學校內各項影響課程因素學校內各項影響課程因素學校內各項影響課程因素學校內各項影響課程因素    

⑴兒童屬性： 

①生理屬性： 

由於本案對象高年級，在年齡上剛好將要面臨生理發展全面性、廣泛且快快速，質與

量也同時並進，不只外顯身高，體重、性器官急速發展(黃德祥, 2008)。甚至在教育現場，

我們也可明顯感覺到，孩子在生理上早已進入青春期。 

②心理屬性： 

由於本案之學生設定為高年級，因此根據 piaget 的說法形是約 11 歲左右的少年會進入

形式運思階段，這個階段中，他們會發展出抽象與科學的思考。然而，處於具體運思期兒

童可以「運思真實」：處於形式運思期的青少年可以「運思運思」。換句話說，他們不再需

要具體事物與事件當作思維的客體，他們能藉由內在的反思，發展出新穎且更普遍的邏輯

規則。 

然而 vygotsky 則認為教師協助兒童在近側發展區展開工作時，兒童會把對話出現的語

言放進私語，並利用其來組織他們獨立發揮的努力。隨著兒童年紀漸增並且認為工作越來

越容易，他們會內化成私語使其成為無聲的內在語言，並且可以利用私語進行自我指導與

自我指引。 

根據核心價值概念切入，此時兒童則會運用符合事件的核心領域之方式去推理有關日

常事件。物理與心理層面的解釋很早就產生，但是幼童常用心理概念去解釋有關生物學事

件的理論。生物學知識較晚出現表示此領域的先天基礎可能比較簿弱，或是在先天基礎上

並沒有特定的領域 (E.Berk,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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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言，這時期兒童可由抽像概念經過自我建構而形成具體可行知識邏輯，並加以

實踐。 

⑶學校屬性： 

本案將於澎湖縣中興國小五年級班級試教，因此對該校必需有所了解，中興國小創立

於民國 47  年，至今屆滿 52  年歷史。位置在馬公市區北郊。98 學年度本校計有國小

普通班 27 班，資源班 1 班，幼稚班 2 班，教職員工 62 人，學生約 778 人。校地面積僅

20281.06 平方公尺。面積狹小學生活動空間不足，老舊的學校建築空間規劃已無法針對新

課程多元教學形態，規劃適當的教學空間，專科教室不足，視聽教室，會議室等共同使用

空間缺乏。急需將課程延伸至校外，以增加學生視野。 

⑷學校資源： 

澎湖縣中興國小具有優良傳統，培育人才無數，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些優秀的前輩校友，

他們對母校的支持與回饋，構成學校經營的有力資源與後盾。這是家長會長期支持學校經

營。但在資源上，學校進步略顯不足，也因各班直至去年才完成班班有單槍設備，加上學

生人數多，對學生個人而，所分配的資源不算太多。 

⒉⒉⒉⒉外在因素外在因素外在因素外在因素：：：：    

⑴社區變遷： 

學區社區位於馬公市中心市郊，離馬公市中心約 2 公里，又加上學區擁有許多未開發

的土地，成就了學區成為馬公市區近期內開發土地案件最多的地方。也因此澎湖地區每校

都面臨少子化衝擊，而該校學生人數減少速度比起其他學校較為緩慢。 

⑵學區資源： 

學區位於市中心，學區現代設施其為齊全，但過多的土地開發，使得天然環境來得更

少，也使得此地區能源消耗在澎湖地區應名列前茅，此學區急需要節能減碳宣導與教育。 

綜合上述所言，從學生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分析，設計具有挑戰性的課程將有助於學生

學習，可用建築物及建物背後的歷史知識，並內化後而形成人權行動目標與動力。同時在

此學校和學區更需要此案例來豐富本校的校外教學內容，除了之外，也可將本案景點視為

重要觀光景點之一，藉此來宣揚人權普世價值。 

㈡㈡㈡㈡構思過程構思過程構思過程構思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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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將依 Peter Serdyukov , Mark Ryan 在 Writing Effective Lesson Plans: The 5-Star 

Approach 一書中提及課程計畫發展中要達到 4 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分析」(analysis)，第

二階段為「綜合」(synthesis)，第三階段為「應用」(application)，第四階段「省思」(reflectiv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這四個階段，而書中對於計畫則列出五種步驟(如下)依序來說明

設計過程 (Serdyukov & Ryan, 2008)。此四階段和五步驟將視為本案發展重要指標，在此我

們將以五步驟說明本案構思過程： 

⒈⒈⒈⒈課程描述課程描述課程描述課程描述    ((((lesson descriptionlesson descriptionlesson descriptionlesson description))))：：：：    

本案主題將引詩經「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生相聚」，轉化成「悲莫悲兮，人

權亡；樂莫樂兮，人權興。」目的就是讓學生明白國際公約中普世人權價值，也唯有珍惜

此價值，人民才能擁有自由與民主；過去有許多台灣英雄為現在民主人權付出代價，現在

我們享有自由、民主、尊嚴的人權，全是這些烈士犧牲與奉獻，對於歷史人權鬥士我們哀

悼與感恩，對於現在我們歡悅與感謝人權鬥士努力。 

至於副標題中人權地圖是指-「西瀛勝境」及「713 澎湖事件」，代表在澎湖地區近代人

權發展史渡重要一環；西瀛勝境建立是因為 228 事件中未波及澎湖，當時政局為了獎勵澎

湖所建設的，從現在觀點切入，這建物極為諷刺，但也可視為本案中的引子，因為後 228

時代中第一冤案澎湖案，也在此地發生，近年為了紀念此案而建設了「713 澎湖案紀念設

施」，使得張校長含冤得雪。張校長家人對其事件寬怒及努力，甚至參與撰寫碑文內容，

堪為學生全率。 

⒉⒉⒉⒉宗旨與目標宗旨與目標宗旨與目標宗旨與目標    ((((goals and objectivesgoals and objectivesgoals and objectivesgoals and objectives))))：：：：        

在此我們將描述課程宗旨、目標、能力指標及教學步驟之間的轉化，順序為將課程將

主題變換成宗旨，宗旨轉化為目標，目標再轉化成能力指標，最後再將能力指標具體化為

具體可行教學步驟。 

表格 1 課程目標轉化圖 

主

題 
宗旨 目標 能力指標 

 瞭解澎湖歷史中關於

台灣人權發展的事件

及地位。 

⒈瞭解「西瀛

勝境」牌樓的

歷史及定位。 

(人)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實踐民主法治

的精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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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2-3-3 瞭解人權與民主法治的密切關係。 

(人)2-3-5 理解戰爭、和平對人類生活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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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社)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

件。 

(國) B2-2-10-11 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

節與要點。 

瞭解澎湖歷史中關於

台灣人權發展的事件

及地位。 

瞭解「713 澎湖

案」設施的歷

史及定位。 

 

(人)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實踐民主法治

的精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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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2-3-3 瞭解人權與民主法治的密切關係。 

(人)2-3-5 理解戰爭、和平對人類生活的影

響。  

(社)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

件。 

(國) B2-2-10-11 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

節與要點。  

培養人權的價值信念

與評價 

 

培養國際公約

中人權普世價

值信念及評

價。 

 

(人)2-3-6 認識教育權、工作權與個人生涯

發展的關係。(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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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3-3-1 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建立

起分類和階層關係。 

(國) F2-3-4-3 能配合學校活動，練習寫作應

用文(如：通知、公告、讀書心得、參觀報

告、會議記錄、生活公約、短篇演講稿等)。 

培養尊重人權的行

為，及參與實踐人權的

行動力。 

 

實踐尊重人權

及參與人權行

動。 

 

(人)2-3-1 瞭解人身自由權並具有自我保護

的知能。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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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1-3-1 表達個人的基本權利，並瞭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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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社會責任的關係。  

(人)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

生活中實踐。 

(國) C2-2-4-4 能運用合適的語言，與人理性

溝通。 

(數)5-n-13 能解決時間的乘除問題。 

 

(人)：環境教育；(社)：社會領域；(語)：語言領域 ；(數)數學領域 

⒊⒊⒊⒊教材與設備教材與設備教材與設備教材與設備    ((((materials and toolsmaterials and toolsmaterials and toolsmaterials and tools))))    ：：：：    

為了落實節能減碳的目的，本案所有教材與設備將儘量資訊化，以減少紙張消耗，如

非得利用紙張，則使用回收紙張。其餘教學設備，則利用教學現場建置好的設備，或者是

電腦教室，減少能源浪費，達到減碳目的。同時為了此課程能符合校外人主題及配合戶外

教學，因此有部分課將在戶外(澎湖縣觀音亭運動休閒園區)進行。 

⒋⒋⒋⒋教學步驟教學步驟教學步驟教學步驟    ((((proceduresproceduresproceduresprocedures))))：：：：    

本案將引用「100 ideas for essential teaching skills」(Watkin & Ahrenfelt, 2006) 及「活化

教學的錦囊妙計」 (蔡文榮, 2004)所提供教學步驟，讓整個教學能夠吸引學生同時讓學生

樂學教師樂教。 

⑴使用神奇物品(use mystery objects)： 

為了引起學生動機，本案利用自製影片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也將課程中的焦點地

景作一引子，引導學生學習，同時點出學習重點。 

⑵行動式學習(action learning)： 

這個策略根據布魯納所提倡的「發現式學習」的理論而設計，最主要將課堂上的主題

搬至現實生活現場，並探索與分享所發現的事物。本案將透過「實地考查」的方式，由觀

查、體驗、分享方式，重新看西瀛勝境及 713 澎湖案紀念碑文，更重要教師在過程引導、

導入人權及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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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披掛上陣(I am the………)： 

在這個策略中，學生將練習扮演未來介紹西瀛勝境及 713 澎湖案紀念碑小小解說員，

並學習如可在同學面前來解說。這類似情境化學習，因為學生已經透過影片及教師現場解

說，可以觀察之後，來進行練習。期待能培養下一次課程種子學生，影響更多的學生。 

⑷莊嚴的誓言(I hereby resolve)： 

這是一個廣泛使用的策略，最重要是讓學生有使命感落實課堂上學過的知識，其實施

方式是讓學生自由發言，分享他們在課堂上學到的東西，要記錄他們所想；讓學生針對主

題寫下給自己的一封信，主題是這樣開頭「我在此決定…」完成後寄給家人。在本案中，

我們想藉由此方式來提醒學生真正明瞭所學的方法就是實踐所學，於是透過此法寫一封給

未來的自己，因為現在決定「尊重人權」策略，不僅為自己幸福也為別人創造幸福。 

⒌⒌⒌⒌習作與評量習作與評量習作與評量習作與評量    ((((reflereflereflereflectiv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ctiv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ctiv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ctiv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影片觀後感及學習單、小小解說員練習、加上寫給未來自己的一封信來進行評量。其

中期望回家功課交給家人，將此觀念擴及家中成員。 

㈢㈢㈢㈢理論參照理論參照理論參照理論參照：：：：    

⒈⒈⒈⒈解說員解說員解說員解說員：：：：    

由於本案不論是主題或是內容、學生或是教師，這人與物都與解說員產生聯結，於是

我們在此將解說員工作前、中、後作一論述，以供參考 

解說策略如下。 

⑴事前的準備工作 

①對解說地區的環境、資源，瞭若指掌。 

②設定 30 鐘解說路線及解說停留點。 

③選定解說題材及內容。 

④輔導用具的準備。 

⑸認識你的服務對象，調整你解說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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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解說開始前的集合動作： 

①先做自我介紹。 

②預告解說路線、所花時間、沿途路況、終點和結束時間、地點。 

③事先約法三章，婉約宣布禁止事項，鄭重提醒安全注意事項。 

⑶注意非語言溝通： 

①解說時眼睛要注視每位觀眾。 

②總是一副高高興興的樣子。 

③隨時注意遊客臉上表情。 

④適度用手勢來加強語言的效果。 

⑷話語的溝通： 

①音量大小：先確定全體是否能聽到你的聲音，要留意外圍的人是否聽得到。 

②說話速度：每分鐘控制在 180 至 200 字之中，遇有專有名詞要放慢速度，逐字 

說清楚。 

③聲調與音韻的運用：適度抑、揚、頓、挫，使解說生動化。 

④減少贅詞，像是：這個…。 

⑸解說階段： 

①掌握全體遊客是否跟上，沿途要關心最老、最小、行動不便者、行動最慢者。 

②有叉路、轉彎、上樓處，要等到全體到齊再前進。 

③解說員要快走至解說點停留等到全員到齊時再解說。 

④到解說點時，找一處高點站立。以便讓全體遊客都能聽到看到你的解說。 

⑤儘量不要一邊走一邊解說。 

⑥解說時多利用遊客的五感去感受。(眼、耳、鼻、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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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解說時機的利用，沿途看到什麼、聽到什麼、聞到什麼都可適時停下來解說。 

⑧可穿插逮幽默之笑話，掌握氣氛，帶動情緒。 

⑨沿途注意安全事物。 

⑩時間要控制好。 

⑹美好的結束，留下美好的回憶： 

①為今天主題做一個結語。 

②感謝大家的參與與合作。 

⒉⒉⒉⒉BIG6BIG6BIG6BIG6：：：：    

設計上以 Big6 網站為主軸的訓練過程模式，根據網路 Eisenberg 和 Berkowitz 所言，一

個成功的資訊問題解決必須要經歷六個階段： 一、工作定義（task definition）二、尋找

策略（information seeking strategies） 三、 取得資訊（location & access） 四、使用資訊

（use of information）五、統整資訊（synthesis）六、反省評估（evaluation），最近則更將

此步驟簡化成 Super3 其內容分為三步驟分吸為第一、準備(Do)二、檢視( Review)三、結論

( End)，以讓更多幼兒快樂、自信學習。因許多文獻已印證該學習效果，所以採用此法。 

⒊⒊⒊⒊課程美學課程美學課程美學課程美學：：：：    

國內學者陳美如在美學取向的課程與教學一文指出，國內幾位重量級學者國立教育研

究院陳伯璋院長、大同大學歐用生教授等……共同組成讀書會及論壇研究「課程美學」，

可見其重要性；文中提及美學取向在於慢、鬆、柔軟與察覺，也是承認既有限制的存在，

但不放棄改變的可能性與契機。在此案中，我們嘗試透過學生眼光，重新檢視「西瀛勝境」

到「713 澎湖案記念碑」，期待過程培養師生心靈相通，也就是「美」的呈現。 

㈣㈣㈣㈣鄉土融入鄉土融入鄉土融入鄉土融入：：：：    

本課時以人權為主軸發展，並將引導學生觀察「西瀛勝境」到「713 澎湖案記念碑」，

思考澎湖人權發展在台灣發展歷史發展地位，最後讓課程教導內化成學生的生活經驗，且

由學生創意發想成為獨立人權解說員，引發學生愛鄉戀土情操。 

㈤㈤㈤㈤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logologologo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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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 課程 logo 圖 

⒈⒈⒈⒈牌樓牌樓牌樓牌樓：：：：是指西是指西是指西是指西瀛勝境牌樓瀛勝境牌樓瀛勝境牌樓瀛勝境牌樓，，，，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228228228228 事件負面印記事件負面印記事件負面印記事件負面印記。。。。    

⒉⒉⒉⒉地景地景地景地景：：：：是指是指是指是指 713713713713 澎湖案設施紀念地景澎湖案設施紀念地景澎湖案設施紀念地景澎湖案設施紀念地景。。。。    

⒊⒊⒊⒊外圍外圍外圍外圍：：：：是借用禁止通行交通號誌是借用禁止通行交通號誌是借用禁止通行交通號誌是借用禁止通行交通號誌，，，，使類似使類似使類似使類似 228228228228 危害人權事件不再發生危害人權事件不再發生危害人權事件不再發生危害人權事件不再發生，，，，同時讓所有類同時讓所有類同時讓所有類同時讓所有類

似似似似 713713713713 澎湖案得以伸冤澎湖案得以伸冤澎湖案得以伸冤澎湖案得以伸冤，，，，也讓真理也讓真理也讓真理也讓真理、、、、人權留給世人人權留給世人人權留給世人人權留給世人。。。。    

⒋⒋⒋⒋顏色顏色顏色顏色：：：：綠色代表著希望我們能依和平式護衛普世人權綠色代表著希望我們能依和平式護衛普世人權綠色代表著希望我們能依和平式護衛普世人權綠色代表著希望我們能依和平式護衛普世人權，，，，同時也是符合這次課程儘量少同時也是符合這次課程儘量少同時也是符合這次課程儘量少同時也是符合這次課程儘量少

用紙用紙用紙用紙張張張張，，，，冀望達到節能減碳需求冀望達到節能減碳需求冀望達到節能減碳需求冀望達到節能減碳需求，，，，因因因因而將課程利用而將課程利用而將課程利用而將課程利用 moodlemoodlemoodlemoodle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灰白色則希望這些事灰白色則希望這些事灰白色則希望這些事灰白色則希望這些事

件能不斷提醒學生這些件能不斷提醒學生這些件能不斷提醒學生這些件能不斷提醒學生這些史蹟所代表的意義史蹟所代表的意義史蹟所代表的意義史蹟所代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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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教案架構教案架構教案架構教案架構 

圖表 4 課程架構 

成果發表 

一、瞭解「西瀛勝境」。 

二、瞭解「713 澎湖案」。 

三、培養國際公約普世價值。 

四、實踐尊重人權。 

歷程 行動內容與結果 創意教學活動 信念與理論 

細

心

思

考 

創

意

設

計 

教

學 

一、信念 

學生中心 

創意思考 

模組教學 

鄉土為本 

家庭教育 

二、理論 

解說員 

課程美學 

BIG6 

省

思

發

表

 

組織思維、創意發想 

教學準備、教學流程 

課程實施、學習成果 

省思與回饋 

使用神奇物品

use mystery 

objects 

莊嚴的誓言 I 

hereby resolve 

行動式學習

action learning 

披掛上陣 

I a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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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活動設計活動設計活動設計活動設計 

表格 2 活動設計表 

教學對象 國小五年級 活動時間 四節課(共計 160 分鐘) 

教學目標 

⒈瞭解「西瀛勝境」牌樓的歷史及定位。 

⒉瞭解「713澎湖案」設施的歷史及定位。 

⒊培養國際公約中人權普世價值信念及評價。 

⒋實踐尊重人權及參與人權行動。    

能力指標 

(人)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實踐民主法治的精神。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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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2-3-3 瞭解人權與民主法治的密切關係。  

(人)2-3-5 理解戰爭、和平對人類生活的影響。  

(人)2-3-6 認識教育權、工作權與個人生涯發展的關係。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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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2-3-1 瞭解人身自由權並具有自我保護的知能。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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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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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社)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 

(社) 3-3-1 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建立起分類和階層關係。 

 (國) B2-2-10-11 能正確記取聆聽內容的細節與要點。  

 (國) F2-3-4-3 能配合學校活動，練習寫作應用文(如：通知、公告、讀書

心得、參觀報告、會議記錄、生活公約、短篇演講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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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C2-2-4-4 能運用合適的語言，與人理性溝通。 

(數)5-n-13 能解決時間的乘除問題。 

※ (人)：人權教育；(社)：社會領域 ；(國)：國語文 ；(數)數學 

教學地點 

⒈本校電腦教室 

⒉澎湖地區觀音亭休閒運動園 

情境佈置 

⒈節能減碳：貫徹節能減碳節約原則，儘可能落實在課程中。 

⒉學生態度：熱情參與和輕鬆愉快和同學互動。 

⒊教師態度：以愉快心情和學生共同成長。 

教學資源 

⒈設備：電腦教室，單槍投影機、筆記型和音響(可自行選擇)。 

⒉教材：依實際學生數列印適當量，並請儘量使用回收紙。 

⒊獎品：適量獎品，可自行製作或購買較少包裝商品。 

活動說明 

教學活動 
學生學習重點 教師導覽重點 

教學 

時間 

教材 

習作 

一、 引起動機 你有所不知你有所不知你有所不知你有所不知？？？？((((電腦教室電腦教室電腦教室電腦教室))))    

⒈觀看影片 v1。 

⒉猜猜看影片中的地點？ 

⒊猜猜看影片中的名稱？ 

⒋觀看影片 v2 

⒌與教師討論影片內容。 

⒍ 至 moodle 學 習

http://www.hjps.phc.edu.t

w/moodle/course/view.php

?id=8。 

⒎注意戶外活動安守則 

 

 

 

 

 

 

 

 

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    

你有所不知你有所不知你有所不知你有所不知？？？？    

⒈播放影片 v1 

⒉請學生猜一猜影片中的

地點，可能學生不是很了

解，教師適當的提醒或者重

複播放影片。 

⒊答對的學生適當給予獎

勵。 

⒋播放影片 v2、及影 v3 

⒌與 學 生 討 論 影 片 中 的

人、事、物；並參閱兒童教

材內容，導入公民權利和公民權利和公民權利和公民權利和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和 經經經經

濟濟濟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公約公約公約的相關人權概念，而且

與澎湖人權地圖聯結。 

⒍ 引 導 學 生 至

http://www.hjps.phc.edu.t

w/moodle/course/view.php

?id=8，學習。 

⒎播放圖片檔 p1 或者是兒

童教材的人權地圖，告知學

生即將前往地點及安全事

 

15 分 

 

 

 

 

 

5 分 

 

15 分 

 

 

 

 

 

 

5 分 

 

影片 v1 

影片 v2 

影片 v3 

 

兒 童 教

材 

 

 

 

 

 

 

 

 

播 放 圖

片檔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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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    

二、 課程內容 西瀛勝境西瀛勝境西瀛勝境西瀛勝境    

⒈到達西瀛勝境西瀛勝境西瀛勝境西瀛勝境牌樓，仔

細聽教師說明。 

 

⒉學生自行參觀碑文，注意

其年份及其人物，重要是以

現 代 角 度 來 看 其 意 義 為

何？。 

西瀛勝境西瀛勝境西瀛勝境西瀛勝境    

⒈請由 228 事件說起，導入

此牌樓的意義與其符號(文

字、圖騰)意含，並且提醒

學生其建立年份及人物。 

⒉由於此點位於路口，請學

生注意安全，適當提示學生

年份，人物其及 228 事件所

帶來的意義 

 

25 分 

 

 

10 分 

 

兒 童 教

材 

 

 「「「「713713713713 澎湖案記念碑澎湖案記念碑澎湖案記念碑澎湖案記念碑」」」」    

⒈抵達紀念碑 

 

 

 

⒉學生自行參觀。 

「「「「713713713713 澎湖案記念碑澎湖案記念碑澎湖案記念碑澎湖案記念碑」」」」    

⒈請由後 228 事件說起，導

入此碑的意義與其符號(文

字、建物)意含，並且提醒

學生其建立年份及人物。同

時也告訴學生此碑文修改

過，導入張校長家人堅毅決

心，而現在學生呢？ 

⒉提醒學生其設施設計注

意年份及其人物。 

 

25 分 

 

 

 

10 分 

兒 童 教

材 

 

 彩虹橋彩虹橋彩虹橋彩虹橋    

⒈學生抵達彩虹橋高點。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三三三三節結束節結束節結束節結束    

彩虹橋彩虹橋彩虹橋彩虹橋    

⒈在 此 整 合 上 述 發 生 年

代、人物，帶領學生從高點

觀看，就好像我們從新檢視

澎湖歷史，同時也導入國際

公約價值，且我們享美好現

代，得來不易。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三三三三節結束節結束節結束節結束 

 

10 分 

兒 童 教

材 

 

 

 小小解說員小小解說員小小解說員小小解說員((((電腦教室電腦教室電腦教室電腦教室))))    

⒈請學生聽老師講解，並請

學生進入 moodle 並且開始

小小解說員小小解說員小小解說員小小解說員    

⒈請教師利用簡報檔 p1 講

解解說技巧及回家功課一

 

18 分 

 

簡 報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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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鑫. (2009 年 4 月 1 日). 東西自然環境思想概說. 教育研究月刊 (180), 頁 5-17. 

撰寫解說內容「澎湖人權地

圖」。 

⒉請 6 人上台解說。 

 

 

⒊注意回家功課。 

 

封信由於時間因素，請學生

注意解說時間，建議每人 3

分鐘。 

⒉注意學生解說時間，並以

簡短時間講評。 

⒊請學生在回家後，至網站

寫下「我決定捍衛兒童人

權」一封信給家人。 

 

20 分 

 

2 分 

p1 

兒 童 教

材 

 

學習評量活動 ⒈課程參與 30％ 

⒉解說報告 40％ 

⒊回家作業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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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試教成果與討論試教成果與討論試教成果與討論試教成果與討論 

一一一一、、、、試教成果試教成果試教成果試教成果：：：： 

㈠㈠㈠㈠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教室 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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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試教討論試教討論試教討論試教討論 

針對技術理性層面、教實踐反省層面及批判反省層來省思教學，並由總結建議作總結

性報告。 

㈠㈠㈠㈠技術理性技術理性技術理性技術理性：：：：    

表格 3 試教技術理性層面省思彙整表 

 省思 

㈠學生興趣 從回饋表來分析，影片及內容確能引起學生興趣，下課時還不斷詢問相

關問題，更甚者對 713 澎湖事件非常好奇。 

㈡學習效果 從學生小小解說員表現及信件觀察，學生學習效果極為正向。但是因為

大部資訊屬正面傳達資訊，學生較少看出深度思考的作品。 

㈢教學策略 本課程最主要是課這些教學策略是否可行，經過教學後，這四種教學策

略符應了課程的需要。 

㈣教師教學 本教案充分使用學校建置好的資訊設備，在教學上得心應手，更進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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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新課程往往列印文件的缺失，達到了節能減碳目標。 

㈡㈡㈡㈡實踐反省實踐反省實踐反省實踐反省：：：：    

表格 4 試教實踐反省層面省思彙整表 

 省思 

㈠教學經歷 孩子好奇心重，他們著重點似乎不在於過程，而一直會說著“好累”此

時引導者的角色很重要，要引導讓孩子知道為什麼要學習人權，是從哪

些現實面的問題，讓我們需要有這樣的認知。 

㈡時效掌握 引導思考及討論的時間還可以再多一些，會有更多不同的觀察與發現。 

㈢精簡討論 較主觀的孩子會一直提問題，他們曾經在社會課本讀過 228 事件，看了

很多有關人權的資料。所以討論起來會比較悲觀，並竟有許多受害者。

而那些平常不怎麼發言的孩子，覺得無所謂，但是引導討論又說不出什

麼。 

㈣主旨連貫 由影片整個連貫到澎湖地區議題，似乎也喚醒一些要鄉土的意識，從本

身做起，讓孩子了解家鄉重要性，首要愛護與了解的就是我們居住的大

地。 

㈢㈢㈢㈢批判反省批判反省批判反省批判反省：：：：    

表格 5 試教批判反省層面省思彙整表 

 教室 

㈠道德實踐 大部分的孩子都有著自我人權的意識，但是有時現實生活上卻不知節制

及義務。例如：常聽孩子說：「為什麼是我」。 

㈡倫理實踐 原則上孩子了解人權道理，因為現實的環境一直在變化，所以在教導上

還須要多注意師生之間關係。 

㈢家庭教育 本來期待學生能將「我決定捍衛兒童人權」與家人共分享，但是事實上

是參與學習家長並不踴躍，再次證實此學區家長參與學習的不多，更甚

者有一些學生家長質疑此項作業內容。 

㈣詩性智慧 當一個課程失去心和靈，那麼此課程就會流於技術操作，我們想從此課

程實踐人權議題，我們應常思考我們完成了嗎？孩子因此產生對家鄉熱

愛呢？有待我們深入省思？  

三三三三、、、、總結建議總結建議總結建議總結建議 

根據上述省思，我們提供下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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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㈠㈠㈠戶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學與與與與 moodlmoodlmoodlmoodl 教學確實可行教學確實可行教學確實可行教學確實可行：：：：    

經過試教後教學模組在各方面證實為有趣又好玩的課程，兼具深度學習內容及環保減

碳，不失為難得方案。 

㈡㈡㈡㈡引導學生更深入省思與討論引導學生更深入省思與討論引導學生更深入省思與討論引導學生更深入省思與討論：：：：    

課程提供了較少的深度討論，如果要真正內化學生生活中人權態度，教師在教學時應

在提供更有效率的討論。 

㈢㈢㈢㈢人權議題人權議題人權議題人權議題重於實踐與行動重於實踐與行動重於實踐與行動重於實踐與行動：：：：    

在有限時間內要讓學生實踐人權議題是有困難，但是我們希望教師在平時生活中，隨

時隨地提醒學生人權重要性，並由此影嚮更多的人。 

㈣㈣㈣㈣教學成敗在於學生態度教學成敗在於學生態度教學成敗在於學生態度教學成敗在於學生態度    

一個好的議題融入教學，需要學生時時學習，由於六大議題採融入式，往往在稀釋後，

還能達到目標嗎？所以我們期以生活態度去學習六大議題，特別是人權議題，而關健就在

於學生態度是否能有效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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