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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中小學人權教案徵選設計比賽教案 

組別：□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課程主題 觸摸歷史與走入恐怖年代 

人權地點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 

教學對象 高中一年級學生 

教學時數 三節課（另外安排一日的參訪時間） 

學習目標 

1. 認知： 

(1). 使學生了解威權體制的法律體系如何產生政治壓迫 

(2). 使學生知道白色恐怖時代的社會氛圍 

(3). 使學生知曉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遭遇及受難者家屬的苦痛 

(4). 使學生理解人權基本概念，並明瞭白色恐怖時代對人權保

障的殘害 

2. 情意： 

(1). 使學生能感同身受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的悲痛 

(2). 使學生認同民主與人權的價值 

(3). 使學生能主動關心相關人權議題 

3. 技能： 

(1). 使學生能從轉型正義的角度思考白色恐怖時代的法律審判 

(2). 使學生能活用圖書及電子資源搜尋相關議題的資料 

(3). 使學生掌握將事情講述清楚的口語表達能力 

教學準備 

（實施人員、學生起

點行為、教材教具） 

1、準備活動 

2、發展活動 

3、總結活動 

4、課後活動 

本課程「觸摸歷史與走入恐怖年代」計有三節課堂授課及一次校外

教學，教學順序依序為：「恐怖年代」、「受難者群像」、「校外參訪」、

「同痛同感」。以下分別提列各課程的準備情況。 

 

一、「恐怖年代」 

1. 準備活動 

(1). 授課教師： 

 事先閱讀國中歷史課本，以了解學生的基礎能力，避

免重複講述內容。 

 準備具體實例解釋威權體制的法令束縛，以令學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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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相關法律如何壓迫人權。 

(2). 學生起點行為： 

 學生在國中時已經上過臺灣史，已初步了解白色恐怖

的內容。 

 透過事先預習，理解「臺灣省戒嚴令」、「刑法一百條」、

「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等法令的內容。 

(3). 教材教具：「天黑請閉眼」的遊戲角色卡。 

2. 發展活動 

(1). 授課教師：本堂課在課程開始前，需請學生將課桌椅挪至

教室兩側，待引起動機結束後，再請同學分組坐好，以利

課程討論。 

(2). 學生起點行為：為了快速進行課程活動，學生在上課前需

先分組完成，並且事先閱讀課程講義，以利分組討論時發

表意見。 

(3). 教材教具：電子講桌、PPT、天黑請閉眼角色卡、課程講

義（走入恐怖年代）、學習單（痛苦之總和） 

3. 總結活動 

(1). 學生起點行為：學生已閱讀過講義，了解正反雙方論點的

差異所在，並能依據講義的問題進行討論與回答。 

(2). 教材教具：教師需摘引新聞資料、杜孝生案的報導及相關

口述訪談，製作成講義讓學生進行討論，並於課後書寫學

習單。 

4. 課後活動 

(1). 學生起點行為：學生受限於自己的生命經驗不足，有時較

難同理他人的苦難，先從感受同儕的苦難開始，才有助於

她們發展同理心，進而同理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苦痛。 

(2). 教材教具：教師準備「痛苦之總和」學習單，讓學生填寫

後，交給教師。 

 

二、「受難者群像」 

1. 準備活動 

(1). 授課教師： 

 教師在授課前應該挑選約二十篇左右的政治受難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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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文稿分配給學生閱讀。 

 相關文稿可參考《躊躇之歌》、《因為黑暗，所以我們

穿越：臺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紀錄》、《黯到

盡處，看見光：臺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紀

錄》、《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

人》、《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

（共三冊）》等書籍，  

 每篇文稿各有二位同學閱讀，但小組內的同學閱讀的

文稿皆不同。 

 教師需事先提醒同學上課流程，請同學事先依據文稿

擬妥報告內容，以利順暢地在課堂上進行分組報告。 

(2). 學生起點行為 

 學生在上課前已先了解白色恐怖年代的威權體制。 

 學生已事先閱讀所分配到的文稿，瞭解白色恐怖受難

者的故事。 

 學生已事先練習過口頭報告，可將閱讀的文稿向同學

分享內容精要。 

(3). 教材教具：政治受難者訪問紀錄及政治受難者的相片。  

2. 發展活動 

(1). 授課教師：本堂課將以沃草網站「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

互動網頁作為引起動機，因此需確認教室網路可使用，並

叮嚀學生要攜帶可上網的行動載具。 

(2). 學生起點行為 

 學生在上一節課時已經了解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壓

迫。 

 學生透過沃草網站「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互動網

頁，已了解白色恐怖年代隨時可能被逮捕入獄的氛圍。 

 學生已經精讀所分配到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生命故事文

稿，如有餘力者，也可閱讀其他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文

稿。 

 為加快授課效率，已提前請學生準備報告文稿，以便

更清楚地講述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 

(3). 教材教具： 

http://www.nylo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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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恐怖受難者訪問記錄及其照片。 

 指引講義：觸碰恐怖。 

 可上網使用沃草網站「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互動

網頁的行動載具 

3. 總結活動 

(1). 授課教師： 

 為了受難者的遭遇與學生的家族生命史做結合，將參

考《剩下來就是你們的事了：行動思想家鄭南榕》一

書的鄭南榕時代大事記製作下列表格（走入恐怖年

代）： 

時間  

受難者記事  

學生家族生命史  

台灣戰後記事  

全球戰後記事  

(2). 學生起點行為：學生在彼此分享政治受難者的故事中，已

經能用實際的生命故事了解國家暴力的存在。 

(3). 教材教具：走入恐怖年代一表 

4. 課後活動 

(1). 授課教師：由於花蓮距離台北較為遙遠，因此校外教學的

出發時間較早，必須在火車站集合，需請同學閱讀行程表，

當日準時在火車站集合。 

(2). 學生起點行為：學生依照上課組別行動，並需事先閱讀行

程表及附錄資料。 

 

三、「校外參訪：觸摸歷史」 

1. 準備活動 

(1). 授課教師 

 教師需事先安排好行程及連繫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解

說人員。 

 教師需事先準備好參訪手冊，手冊中需包含行程表、

參訪地點簡介及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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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依據參考書籍，提供政治受難者的遺書給學生閱

讀，並請學生挑選一篇印象最為深刻的書信帶在身

旁，準備在參訪活動進行時朗讀。 

(2). 學生起點行為 

 學生在參訪之前已經先瀏覽過參訪手冊，知道今日所

要參訪的地點。 

 學生經過前兩次的授課，已經對白色恐怖時期的威權

體制及政治受難者的遭遇有深入的認識。 

(3). 教材教具 

 參訪手冊：以利同學了解行程及參訪地點的歷史意義。 

 政治受難者的遺書。 

 報章雜誌對蔣介石的祝壽文章。 

2. 發展活動 

(1). 授課教師 

 由於本日參訪地點較多，授課教師需先研究好交通路

線，以利活動順暢進行。 

 由於班級人數較多，導覽活動進行時，教師可從旁輔

助，避免同學落單而沒能聽到解說。 

(2). 學生起點行為 

 學生已經了解參訪活動行程及園區規範。 

 學生了解參訪地點的歷史意義，並且知曉參訪過程中

所要進行的朗讀活動。 

3. 總結活動 

(1). 授課教師：本日三個地點參訪完成之後，授課教師可在綜

論本日活動的意義，並請同學發表感想。 

(2). 學生起點行為 

 學生已了解白色恐怖年代的威權體制。 

 學生透過實際參訪，能夠更加感同身受政治受難者的

遭遇以及受難者家屬的感受。 

 學生經歷一整天的參訪活動後，能心有所感，並且抒

發感受。 

(3). 教材教具：「然後他就死掉了」的詩文（附於參訪手冊之中） 

http://www.nylo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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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後活動 

(1). 授課教師：提醒同學記得書寫參訪手冊中的學習單，並且

記下內心的感受。 

(2). 學生起點行為：學生了解學習單的問題，並且明白心得報

告的書寫方式。 

 

四、「同痛同感」 

1. 準備活動 

(1). 授課教師 

 教師已經整理完第一節課「苦難之總和」學習單。 

 教師準備了政治受難者家屬的訪問記錄，可充分說明

這些政治案件產生何種影響。 

(2). 學生起點行為 

 學生已完成「走入恐怖年代表格」，將自己家族的生命

史嵌入臺灣政治受難者紀事與大事紀的表格中。 

 學生已經事先閱讀過課程講義，對於政治受難者家屬

的遭遇有所了解。 

(3). 教材教具： 

 「苦難之總和」學習單彙整表 

 「走入恐怖年代表格」 

 政治受難者家屬訪問記錄 

2. 發展活動 

(1). 授課教師 

 教師授課時，應設法將學生的生命經驗與受難者及其

家屬的經歷相連結。 

 教師需應用學生完成的「走入恐怖年代表格」，讓學生

進行討論。 

(2). 學生起點行為 

 學生已經了解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的遭遇。 

 學生能夠發揮同理心，感受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的痛

苦。 

3. 總結活動： 

(1). 活動說明：授課教師可利用楊翠教授在世界人權日的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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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引導學生走向同痛同感的心理關懷，也可因為同痛同

感而得以瞭解轉型正義的重要性。 

(2). 教材教具：世界人權日新聞報導（可參考參考資料第十一

項） 

教學流程 

（活動內容、時間、

配合資源） 

一、「恐怖年代」 

1. 課程說明：本節課的目的旨在說明白色恐怖時期的體制壓迫，

將配合高中歷史課本第一冊第九章第二節〈強人時代與威權體

制〉，讓學生了解白色恐怖年代的政治氛圍，也期望學生將課本

的文字轉化為同理的親身感受。 

2. 準備活動 

(1). 教材教具：除了引起動機時所使用的身分卡之外，本堂課

著重在講述威權體制，因此同學需以教師自編的課程講義

為主，高中歷史課本則為輔佐。 

(2). 教學方法：分組活動、講述法、問答法 

3. 引起動機：天黑請閉眼－體驗恐怖（教學時間：10 分鐘） 

(1). 活動說明： 

 本活動是由天黑請閉眼的遊戲改編而來，試圖以本活

動讓學生體驗白色恐怖年代遭人羅織罪名的情形。 

 學生十人一組，分組後學生需抽角色卡，並且保密自

己的身分。角色中共有兩位警察，五位平民，兩位讀

書會成員以及一位主持人。 

(2). 活動流程： 

 所有同學閉上眼睛，主持人請警察睜開眼睛確認彼此

身分，接著請警察閉上眼睛 

 主持人請讀書會成員睜開眼睛確認身分，接著請讀書

會成員閉上眼睛。 

 主持人請全部人睜開眼睛，大家討論誰是讀書會成

員，並且投票決定誰是讀書會成員。 

 主持人說：天黑了，請所有同學閉上眼睛。然後請警

察睜開眼睛，決定要把誰捉走，可參考大家投票的結

果，也可以自行決定，被捉的同學之後將不能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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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投票。 

 主持人請讀書會成員睜開眼睛，兩人可用眼神示意溝

通，兩人溝通完後便閉上眼睛。 

 主持人請所有同學睜開眼睛，宣布被捉的同學是誰，

然後請大家討論誰可能是讀書會成員後投票。主持人

依照上述的步驟持續輪迴進行遊戲。 

(3). 天黑請閉眼－體驗恐怖座位表：十位同學圍繞成一個圓圈

席地而坐，其中一人為主持人，其餘人分別為警察、讀書

會成員及平民，但除了主持人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他人

的身分。（下圖僅是示意，實際扮演的角色及座位依抽卡而

定，完全是隨機決定。） 

 

(4). 天黑請閉眼－體驗恐怖：活動流程示意圖 

 

平民 
平民 

平民 

平民 
平民 

讀書 

 警察 

主持 

警察 

 

讀書 

警察開眼確

認彼此身份 

其他人閉眼 

讀書會成員

確認彼此， 

其他人閉眼 

所有人開眼 

討論誰是讀

書會成員 

警察開

眼，決定

捕捉誰 

讀書會成員開

眼，眼神討論如何

避免被警察盯上 

主持人宣布被抓的人是

誰，被抓者無法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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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動說明：在天黑請閉眼－體驗恐怖的遊戲中，每當黑夜

到來，警察即可決定抓捕的對象，但不需煩惱自己的危險。

當黎明升起，主持人宣布被抓捕者是誰時，即可讓大家感

受到恐怖的威脅，因為大家雖然會投票討論誰是讀書會成

員的嫌疑人，但捉捕對象皆由警察決定，充分讓大家感受

到自己的無能為力，即便自己不是大家認定的嫌疑人，還

是可能被警察抓走而消失（無法發言及表決）。讀書會成員

僅能努力誤導警察以求幸免於難，平民則是只能設法陷害

他人以求自保。 

(6). 活動結束方式：讀書會成員全部被抓即是警察一方的勝

利，若平民全數被捉，讀書會成員倖存下來，則是讀書會

成員獲勝。平民愈晚被捉，所得到的積分愈高。 

(7). 活動省思：請扮演警察、平民及讀書會成員的同學發表參

與此活動的想法。 

 警察：因為最後只需全部抓到讀書會成員就算勝利，

所以不會顧忌是否錯抓平民，感受到國家暴力的妄為。 

 平民及讀書會成員：因為不知道警察是誰，有種莫名

的壓力，而且為了延後自己被抓的時間，會被逼得需

要構陷他人入罪。 

4. 發展活動：威權體制下的恐怖年代（教學時間：30 分鐘） 

(1). 活動說明：以學生國中時期學習到的知識為基礎，加深加

廣學生對於威權體制的認識，本節課旨在強調威權體制的

法令，以及政府如何利用這些法律「合法」地箝制人民的

自由。 

(2). 課程架構 

 國際局勢：冷戰下的臺灣 

 限制自由：「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臺灣省戒嚴

令」 

 束縛心靈：「刑法一百條」、「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

諜條例」（這部分應特別強調思想陷人入罪的不合理

性） 

 總統擴權：說明總統不受任期限制與修改法律判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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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以強調威權體制下的強人統治。 

5. 總結活動：「合法」的恐怖？（教學時間：10 分鐘） 

(1). 活動說明： 

 學生在發展活動中已經瞭解了威權體制的政治壓迫，

但可能會認為這樣的壓迫是奠基在特殊環境下的必要

之惡。故擬以活動討論的方式讓同學思考「不義之法」

與「依法行政」的衝突，俾利其認知轉型正義的必要

性，希望學生認知「合法」不代表正義，而「依法行

政」也不能成為道德的護身符。 

 討論活動將引述漢娜．鄂蘭所著的《平凡的邪惡：艾

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並且佐以杜孝生案，引領學

生思辨依法行政與不義之法的矛盾之處。 

 學生已經在課前事先閱讀完學習單，因此十分鐘的時

間是讓同學交換意見，並且發表想法。 

(2). 授課教師： 

 教師需準備正反兩方的資料，藉此引導學生思辨雙方

的說詞歧異，再佐以漢娜．鄂蘭的觀點，讓學生進行

討論。 

 杜孝生案可作為討論重點，因為杜孝生案係受其兄長

高一生所牽連，最後被陷以貪汙罪，最後因法律限制

而無法還其清白，本案例適合讓學生思考被構築出來

的依法行政真有合理性嗎？ 

(3). 課程架構 

 戒嚴時期的政治壓迫是必要之惡嗎？ 

 「依法行政」的合理性－以杜孝生案為中心的討論。

妳認為本案例的審判合理嗎？ 

 反思－漢娜．鄂蘭：「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 

6. 課後活動： 

(1). 活動說明： 

 學生容易將課本的知識視為文字，而非是有血有肉的

生命史，為了讓學生同理他人的苦難，先從理解同學

的苦難遭遇為起點，進而延伸為同理受難者的生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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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請學生寫下自己生命中最為痛苦的遭遇，並且敘明原

因，交由教師統整後，可在後續的課程中讓學生進行

對照，以利產生同理心。 

(2). 活動過程：請同學書寫「痛苦之總和」學習單，內容包含

學生生命中最痛苦的遭遇，以及此遭遇令人痛苦的原因，

最後交由教師彙整，準備於第四節課授課時應用。 

 

二、「受難者群像」 

1. 課程說明： 

(1). 在第一節課說明了白色恐怖年代的政治體制之後，接著必

須以政治受難者的故事切入，透過他人生命的重量，讓學

生理解白色恐怖年代不單單是課本的名詞，同時是生命中

悲痛而難以述說的沉重，惟有理解這般沉重，方能讓學生

理解人權的重要價值。 

(2). 本堂課為了讓同學能夠以眾多生命故事為基礎了解白色恐

怖的面貌，因此採取小組個別閱讀不同人的生命故事，並

且互相進行分享。除了閱讀文稿之外，教師也須準備政治

受難者的照片並且影印出來，學生如有具體的人物形象，

將更能感同身受。 

2. 準備活動 

(1). 教材教具：政治受難者相關訪問記錄、可上網的行動載具

（沃草網站「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互動網頁）、政治受

難者相片、課程指引講義（觸碰恐怖）、大海報（走入恐怖

年代一表） 

(2). 教學方法：實做活動、分組報告、。 

3. 引起動機：「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教學時間：5 分鐘） 

(1). 活動說明：請同學使用可上網的行動載具登入沃草網站，

並且開始操作「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互動網頁。 

(2). 活動流程：同學可在五分鐘之內操作網頁，並且發現自己

容易因為各種瑣碎原因而成為政治受難者。 

(3). 活動省思：透過此互動式網頁，學生將可初步看見受難者

群像，了解政治受難者獲罪的原因，部分荒誕的定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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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讓學生更加理解人權的必要性及價值。 

4. 發展活動：看見受難者的生命之音（教學時間：40 分鐘） 

(1). 活動說明： 

 教師已事先發放政治受難者相關訪問記錄，並請同學

閱讀，每位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會有兩位同學閱

讀，而各組同學所閱讀的政治受難者故事皆不同。同

學將彼此分享所讀到的生命故事，透過一則一則的政

治受難者的生命遭遇，讓學生感受到白色恐怖年代的

沉重。 

 本次授課採取翻轉教室的概念，以學生為主體進行講

述，教師則扮演主持人的角色。課程活動將請學生在

組內個別報告自己負責講稿的生命故事，接著請各組

選出一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向全班報告。 

 為避免報告失焦，教師可製作指引講義，讓同學關注

威權體制的壓迫如何造成受難者心靈的恐懼、家屬遭

遇的傷痛以及週遭親友的疏離，透過這些關注讓同學

了解白色恐怖對當時人的侵害。 

(2). 課程架構： 

 小組同學先在組內依序分享自己所讀到的政治受難者

的生命故事，教師此時可在教室內巡迴走動，也可解

答學生的疑惑。 

 小組同學分享完了之後，組內同學選派一位講述得最

令人印象深刻的同學上台報告。如果各組選派的同學

正好有報告同一人者，則由一位報告，另外一位補述。 

 各組代表報告完畢之後，教師再請學生選出一位最令

人印象深刻的生命故事，並請同學發表感想，解釋為

何這個生命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學生報告時，需將政治受難者的照片貼在黑板上面，

可讓聽的同學產生具體的人物形象，而更能身有所感。 

 教師在同學報告的過程中可適時引導，讓學生更能集

中焦點討論這些生命故事。 

5. 總結活動：走入恐怖年代（教學時間：５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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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動說明： 

 活動目標：聽完一連串的生命故事之後，學生腦海中

一定充斥著大量的訊息，接著可用年表的方式將散落

的故事化為縱深的時間軸，讓學生感受這些案件並非

偶發的事件，而是長期的陰影。 

 表格內容：表格中的受難者記事及學生家族生命史為

空白，台灣戰後記事及全球戰後記事則參考《剩下來

就是你們的事了：行動思想家鄭南榕》一書進行增補。 

 活動流程：這時老師可將事先準備好的表格貼在黑板

上面（已先印製成海報大小，學生手中另有紙本表

格），這時教師若請同學在黑板的海報表格上填上所負

責的政治受難者的重要紀事（例如：何時被捉？何時

被判處死刑？何時被釋放等等），搭配臺灣及世界的大

事記，學生將可看見這些政治受難者正是戒嚴時期國

家暴力的受難象徵，也可理解白色恐怖年代是長期壟

罩臺灣的陰影。預期學生從年表中發生的政治案件

中，看見政治受難者如何用生命承擔國家暴力。 

 延伸發展：最後請學生將黑板表格的受難者記事內容

謄錄到自己的表格中，並且在課程結束之後，將自己

家族發生的大事填寫進入學生家族生命史之中，並於

第四節課進行分享。 

(2). 課程架構： 

 學生上台在黑板海報上依年代填寫政治受難者的重要

紀事。 

 學生完成之後，教師可適時進行總結，以彰顯本表格

的意義。 

 學生將黑板表格的記事謄回自己手中的表格，並且於

課後回家訪問家中長輩的家族重要大事，讓家族生命

史與政治受難者的生命相對照。學生可能會發現自己

的家族也曾遭到白色恐怖的政治壓迫，若學生家族在

白色恐怖年代十分順遂，也可藉時教育學生，你家族

的平凡時刻可能是其他家庭的破碎之時，如此更能讓

學生同理政治受難者家屬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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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外參訪：觸摸歷史」 

1. 課程說明： 

(1). 行程規畫：由於花蓮前往台北參訪單趟便需兩小時的車

程，因此排定一整天的研習活動，共計安排三個參訪地點：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六張

犁公墓區）以及中正紀念堂。 

(2). 地點安排：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原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

處，為羈押政治犯的場域，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

則為政治受難者埋骨之處。 

(3). 課程目標：期望學生親眼見證這些「不義遺址」之後，能

對該時代更為感同身受，並讓學生思索何以白色恐怖時期

的當政者成為被紀念的對象，而政治受難者卻需承擔國家

暴力的陰影，相信這樣的衝突能令學生對白色恐怖年代有

更深刻的省思。 

2. 準備活動 

(1). 教材教具：參訪手冊、政治受難者的遺書、過往報章雜誌

對蔣介石的祝壽文章。 

(2). 教學方法：實地考察、講述法、學生發表 

3. 發展活動 

(1). 活動說明：在參訪活動中，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是事先申請

90分鐘的園區導覽，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則由授

課教師講解，接著請同學在園區內讀出令自己印象深刻的

政治受難者遺書，並且彼此分享感受。最後則是前往中正

紀念堂，教師可於此時分發過往報章媒體對蔣介石的祝壽

文章，並請同學朗讀出來。為了營造適切的歷史情境，教

師如果能事先踏查，並且探勘適合讓同學朗讀文字的地

點，會令活動更為有感。 

(2). 行程表： 

時間 活動 說明 

06:20 花蓮火車站 集合學生與聯繫未到學生 

06:40-08:42 普悠瑪 401車次 前往台北火車站 

08:42-09:30 移動（新店線） 北車大坪林站人權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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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11:30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09:30-11:00導覽活動 

11:00-11:30自由參訪 

11:30-12:45 午餐時間  

12:45-13:00 
移動(公車 650 號

＆計程車) 

人權園區戒嚴時期政治受難

者公園 

13:00-15:00 
戒嚴時期政治受難

者公園 

教師導覽：可講述曾梅蘭先生

尋找受難者遺骨的故事 

學生在教師導覽及參訪完成

後，開始朗讀政治受難者的遺

書，並且分享內心感受 

15:00-15:45 
移動 (計程車＆捷

運) 

六張犁中正紀念堂 

15:45-17:30 中正紀念堂 

教師導覽：學生參訪後，請學

生朗讀過往報章雜誌對蔣介石

的歌頌文字，並且說明轉型正

義的重要性。 

總結活動：學生回饋今日參訪

的感想 

17:30-18:20 移動（捷運） 
回到台北火車站，並購買餐點

在車上食用 

18:20-20:20 普悠瑪 438車次 返回花連 

(3). 參訪地點說明：本次參訪地點中，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與戒

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這兩者象徵政治受難者的苦

難，是從囚禁到死亡的路線。中正紀念堂則是象徵加害者

的威權，希望透過這樣的對比讓學生看見加害者的光耀紀

念與受難者的陰暗壓抑，從而深思轉型正義的必要與重要

性。 

4. 總結活動 

(1). 活動說明：教師總結今日參訪活動的意義後，可朗讀「然

後他就死掉了」一詩： 

他的祖國上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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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就死掉了 

 

他的水田不要賣 

然後他就死掉了 

 

他的畫作參了展 

然後他就死掉了 

……（完整內容可點閱參考資料第十五條。） 

(2). 目的：教師援引「然後他就死掉了」的詩作，來為本日的

活動做總結，可令學生感受到國家暴力下人的渺小，但也

請學生別忘記有些政治受難者以自身渺小的生命堅毅地面

對恐怖年代 

(3). 感想抒發：請學生發表本日參訪活動的心得，分享內心的

感受。學生經歷一整天的參訪之後，原本文字的知識化為

親手觸摸的實境，內心必然有深刻的衝擊。她們看見政治

受難者的囚禁與死亡，同時目睹當年最高執政者化身為被

崇拜的殿堂，這樣的衝突感，令學生省思轉型正義的必要

性。 

5. 課後活動：提醒同學記得書寫參訪手冊中的學習單與心得報告。 

四、「同痛同感」 

1. 課程說明：本課程為最後一節課程，同學透過先前的課程與參

訪活動已經瞭解了白色恐怖年代與政治受難者的故事，接著要

講述的是政治受難者家屬的苦痛，期盼同學認知此一苦痛仍是

現在進行式，正因如此，才更需要透過轉型正義來撫平傷痛。 

2. 準備活動 

(1). 教材教具：「苦難之總和」學習單彙整表、「走入恐怖年代

表格」、政治受難者家屬訪問記錄、世界人權日新聞報導。 

(2). 教學方式：講述法、問答法、分組討論。 

3. 引起動機：「生命的苦痛」（教學時間：8 分鐘） 

(1). 活動說明： 

 公布「苦難之總和」學習單彙整表，，請學生依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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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苦難標定痛苦等級。待等級評定之後，可詢問學生

若以政治受難者的遭遇來看，他生命有多麼痛苦。 

 希望學生看見自身苦難的同時，也能發現政治受難者

的遭遇是更大的苦難，透過將學生的生命與政治受難

者的經歷相結合，讓她們能夠更加感同身受。 

(2). 課程架構： 

 公布「苦難之總和」學習單彙整表（下為簡表）。 

標號 苦難類別 人數 

1 親人及朋友因病痛或意外而死亡，或是從此

無法相見的生離死別 

8人 

2 遭到親人或友人的背叛，因此失去對人的信

任感，常常懷疑他人或不敢接受他人好意 

4人 

3 被親戚拿來比較或說閒話，常常被批評 2人 

4 身體不適或受傷，無法擁有健康的身體 4人 

５ 課業壓力大，不知何時考試才能結束 9人 

其他項目因篇幅而無法列出 

 學生對於同儕的苦難進行等級評定（等級：一至十）。 

 請同學思索政治受難者的苦難是否與學生有相似之

處，若要評定政治受難者的苦難，妳覺得等級是多少？ 

4. 發展活動：你的平凡，他的苦難（教學時間：35 分鐘） 

(1). 活動說明：本節課為本系列課程的最後一個活動，透過先

前的課程讓學生體認白色恐怖年代之後，本節課則希望強

化學生的同理心，讓學生可以更進一步地了解政治受難者

及其家屬的苦難。本活動的最大特色是將學生的家族生命

史與政治受難者記事相互對應，若有學生的家族也曾遭逢

苦難，自然能夠感同身受，但即便沒有，也能感受平凡生

活在戒嚴時期從不平凡。 

(2). 課程架構 

 教師請同學回憶政治受難者家屬遭遇的苦難，並以小

組討論這些遭遇中最令人難受之處為何？ 

 教師請同學分享彼此製作的「走入恐怖年代表格」，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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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之中，可看見學生家族的慶賀之時，也可能是另

一個家族的苦痛之日。 

 同學討論及分享如何同理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的痛

苦。 

5. 總結活動：同痛同感的島嶼（教學時間：7 分鐘） 

(1). 活動說明： 

 教師與同學分享楊翠教授在 2016 年世界人權日的致

詞，讓學生了解苦難不僅僅只有存在於當事人被捕之

時，此後的每日對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都是一種折

磨，他們從被歧視，而後被忽視，最後則被要求有神

性的寬恕，這使得他們處於不斷被束縛的狀態。 

 期待學生在經歷這一階段的課程之中，能夠發揮同痛

同感的集體意識，才能讓島嶼的傷口真正走向癒合。 

(2). 課程架構： 

 教師分享楊翠教授在世界人權日活動的致詞。 

 總結這一系列的課程意義與肯定學生表現。 

 期盼學生能在觸摸歷史與走入恐怖年代之後，發展出

同痛同感的意識。 

學習評量 

（內容、方法） 

1. 課程評量分向細目表 

 活動參與 口頭報告 紙本作業 

1 恐怖年代 天黑請閉眼－體

驗恐怖 

 痛苦之總合學習

單 

2 受難者群像 「你是戒嚴時代

的誰呢？」互動

網頁 

政治受難者生命

故事 

走入恐怖年代表

格 

3 參訪活動  朗讀遺書 

分享參訪感受 

參訪心得 

4 同痛同感  生命的苦痛  

2. 評量標準 

(1). 活動參與：學生依照課程規定完成活動，依照積極程度評

分，若學生完成活動之後，願意額外投入時間者，則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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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 

(2). 口頭報告：依照口語的流暢程度及內容精準度給分。 

(3). 紙本作業：依照書寫的深度評分，能寫出愈多自身感受及

活動省思者，愈值得嘉許。如有表現優良的作業，可提供

給其他同學參考。 

參考資源 

（補充教材、引用資

料來源、小提醒…） 

1. 陳列，《躊躇之歌》（新北市：印刻文學，2013年 8月）。 

2. 呂蒼一、胡淑雯、陳宗延、楊美紅、羅毓嘉、林易澄等著，《無

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新北市：衛城出

版，2015年 2月）。 

3. 鄭南榕基金會/策劃、宋隆泉、邱萬興等/攝影，《剩下來就是你

們的事了：行動思想家鄭南榕》（台北市：書林出版，2013 年

4月）。 

4. 張彥芳等口述；王伯仁等撰述，《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臺

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紀錄》（台中市：中市文化局，

2015年 11月）。 

5. 魏吟冰/等採訪、撰稿，《黯到盡處，看見光：臺中政治受難者

暨相關人士口訪紀錄》（台中市：台中市新文化協會，2016 年

12月）。 

6.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

性家屬訪問紀錄（共三冊）》（台北市：中研院臺史所，2014

年 12月）。 

7. 陳欽生/自撰、受訪；曹欽榮/採訪、整理，《謊言世界 我的真

相》（台北市：前衛，2017年 1月）。 

8. 周俊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蔣中正在臺時期的祝壽現

象及其領袖形象塑造〉，《臺灣文獻》58卷：3期，（2007年 9

月），頁頁 117-148。 

9. 周質平，〈張弛在自由與威權之間─胡適，林語堂與蔣介石〉，

出自李怡、張堂錡主編，《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第二輯》（台

北市：秀威經典，2016年 8月）。 

10. 漢娜．鄂蘭著，施奕如譯，《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

紀實》（台北市：玉山社，2013年 8月）。 

11. 李書璇，2016/12/10，〈世界人權日／楊逵孫女楊翠:歷史正義

必 須 擴 及 政 治 受 難 者 家 屬 〉， 民 報 ，

http://www.peoplenews.tw/news/a71525a1-ae94-4ff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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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3f97c606457 

12. 張亞中，2017/4/11，〈鬥臭蔣介石，台灣不會更好〉，中時電

子 報 ，

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70411005884-262105 

13. 黃丞儀講述；吳一晉側記，2016/11/23，〈「優曇缽華：轉型正

義、憲法價值與不法的安定性」研習側記〉，歷史學科中心電子

報 ，

http://history.csghs.tp.edu.tw/xoops2/modules/newbb/vi

ewtopic.php?topic_id=1213&forum=30 

14. 石秀娟，2016/11/14，〈模擬憲法法庭》鄒族原住民菁英白色

恐 怖 受 難 ， 後 人 遭 逢 雙 重 苦 難 〉， 風 傳 媒 ，

http://www.storm.mg/article/189594 

15. Tony，2013/2/3，〈[北市信義]．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

園 〉 ， Tony 的 自 然 人 文 旅 記 ，

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960/tony0960.html 

16. person1204，2016/4/15，〈Re: [新聞] 諷刺法務部長！網友

發 起 「 然 後 他 就 死 掉 了 〉， PTT 看 板 Gossiping ，

https://disp.cc/b/163-9lWZ 

教學省思 

恐怖年代並不遙遠，島嶼夢饜慎防再現 

  在我高中求學階段，歷史課本並沒有白色恐怖，這個全然陌生

的詞彙直至我大學階段修習台灣史時，才蹦入我的腦袋之中。但我

真正認知到白色恐怖，卻是大學時期前往慈林基金會參訪之時。當

時正好有機會請到林義雄先生與我們座談，我雖然讀過他的生命經

歷，但總覺得離我很遙遠，我僅僅是單純地認為他是為台灣民主奮

鬥的偉大先驅。 

  但座談的過程中，帶領我們前往參訪的教授問了一個問題，這

個問題把林義雄先生的生命拉至離我們近在咫尺的距離。當時教授

問道：身為一個父親，我完全無法想像失去女兒的哀痛，若你早知

投身民主運動會導致家人發生不幸，你還會投入嗎？這個問題令大

家屏息以待，而林義雄先生回答：不會，他本以為災禍只會降在自

己身上，沒想到會波及家人，若早知會有此結果，他不會投身民主

運動。 

  就在那個瞬間，我的眼淚突然奪眶而出，我意識到那些在課本

中看見的名字，那些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都不僅僅只是無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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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或有理念的先驅，而是如同我們一般的平凡人。他們一樣會

感到哀傷，悲痛以及憤怒。他們就是我們，只是我們幸運得多，幸

運得以逃過白色恐怖的政治壓迫，幸運得以為這一切只是紙本的文

字。 

  當我投入教育工作之後，非常期盼學生對於歷史的認知不僅是

過去的紀錄，而希望歷史這門學科能在他的生命中產生影響．在年

復一年的教學中，慢慢構築出這樣的教學形式，我願意縮減其他章

節的授課時間，但期盼帶領學生深刻地潛入白色恐怖的年代。因為

唯有看見失去人權的代價，才能讓人擁抱人權的價值。 

  我在第一節課講述體制，期待引導學生了解合法並不等同合理， 

有時合法的國家暴力對人的傷害最大。更可怕的是，政府應用合法

的手段，不僅毀滅你的肉體，更毀滅你的名譽及心靈。 

  第二節課則是講述政治受難者的故事，因為只有生命才能觸摸

生命，這些生命故事往往能直擊學生內心，讓白色恐怖時代跳脫平

面的紙本而成為立體化的形象。 

  校外參訪，則是希望學生能夠從這些不義遺址中，直接觸摸歷

史，這時，政治受難者的生命已經脫離紙本，走到學生的身旁，與

他們一起經歷恐怖年代。 

  最後一門課，我著眼於政治受難者家屬，我認為這是過往歷史

教學欠缺的環節，正如中研院口訪紀錄所訂的書名：《獄外之囚》。

在白色恐怖中受傷的不僅僅只有受難者本人，他周邊的家屬一樣受

創甚重。 

  為了讓學生更貼近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遭遇，我讓學生以自身家

族史對照白色恐怖的年代記。許多學生因而發現家族的慶賀之時，

卻是許多家庭的苦難之日，這樣的比附讓學生感受到在同一座島嶼

之上，有許多人正在卻面臨苦難，在戒嚴時期，僅僅是平凡生活，

對某些人而言都是苛求。 

  但在教學過程中最能擊中學生內心的，恰恰是請學生寫下的高

中學生的煩惱，他們看見同儕的困境，有人失去家人，有人遭到排

擠。他們各自為這些煩惱訂下不同量級的痛苦。但是當這痛苦映照

到白色恐怖受難者及其家屬的遭遇時，他們終究意識到在恐怖年代

之中，這個班級煩惱的總和，竟就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遭遇，

此刻，他們終於更為貼近了那個恐怖年代。 

  經歷此課程之後，我想這些曾試圖觸摸歷史與走入恐怖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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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一定能夠更具同理心，當她們看到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出面

控訴時，絕對不會無禮地說出：那些都已經過去了，請不要抓著歷

史不放。絕對不會。 

  因為她們深深體會到這些人的生命承擔了整個國家的暴力。她

們看見顧瑛如何從壯年人莫名地變成了一個盒子大小的骨灰，她們

看見杜孝生如何被奪走名譽，她們看見曾梅蘭先生為了尋找哥哥的

遺骨奮鬥了二十年，陳坤良的父親如何在六張犁公墓四處找尋兒子

的墓塚，她們也看見那一封封的遺書。 

  那個年代，並不遙遠。唯有深刻地看見恐怖年代，才能防止那

恐怖的夢饜再現，也才能真正體悟人權的價值所在。 

（敬請自行增加篇幅，總頁數請於 20頁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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