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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高中第二屆高中第二屆高中第二屆高中、、、、國中小學人權教育校外教學教案設計徵選比賽國中小學人權教育校外教學教案設計徵選比賽國中小學人權教育校外教學教案設計徵選比賽國中小學人權教育校外教學教案設計徵選比賽    

一一一一、、、、課程單元主題課程單元主題課程單元主題課程單元主題：：：：讓樂生樂重生讓樂生樂重生讓樂生樂重生讓樂生樂重生    

二二二二、、、、課程摘要課程摘要課程摘要課程摘要：：：：    

A.A.A.A.設計理念設計理念設計理念設計理念：：：：    

以樂生療養院拆遷為主題，帶領學生以道德判斷、法律的觀點，覺察當自己面對社會議

題時，所持判斷的因素與理由，檢視各層面與角色對社會的影響，進而引導學生發展更高層

次的道德心理階段。指導學生學習尊重人權，營造一個沒有偏見與歧視，在課程設計中融入

人權教育概念，期望學生能擁有獨立思考、尊重他人，面對多元化社會許多權益紛爭，能正

確判斷、明辨事理，因為真實的道德議題並不只為是非題，真實的道德議題通常涉及更複雜

的層面，更多元的思考角度。 

讓學生重新思考民主社會的多數決不是解決事情的唯一途徑，公共事務的決定會產生更

大層面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所涉及的並非只是冷冰冰的「公共建設」，每一個決策同時影響「人」

的生活品質，在樂生療養院中的人權侵害，如強制隔離、社會剝奪、人體實驗、醫療不當、

強制節育、嬰兒與母親強制分離、以及最近三年發生，捷運工程驅趕迫害病友人權及居住權、

家屬被驅趕離院等問題。讓學生能在關心社會事件、國際新聞、或是從事各行各業時所做的

任何決策，都能掌握最重要的道德判斷原則，進而創造人類生活福祉。 

在樂生的決策過程中，包括方便性、經濟利益、生存的方式與價值。而道德判斷的特性

具有客觀性、普遍性、和相對性，活動引導學生多方思考，在公共利益與人權議題中，瞭解

如何能幫助自己思考、判斷與抉擇，掌握最重要的原則（超越利益或獎懲等），成為自己內在

的判準依據。樂生療養院雖已經動工進行拆除，然而類似的事件，如今年的相思寮事件仍再

度成為人權焦點，要讓樂生人權的精神重生樂生人權的精神重生樂生人權的精神重生樂生人權的精神重生，張顯人權的最高價值:人人生而平等，捍衛人性

尊嚴。 

B.B.B.B.創意之處創意之處創意之處創意之處：：：：                

((((一一一一))))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教學方法    

1.1.1.1.奧瑞岡式辯奧瑞岡式辯奧瑞岡式辯奧瑞岡式辯論論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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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視學生小組團隊合作的學習策略，辯論並非逞口舌之能，而是在論的過程中，相互切

磋，尋求出一個比較接近真理的事實，參與奧瑞岡式辯論的士，除了具有真的才實學而外，

尚須要多方蒐集資料以充實己方論點在人文、證據方面務求真實、明確，尤其是在現今因經

濟主導的政策中，因發展經濟與維護環境保護、人權問題所採取的政策所出現的兩難議題，

常出現在我們的生活週遭。 

例如：台中興建科技園區所衍生相思寮的議題，或土地重劃案等政策，因此，在引導學生學

習辯論時，除了技巧的教導外，其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孩子要學習多元思考的精神。 

 2. 2. 2. 2.「「「「知知知知、、、、行行行行、、、、意意意意」」」」並重並重並重並重的實地教學的實地教學的實地教學的實地教學    

情意教學涉及詮釋和抉擇，提供學生多元的思考，協助本身做較佳的判斷和抉擇。學生

在接受學校教育之前，已經從家庭、社會、媒體等學到很多價值觀念，有著先入為主的判斷，

對這些判斷很可能是相對狹窄的或無效的，因此為了使學生認識多角度分析事物的方式，因

此透過價值澄清、辯論方式，同時賦予理性溝通、感性引導的教學環境。僅有知識的灌輸及

情意的理解，並不能將學習內化於心，唯有透過實際的行動，因此實地走訪樂生療養院，讓

學生體會「知識、情意與行動」並重，三者缺一不可的學習精隨。 

 

((((二二二二))))教學過程教學過程教學過程教學過程    

    為擴展學習成效，善加利用學習成果，除課堂教師授課之外，透過舉辦班際「奧瑞岡辯

論」的合作學習，經由腦力激盪技巧、資料搜尋；以辯論發表的綜合活動方式展現學習成效，

並且參觀樂生療養參觀後，完整學習歷程，讓學生能體會自由與人權意義。 

 

((((三三三三))))學習過程學習過程學習過程學習過程    

    過程導向：強調整個學習過程的準備和小組效率、個人心得反思，以資料搜尋、班際辯

論、心得發表等成果的完成，都可做為學習的借鏡，更重要的是，學生依能力的不同，在學

習過程中，都可找到適當的機會點表現，而獲得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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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教學設計教學設計教學設計教學設計    

活動名稱 讓樂生樂重生 適用學習階段 國中七~九年級 

教學領域 社會領域歷史科、綜合活動科 時間/節數 270mins(6節課) 

教學方法 問答法、討論法、發表法、小組合作法、奧瑞岡辯論賽 

參考資源 

資料來源: 

1、劉集成，《台北縣機關志「樂生療養院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民 93。 

2、樂生院的變遷，從時間、空間、社會面向看人權議題—廖哲強、邱凱彬。 

3、高級中等學校九十六年度生命教育議題融入教學設計全集。 

圖片來源:(已取得作者同意) 

1、http://amazingally.pixnet.net/blog/post/3574900 

2、http://picasaweb.google.com/richliu.tw/Losheng# 

1-4-1 探討違反人權的事件對個人、社區及社會的影響，並提出改善策略及行動

方案。 

1-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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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了解人權的起源與歷史發展對人權維護的意義。 

2-4-7 探討人權議題對個人、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人權教育

指標 

1-4-6 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布、資源交流與

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2-4-4 比較人們對歷史的不同說法和不同解釋。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下會有什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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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並為自己的

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4-4-4 探索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理。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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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領域

指標 

6-4-4 舉例說明各種權利(如兒童權、學習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權、自由

權、機會均等權、環境權及公民權等)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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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能力

指標 
3-4-2 學習關懷世人與照顧弱勢團體。 

一、認知 

1、 認識樂生療養院院史 

2、 能分析樂生療養院與捷運的關係 

3、 能說出捷運效益 

4、了解人權的意義 

二、情意 

1、以激發學生探索與批判的態度。 

2、學生能體會人權的至高價值。 

3、能瞭解平等對待、尊重、接納與包容概念。 

4、了解與人相處必須相互學習與接受 

5、提供學生發表自己價值觀的機會，並且可以對民主迫害產生體認與感受。 

三、技能 

1、藉由實際走訪樂生院，指出院民的爭取人權價值的觀點和理由。 

2、學生討論具有社會公義的判斷準則。 

3、使學生以有系統、邏輯式思考或模擬，以價值澄清方式對於歷史事件進行判

讀與理解。 

4、培養學生具有理性反省能力，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中複雜的真實道德判斷議題 

學習目標 

5、能透過分析判斷，謀求解決問題之道。 

學習資源 
1、自編教材 

2、個人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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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教學流程教學流程教學流程教學流程----((((一一一一))))教材架構教材架構教材架構教材架構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讓樂生樂重生讓樂生樂重生讓樂生樂重生讓樂生樂重生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    

開啟樂生之門開啟樂生之門開啟樂生之門開啟樂生之門    

� 介紹漢生病 

� 了解樂生療養院院史 

� 分析捷運效益 

� 深思樂生療養院的人權 

第一節 
時間: 

45 分鐘 

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    

樂樂樂樂「「「「聲聲聲聲」」」」人權人權人權人權    

� 認識奧瑞岡辯論賽 

� 邏輯思考樂生療養院事件 

� 辯論賽後的反思回饋 

第二~四節 

時間: 

135 分鐘 

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    

走訪樂生行走訪樂生行走訪樂生行走訪樂生行    

� 解說樂生療養院的建築 

� 述說院民的生活及過去待遇 
第五~六節 

時間: 

90 分鐘 

教材流程 

 

 

 

 

 

 

 

 

 

 

 

 

 

 

 

開啟樂生之門開啟樂生之門開啟樂生之門開啟樂生之門((((認知認知認知認知、、、、理解理解理解理解))))    

介紹樂生療養院的歷史，與捷運工程的關係。 

    樂聲人權樂聲人權樂聲人權樂聲人權((((理解理解理解理解、、、、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介紹奧瑞岡辯論法，並引導學生進行相關資料搜尋，並

有邏輯性的完成辯論法的前置作業，舉辦班級奧瑞岡辯

論比賽，提供學生多元思考。 

實際參觀樂生療養院實際參觀樂生療養院實際參觀樂生療養院實際參觀樂生療養院 ( ( (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分析分析分析分析、、、、評鑑評鑑評鑑評鑑))))    

課堂中先行解說療養院的建築設計與時代意義，之後才

進行實際參觀，讓學生深刻感受當時代的人權剝奪。實

際走訪後，請學生反思回饋人權的至高價值。 



  

 7 

 

 

五五五五、、、、教學流程教學流程教學流程教學流程----教材內容教材內容教材內容教材內容、、、、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方法方法方法方法、、、、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讓樂生樂重生讓樂生樂重生讓樂生樂重生讓樂生樂重生    

單元名稱 (一) 開啟樂生之門 教學時間 45mins(第一節課) 

教學領域 社會領域歷史科 融入議題 人權議題 

教學目標 具體目標 

1、 認識樂生療養院 

 

 

2、 能說出捷運效益 

3、 能分析樂生療養院與捷運的關係 

 

4、 能瞭解平等對待、尊重、接納與包容等

概念 

1-1 能了解漢生病醫療史。 

1-2 能說出樂生療養院成立原因。 

1-3 能描述樂生療養院的歷史。 

2-1 能分析捷運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 

3-1 能說出樂生療養院的成立與捷運建立的

時間、地理條件分析。 

4-1 能重視樂生療養院的院民人權。 

4-2 能對樂生療養院院民有同理心。 

評量方式 
1、課程進行過程中，能積極參與分組活動。 

2、課程中能仔細聽講、主動發言。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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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mins 

 

 

 

 

 

19mins 

新聞 

 

 

 

 

 

 

 

 

一一一一、、、、    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    

((((一一一一))))樂生新聞閱讀樂生新聞閱讀樂生新聞閱讀樂生新聞閱讀    

老師剪輯:捷運開挖地裂 樂生自救會促停工的新

聞，請問同學是否有注意到相關訊息。想一想他們在

抗議什麼？對立的雙方立場各為什麼？ 

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一一一一))))樂生療養院歷史介紹樂生療養院歷史介紹樂生療養院歷史介紹樂生療養院歷史介紹    

1.1.1.1.漢生病簡介漢生病簡介漢生病簡介漢生病簡介    

(1).(1).(1).(1).病因病因病因病因:早期稱為痲瘋病，是一種侵犯皮膚及週邊神

經之疾病，由癩桿菌（Mycobacterium leprae）所引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1-2 

 

起，故又稱癩病；1873 年由挪威漢生（Dr‧ 

Hansen ）醫師發現致病機轉，故學名又稱為漢生病。

(2).(2).(2).(2).病徵病徵病徵病徵::::漢生病主要症狀為所侵犯神經支配區皮膚

之感覺消失、神經踵大、皮膚有特別形狀之病灶。患

者若未經及時而適當的治療，往往會造成面容殘缺、

手足畸型、甚至殘障，故易引起大眾的恐懼與排斥。 

(3).(3).(3).(3).醫療措施醫療措施醫療措施醫療措施::::目前醫學上已充分了解此疾病的成

因，並可針對它的傳染途徑加以隔離預防；同時也有

數種治療藥物可有效殺死漢生病桿菌，遏止其繁殖。 

(4)(4)(4)(4)因應措施因應措施因應措施因應措施::::世界衛生組織於 1980 年代發佈全球約

有 1200 萬人受漢生病困擾，至 1997 年每年約有 65

萬新病例，許多國家，目前多將工作重點轉為加強照

顧前漢生病患者的餘生，並投注更多資源與配套措施

以彌補過去的高壓管制、護理缺失與社會歧視所造成

的傷害。而 1 月 27 日為世界漢生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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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簡介樂生療養院簡介樂生療養院簡介樂生療養院簡介樂生療養院    

日治時期日治時期日治時期日治時期 

(1)(1)(1)(1)成立時間成立時間成立時間成立時間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樂生院成立於日本昭和五年（民國

十九年），為台北縣新莊市中正路 794 號，事實上橫

跨桃園、台北縣。「當時僅有五棟病房，收容痲瘋住

院病患百人，為強制性強制性強制性強制性之收容，全世界只有台灣和法

國巴黎，有此專門機構，最盛時全院有六十多棟房舍。 

(2)(2)(2)(2)病患遭遇病患遭遇病患遭遇病患遭遇::::政府強制病患進駐樂生，幾乎就註定老

死其內。「以院為家、大德曰生」，正是當時隔離政策

的寫照。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3)(3)(3)(3)強制墮胎強制墮胎強制墮胎強制墮胎::::院方對於院內病患懷孕的態度，也是採

取強制墮胎的手段，導致墮胎失敗產下的下一代，有

身心障礙的問題。     

(4)(4)(4)(4)絕對隔離絕對隔離絕對隔離絕對隔離::::日治時期，樂生院在今中山路一側設有

鐵絲網，防止院民逃跑或是路人擅入，在今中山堂和

指導所的中間設有圍牆和鐵門，是區隔醫護人員和病

友的界線。陳文資院長時期，在行政大樓第一進的崗

哨設有軍人守衛，如發現有院民想跨越鐵絲網逃跑，

就會警告或對空鳴槍。 

(5)(5)(5)(5)醫療待遇醫療待遇醫療待遇醫療待遇::::根據樂生院民的描述，最初期的醫生為

日本軍醫，常使用的藥物為阿斯匹靈、紅藥水、凡士

林、碘酒，包紮是用病床撕下來的舊床單，用後消毒

再使用。有些護士的學歷只有小學、初中畢業。到了

1956 年，台灣引進了有漢生病特效藥之稱的「DDS」，

提供給 100 名院民試用，但在缺乏醫生指示下服用，

 

 

 

 

 

 

可視時間補

充院民的心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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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病友服用過量，破壞紅血球，使神經痛更加劇烈。 

國民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    

後來治療藥物發明，患者不再需要強制隔離，樂

生的病人才逐年減少。院民與世隔絕了數旬年，直到

1954 年，才慢慢開放讓院民回家。1961 年，「台灣省

癩病防治規則」訂立，廢止強制隔離，改為門診治療。 

社會大眾反應社會大眾反應社會大眾反應社會大眾反應::::社會的誤解，對於院友購物的金錢、信

件都要經過消毒水或清潔手續後才接受。 

現今時期現今時期現今時期現今時期    

因為捷運規劃，院友抗爭未果，無選擇權下，被迫接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1-3 

 

 

4-1 

4-2 

受新的迴龍醫院，與原計畫興建適合院民居住與活動

的低層、家庭式平房，落成時卻是兩棟相互隔離高樓

層的迴龍醫院。目前抗議過程不斷，捷運卻悄然開工。

以上為樂生的病史簡介。老師抽測答對同學可加分。 

a.早期稱為痲瘋病，現在稱為? 

b.在日治時期對待漢生病人的方式為? 

c.目前痲瘋病人居在地點多為? 

3.3.3.3.小活動小活動小活動小活動體驗體驗體驗體驗    

抽五位同學，請他們用手圍成圓圈，這五位同學的手

不能放開，不能讓其他人進入他們圍起來的領域或者

他人將他們的手分開。再請一位同學出來，想辦法進

入這五個人圍起來的圓圈。時間為三分鐘，如果阻擋

者失敗則扣分，闖關同學成功則加分。 

� 請問阻擋的同學你的心情是? 

� 請問被阻擋的同學你的心情如何? 

 

 

 

 

 

 

 

5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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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生活中有曾有大家對你不友善經驗嗎? 

小結:阻擋的同學因為害怕被扣分，所以對待同學的動

作可能會粗暴，被阻擋在圓圈外得心情也會很沮喪。

對照當時大家對待漢生病患者，就是以這樣排擠隔離

的手段，而讓他們身心受創。 

請同學想想下列問題: 

� 樂生療養院的名字是否符合設立的精神?雅致的名稱

對病患有何實質意義嗎?  

� 請問這些院友被剝奪了哪些權利呢? 

� 其他國家如何對待漢生病的病友呢?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2-1 

 

 

 

 

 

 

 

 

 

 

 

 

 

    ((((二二二二))))捷運路線與經濟效益捷運路線與經濟效益捷運路線與經濟效益捷運路線與經濟效益    

1.老師以問答法老師以問答法老師以問答法老師以問答法，，，，詢問學生捷運的優點再歸納詢問學生捷運的優點再歸納詢問學生捷運的優點再歸納詢問學生捷運的優點再歸納。。。。    

 (1)經濟效益    

a.紓解道路交通擁擠，節省交通旅次時間。  

b.提高運輸效能，節約能源。  

c.捷運沿線及場站附近土地與房屋增值，增加稅收。

d.提高土地利用價值，促進車站附近地區商業繁榮。  

e,改善都市環境品質，帶動舊市區之更新。  

f.改善都市結構，帶動新社區之發展。  

(2)(2)(2)(2)社會效益社會效益社會效益社會效益        

a.促進都市現代化，提昇施政滿意度。  

b.提昇技術層面信心，強化海外形象。  

c.創造就業機會，充份利用人力資源。  

d.避免景觀破壞，促進旅客及一般行人交通安全。  

15mins 

 

 

 

 

 

 

 

 

 

 

 

 



  

 12 

 

 

3-1 

e.節省其他交通設施支出，促進公共管線更新。  

f.減少空氣污染，提高都市生活品質。 

2222. . . . 簡介捷運路線圖簡介捷運路線圖簡介捷運路線圖簡介捷運路線圖與樂生療養院拆遷與樂生療養院拆遷與樂生療養院拆遷與樂生療養院拆遷。。。。 

1993 年，台灣省衛生處曾計畫樂生院整建為「公共衛

生中心」，因台北捷運相中此地為新莊機廠預定地而無

法轉型，當時的樂生院長陳京川反對賣掉樂生土地，

並積極向院民調查意向和需求，最後陳京川遭受申誡

和調降，離開樂生院。根據部分資料顯示，台北捷運

機廠原本預定於輔大後山，但相中樂生有鵝卵沙石的

山坡地，因此才改至樂生療養院；新大樓開工，經費

來自「癩病防治五年計畫」，共 9 億 3469 萬元。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4-1 

4-2 

從樂生療養院與捷運的關係從樂生療養院與捷運的關係從樂生療養院與捷運的關係從樂生療養院與捷運的關係，，，，請大家思考為何樂生療請大家思考為何樂生療請大家思考為何樂生療請大家思考為何樂生療

養院的居民會抗爭養院的居民會抗爭養院的居民會抗爭養院的居民會抗爭，，，，發言可加分發言可加分發言可加分發言可加分。。。。大家剛剛說的原因

都是可能的，因此我們將舉辦一場辯論會，讓大家一

同思考樂生療養院的問題。 

((((三三三三))))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辯論會辯論會辯論會辯論會的準備事項的準備事項的準備事項的準備事項    

下周老師將介紹奧瑞岡辯論賽的規則，請大家回去先

上網找出樂生療養院的相關資料，作為課程準備。 

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我們今天介紹了樂生療養院的院史，請大家回去

多方思考人權、經濟效益、公共建設之間的關係，因

為這將是未來我們常遇到的社會問題，例如都市重

建、土地重劃，很可能就出現在自己的家庭。也請各

位在找資料時，可以多留意其他國家，如日本面對此

議題的處理方法，相信可以讓大家有更多的收穫。 

 

 

 

 

 

 

 

3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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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樂生樂重生讓樂生樂重生讓樂生樂重生讓樂生樂重生    

單元名稱 (二) 樂「聲」人權 教學時間 135mins 

教學領域 社會領域歷史科、綜合活動領域 融入議題 人權議題 

教學目標 具體目標 

1、以激發學生探索與批判的態度。 

 

 

1-1 能熟悉奧瑞岡辯論賽之規則 

1-2 能有邏輯性蒐集辯論資料 

1-3 經過辯論賽資料搜尋的過程，讓學生能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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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能體會人權的至高價值，討論具有社

會公義的判斷準則 

3、使學生以有系統、邏輯式思考或模擬，以

價值澄清方式對於歷史事件進行判讀與

理解。 

4、培養學生具有理性反省能力，能應用於日  

常生活中複雜的真實道德判斷議題 

5、能透過分析判斷，謀求解決問題之道。 

社會資源，以激發學生探索與批判的態度並

學習追求適當、合理的人權。 

2-1 提供學生發表自己值觀的機會，並且可以對

民主迫害產生體認與感受。 

3-1 能了解樂生療養院院民所遭受的待遇 

 

 

4-1 應用理性思考，面對樂生人權議題多元道德

價值及判斷的觀點和理由 

5-1 了解樂生運動過程與人權發聲的方法 

評量方式 
1、課程中能仔細聽講、主動發言。 

3、能與組員分工合作 

奧瑞岡辯論賽奧瑞岡辯論賽奧瑞岡辯論賽奧瑞岡辯論賽 2~12~12~12~1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一一一一、、、、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    

� 小組討論，寫出意見不一致時可以做決定的方式。 

例如:猜拳、表決、打架、吵架、黑白配、數隻、辯論

等等。在這些方式當中，有一種符合正義精神、邏輯思

考的就是辯論辯論辯論辯論。 

5mins 小白板 

白板筆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1-1 

1-2 

1-3 

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一一一一))))「奧瑞岡辯論」教學 

1.老師說明：藉由認識辯論的意義、方式，並透過真理

愈辯愈明的真辯論的過程，達到徹底溝通，以期能解決

問題的方法。 

2.介紹辯論—取採自奧瑞岡標準式規則， 

37mins 

 

 

 

 

 

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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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方式方式方式方式：：：：採用簡單式一對一方式。 分為申論、質詢答辯、

總結三部分。 

bbbb....程序程序程序程序：(可看影片示範/或以補充資料講解) 

� ㄧ辯：「必要性」；定義題目，目的、理由、急迫性 

� 二辯；「可行性」；資料舉證，利弊得失、後續影響 

� 三辯：「比較性」；質疑對方缺失，穩操勝券 

� 結辯：「統整性」；條理性、歸納整理。 

》c.c.c.c.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  

正一---------反二 

正二---------反三 

正三---------反一 

(1)正方一辯申論       (2)反方二辯質詢正一 

(3)反方一辯申論       (4)正方三辯質詢反一 

(5)正方二辯申論       (6)反方三辯質詢正二 

(7)反方二辯申論       (8)正方一辯質詢反二 

(9)正三申論           (10)反一質詢正三 

(11)反三申論          (12)正二質詢反三 

(13)休息一分鐘，抽籤決定結辯順序 

(14)先結辯方結辯(15)後結辯方結辯 

 

 

 

 

 

 

 

 

 

 

 

 

 

 

 

 

 

 

影片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結辯後雙方領隊可提出抗議，同時請裁判講評。 

d.規則：改編簡單式奧瑞岡式辯論規則，發言時間採「3、

2、3」制—即申論3分鐘、質詢2分鐘、結辯3分鐘。 

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請雙方學生回家收集報紙、電視新聞、雜誌或網路上所

蒐集有關樂生療養院的相關層面之資料或照片。(本活動

 

 

 

3mins 

考量文化、

任教地區，

老師也能準

備資料提供

給學生，再

請學生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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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可於電腦投影播放、但是正式辯論賽則否) 歸納整理。 

奧瑞岡辯論賽奧瑞岡辯論賽奧瑞岡辯論賽奧瑞岡辯論賽2222----2222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2-1 

3-1 

一一一一、、、、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    

請同學示範風度翩翩、兇神惡煞、自信眼神等肢體動作，

說明辯論賽時需要的台風。 

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按照小組座位坐好，將蒐集資料準備好，開始完成辯論

前置作業，美編小組須完成設計海報。老師針對老師針對老師針對老師針對樂生療樂生療樂生療樂生療

養院養院養院養院保留或拆遷辯論比賽說明保留或拆遷辯論比賽說明保留或拆遷辯論比賽說明保留或拆遷辯論比賽說明，並發下參考資料，讓同

學更了解該如何進行辯論賽。(參考資料為國中生是否應

攜帶書包回家。) 

正方:樂生療養院須保留 

反方:樂生療養院須拆遷 

（1）樂生療養院、捷運資料資料蒐集 

（2）整理:刪除、合併相似、彙整正反論點、準備質詢

答辯題目 

（3）分析:檢視我方優缺點、反駁對方優點及強化缺點 

（4）論點定案﹝找出中心論點﹞ 

 

3mins 

 

39mins 

 

 

老師指定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5）選定雙方辯論人選及參與人選 

﹝原則上全班每人皆有工作任務分配﹞雙方辯士各三

人，分別擔任第一、二、三辯士。 

雙方智囊團各十人(協助完成辯論稿，請自行分配辯論棒

次文字稿負責人員)雙方美編組各三人(可準備簡單海

報、照片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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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時二人，計分二人，按鈴一人，秩序維護一人 

（7）分組資料蒐集 

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大家在這堂課表現認真負責，下周我們將正式舉辦辯論

賽，請同學將今日準備成果在辯論賽中有最完美的呈現。 

 

 

3mins 

奧瑞岡辯論賽奧瑞岡辯論賽奧瑞岡辯論賽奧瑞岡辯論賽 2222----3333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1-1 

1-2 

1-3 

4-1 

5-1 

一、老師簡單開場，請大家就定位，並發下個人學習單。 

二、班際辯論比賽 

（1）正式進行辯論。  

（2）學生心得分享。 

（3）教師統整比賽過程。 

針對雙方辯論過程中，在技巧上優缺點給予總結講評。 

針對雙方的發表內容做加深加廣的說明。 

針對雙方辯論內容做統整性的說明。 

總結: 

相信大家在經過辯論賽之後，對於樂生療養院已經有更

多的了解。人權之所以有價值人權之所以有價值人權之所以有價值人權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適用於每一個人是因為適用於每一個人是因為適用於每一個人是因為適用於每一個人

身上身上身上身上，，，，樂生療養院如果保留，能記錄歷史、建築等多方 

3mins 

36mins 

 

 

 

 

 

 

4mins 

先排好位置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保留意義，捷運固然方便，但可以找出與樂生療養院共

存的方法，令人遺憾的是在文建會尚未努力、院民發聲

管道失效、人權被剝奪，捷運悄然動工不承認疏失之下，

造成樂生療養院被誤解成阻擋經濟發展、貪得無厭的釘

子戶，相較於其他國家的重視人權、賠償、道歉承認錯

誤，樂生院民們，需要大家更多的人權關懷與重視!三三三三、、、、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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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對於人權相信大家有更多的了解，今天同學的表

現更是可圈可點，為自己拍拍手，也請大家回去將學習

單完成，為自己的思考留下記錄。 

2mins 

 

 

 

 

 

 

 

 

 

 

 

 

 

 

 

 

 

 

 

 

 

 

 

讓樂生樂重生讓樂生樂重生讓樂生樂重生讓樂生樂重生    

單元名稱 (三)走訪樂生行 教學時間 90mins 

教學領域 社會領域歷史科、綜合活動科 融入議題 人權議題 

教學目標 具體目標 

1、藉由實際走訪樂生院，指出院民的爭取人

權價值的觀點和理由。 

2、能瞭解平等對待、尊重、接納與包容概念。 

1-1 能熟悉樂生院民的強制隔離過程。 

1-2 能對院民有同理心。 

2-1 能產生追求適當、合理的人權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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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與人相處必須相互學習與接受 

4、提供學生發表自己值觀的機會，並且可以

對民主迫害產生體認與感受。 

5、學生討論具有社會公義的判斷準則。 

3-1 能了解樂生療養院院民與政府間的處境 

4-1 應用理性思考，面對樂生人權議題多元道

德價值及判斷的觀點和理由。 

5-1 能應用樂生精神思考生活議題 

評量方式 

1、課程進行過程中，能積極參與分組活動。 

2、課程中能仔細聽講、主動發言。 

3、能與組員分工合作 

走訪樂生行走訪樂生行走訪樂生行走訪樂生行 3333----1111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1-1 

1-2 

一一一一、、、、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    

之前的課程我們了解的樂生療養院，之後我們將進

行走訪樂生療養院，國外有一個有趣調查，接受過

導覽才參觀的民眾，能記住80%以上的參觀內容並

了解重點，沒有經過導覽的民眾則只能記住30%以

下，因此請大家要專心聽講，有助於之後你去參觀

樂生療養院的收穫。 

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介紹樂生療養院介紹樂生療養院介紹樂生療養院介紹樂生療養院，，，，在解說時可請同學在解說時可請同學在解說時可請同學在解說時可請同學分享先前分享先前分享先前分享先前

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時所看過院友的故事時所看過院友的故事時所看過院友的故事時所看過院友的故事、、、、心聲等等心聲等等心聲等等心聲等等。。。。    

5mins 

 

 

 

35mins 

PPT 

 

 

 

學習單 

PPT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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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樂生象徵樂生象徵樂生象徵樂生象徵    

我們曾經聽過校門、家門、豪門，但是當你進入樂生

院的大門代表你將被社會遺棄，並從此孤獨一生。 

 

圖片說明:樂生療養院的大門 

 

圖片說明:樂生療養院的標示 

((((二二二二))))樂生王字型行政大樂生王字型行政大樂生王字型行政大樂生王字型行政大樓及樂生院設立背景樓及樂生院設立背景樓及樂生院設立背景樓及樂生院設立背景    

從大門進來的建築物是昔日的行政大樓，平面配置呈

王字型，第一進為行政人員辦公之地、第二、三進為

藥局、診療室等。當初日本視漢生病為國恥，並誇張

宣揚漢生病是可怕的，強制隔離病患並動用警察管理 

 

 

 

 

 

 

內容補充可

請學生發表

加分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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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隔離者。因此在日據時代，台灣也推動「癩預防撲

滅」政策，動用警察滴水不露的檢查，並突然造訪被

登記者家中，在眾人面前強制帶離，並將患者走過之

處或所碰觸物品一一消毒，造成社會大眾對痲瘋病患

根深蒂固的誤解。 

 

圖片說明:第一進為行政人員辦公處。 

 

圖片說明:經過走廊將進入第二、三進的藥局、診療室。 

(三)院民的生活空間 

從王字型大樓繼續前進則屬於昔日院民的宿舍，在日

治時期各棟宿舍的經費來自於各院民所屬的州廳，如

澎湖廳的院民則居住在澎湖廳出資興建的樓層，而表

現看似政府給予院民完善照顧，實則認為他們乃是社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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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負擔。當中也曾有院友因無法承受被隔離的壓

力，而產生精神方面的問題而被關入。怡園怡園怡園怡園為監禁違

反規定及精神障礙院友的建築，有鐵絲網及磚牆，外

頭難以窺見。 

 

圖片說明:當年院長吳文龍所題「以院為家、大德曰

生」，正是當時隔離政策的寫照。 

    

圖片說明: 怡園為精神院友住處。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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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 宿舍區 

廚房、澡堂、佛堂、天主堂、大樹、行人椅等，由這

些景觀我們可以發現昔日樂生院民的生活空間對內是

開放的，在院區之中院民是可以彼此相互交流的，你

覺得在這樣的環境下，院友的感情會有何發展院友的感情會有何發展院友的感情會有何發展院友的感情會有何發展？？？？ 

 

圖片說明:戶外活動空間 

 

圖片說明:教堂 

 

圖片說明:佛堂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24 

 

 

圖片說明:合作社、行人座椅 

答案:在這樣的空間裡，相處久了，有些人有濃厚的革

命情感，有些人交惡。但卻也有人因此日久生情而戀

愛，樂生療養院中有一座倉庫，裡面沒有電燈、只有

一個糞坑是專門用來關昔日談戀愛的院民。那麼如果

已經懷孕者，則會被強迫墮胎，可悲的是有些因為墮

胎失敗而生下特殊兒童，反而被歸因為漢生病患的罪

惡導致。    

    

圖片說明:孤苦無依的背影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不久後特效藥問市、加上醫學

發現並非每位漢生患者都具有傳染性，因此很多院民

一度返鄉居住，然而這些被帶走的病患因為與家人長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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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久失聯，加上過去根深柢固的錯誤觀念，與多店家不

與漢生病患做生意，或者帶著手套、口罩交易，消毒

他們所經之處，沒想到除了樂生療養院和周遭生活環

境之外，沒有得以生活的地方。因此仍有許多院民選

擇留下，沒想到這個囚禁的牢籠居然成為他們唯一的

棲身之所。 

二、樂生院再度引起社會的關切在，於台北捷運新莊

線動工必須將樂生院拆遷，也因此勢必有些院民須被

迫遷移，由於捷運興建，院民生活空間的轉變(樂生院

到迴龍醫院)，你認為會對院民造成哪些衝擊呢? 

 

圖片說明:在土質不適合開發、文建會正在努力爭取保

留的同時，捷運依舊開工。 

 

圖片說明:樂生療養院的民主為先成為一大反諷。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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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圖片說明:新的樂生療養院區，迴龍院區。A棟位於基

地的後方，一樓做為超市、辦公室、門診、復健室與X

光室，二至三樓則是重病患者醫院，四至八樓才是漢

生友的居住區。A棟雖然美其名為漢生病友的「專屬院

區」，但是實際上能夠活動的空間卻只有四到八樓。 

 

圖片說明:樂生院一景，盤根錯節下的小生命從石頭縫

中鑽出，代表我們的人權精神。現在請你寫下簡短的

50 個字，為院民加油打氣!        

 

 

 

 

 

 

PPT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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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時間會流逝，我們卻不能讓錯誤重蹈覆轍，在我們學

過樂生療養院的課程後，可以更多元的思考關於人權

的議題，如最近的台中的科學園區成立，徵收相思寮

土地事件，同樣為人權與中科園區的議題，請大家多

用心關愛台灣的人民與土地，歷史不能忘記，做個有

記憶的人!下周我們將實際走訪樂生療養院。 

3mins 

 

 

口述 

走訪樂生行走訪樂生行走訪樂生行走訪樂生行 3333----2222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備註 

4-1 

一一一一、、、、實地考察及學習單的填寫與討論實地考察及學習單的填寫與討論實地考察及學習單的填寫與討論實地考察及學習單的填寫與討論    

1、探訪樂生療養院 

2、填寫學習單及返校分組心得分享 

PS.參訪過程可分享院友故事 

�86 歲的林卻老奶奶說：「不來不行，會被逼來。來的

時候哭得要死，孩子還在喝奶水。」 

�院民湯祥明吐露當時衛生所抓他入樂生的情況：「什

麼都沒問，拿出手銬來就將我反手銬上！收容車內一

格一格不好進去，應該扶我進去。但沒有！他們推我

頭、用腳踹我。」 

�院民周富子啜泣強調：「社會以為政府讓我們有吃有

住，我們為什麼還嫌？但社會要了解，我們一直在受

傷！」要不是一年多來受到青年樂生聯盟與台權會的

幫忙，他們根本不敢出頭。日暮西山的她們只希望原

區保留，不僅是為了自己，防止官商勾結開發非法土

石利益，不也是為了整體社會？ 

45mins 家長同意書

與學生保險 

校外教學企

劃 

六六六六、、、、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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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捷運開挖地裂捷運開挖地裂捷運開挖地裂捷運開挖地裂 樂生自救會促停工樂生自救會促停工樂生自救會促停工樂生自救會促停工【聯合報╱記者盧禮賓／新莊報導】2010.08.10 04:00 am 

衛生署樂生療養院舊院區鄰捷運新莊機廠工區的多幢房舍，疑因山坡開挖，牆面、地面出現裂縫和「位

移」現象，工程師王偉民認為是「走山的前兆」，昨天衛生署漢生病患人權小組會勘現場，針對是否

應暫停施工，將請民意代表召開協調會。  

衛生署漢生病患人權小組召集人陳耀昌及多位委員昨天至樂生療養院會勘，樂生保留自救會、青年樂

生聯盟等成員在現場高舉海報，喊出「人命關天，塌裂不斷，立即停工」。  

工程師王偉民帶領人權小組勘查「非續住區」的天主堂、七星舍、行政大樓等房舍的牆面及地面出現

的裂縫，強調是因下方山坡地捷運工程開挖產生的後遺症。  

王偉民認為大量平行於開挖面的裂痕，是走山的前兆，因此要求北市捷運局全面暫停施工。  

捷運局北工處長吳沛軫表示，山坡地開挖產生位移是一定會發生的現象，但現況程度輕微，工程單位

都持續觀察、檢討，目前狀況是正常的，受影響是緊鄰工區的非續住區，續住區則不受影響，由於舊

院區內的建物是 60、70年以上的老房子，只要輕微震動，就可能發生龜裂。  

人權小組召集人陳耀昌與台北市議員周柏雅等人討論後，關於暫停施工的訴求，將請周柏雅透過市議

會召開協調會討論。地質鑑定部分，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就當初的地質鑑定報告提出說明，並組

成第三公正地質鑑定小組，調查新莊機廠和院區的基地現況。  

(二)    奧瑞岡式辯論賽前準備辯題奧瑞岡式辯論賽前準備辯題奧瑞岡式辯論賽前準備辯題奧瑞岡式辯論賽前準備辯題：：：：國中應全面實施不帶書包回家國中應全面實施不帶書包回家國中應全面實施不帶書包回家國中應全面實施不帶書包回家((((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資料來源 http://tw.myblog.yahoo.com/jw!y5.o5HSQFRmJsjexxfB1tkM-/article?mid=2888 

正一申論正一申論正一申論正一申論：【：【：【：【必要性必要性必要性必要性】】】】 

評判老師，與會嘉賓，對方辯友，大家好。我們今天要探討的題目是：「國中應全面實施不帶書包回家」。首

先，我們必須先針對「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及「書包書包書包書包」下一個明確的定義。我方認為：「國中」應包括目前台灣所有公私立

小學，以及美僑、日僑學校等，但是安親班或課後才藝班安親班或課後才藝班安親班或課後才藝班安親班或課後才藝班則不在不在不在不在學校的範圍內。而「書包」應該是裝載教科書教科書教科書教科書

及文具及文具及文具及文具的一項用品，其樣式不管是肩背、斜背、拖拉式或登山型，都屬於書包的範疇。但是水壺、便當袋、手

提袋等，因為裡面裝的並非教科書或學用品，因此並不屬於書包的範疇。 

我方贊成國中應全面實施不帶書包回家，主要有以下三點考量：首先是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因素。根據國內外醫學博士、物理

治療師的專業建議，書包的重量不宜超過體重的 12.5%12.5%12.5%12.5%，也就是體重的八分之八分之八分之八分之ㄧㄧㄧㄧ。以一位體重 40 公斤的六年級

學生為例，他的書包重量應少於 5 公斤，否則就是超重。超重會有哪些後果呢？如果您背的是目前最常見的肩

背式書包，最明顯的是脊椎側彎；肌肉、韌帶拉傷；膝關節、髖關節、踝關節負荷過重等，嚴重的話還會影響

骨骼、肌肉的生長發育。本來可以當姚明、林志玲的美夢，沒想到被書包壓垮，這多不值得呀！ 

第二個考量點是快樂學習與教學正常化快樂學習與教學正常化快樂學習與教學正常化快樂學習與教學正常化。政府推動九年一貫教育改革，開宗明義就強調：「給學生的是帶著走給學生的是帶著走給學生的是帶著走給學生的是帶著走

的知識的知識的知識的知識，，，，而不是背不動的書包而不是背不動的書包而不是背不動的書包而不是背不動的書包。。。。」從九十四學年度起，教育部就陸續推動「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減壓減壓減壓減壓、、、、書包減重書包減重書包減重書包減重」活動，定期

抽測學生的書包重量。阿扁總統甚至在專屬網頁「阿扁傳真」中語重心長地寫下：「他和所有父母的共同期待，



  

 29 

就是孩子們考試少一點考試少一點考試少一點考試少一點、、、、書包輕一點書包輕一點書包輕一點書包輕一點、、、、睡覺飽一點睡覺飽一點睡覺飽一點睡覺飽一點、、、、選擇多一點選擇多一點選擇多一點選擇多一點。。。。」與其讓學生上學背著重重的書包就像去登

山，或是勞煩爺爺奶奶、父母或外傭當「現代背書僮」，倒不如還給我們沒有負擔的身體，快樂上下學！ 

第三個考慮因素是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親子關係。常聽父母說他們小時候是「家庭即工廠」，為了經濟起飛而打拼。我常常想：我

們這一代則是「家庭即學校」，回到家面對的還是作業和報告。根據第 368 期天下雜誌的報導，全台灣目前有

超過六百萬的直升機父母六百萬的直升機父母六百萬的直升機父母六百萬的直升機父母，他們愛孩子的方式是安排各式各樣的補習、才藝學習活動，他們的出發點是讓孩子

不要輸在起跑點上，但他們沒有想到，罹患氣喘、齲齒、近視、睡眠不足、壓力過大的我們，根本還沒跑就累

垮了！ 

證嚴法師曾說：「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遠。」不管書包是後背還是前背，能不要背就不要背了。讓學校的歸

學校，回到家，就好好休息或從事自己感興趣的「課題」，當個 101 分健康學習的贏家小孩！ 

正二申論正二申論正二申論正二申論：【：【：【：【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 

剛才我方已經將不帶書包回家的必要性必要性必要性必要性說得很清楚，接下來我要說明國中全面實施不帶書包回家的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誠

如我方一辯所陳述，過重的書包負荷會造成脊椎側彎、韌帶拉傷、關節受損、無法正常發育等問題；很多的父

母心疼孩子，甚至親自幫孩子背書包進教室，造成小孩養尊處優養尊處優養尊處優養尊處優，，，，毫無責任感毫無責任感毫無責任感毫無責任感。而書包背進教室後，要放在哪

裡也是一個問題。我的班上就常常有同學把書包放在走道上，造成其他同學走動不便走動不便走動不便走動不便，甚至絆倒受傷絆倒受傷絆倒受傷絆倒受傷。而放在

椅背上有時也因為書包過重，將整張椅子往後拉倒，險象環生。在放學排路隊出校門時，擔任導護生的我更常

常看見低年級的學弟妹抓著對方的書包奔跑嬉戲，結果跌倒送保健室的案例。根據報導，香港前幾年更發生九

歲男童因背太重的書包，從公寓陽台墜落死亡的慘劇。本來應該「平平安安出門，快快樂樂回家」，卻造成天

人永隔、無法彌補的悲劇，這都是書包惹的禍呀！ 

書包的材質材質材質材質也是一個問題：台灣地處亞熱帶，潮濕悶熱，一般布質書包無抗菌抗菌抗菌抗菌、、、、防潮防潮防潮防潮處理，容易滋生病菌，稍

加清洗則會褪色褪色褪色褪色、、、、變形變形變形變形，背久了甚至造成肩帶脫線肩帶脫線肩帶脫線肩帶脫線，讓小朋友陷入安全的危機。根據日本的研究報告顯示：脊脊脊脊

椎承受重量椎承受重量椎承受重量椎承受重量（（（（WWWW）＝）＝）＝）＝書包重量書包重量書包重量書包重量（（（（AAAA）＋）＋）＋）＋書本重量書本重量書本重量書本重量（（（（BBBB）－）－）－）－護脊減量護脊減量護脊減量護脊減量（（（（CCCC））））。以台灣最常見的登山型書包為例，為

了強調可以裝所有的教科書與簿本，往往 A、B 值都很高；而 CCCC 值與護脊板硬度成正比值與護脊板硬度成正比值與護脊板硬度成正比值與護脊板硬度成正比。偏偏台灣很多書包的

護脊板都是用 EVA（黑色硬泡棉）以機器壓製而成，根本無法承受書本的折壓，也造成脊椎承受重量（W）居

高不下。政府有鑑於此，除了推動書包減重計畫書包減重計畫書包減重計畫書包減重計畫，還提倡教學正常化教學正常化教學正常化教學正常化、提撥經費在教室內設置置物櫃設置置物櫃設置置物櫃設置置物櫃、將藝能藝能藝能藝能

科課本集中回收再利用科課本集中回收再利用科課本集中回收再利用科課本集中回收再利用等，其目的都在減輕學童的負擔。以台北市為例，成淵國中、大理國中等多所國中小甚

至早已實施電子書包電子書包電子書包電子書包，讓台灣學生也享受跟歐美國家小學生一樣「沒有課本沒有課本沒有課本沒有課本，，，，沒有作業沒有作業沒有作業沒有作業、、、、自己規劃時間自己規劃時間自己規劃時間自己規劃時間」的學

習趨勢。因此，不管是從身體健康身體健康身體健康身體健康、、、、快樂學習快樂學習快樂學習快樂學習、、、、政府政策政府政策政府政策政府政策、、、、教育趨勢教育趨勢教育趨勢教育趨勢等任何一個角度來觀察，都應該支持我方

的論點：國中應全面實施不帶書包回家。 

◎    法國濱海阿爾卑斯省一萬三千名學生都收到儲存課文的 512MB 快閃記憶卡（flash card），減輕學習包袱。 

◎    教學正常化：按表操課，不隨意調課；藝能課（音樂、美勞）不排同一天。 

◎    藝能科課本由學校回收保管，各校互通有無。（高雄縣、台中市、嘉義市） 

◎    教室內提供置物櫃，擺放個人學用品。 

◎    自理能力的培養：教育及生活，讓自己學會整理抽屜、置物櫃；安排時間。 

◎    品德教育的落實：別再依賴（甚至拖累）父母。 

◎    教師專業的提升：習作、評量、分數決定一切嗎？拿以前的知識教現在的學生面對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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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書包衍伸的問題： 

健康、安全死角（放在走道妨礙通行、太重容易跌倒）、材質不佳且很少汰換、什麼東西都塞書包、行動不便、

炫耀心理 

正三申論正三申論正三申論正三申論：【：【：【：【比較性比較性比較性比較性】】】】    

經過我方與對方辯友激烈的討論後，我在這裡要針對「不帶書包回家的優點」以及「帶書包回家的缺點」進行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我方認為不帶書包回家的優點優點優點優點如下： 

一、健康無憂慮健康無憂慮健康無憂慮健康無憂慮：誠如我方前面兩位辯士所引用的專家論證顯示，沉重的書包對發育期階段學童的健康有莫大

的影響。不但會造成脊椎側彎、韌帶拉傷、關節受損，更嚴重的還會抑制肌肉與骨骼的生長發育，讓你永遠只

能「立地」，無法「頂天」。材質不良的書包容易滋生病菌，背久了還會變形脫線，形成安全上的不定時炸彈。

而學童一般愛用的登山式書包登山式書包登山式書包登山式書包，體積與容量都極為龐大，放在走道上亦引發絆倒意外，掛在椅背上又會產生座

椅向後傾覆的危險。另外一種校園常見的拖拉式書包拖拉式書包拖拉式書包拖拉式書包，不但製造大量噪音，在上下樓拉提時更會造成肌肉拉傷。

雖然教育部一再推動「學習減壓學習減壓學習減壓學習減壓、、、、書包減重書包減重書包減重書包減重」政策，學校也會定期抽檢學生的書包重量，但還是會有背著沉重

書包上學的學童。為了我們自身的健康著想，釜底抽薪釜底抽薪釜底抽薪釜底抽薪之計還是全面實施不帶書包回家。 

二、學習沒壓力學習沒壓力學習沒壓力學習沒壓力：許多的六年級學生爲了考私校或資優班，往往將各式參考書或講義塞進書包，背到學校練習。

如果再加上學校本身的課本、習作、學習單、評量卷，其重量可想而知。根據天下雜誌的報導，國中階段所學

習的知識，有 85%85%85%85%會在五年內更新或失效會在五年內更新或失效會在五年內更新或失效會在五年內更新或失效；日本的趨勢專家大前研一大前研一大前研一大前研一也指出：8~18 歲青少年所需的知識，可以

用一張光碟一張光碟一張光碟一張光碟就下載完畢。我認為我們在學校應該學習的，並非零碎或記憶型的知識，而是解決問題的智慧和能解決問題的智慧和能解決問題的智慧和能解決問題的智慧和能

力力力力，以及待人處世的道理待人處世的道理待人處世的道理待人處世的道理。與其為了分數斤斤計較，罹患「第二名焦慮症候群」，倒不如培養良好的人際關係，

以及臨機應變解決問題的能力，讓自己在一個快樂、溫馨的學習環境下打下良好的求學基礎，而不是把自己訓

練成考試機器。況且實施不帶書包回家，也可以讓教師活化活化活化活化自己的教學教學教學教學，不再認為出作業、出考卷是唯一檢視

學生有沒有讀書的依據。透過多元的評量方式，例如學習單、分組報告、演戲等，教師更可發掘學生的多元智多元智多元智多元智

能能能能，而不再以分數論英雄。 

三、親子好和諧親子好和諧親子好和諧親子好和諧：誠如我方一辯所說，目前有近六百萬六百萬六百萬六百萬的直升機父母直升機父母直升機父母直升機父母，把自己的夢想建築在孩子的痛苦上把自己的夢想建築在孩子的痛苦上把自己的夢想建築在孩子的痛苦上把自己的夢想建築在孩子的痛苦上。他

們愛孩子的方式是把他們送到安親班、才藝班、補習班，甚至還請家教一對一指導。他們害怕在世界扁平化之

後，孩子會輸在起跑點上。但是愛之勢足以害之，許多孩子被沉重的課業壓力與父母的期待壓得睡眠不足、精

神耗弱，還沒上起跑點就先進了加護病房。因此，我方極力反對把家庭變成學校的夜間部把家庭變成學校的夜間部把家庭變成學校的夜間部把家庭變成學校的夜間部。學生不帶書包放學

回家後，應該可以妥善規劃自己的休閒時間，從事閱讀、聽音樂、運動等對身心有益的活動。而父母下班回家

後，也應該抽空關心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只會問：「功課做了沒？」「考試考幾分？」 

基於以上三項比較，我方堅決贊同國中應全面實施不帶書包回家。 

正方結辯正方結辯正方結辯正方結辯：【：【：【：【統整性統整性統整性統整性】】】】 

主席，對方辯友：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絕對不是「書包」本身，而是書包裡面裝的東西，以及一連串包括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親子關係的議題親子關係的議題親子關係的議題親子關係的議題。根據國內外醫學博士、物理治療師的專業建議，書包的重量不宜超過體重的 12.5%12.5%12.5%12.5%，

也就是體重的八分之八分之八分之八分之ㄧㄧㄧㄧ。如果學生背著過重的書包上下學，對脊椎、肌肉、韌帶、關節及生長發育都有不良的

後果。在教室內，書包更是一顆不定時炸彈不定時炸彈不定時炸彈不定時炸彈，隨時會引發絆倒、椅子翻覆造成學生臀部著地、尾椎受傷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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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了減輕學童書包的重量，不但補助各校經費，從事班級置物櫃、學生置物箱的規劃，也要求教師上課正

常化，不隨意調動課程。部分台北市國中小及美僑、日僑學校甚至已經開始實施電子書包，讓學生擺脫沉重書

包的夢魘。在法國濱海阿爾卑斯省，一萬三千名學生都收到儲存課文的 512MB 快閃記憶卡（flash card），減輕

學習包袱。立足台中，放眼國際，不帶書包回家早已是歐美先進國家實施多年的政策，我們豈可漠視這股教育

趨勢而故步自封、裹足不前呢？ 

政府一再強調：「九年一貫教育改革九年一貫教育改革九年一貫教育改革九年一貫教育改革，，，，要帶給孩子的是帶著走的能力要帶給孩子的是帶著走的能力要帶給孩子的是帶著走的能力要帶給孩子的是帶著走的能力，，，，而不是背不動的書包而不是背不動的書包而不是背不動的書包而不是背不動的書包。。。。」在教科書一綱

多本、教師擁有自主編審教科書的權力後，習作或紙筆評量就不應該再是老師評斷學生學習能力的唯二指標。

我認為不帶書包回家這項政策推動之後，所謂的「回家功課」應該會產生質變與量變質變與量變質變與量變質變與量變，也就是作業的量變少了，

但是品質卻相對提升。因為不帶書包回家不帶書包回家不帶書包回家不帶書包回家，，，，並不代表沒有並不代表沒有並不代表沒有並不代表沒有「「「「功課功課功課功課」」」」，，，，而是要考驗你自己規劃學習方向與時間的而是要考驗你自己規劃學習方向與時間的而是要考驗你自己規劃學習方向與時間的而是要考驗你自己規劃學習方向與時間的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教師也要認清：並不是出一大堆作業、考一大堆評量、訓練一大批考試機器就是好老師。家長們也不要

給孩子太多負擔、太大壓力，畢竟「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是比「記憶力、考試力」來得重要得多，也是未來終

身學習的基礎。 

我的老師常提醒我：「沒有妳該做的事沒有妳該做的事沒有妳該做的事沒有妳該做的事，，，，只有妳想做的事只有妳想做的事只有妳想做的事只有妳想做的事。。。。」人類因夢想而偉大人類因夢想而偉大人類因夢想而偉大人類因夢想而偉大。。。。愛因斯坦曾說愛因斯坦曾說愛因斯坦曾說愛因斯坦曾說：「：「：「：「想像就是想像就是想像就是想像就是

一切一切一切一切，，，，它就是生命的預覽它就是生命的預覽它就是生命的預覽它就是生命的預覽。」。」。」。」不帶書包回家不帶書包回家不帶書包回家不帶書包回家，，，，是以積極前瞻的規劃取代漫無邊際的幻想是以積極前瞻的規劃取代漫無邊際的幻想是以積極前瞻的規劃取代漫無邊際的幻想是以積極前瞻的規劃取代漫無邊際的幻想，，，，以機會代替限制以機會代替限制以機會代替限制以機會代替限制，，，，以以以以

信念代替恐懼信念代替恐懼信念代替恐懼信念代替恐懼，，，，以希望代替擔憂以希望代替擔憂以希望代替擔憂以希望代替擔憂，，，，以自我表達代替體制枷鎖以自我表達代替體制枷鎖以自我表達代替體制枷鎖以自我表達代替體制枷鎖，，，，以感恩代替埋怨以感恩代替埋怨以感恩代替埋怨以感恩代替埋怨。。。。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讓任何世俗的框架與負面讓任何世俗的框架與負面讓任何世俗的框架與負面讓任何世俗的框架與負面

思考遮蔽了無限可能的視野與發展空間思考遮蔽了無限可能的視野與發展空間思考遮蔽了無限可能的視野與發展空間思考遮蔽了無限可能的視野與發展空間，，，，讓人類所擁有最偉大的創意自由飛翔讓人類所擁有最偉大的創意自由飛翔讓人類所擁有最偉大的創意自由飛翔讓人類所擁有最偉大的創意自由飛翔！！！！許我們一個無限可能的未來許我們一個無限可能的未來許我們一個無限可能的未來許我們一個無限可能的未來，，，，

就從全面實施不帶書包回家開始做起就從全面實施不帶書包回家開始做起就從全面實施不帶書包回家開始做起就從全面實施不帶書包回家開始做起！！！！ 

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國際學生評量計畫）係 OECD 於 2000 年針對 32 個國家（28

個 OECD 國家及 4 個非 OECD 國家）抽選 265,000 多位十五歲青少年，以紙筆測驗衡量他們的「閱讀（reading l

iteracy）」、「數學（mathematical literacy）」與「科學能力（scientific literacy）」，被譽為「教育界的世界盃」。

在 2003 年，評量項目還加入「解決問題的能力（problem-solving skills）」。其中，芬蘭在閱讀、科學能力上都

是榜首，而數學及解決問題能力上都名列第三。亞洲國家中則以韓國、香港表現較傑出。 

質詢稿設計質詢稿設計質詢稿設計質詢稿設計 

【【【【反一反一反一反一：：：：正當性正當性正當性正當性】】】】 

� 對方辯友，午安！以下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您，可以嗎？謝謝！ 

� 您知道根據國內外專家的建議，最適當的書包重量應該佔體重的多少比例呢？【12.5%，或 1/8】 

� 請問您的重量大約多少公斤？【可請對方當場站在磅秤上秤重】 

� 再請問，如果是一位體重 50 公斤的七年級國中生，他的書包重量不應不應不應不應超過幾公斤呢？【5 公斤】 

� 底下我想請對方辯友配合我做個小實驗，您願意嗎？ 

� 這是對方辯友星期二的課表，現在我把當天上課的教科書及文具通通放在書包內秤重，請對方辯友告訴我

磅秤上所顯示的數字好嗎？ 

� 請問對方辯友，您背的書包是否過重？ 

� 請問對方辯友，過重的書包是否會造成身體上的傷害？請回答是或不是。 

� 請問對方辯友，您知道教育部從 94 學年度起，就開始推動「學習減壓學習減壓學習減壓學習減壓、、、、書包減重書包減重書包減重書包減重」活動嗎？ 

� 請問貴校是否曾經實施書包重量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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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您知道書包過重率大概是多少嗎？ 

� 如果不是書包太過沉重，您覺得政府還會持續推動這項政策嗎？ 

� 對方辯友，不帶書包回家是不是一項好的教育政策？ 

� 您贊成不帶書包回家嗎？ 

� 對方辯友，根據我方的定義，手提袋屬於書包嗎？ 

� 是不是可以將聯絡簿、作業直接放在手提袋就可以了？ 

� 對方辯友，您所認識的同學中，有沒有人把參考書帶到學校？ 

� 手機、遊戲王卡、撲克牌、Hello Kitty 卡套、漫畫書、CD、I-pod… 

� 請問以上這些東西是屬於教科書或文具嗎？ 

� 請問對方辯友，您放學後是直接回家還是去上安親班或才藝班？ 

� 您去上安親班時，是否將書包也揹過去？ 

� 請問對方辯友，書包裡塞滿學校及安親班的所有教材，是不是很重？ 

� 請問對方辯友，您通常會把藝能科教科書（藝術與人文、综合活動、電腦、健康與體育等）放在學校還是

背回家？ 

質詢稿設計質詢稿設計質詢稿設計質詢稿設計    

【【【【反二反二反二反二：：：：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 

� 請問貴校是不是有家長或外傭幫學生背書包的情形？ 

� 您覺得讓父母幫孩子揹或提書包，是一種好的方式嗎？是孝順的表現嗎？ 

� 請問對方辯友，您今天有帶您的書包到現場嗎？ 

� 請問您多久換一次書包？ 

� 請問您的書包是哪一種材質？容易清洗嗎？縫線夠堅固嗎？護脊板符合減量需求嗎？ 

� 請問進教室後，您把書包放在哪裡？ 

� 如果將書包放在走道上，是不是會造成出入的不便，並增加絆倒的危險？ 

� 如果您把書包掛在椅背上，會不會增加椅子向後倒的風險？【當場示範】 

� 請問放學時，托拉式書包經過走廊或穿堂，會不會造成很大的噪音？ 

� 請問您的教室內有沒有置物櫃？課桌有沒有抽屜？您會放什麼東西在裡面？  

� 請問對方辯友，國中校園是不是一個安全的環境？ 

� 請問對方辯友，您曾經在學校或教室內遺失物品嗎？原因為何？ 

� 請問對方辯友，您覺得家庭失竊率高，還是校園失竊率高？ 

� 請問對方辯友，您聽過的遺失物大概是什麼？【貴重物品，通常不包括學用品及教科書】 

� 對方辯友，您聽過電子書包嗎？電子白板？ 

� 對方辯友，您知道電子書包與電子白板，都是歐美國家取代傳統書包的方式嗎？如果有機會，您願意嘗試

這種不帶書包回家的措施嗎？ 

� 您知道台灣已經有學校開始實施電子書包嗎？【台北市成淵國中、大理國中、美（日）僑學校、台中馬里

遜學校、大坑美國學校】 

� 您知道政府想通過國防部 6108 億的軍購案嗎？ 

� 您暫不贊成政府編列預算，進行電子書包或電子白板的教育規劃？ 



  

 33 

質詢稿設計質詢稿設計質詢稿設計質詢稿設計 

【【【【反三反三反三反三：：：：優缺點優缺點優缺點優缺點】】】】 

� 不帶書包回家，脊椎側彎、韌帶拉傷等健康困擾的機率會不會會不會會不會會不會降低？ 

� 不帶書包回家，長輩（包括祖父母、父母、外傭）幫妳背書包的機率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會降低？ 

� 不帶書包回家，真的會真的會真的會真的會給您帶來困擾嗎？ 

� 課本真的要真的要真的要真的要帶回家，您就會溫習功課嗎？ 

� 您的家長只能只能只能只能透過聯絡簿跟老師溝通嗎？ 

� 聯絡簿與作業一定要放在書包裡背回家嗎？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放在隨身手提袋呢？ 

� 您平均一天大約花多少時間在家裡在家裡在家裡在家裡溫習或預習功課？ 

� 您贊成把家裡也變成學校的夜間部學校的夜間部學校的夜間部學校的夜間部嗎？  

� 您覺得讀書時間的長短重要，還是學習的效率重要？ 

� 您認為把書讀好，考試考高分，以後的成就就比較高嗎？ 

� 您覺得王永慶、郭台銘、王建民、林義傑都是很會唸書的人嗎？他們的成就高不高呢？ 

� 如果不帶書包回家，可以讓功課量變少，並讓您有更充裕的時間做您想做的事，您願意配合這項改變嗎？ 

� 不帶書包回家，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一種教育趨勢？ 

� 您知道大多數的歐美小學生都不帶書包上下學嗎？ 

� 您知道 PISA（國際學生評量計畫）中，芬蘭在閱讀、科學能力上都是榜首，而數學及解決問題能力上都名

列第三嗎？ 

� 帶書包回家與閱讀、科學能力、數學及解決問題能力是否是否是否是否相關？ 

� 請問對方辯友，您在家時常與親人互動嗎？如何互動呢？  

� 如果在家裡的時間能少做一些功課，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可以增加與親人相處的時間呢？ 

� 您的父母是不是「直升機父母」的一份子？ 

� 您覺得目前的學習方式會讓你感到快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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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題攻防辯題攻防辯題攻防辯題攻防點點點點分析表格分析表格分析表格分析表格    

  好               處 壞               處 

帶書包  複習功課 

預習功課 

能準備上課用具 

提升學習風氣 

脊椎側彎、韌帶拉傷、關節受損 

影響骨骼、肌肉發育 

家長或外傭代揹 

學生沒有整理書包的習慣 

拖拉式書包製造噪音 

放在走道造成行動不便、絆倒 

放在椅背造成椅子向後傾倒 

書包材質不佳 

不帶書包 健康有保障 

學習減壓、快樂學習 

和諧的親子關係 

人格教育 

創造力、表達能力、組織力、 

合作 

沒有課本預習、溫習 

競爭力下降 

不會運用時間 

光看電視、打電腦 

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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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賽心得回饋 

�本次辯論賽我對小組有何貢獻?(例如查資料、上台辯論、美編等) 

                                                                                  

                                                                                                                

                                                                                 

                                                                                  

    

�本次辯論賽中我覺得哪位同學表現最好，為什麼? 

                                                                                  

                                                                                  

                                                                                  

                                                                                  

                                                                                  

 

�請說說你對本次辯論賽的想法或具體意見/建議。 

                                                                                  

                                                                                  

                                                                                  

                                                                                  

                                                                                  

                                                                                  

 

�請寫下你對樂生療養院事件的想法。(可從設立歷史觀、建築觀、捷運、人權多方思考) 

                                                                                  

                                                                                  

                                                                                  

                                                                                  

                                                                                  

                                                                                  

美化學習單可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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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生療養院之隨行記錄 

�參觀後我對樂生療養院的保留或拆遷是否改變，為什麼? 

                                                                                  

                                                                                  

                                                                                  

                                                                                  

                                                                                  

                                                                                  

�參觀後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寫下你想對樂生療養院的院民加油打氣的話(50 字以上)。 

                                                                                  

                                                                                  

                                                                                  

                                                                                  

                                                                                  

                                                                                  

�如果有類似樂生療養院的事件發生，你該如何幫助自己呢(請遵守法律、人權精神)。 

                                                                                  

                                                                                  

                                                                                  

                                                                                  

                                                                                  

美化學習單可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