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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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組  □高中組 

課程名稱 跨“樂”之戰 ~ Voice for Rights（音樂） 

人權主題（地點） 戰爭、和平、人權 

適用年級 七年級 

教學時數 

教案 1. 藝文領域-音樂，共 5 節 (225 分鐘) 

教案 2. 語文領域-英語，共 3 節 (135 分鐘) 

教案 3. 藝文領域-表演藝術，共 4 節 (180 分鐘) 

教案 4. 校外教學，共４節 (180 分鐘) 

設計理念 

 

 

 

 

 

 

 

 

 

 

 

 

 

 

 

 

透過跨領域（藝文領域的音樂和表演藝術）以及語文領域（英語文）的結合，讓學生認

識戰爭背景、音樂療育及難民議題；並透過反戰英語歌曲，提升學生人權概念與意識；

再經由體驗學習（參訪國家人權博物館）認識台灣白色恐怖並聆聽受害者親身分享；最

後，學生付出行動: 演出繪本（《牆》The Wall），並寫卡片給戰爭中的難民孩童，給予

精神上支持與鼓勵。 

教學目標 

 整體教學目標：期許一連串跨領域的課程，從認知基本知識、培養國際觀及正確的

人權觀念，到具備足夠的技能，能自主思考判斷學習相關知識，到最終學生能具備

行動能力感同身受，並願意付出與關懷。 

 音樂科課程教學目標： 

跨
"樂

"之
戰

音樂

戰爭與和平
過去(越戰)

現在(敘利亞)

音樂與時代

台灣民謠與搖滾

西方民謠與搖滾

異文化結合

音樂與醫治 音樂治療

英語

反戰歌曲 跨時代議題

人權宣言
難民的世界

寫信展支持

表演藝術 演出同理心
繪本說故事

繪本動起來

體驗學習 國家人權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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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識民謠的風格與其反應時代的特殊意義。 

2. 能對戰爭保持中立理性，同理難民的感受，並能進一步有實質改變自己的行動，從珍

惜所有做起，漸能擴展為對弱勢相關議題的關注與實際援助。 

3. 能對異文化保持開放心胸，以及感受音樂具有超越地域與語言的力量。 

4. 能同理《戰爭的主人》與《約翰．布朗》傳達的心境，進一步能省視自己面對政治語

言的態度。 

5. 能對音樂治療作為一種治療方式持正面開放態度，並感受音樂能治癒與寬慰人心的力

量。 

6. 能跳脫搖滾樂與世代衝突間的因果循環，思索衝突的意義，並能建構自己衝突解決的

方式。 

7. 能思考音樂風格的產生的應然與偶然，以及傳播媒介的推波助瀾關係。 

8. 能試著從不同身分背景的多元觀點，來思考同一重大事件，採事件都有具有多元面向

的心態觀察與評價之。 

9. 能從 1960 年代各種社會運動，反思台灣近年的社會運動，連結其中的關聯與相似，

並重新省視自己看待社會運動的心態。 

10. 感受音樂超越時代的影響力，並對這種能被正反操縱的力量保持開放與警戒的心態。 

11. 能形塑自己理想主義的想像，並也能培養自己具有付出實現的行動能力。 

12. 能感受鮑伯．狄倫《隨風而逝》的意涵，並將這樣的同理付諸於現實生活中實踐，小

至避免歧視言語，擴大至對弱勢的持續關懷。 

13. 能透過理性分析音樂內容，感受音樂結構給予聽覺上的應然感受。 

14. 能重視理解能力的增進，更能欣賞歌詞文本傳遞意境的重要。 

15. 透過實際演奏體驗音樂演奏與合奏的音聲之美，並培養與人合奏需要的傾聽習慣。 

能力指標/ 

學習重點及素養 

2-IV-1 能使用適當的音樂語彙，賞析各類音樂作品，體會藝術文化之美。 

2-IV-2 能透過討論，以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社會文化的關聯及其意義，表達多元觀點。 

3-IV-1 能透過多元音樂活動，探索音樂及其他藝術之共通性，關懷在地及全球藝術文化。 

E-IV-2 樂器的演奏技巧，以及不同的演奏形式。 

A-IV-1 器樂曲與聲樂曲，如：傳統戲曲、音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樂等多元風格之樂

曲。各種音樂展演形式，以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P-IV-2 在地人文關懷與全球藝術文化相關議題。 

藝-J-B3 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藝-J-C1 探討藝術活動中社會議題的意義。 

人 B3 能欣賞、理解與人權相關之藝術、音樂、戲劇等創作，並能透過藝術或

人文作品表達人性尊嚴之價值。 

人 J24 了解人權的起源與歷史發展對人權維護的意義。 

人 J27 理解戰爭、和平對人類生活的影響。 

預計參訪地點 

 
國家人權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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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與策略 

教學資源 

台灣心音樂情（康軒七下）、音樂與醫治（翰林七下）、流行脈動（翰林九上）、台灣音

樂之旅（康軒九下）、世界音樂地圖（康軒九下）。 

教學策略 

批判性思考提問、合作學習、遊戲學習 

教學過程 

第一節課 

一、 引導動機：（詳見附件 1-圖 1） 

（一）《一隻鳥兒哮啾啾》:以諸羅地區民謠與抗日運動之間連結，帶入戰爭之下的常民

心聲。 

（二）民謠的內涵與意義：藉由上述歌曲，引導學生思考民謠的形成，口傳心授的傳播

方式，以及形成過程與成果反映的社會生活樣貌與其中傳遞情感的功能，並常為往後創

作者的取材來源。 

二、 發展活動： 

（一）「保衛家園遊戲」：三人一組，兩人雙手撐起家，一人扮演家人站在兩人中間，當

老師說：「空襲來了」，兩人一組的家拆開，找新對象搭起新的家，當老師說：「軍隊來

了」，家人要離開原來的家，去找新的家住，沒有時間內完成任務者，就離開活動，隨著

指令加快，漸次減少活動人數。藉著遊戲，讓他們感受戰爭下建立安定生活的困難，與

流離和焦慮的感受。 

（二）「你對戰爭的印象？」：在活動結束後，讓學生先寫下對戰爭的聯想。（詳見附件

1-圖 2-1、2-2） 

（三）敘利亞難民孩童新聞：戰爭不僅出現在歷史課本，更在真實生活，以兩張難民孩

童的新聞照片，帶出一場仍未終結的戰爭。 

（四）敘利亞內戰：介紹內戰的初始與各種勢力插旗而始終未解之因。 

（五）逃走或留下：敘利亞人民的兩難抉擇，以兩則難民新聞與紀錄片《逃亡千里錄》

帶出逃亡的艱難旅程；以《阿勒波最後的男人》說明留下來的人如何自立求生。 

（六）阿勒波的前生今世：從一系列阿勒波 before 和 after 的戰前戰後照片，透過視覺

讓學生直接感知戰爭的破壞。 

（七）「如何能使戰爭停止？」：看完一系列敘利亞內戰，引導思考如何能使這樣的慘

烈悲劇停止。（詳見附件 1-圖 3-1、3-2） 

（八）馬友友與絲路合奏團：以 2017《馬友友與絲路音樂會》紀錄片，介紹馬友友透過

與全球不同文化與語言的音樂家合作，找尋生命與音樂的意義。播放絲路合奏團演奏的

《念故鄉》，為斑鳩琴、大提琴、笙、豎笛合奏的樂曲等。合奏團中的一位演奏家來自敘

利亞，加入合奏團時正值敘利亞內戰期間，對自己從事的演奏職業有了質疑，思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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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到底有什麼用，能夠阻擋子彈嗎？填飽挨餓的人們？」問題。 

三、 綜合活動 

（一）針對上述敘利亞籍演奏家提出的疑問，引導學生思考自己解答，也回頭反思先前

寫下的問題解答。（詳見附件 1-圖４-1、4-2、4-3） 

（二）延伸學習：發下兩篇閱讀文章與學習單，一為《敘利亞難民孩童的夜晚》（詳見附

件 2），一為《敘利亞公民運動─7 萬人在廢墟裡蓋起「夢想之城」》（詳見附件 3），

呼應課程內容中戰爭下人民兩種不同的選擇與面臨的考驗，於課後完成，第二堂課時討

論與分享。 

第二節課 

一、 引導動機 

（一）閱讀學習單的檢討與討論：透過上堂課兩篇課後閱讀，引導同學分享自己的答案

與畫作，由老師做補充與總結。 

二、 發展活動 

（一）音樂，這樣抵抗戰爭： 

1. 鮑伯．狄倫(Bob dylan)的《戰爭的主人》：讓學生先以色彩表達直觀的聽覺感受。接

著引導學生思考歌曲傳遞的訊息，理解歌詞中對戰爭機器的批判，以及政商勾結等如何

利用年輕士兵賺取權力與金錢。（詳見附件 1 圖 5-1） 

2. 鮑伯．狄倫的《約翰．布朗》：歌詞中同時有三個角色（敘事者、媽媽、大兵）的歌

曲，引導學生比較不同世代間的價值差異。包括上戰場後大兵自我反思戰爭殘酷與無意

義，引導學生同理歌詞中「我最恐懼的是當敵人近身，看到他長的與我一樣」欲傳遞的

訊息。（詳見附件 1 圖 5-2） 

3. 從以上兩首鮑伯．狄倫歌曲，認識民謠音樂中歌詞與旋律與旋律的特性：具有「詩節

式」(strophic form)曲式的歌曲，搭配線性敘事故事的歌詞內容，使聽者在熟悉的旋律

中，可清楚聽見故事性的前進。 

（二）從電影《最後的嬉皮》看 1960 年代社會與音樂關係 

1. 從以上兩首鮑伯．狄倫歌曲創作年代，導出越戰的背景。 

2. 簡介《最後的嬉皮》：為因對越戰持相反價值觀而導致父子決裂，兒子離家 20 年後，

因腦腫瘤喪失記憶而意外與父母重逢，父親透過音樂治療，幫助兒子找回生活基本能力，

也因為整個過程彌補父子間親情的裂痕。 

3. 認識「音樂治療」透過電影片段，認識音樂治療的原理與過程。 

4. 搖滾樂與時代：主角為 1960 年代熱愛搖滾樂的青少年，因為搖滾樂等因素與父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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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引導學生思考搖滾樂與學運青年間、戰後嬰兒期兩世代間的關係。 

5. 衝突與解決：透過電影片段，看見父子衝突的產生，及唯有透過願意理解彼此的心，

才能放下成見。引導學生反思自己與家人間的互動，陪養跨世代的同理心。（詳見附件 1

圖 6-1、6-2） 

三、 綜合活動 

（一）生命中的那首歌：音樂能連結起一段記憶，引導學生思考自己生命中的那首歌，

以及音樂與自我生命的連結與意義。（詳見附件 1 圖 7-1~7-4） 

第三節課 

一、 引導動機 

（一）閱讀文章的討論：透過上堂課後閱讀，引導同學分享自己的答案與畫作，由老師

做補充與總結。 

（二）提示《最後的嬉皮》中角色，因彼此對越戰價值觀的相異而產生衝突。 

二、 發展活動 

（一）他們是怎麼看越戰的：透過紀錄片《越南戰爭》剪輯出不同身分國別觀點，包括

日裔美軍、南越大兵、北越軍官等，從戰場小人物的陳述，引導學生思考戰爭對於兩方

常民生命與生活的永久傷害，即便是戰勝方也是如此。同時引導學生思考戰爭的獲利與

付出的代價間，極端的不對等。（詳見附件 1 圖 8） 

（二）《越南戰爭》第七集「1968 那個夏天」：透過該片帶出戰爭持續進行下，人民的

反抗。解析片中皆使用當時具代表性的搖滾樂曲作為配樂，歌詞與音樂皆反映當時的反

戰風潮與人心思變。 

（三）鮑伯．狄倫的《變革的時代》：從歌詞意義討論其中表達的控訴，說明其不斷在抗

爭現場，如各種反戰運動中傳唱，也在往後不同時代與地域被不斷翻唱引用，藉此引導

學生思考音樂與時代的關係。（詳見附件 1 圖 9-1~9-4） 

（四）1960 關鍵詞：《變革的時代》有其創作的時代脈絡，整個 1960 年代先有如火如

荼展開的民權運動，隨後反戰運動，以及青少年次文化發展的嬉皮文化，他們以搖滾樂

成為鼓舞、團結、抗爭，同時也標誌他們不願與上個世代同流合汙的利器。 

（五）電影《胡士托風波》與搖滾樂：1960 年代結束前最後的盛大搖滾音樂祭，從畫面

感受那個曾經炙熱的時代，搖滾樂如何影響生活為世代代言。 

三、 綜合活動 

（一）台灣的那首歌：從音樂與時代的連結與彼此的相互影響，或具有如鮑伯．狄倫歌

曲相同力量的音樂，並非西方特有。引導學生試著列舉台灣自己的案例，譬如鄧雨賢的

《望春風》、搖滾樂團滅火器的《島嶼天光》等。（詳見附件 1 圖 10-1~10-3） 

第四節課 

一、 引導動機 

（一）「軍隊遊戲」：將全班分成兩群，手勾手站成兩邊人牆，自願者站在中間，要試圖

衝破兩邊人群。自願者會發現要衝破人牆非常困難，引導學生思考人牆在現實生活中代

表甚麼，也請自願者分享試圖衝破人牆的感受是什麼？（詳見附件 1 圖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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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實生活中攻不可破的高牆，就像偏見與歧視，也像僵化與壓迫的制度，引導學

生思考生活中面對的歧視是甚麼？與企圖改變的可能性有多少？需要具備什麼的勇氣與

能力？有沒有什麼是可以推倒高牆？ 

二、 發展活動 

（一）電影《關鍵少數》：從預告與電影故事，看種族歧視的黑暗歷史。 

（二）鮑伯．狄倫《隨風而逝》：引導學生思考其中的歌詞意涵，說明創作年代與背景，

與黑人民權運動息息相關，總結歌曲意義與說明當時何以大獲迴響。 

（三）為人權而戰：從蓄黑奴到林肯的南北戰爭，從種族隔離政策到金恩博士的「我有

一個夢」，從剪輯的金恩博士影片認識 1960 年代美國民權運動。 

（四）鮑伯．狄倫《隨風而逝》音樂分析：發下樂譜並聆聽，以小組合握學習方式，討論

出音高、段落、音樂與歌詞的關係、使用的樂器等問題，各小組將答案寫在學習單上分

享，由老師總結說明音樂風格與結構，以及旋律的引用。 

（詳見附件 1 圖 12-1、12-2） 

（五）《隨風而逝》歌詞分析：同樣以小組方式，討論幾句關鍵的歌詞其中的意義，小組

以口頭方式報告與分享。（詳見附件 1 圖 12-3） 

三、 綜合活動 

（一）「我有一個夢」：從金恩博士與《隨風而逝》中傳達的理想主義與烏托邦想像延

伸，引導學生思考自己有什麼樣的夢，並願意為這個夢做出什麼行動實踐。 

第五節課 

一、 引導動機 

（一）指法複習：複習《隨風而逝》樂曲中會用到的音與指法。 

二、 發展活動 

（一）吹奏《隨風而逝》：老師範吹後，分小組合作學習樂曲內容吹奏。（詳見附件 1 圖

13-1、13-2） 

（二）「晉級的巨人遊戲」：所有學生為學員，可自行選擇是否上台演奏全曲直接挑戰

評審席，通過者為小評審，為學員分段進行演奏驗收與教學，通過主歌演奏晉級為實習

生，全曲通過則可坐至評審席幫忙驗收其他人演奏，直到全體同學皆通過為止。老師從

旁協助，確認遊戲順利進行。  

三、 綜合活動 

（一）《隨風而逝》錄音：全部同學皆已經精熟樂曲，便錄下全班合奏，錄音將作為表藝

課呈現之配樂使用。 

教學評量 

動態評量：分組討論及合作學習參與的程度 

檔案評量：學習單 

實作評量：直笛演奏 

參考資源 

 

專書 

林育立。《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台北：衛城，2017。 

馬世芳。《地下鄉愁藍調十周年版》。台北：新經典文化，2016。 

______。《昨日書》。台北：新經典文化，2010。 

______。《耳朵借我》。台北：新經典文化，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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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志。《憤怒的聲音：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十周年版》。台北：印刻，2015。 

期刊 

林惟萱。《因著合唱音樂而相遇 - 台灣青年指揮毛國任與他的阿富汗青年「和平之聲
合唱團」》。Muzik 古典樂刊六月號：120 期，2017。 

網站 

Gates, Guilbert. Listen to Bob Dylan’s Many Influences. The New York Times. 2016/10/15.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10/14/arts/music/bob-dylan-influences-playlist-
spotify.html?rref=collection%2Ftimestopic%2FDylan%2C%20Bob 

《被消失的革命：敘利亞的血色公民課》專題。報導者。
https://www.twreporter.org/topics/bloody-syria 

《歐洲難民危機》專題。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europerefugeecrisis/ 

《敘利亞內戰五周年：繼二戰以來，前所未見的難民危機》影音專題。關鍵評論網。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8307 

國際青少年人權協會。http://www.youthforhumanrights.tw/copyrights.html 

鍾永豐。民謠之路。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bob-dylan-and-tufu 

張鐵志。《「有件事情在這裡發生了」——巴布狄倫與 70 年代台灣民歌》。報導者。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nobelprize-bob-dylan-ballad 

講座 

思沙龍。美國：反戰、學運、民權 50 週年。龍應台文化基金會。2018/3/10 
______。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龍應台文化基金會。2018/7/7  

教學省思 

1. 給七年級學生上這樣的深度課程，原先擔心會因先備知識的不足，造成學生對課程

內容吸收與感受上，會與預設教學目標有不小落差，但沒想到透過音樂與電影等藝

術作為媒介，反而使學生更能及時共感，加上延伸學習的相關閱讀文本，讓學生課

後可以更深入吸收議題內容，使得課程進行上，學生回饋經常都超乎期待的正面，

也能持續保有的高度學習興趣。 

2. 跨領域課程在執行上，確實有些行政課務困難需要克服，但相同教學主題透過不同

科目的不同面向延伸，對於打開學生的視野是非常有幫助。在觀課的過程，便不時

看見學生有觸類旁通的表現反應，可知這樣的跨領域課程，讓學生得以更全面的理

解議題。 

3. 透過教學策略，希望培養學生獨立批判思考的能力，也學習團隊合作技巧。從學生

創作與小組呈現成果，可以看到上述能力的增長。 

 

 

課程名稱 跨“樂”之戰 ~ Voice for Rights（英文） 

教學時數 教案 2. 語文領域-英語，共 3 節 (135 分鐘) 

能力指標/ 

學習重點及素養 

9-IV-1 能綜合相關資訊作合理的猜測。 

6-IV-4 樂於接觸課外的英語文多元素材，如歌曲、短片等。 

8-IV-5 能具有基本的世界觀。 

人 J11 運用資訊網絡了解人權相關組織與活動。 

人 J13 理解戰爭、和平對人類生活的影響。 

人 J14 了解世界人權宣言對人權的維護與保障。 

預計參訪地點 國家人權博物館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10/14/arts/music/bob-dylan-influences-playlist-spotify.html?rref=collection%2Ftimestopic%2FDylan%2C%20Bob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10/14/arts/music/bob-dylan-influences-playlist-spotify.html?rref=collection%2Ftimestopic%2FDylan%2C%20Bob
https://www.twreporter.org/topics/bloody-syria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europerefugeecrisis/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8307
http://www.youthforhumanrights.tw/copyrights.html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bob-dylan-and-tufu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nobelprize-bob-dylan-bal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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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與策略 

教學資源 

反戰英語歌曲(Blowing in the Wind, Imagine, Zombie)、英語繪本(We Are All Born 

Free: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Picture Book)、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網站(Unicef) 

教學策略 

Task-Based Learning、看圖猜測文本、批判性思考提問、合作學習、拼圖法分組討

論不同主題(文學圈)、3W 提問思考法、四色思考法 

教學過程 

第一節課 

1. 引起動機:  

運用 Matching Game 和 Missing Word(s)活動引導學生認識 3 首反戰英語歌曲中的

字彙。3 首歌曲皆為不同年代的歌曲，分別為 1963、1971 及 1993，透過不同的旋

律與歌詞文本，讓學生體悟人民享有的人權的多寡，可以從音樂的旋律及歌詞中彰顯。 

2. 發展活動: (詳見附件４: 差異化學習單；附件５&６:上課用 PPT) 

聆聽 3 首反戰英語歌曲，運用差異化學習單，A、B 組 Blowing in the Wind，C、D

組 Imagine，E、F 組 Zombie，根據不同的歌詞文本，合作完成不同的任務。 

3. 綜合活動: 完成學習單中尚未完成的任務。 

第二節課 

1. 引起動機:  

(1)確認各組學習單內的任務已完成。 

(2)各組相同任務的學生聚集分享各自負責的歌曲。 

*透過此方式，學生可快速認識 3 首歌曲，並能確認學生以理解自己組內負責的歌曲。 

2. 發展活動:  

(1)分組討論各自學習單內根據反戰英語歌曲所提出的問題。 

(2)運用 3W 問題思考策略提問，引導學生深度思考戰爭與人權之間的關聯。 

(3)運用看圖猜測策略，引導學生分組各自閱讀 5 條世界人權宣言英文版，並與其他

人分享。 

3. 綜合活動:  

(1)思考並分析 30 條世界人權宣言中，有哪些多數台灣人已經擁有?哪一條你覺得最

重要?並準備分享原因。 

(2)完成學習單中給自己的信。 

*運用寫給自己的信反思自己身處世界的人權現況。 

第三節課 

1. 引起動機: 

分享自己認為世界人權宣言中最重要的條文，並說明簡單原因。 

2. 發展活動:  

(1)觀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網站中兩位敘利亞戰爭下難民的故事，運用六頂思考帽簡

化的四色思考法引導學生看到事實、分析問題、找出可能可行的解決方案，並付出行

動力。 

(2)觀看 Unicef 網站上一位敘利亞難民(Powerful letter by Syrian refugee and 

activist Muzoon | UNICEF)的小短片，引導學生正向思考，並願意付出行動。 

3. 綜合活動: 

分組討論合作完成學習單中寫給難民鼓勵他們的卡片。 

*透過寫卡片鼓勵學生付出行動。 

教學評量 
動態評量:分組討論及合作學習參與的程度 

檔案評量: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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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源 

（補充教材、引用資

料來源、小提醒……） 

1.英語繪本(We Are All Born Free) 

2.YouTube 網站歌曲: Blowing in the Wind, Imagine, Zombie 

3.Wikipedia: Blowing in the Wind, Imagine, Zombie, Bob Dylan, John Lennon, 

The Cranberries  

4.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https://www.unicef.org/  

5.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https://www.amnesty.tw/news  

教學省思 

1.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內的難民自述的小短片英文內容仍是過難，學生雖會因為與他

們同年齡的人確有如此不同的生活而感到震撼，但只能多方依賴老師翻譯闡述。若

能有中文字幕，或許效果會更佳。 

2.討論時間需要更多，學生才能產出更多想法。 

 

課程名稱 跨“樂”之戰 ~ Voice for Rights（表演） 

教學時數 教案 3. 藝術領域-表演，共 4 節 (180 分鐘) 

能力指標/ 

學習重點及素養 

學習表現 

表 1-IV-1 能運用特定元素、形式、技巧與肢體語彙表現想法，發展多元能力， 

         並在劇場中呈現。 

表 2-IV-3 能運用適當的語彙，明確表達、賞析及評價自己與他人的作品。 

表 3-IV-2 能運用多元創作探討公共議題，展現人文關懷與獨立思考能力。 

表 3-IV-3 能結合科技媒體傳達訊息，展現多元表演形式的作品。 

學習內容 

表現表 E-IV-2 肢體動作與語彙、角色建立與表演、各類型文本分析與創作。 

鑑賞表 A-IV-3 表演形式分析、文本分析。 

實踐表 P-IV-3 影片製作、媒體應用、電腦與行動裝置相關應用程式。 

核心素養 

藝-J-A1 參與藝術活動，增進美感知能。 

藝-J-B2 使用資訊、科技與媒體，進行創作與賞析。 

藝-J-C1 探討藝術活動中社會議題的意義。 

藝-J-C2 透過藝術實踐，建立利他與合群的知能，培養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  

人 B3 能欣賞、理解與人權相關之藝術、音樂、戲劇等創作，並能透過藝術或人文 

      作品表達人性尊嚴之價值。 

預計參訪地點 國家人權博物館 

教學資源與策略 

教學資源 

The wall 繪本、影片製做軟體「小影」、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網站、國家人權博物館

網站 

教學策略 

分組合作學習 

教學過程 

第一節課 

一、 引起動機 

1. 詢問同學閱讀繪本的經驗，並請同學分享 

2. 教師介紹何謂繪本 

二、 發展活動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83%B3%E8%B1%A1_(%E6%AD%8C%E6%9B%B2)
https://www.unicef.org/
https://www.amnesty.tw/news


 

10 

 

1. 介紹「The Wall」繪本中出現的角色 

2. 分配故事中的角色讓自願的同學擔任，並且以聲音扮演來唸故事。 

3. 老師擔任旁白的角色，帶領同學一起閱讀「The Wall」繪本。 

4.   以分組討論方式帶領學生思考「The Wall」繪本故事情節並填寫學習單。 

5.   從故事內容出發，請學生思考戰爭對於人類的影響。 

6.   人權與戰爭的關係：從故事中的角色思考戰爭對於士兵、家屬、一般民眾在人權方

面帶來的衝擊或影響。 

三、 綜合活動 

1.   檢查並收回學習單（詳見附件７），課堂未完成的當回家作業。 

2.   提醒學生下堂課應攜帶的用具：A4 白紙、相機、水彩用具。 

第二節課 

一、 引起動機 

1. 檢查所需用具 

2. 分組 

二、 發展活動 

1. 演故事活動說明： 

「The Wall」繪本演出活動將以有聲書的方式用逐格動化的影片呈現，各組同學需合力

完成佈景繪製、角色扮演、拍照、台詞錄製及影片製做。 

2. 各組討論角色及工作分配。 

3. 分組進行演故事實作練習： 

（1）負責佈布景繪製的同學分工以 A4 紙張繪製繪本中的每一個場景。 

（2）其他演員同時排練故事中角色劇情之定格畫面並以相機拍照。 

三、綜合活動 

   1. 驗收課堂應完成之進度：佈景繪製、定格畫面拍照。 

   2. 回家作業：將拍好之定格畫面照片中的人物剪下，預備於 A4 佈景中使用。 

   2. 說明下一堂課準備內容及用具：定格畫面人物照片。 

第三節課 

一、 引起動機 

1. 檢查所需用具 

2. 說明演故事的實作進度 

二、 發展活動 

1. 影片製作教學：介紹 app 影片製做軟體「小影」，並講解此次有聲書的影片製作流

程。 

2. 影片製做練習：請同學先用上兩節拍好的定格人物照片結合佈景拍攝出動畫所需的

逐格照片，再將拍好的照片一張一張匯入影片製做軟體「小影」中編輯。 

三、 綜合活動 

1. 驗收實作進度：有聲書之影片畫面完成。 

2. 提醒下一堂課準備用具：音樂課做好的背景音樂檔案、各組完成之影片畫面檔案。 

第四節課 

一、 引起動機 

1. 檢查應攜帶之音樂及影片檔案 

2. 提醒此節課的影片配音事項 

二、 發展活動 

1. 角色配音練習：教師引導學生揣摩故事中角色說話的語調及情緒說出台詞。 

2. 影片配樂、配音：先將上一堂課完成的影片匯入影片製做 app「小影」，再請同學

分別錄製繪本角色對話與影片結合，最後再把音樂課製作好的背景音樂檔案加入，完成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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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活動 

1. 將製做好的影片現場匯出繳交。 

2. 總結本次「The Wall」繪本製作課程的體驗。 

教學評量 

動態評量：分組討論、合作學習參與的程度 

檔案評量：學習單 

實作評量：戲劇展演、影片製做 

參考資源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網站 

http://covenantswatch.org.tw/core-human-rights-treaties/ 

國家人權博物館網站 

https://www.nhrm.gov.tw/ 

教學省思 

透過一系列人權議題課程的教學，除了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外，無論在上課過程

中、學習單的撰寫，或是活動結束後的心得分享，皆能感受到學生們對於社會議題的關

心與重視，以及同理他人的能力，學生能夠感受到的遠比老師預想的多，期許未來也能

不斷從教學中激發學生對於環境的重視與關懷。 

 

課程名稱 跨“樂”之戰 ~ Voice for Rights（校外教學） 

人權主題（地點）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適用年級 七年級 

教學時數 教案 4. 校外教學，共４節 (180 分鐘) 

設計理念 同教案 1 

教學目標 

1. 能思考人權的重要性與人權價值的維護必要，重視之並持續對其價值保有正面積極的

心態。 

2. 能對政權違背人權的作為，有敏銳的感知，並願意自我持續探索這段歷史。 

3. 能思索白色恐怖歷史地景保存的意義，並形塑自我獨立思考與批判的態度。 

4. 能珍惜言論自由的得來不易，並積極維護言論自由。 

5. 能對轉型正義持正面開放心態，思考在台灣實行的重要性與可能性。 

6. 能珍惜並努力維護和平的生活。 

能力指標/ 

學習重點及素養 

人 B3 能欣賞、理解與人權相關之藝術、音樂、戲劇等創作，並能透過藝術或

人文作品表達人性尊嚴之價值。 

人 J24 了解人權的起源與歷史發展對人權維護的意義。 

人 J27 理解戰爭、和平對人類生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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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參訪地點 

（若無可免填）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教學資源與策略 

教學資源 

台灣吧、國家人權博物館網站、國際青少年人權協會網站 

教學策略 

體驗學習、批判性思考提問 

教學過程 

一、 準備活動： 

（一）發校外教學學習單。（詳見附件 8） 

（二）觀看《人權的故事：人權的演進與由來》影片，完成學習單的前導問題：什麼是人

權？聯合國人權宣言中包含哪些條目？ 

二、 發展活動 

（一）台灣吧《白色恐怖》影片：引導學生回想歷史課本中提到的白色恐怖歷史，釐清

白色恐怖的時間與意涵。 

（二）白色恐怖重要歷史地景介紹：以園區 DM 中的內容，重點介紹桃園與台北與白色

恐怖相關的地景。 

（三）仁愛樓：說明園區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用途演變，後來作為軍法處時期的日常，

以及政治犯與軍法審判的非正當性。 

（四）押房體驗：讓學生進入各種押房，感受政治犯幽閉空間生活的窒息感與人權的極

度壓迫，也進入模擬白色恐怖時期塞進三十餘人的押房體驗。於放風處說明每日僅十分

鐘的放風時間，不能交談，也指出女性受難者關押的二樓空間。 

（五）腳鐐體驗：學生拿起腳鐐感受重量，並銬在自己腳上，想像被關押者的不舒適與

不自由。 

（六）會面室與福利社：學生彼此在會面室的玻璃內外拿著話筒對話，學生試著模擬當

時難得能與家人見面，卻只能隔著一面玻璃對話的辛酸；說明福利社販賣的物品，以及

購物的方式，和帶有階級之分的商品販售制度。 

（七）言論自由特展：參觀言論自由特展。 

（八）政治受難者楊國宇經驗分享與 QA：邀請同樣出身桃園的政治受難者，現高齡 87

歲的楊國宇老先生分享生命經驗。分享分為兩個部分，一為童年經歷二戰的經驗，一為

就讀成功高中時攜帶禁書等被捕的白色恐怖經歷，分享後與學生進行 Q&A。 

（九）紀念牆：參觀紀念牆，觀看一個個受難者姓名，學生也找尋楊國宇老先生的名字。 

三、 綜合活動 

（一）沉澱與反思：透過完成學習單，沉澱參訪心得，並進一步引導學生思考出更深一

層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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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攝影創作分享：學生分享自己在園區內的攝影作品，以及由攝影作品創作的說明

短文，透過創作呈現參訪收穫，也藉由分享進行楷模學習。(詳見附件 9) 

 校外教學活動影片：網址 https://youtu.be/awbktlyvjSA  

教學評量 檔案評量：學習單、攝影圖文創作 

參考資源 
鄭慶隆等。《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輯四》。新北市：國家人權博 物館籌

備處，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