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屆中小學人權教案徵選設計比賽教案格式
組別：□國小組
課程名稱

□國中組

□高中組

我可以說話嗎？

人權主題（地點） 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適用年級

國中九年級

教學時數

三節課+半天參訪
啟蒙主義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曾說：
「我不認同你的說法，但我
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世界人權宣言第 19 條：「人人有權享有主
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
透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以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中華民國憲法第 11 條也提到：「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
由」。由此可見，言論自由似乎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基本人權，但我們
似乎都忘了這基本人權也是從古至今，許多先人努力爭取而來的。
每當臺灣社會發生重大事件時，在媒體未審先判的推波助瀾以及
網路鄉民缺乏理性思辨的前提下，許多臺灣民眾總認為言論自由就是

設計理念

「只要我想說，有什麼不可以！」。如此的社會氛圍，易使國中公民
課程所探討的「理性溝通」
、
「尊重同理」等原則，束之高閣，而忽略
了亂說話對他人所造成的傷害。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曾說
過：「在不傷害到社會上其他人的前提下，每個人都有權利表達、出
版他們認為是事實的思想」，但現在的臺灣，我們似乎都忘了「在不
傷害到社會上其他人的前提」而隨意妄為。
基於上述背景，本教案的設計以「我可以說話嗎？」為名，國中
三年級學生為教學主體，學生大多對於臺灣歷史的發展與基本人權有
基本的認識，因此在教學上不以傳遞認知知識為目的，而是結合十二
年國教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透過分組合作學習、不義遺址探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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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鬥士座談會、寫信馬拉松等公民行動取向的教學模式、多元化的評
量設計，讓學生逐漸了解並聚焦「言論自由」的核心素養。

我可以說話嗎？

與神同行
(體驗與省思)

與人同行
(參訪)

與心同行
(實踐)

本教學設計融合了體驗、省思、參訪、實踐等四大要素。先藉由
「與神同行(體驗與省思)」課程，由北韓人權議題出發，藉由北韓的
言論與思想控制，反思言論自由的本質，進而了解言論自由的目的是
促進知識的流通，讓社會可以進步，但我們也期望學生可以理解言論
自由並不代表可以亂說話，我們還是要有尊重他人的態度，才能使社
會更加地和諧；再透過「與人同行(參訪)」課程，教師帶領學生前往
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參訪，並安排學生們與人權鬥士-陳新吉前輩交
流，學生更可以體會當時的時代氛圍與政治難者所遭遇的苦痛，進而
理解我們所享有的人權，也是許多前輩們的努力而得來的，更應維護
臺灣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而最後「與心同行(實踐)」課程，則是與
國際特赦組織的「寫信馬拉松活動」結合，學生們用心的寫一封明信
片，去幫助受到國家機器所控制的人民，培養學生公民參與的行動
力，體會自己的力量雖然渺小，但只要眾人合作，我們的力量還是可
以捍衛國家社會的不公義，讓這個世界更加地美好。
期望學生能將本教案所觸發的核心素養〈尊重、同理、關懷、行
動等〉，在具體在生活中實踐，以形塑現代好公民的品格，達成人權
教育的目的。
教學目標

1. 了解言論自由的核心概念，明白言論自由是現代公民的基本人
權。(產生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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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遇到社會重大事件時，能理性思考，培養同理他人、尊重他人，
避免濫用言論自由而侵害他人。(產生問題意識/自主學習/共好)
3. 藉由不義遺址的參訪與人權鬥士的座談，理解臺灣人權的歷史發
展，持續深化人權的價值。(自主學習/溝通互動/共好)
4. 透過寫信馬拉松活動，願意在日後生活中時時保有尊重他人、尊
重人權的人生態度，並能為了公平正義而行動。(自主學習/共好)
5. 參與課程討論，分享自我經驗，展現團隊合作的精神完成小組發
表等活動。(自主學習/溝通互動/共好)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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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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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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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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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指標/
學習重點及素養

社會 6-4-6 探討民主政府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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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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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 1-4-3 瞭解法律、制度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人權 2-4-4 瞭解世界人權宣言對人權的維護與保障。
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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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 2-4-6 運用資訊網絡瞭解人權相關組織與活動。
人權 2-4-7 探討人權議題對個人、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參訪地點

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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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教學資源

教學策略

單元一：與神同行 1.「與神同行」PPT

1.活動體驗

(兩節課)

2.文本閱讀

2.「與神同行」學習單

3.分組合作學習
教學資源與策略

單元二：與人同行 1.「與人同行」PPT

1.不義遺址參訪

(半天參訪)

2.人權鬥士座談會

2.「與人同行」學習單

單元三：與心同行 1.「與心同行」PPT
(一節課)

學生先備知識

1.分組合作學習

2.「寫信馬拉松」明信片 2.公民行動方案

1.已學過國一歷史「戰後臺灣政治變遷」單元：
對於「二二八事件」
、
「戒嚴」
、
「白色恐怖」
、「美麗島事件」
、
「解嚴」
等歷史發展已有基本概念。
2.已學過國二公民「政黨與利益團體」、「人民的權利與義務」單元：
對於「利益團體」、「基本人權」、「言論自由」等相關知識已有基本
概念。
3.已學過國二地理「東北亞」單元：
對於「共產體制」、「計畫經濟」等相關知識已有基本概念。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
資源

評量
方式

---單元一：【與神同行】--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進行「老師說」活動：
教學過程

1.學生依照小組座位依序就坐。

6分

2.教師講解遊戲規則。

教學

活動

簡報

評量

3.全班一同進行「老師說—基本版」活動。
4.全班一同進行「老師說—加強版」活動。
(二)教師以 ORID 法引導思考「老師說」活動：
1.(O)你有觀察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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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你的直覺反應是？

評量

3.(I)這個活動到底要表達什麼？
4.(D)面對不合理的要求，你會如何行動？
(三)教師小結：
同學們可思索，無論是在「老師說」或「領導
說」
，都會喪失人民的自我意志，變成唯命是從 2 分
的人民，大家覺得這會是一件好事嗎？
二、發展活動：【與神同行】
(一)主題一：你不知道的北韓？
1.教師詢問學生對於「威權」兩字的看法
2.教師詢問學生，印象中的「威權」國家有？ 30 分 教學

口語

3.教師提供來自北韓的明信片與郵票給同

評量

簡報

學們看，詢問同學們對於北韓的明信片或
郵票的看法？
4.教師提到北韓的照片、明信片或郵票，除
了宣揚國家強盛之外，似乎都呈現出領導
者十分親民愛民的現象，但這是真相嗎？
5.教師播放脫北者「李晛瑞於 2013 年在 TED
大會」的演講片段。

影片

6.教師發放「與神同行」學習單，藉由閱讀
《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文本，

學習單 高層次

請同學透過影片欣賞與文本閱讀，討論學

紙筆測

習單第 1 題~第 3 題。

驗

7.請各組發表第 1 題~第 3 題討論的結果。
8.教師播放「最終章：你不知道的北韓 （朝

口語

鮮）」，說明這一兩年來北韓逐步走入國際

評量

社會，對於外國人士進入北韓觀光也鬆綁
了不少。請各組討論學習單第 4 題，詢問
學生是否願意前往北韓觀光。
9.請各組發表學習單第 4 題討論的結果。
~下課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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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二：大聲說話，不行嗎？
1.教師講述，言論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36 分 教學
(1)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 19 條。

簡報

(2)《中華民國憲法》第 11 條。
2.教師提問，並引導學生思考與討論：
(1)無條件服從領袖，是好事嗎？
(2)《世界人權宣言》和《中華民國憲法》
都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為何許多國家

口語

是或是戒嚴時代的臺灣政府都要限制

評量

人民的言論自由呢？
3.教師播放「如果有一天 ，二加二等於五」
影片後，引導學生思考與討論：

影片

(1)言論不自由的後果是？

口語
評量

(2)言論自由的目的是？
4.教師講述，英國思想家「約漢˙彌爾」認
為言論可以觸發思考，而傳遞了知識，讓
我們的世界更加進步。
5.教師播放「國王的新衣—言論自由可以罵
人嗎？」影片後，引導學生思考與討論：

影片

言論自由可以罵人嗎？

口語
評量

6.教師播放影片「別幫別人貼標籤，也別幫
自己貼標籤」，讓同學討論影片的意義。

影片

8.教師小結：
教師告知同學，大家都是平等的，我們不
需要去幫別人貼標籤。這些標籤，有時反
而侵犯他人權利。
法律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最後一道防線，在
法律之前，我們應先懂得尊重自己也尊重
他人，當我們懂得尊重的人，不濫用言論
自由去欺壓別人，這個世界也會更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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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整活動
(一)教師結算小組競賽成績。
(二)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為何今日課程的主題 1 分
是「與神同行」？
(三)教師統整今日課程：

1分

北韓的人權問題，一直是國際間很重要的人權
議題。北韓的人民從小一出生就受到國家的操 5 分
控，而「金氏家族」就像神一樣罩在北韓人民
的日常生活中，對於北韓人民而言，金氏家族
就是他們的神，每天都要向神鞠躬，請求保佑。
政府一直告訴北韓民眾 他們是全世界最幸福
的國家，他們的領袖是全世界最好的領袖。北
韓政府藉由控制言論、控制思想、操控人民，
讓既得利益者可以設法取得最多的資源，貧苦
百姓卻只能生活在平行時空中，這就是沒有言
論自由的可怕。
但我們也需了解，臺灣人民雖然享有言論自
由，但並不代表我們可以隨意亂發言，我們也
應尊重他人、包容不同的意見，讓臺灣社會更
加地和諧。
(四)教師引導學生思考課後作業：
引導學生思考「與神同行」學習單的內容，並
要求學生回家完成剩下 2 題。

1分

學習單 高層次
紙筆測
驗

(五)教師預告下次課程：
下次的「與人同行」課程，我們要前往「景美 1 分
人權文化園區」參訪，並安排和政治受難者「陳
新吉」前輩交流座談，讓你們對於白色恐怖時
期的生活，有更深的體會與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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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與人同行】---

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事先準備活動：
1.先與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接洽，並請園區協
助聯繫安排陳新吉前輩。
2.向學校上簽呈，請行政單位協助保險。
3.發放家長同意書，讓家長理解課程活動的
目的與計畫。
4.事先製作學習單，讓學生可以更深入了解
園區的相關配置。
5.提醒學生當天應遵守的相關規定與基本
禮節，並提醒同學不要落單。
6.出發前需發放「與人同行」學習單，讓學
生對於參訪活動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與人同行」課程準備活動：

8分

1.教師進行「比手畫腳」活動：

教學

活動

簡報

評量

(1)學生依照小組安排依序排列。
(2)教師講解遊戲規則。
(3)全班一同進行「比手畫腳—基本版」。
(4)全班一同進行「比手畫腳—加強版」。

2.教師以 ORID 引導思考「比手畫腳」活動：
(1)(O)你有觀察到什麼？

8分

口語
評量

(2)(R)你的直覺反應是？
(3)(I)這個活動到底要表達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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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無法言語的你們，如何可以獲勝？
3.教師小結：

3分

我們今天很難得可以來到景美人權園區進行參
訪。透過剛剛的小活動，同學們可思索，當我
們失去了言語的權利，生活會變得多麼不便，
請好好珍惜大聲說話的權利吧！

二、發展活動：【與人同行】
(一)主題一：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參訪

1 小時 學習單

1.第一站：獬（ㄒㄧㄝˋ）豸（ㄓˋ）水池

導覽

2.第二站：仁愛樓看守所入口

簡介

3.第三站：接待室與醫務室
4.第四站：會面室與福利社
5.第五站：押房與放風區
6.第六站：外役餐廳
7.第七站：洗衣工廠
8.第八站：第一法庭
9.第九站：行政中心
(二)主題二：人權鬥士座談會—陳新吉前輩

1 小時

1.教師引導開場
2.陳新吉前輩述說生命故事
3.陳新吉前輩引吭高歌
4.學生們與前輩的交流座談
三、統整活動
1分

(一)教師結算小組競賽成績。
(二)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為何今日課程的主題
是「與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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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

(三)教師統整今日課程：
白色恐怖時期，許多臺灣民眾因為莫須有的罪
名而遭到政府逮捕、甚至被消失。在「動員戡
亂時期臨時條款」的保障下，政府可以嚴密的
監控社會，憲法所賦予人民的言論自由、人身
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全都遭到限縮。透過陳
新吉前輩的座談，讓我們更深刻瞭解，當時有

血有肉真正臺灣「人」的生活面貌，許多先「人」
們的努力，讓我們才可以享受現在自由民主的
空氣，我們更應理性溝通、尊重包容，好好守
護臺灣得來不易的民主。
(四)教師引導學生思考課後作業：

2分

學習單 高層次

引導學生思考「與人同行」學習單的內容，並

紙筆測

要求學生回家完成學習單。

驗
1分

(五)教師預告下次課程：
下次的「與心同行」課程，我們要參與「國際
特赦組織」年度最大人權活動―「寫信馬拉
松」
。透過「寫信馬拉松」活動，一同援助遭遇
政府不義對待平民百姓。

---單元三：【與心同行】--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事先準備活動：
1.先與國際特赦組織接洽，調查所需明信片
數量。
2.調查伸援個案，尋找與課程相關的案例，
讓課程可以更聚焦在言論自由。
3.徵詢學校與家長的同意，讓他們理解課程
活動的目的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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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合國際特赦組織的資料，修改簡報，讓
學生可以更深入了解個案的生命故事。
5.提醒學生活動當天可帶色鉛筆，讓明信片
更加多元與豐富。

5分

(二)「與人同行」課程準備活動：

教學
簡報

1.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如果政府不讓我說

口語
評量

話，怎麼辦？」
2.教師提到「國際特赦組織」就是全世界最
大的人權組織，並詢問學生還記得「國際
特赦組織在幹嘛嗎？」
影片

3.教師播放國際特赦組織的介紹影片，讓學
生們更深入了解國際特赦組織的工作。

二、發展活動：【與心同行】
6分

(一)主題一：寫信馬拉松介紹
1.教師詢問學生有聽過「寫信馬拉松」嗎？
2.教師播放「寫信馬拉松」影片，讓學生
理解「寫信馬拉松」活動的目的與操作。

教學
簡報
影片

3.教師以去年個案「史諾登」的故事為例，
告訴學生當知道有這麼多人在伸援自
己，這意義是如何的重大，可以讓個案
在面對國家政府不義的對待下，擁有繼
續堅持下去的勇氣。

30 分 教學
簡報
(二)主題二：馬哈定個案介紹與學生救援行動
1.教師介紹馬哈定的生命故事。
2.教師說明馬哈定目前所面臨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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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說明查德的人權現況。
明信片 高層次

4.教師告知學生我們可以為馬哈定做什麼。

紙筆測

5.教師發下明信片，引導學生書寫或繪製明

驗

信片。

1分

三、統整活動
(一)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為何今日課程的主題
是「與心同行」？

2分

(二)教師統整今日課程：
一個人的力量或許很有限，但是一群人的力量
卻是非常的強大。寫信馬拉松是全世界最大的
人權救援行動，想想當政府收到了幾十萬張明
信片，這對政府會造成多大的壓力；而當個案
收到了幾十萬張的明信片，他們知道他們並不
孤單，這又會給個案們帶來多大的希望。
當然，
「寫信馬拉松」並無法成功救援出所有的
個案，許多成功被釋放的個案，是否是因我們
的明信片而救援成功，我們也無法得知。但只
有當我們願意用「心」實際參與社會活動、參
與國際運動，我們的世界才會更加地美好，所
以「Just Do It！」。

1分

明信片 高層次

(三)教師交代學生盡快完成明信片：

紙筆測

引導學生書寫或繪製明信片，並要求學生盡快

驗

完成。

內容
標準
教學評量

A

內容標準

單元評分標準

在面對不公義的情況 當 覺 察 社 會 上 不 公 義 的 情 況
時，能發揮行動力， 時，願意將尊重、關懷、同理、
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行 動 等 具 體 行 為 實 踐 於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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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能引導同儕討論與分享
自身相關經驗。
B
表
現
標

C

能理解人權的歷史發 能理解我們所享有的自由是經
展，持續深化人權的 由許多前輩努力爭取而來的，
價值。
要盡力守護得來不易的人權價
值，並能主動與同儕討論分享
自身相關經驗。
能理解言論自由須以 學生能理解言論自由與尊重他
不侵害他人權益為前 人的相關性，並能主動與同儕
提。

準

D

E

討論與分享自身相關經驗。

能了解言論自由是人 能捍衛人民的言論自由，能參
民的基本權利。

與課程，並在同儕協助下完成
小隊討論。

未達 D 級

未達 D 級

1. 歐威爾（2010）‧動物農莊‧臺北市：麥田。
2. 朴研美（2016）‧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臺北市：大塊。
3. TED 演講（2017 年 8 月 1 日）。朝鮮脫北者李晛瑞在 TED 上的演
講【部落格影音資料】。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nHw1PvsKcY
4. 融融歷險記（2018 年 5 月 30 日）。最終章：你不知道的北韓【部
參考資源
落格影音資料】
。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OLe_PtlHiE
（補充教材、引用
資料來源、小提 5. BIGCHINASKY（2017 年 6 月 3 日）如果有一天，二加二等於五【部
醒……）
落格影音資料】
。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hjZhWt_Zfw
6. Taiwan Bar（2017 年 10 月 5 日）言論自由可以罵人嗎？【部落格
影音資料】。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55cNVRE9Ek
7. 廣告裁判（2017 年 12 月 4 日）。別幫別人貼標籤，也別幫自己貼
標籤【部落格影音資料】。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NgJxr7LP4&list=PL4hSySTYMW
ZmQDxdXfE5SGj2ed17NI3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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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景美人權（2017 年 2 月 14 日）陳新吉 生命記憶歌曲傳唱【部落
格影音資料】。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1vRzVRYrSc
9. 企業影音（2017 年 12 月 1 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部落格影
音資料】。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ncqDEwkrk&list=PLnbStjFaYQxX
UjNWCfObS4I-dRWea-Y7n
10.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2017 年 12 月 1 日）
【寫信馬拉松】全
世界最大的年度人權行動【部落格影音資料】。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fy-0jBlZEE
11.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2017 年 12 月 1 日）
【2017 寫信馬拉松】
來自台灣的信件送到史諾登手上了！你的文字充滿力量【部落格
影音資料】。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C334Hfi59o
傳統社會科的教學，在國一歷史課會講授「戰後臺灣政治變遷」；
國二公民課則會教授「政黨與利益團體」
、
「人民的權利與義務」等單
元；國二地理課在「東北亞」單元，則會提到關於「北韓」的相關知
識。但在國中階段社會領域的教學僅僅三節課，而這三節課又分為歷
史、地理與公民，在課程進度與考試壓力下，教師的授課僅能著重在
認知面的教學，對於情意面和能力面的提升，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
學生也多半認為社會科就是「背多分」，造就許多考試高分，但卻又
教學省思

冷漠不關心社會的學生。
「我可以說話嗎？」課程設計是以國中三年級學生為學習對象，
奠基在國一、二所學的架構下，逐漸加深加廣去探究社會的真實脈絡
與培養理性思考的能力。因此在課程設計上不以傳遞歷史或公民等知
識為核心，反而側重在培養學生核心素養―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
會參與等面向。
教學設計以北韓人權議題為出發，透過文本閱讀、影片欣賞，讓
學生藉由探討北韓的人權議題，去思辯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尊重他
人；接著再反思過往的臺灣，政府也是如此的控制人民，並透過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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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座談，讓學生體會戒嚴時代臺灣的苦難，更加珍惜臺灣得來不易的
民主自由；最後則是透過寫信馬拉松活動，期望學生能實際行動去捍
衛人權的普世價值，讓我們生活的世界更加美好。
由於言論自由議題與學生日常生活十分貼近，因此在課堂的實踐
中，學生幾乎是全神貫注的融入課程討論，並樂於把自己的經驗分享
出來，學生的熱情分享，其實超乎老師在課程安排前的預期。透過分
組合作學習，有助於學生之間的想法的溝通交流，這樣的互動討論有
時比起教師用傳統制式的教法，更可以培養學生同理心與社會關懷。
教師在課後批閱學習單，也發現學生經由討論與思考後的答案，往往
令人驚艷，突然覺得原來孩子們長大了。
透過這一系列的課程設計，不只是學生，教師教導方式及教學態
度，也更加與時俱進。面對多元未來，新課綱的挑戰，唯有教師們更
用心塑造多元創新的課程，引導學生自發性學習、探索，教師則扮演
指引的角色，才能鼓勵學生養成共同合作、學習的精神。
單元一―「與神同行」課程實施時，兩節課連排的教學仍是十分
的緊湊，小組討論與發表的時間會被壓縮，教師在小組討論與口頭分
享時，要更適時給予提問及引導，讓學生回答及討論更有效率以及切
合主題。建議或許可將「與神同行」課程中的「你不知道的北韓」與
「大聲說話，可以嗎？｣兩大主軸在加以修正，變成三節課的課程，
相信同學們的思考會更加深入。但在國中現場的教學下，要多生出一
節課，真的很難。
教學建議

單元二―「與人同行」課程，假若教師真的無法帶領學生前往景
美人權文化園區進行參訪，有提供教學簡報與相關影片可進行教學，
但教學效果真的會大打折扣，因此還是建議教師們能盡量帶領學生前
往參訪，只是要特別留意事前的接洽、學生保險和交通方式。
單元三―「與心同行」課程，建議教師在操作「寫信馬拉松」活
動時，要先對個案先深入了解，挑選符合適合的個案。國際特赦組織
每天會挑選 13 個伸援案例，但有些個案議題並非國中生可以輕易理

105 臺灣臺北市民權東路三段 106 巷 3 弄 11 號 3 樓
Tel: 02-25468766 Fax: 02-27160758
聯絡我們：services@nylon.org.tw

網站 Website：http://www.nylon.org.tw/
臉書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nylon407

15

解，明信片的書寫則易流於形式，失去了此活動的意義與價值。
十二年國教（108 課綱）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是希望可以培養學
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等能力，而我們
這一系列的「我可以說話嗎？」課程，除了探討「言論自由」議題外，
也希望學生可以擁有上述的能力。
當然，這不是幾堂課可以達成的教學目的，因此建議老師們在平
常的教學上就可以多運用案例教學，並融入社會最近的時事議題，鼓
勵學生多多闡述自我的想法，並適時的引導，以培養學生相關的素養
能力。

（敬請自行增加篇幅，總頁數請於 10 頁以內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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