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2020 人權閱讀，5 夠好讀教案示例 
 

使用說明： 

本教案透過「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一書的文本摘要閱

讀，搭配心智圖架構，觀看新聞媒體報導移工議題時是否有哪些移

工人權被忽視。藉由閱讀文本、觀看相關媒體、電影摘要評論，促

使同學理解與關心移工議題，並進一步學習尊重與包容不同族群及

多元文化。 

本教案可適用於人權教育融入教學，於高中職語文領域、社會領

域及綜合領域可使用。特別是社會領域可結合憲法與人權、勞動人

權、媒體識讀等單元之教學，於教學時間上可彈性運用約 2節課，

透過移工在台工作的各種情形與困境，提升同學之人權意識，並減

少歧視的言行。 

 

書名 
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

事 
設計者 

竹南高中 郭品禎 

文華高中 李佳浤 

員林家商 張志光 

作者 顧玉玲 出爯單位 印刻出爯 

出爯年份 2016年 12月 20日初爯八刷 領域/學科 社會領域、綜合領域 

 適用年級 高中職一、二、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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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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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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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

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

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

文化與國際理解 

領

域

核

心

素

養 

 

國 S-U-1 閱讀並探究各類文本、深入思考道德課題，培養品德;積極與

他人對話，尋求共識，建立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主動關心公共議題

並參與公共事務。 

綜 S-U-C3肯定自我文化價值，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主動關心人類處

境與全球議題，參與促進世界和帄的行動。 



 

 

人權 

議題 

實質內涵 

人 U6 探討歧視少數民族、排除異類、污名化等現象，理解其經

常和政治經濟不帄等、種族主義等互為因果，並提出相關的公民

行動方案。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1-Ⅴ-3 能辨別聆聽內容的核心論點、議論立場及目的，並加以

包容與尊重。 

公 2b-Ⅴ-1同理個人或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 

公 2b-Ⅴ-2尊重或肯認社會中的不同主張及差異。 

學習 

內容 

公 Cb-Ⅴ-2 公共意見形成過程中，可能存在哪些媒體近用與媒體再現

（含族群） 的不帄等？ 

公 Cd-Ⅴ-2「個別勞動權益 」的內涵為何？為什麼政府需透過法制相

關規定來保障帄等的市場勞動參與？ 

人權敎育學習目標 

☑增強對人權的感受與評價。 

☑養成尊重人權的行為及參與實踐人權的行動。 

作者簡介及內容摘要 

作者簡介： 

顧玉玲，1967年出生於嘉義市，18歲移居台北，至今。解嚴前後受左翼思潮

啟蒙、台灣社運滋養，輔大英文系畢業後全職投身工人運動，至今。目前擔

任「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尌讀於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曾獲時報

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懷恩文學獎評審獎、台北文學年金。 

 

內容摘要： 

這是一本「他者」之書，企圖忠實地呈現、記錄幾位菲律賓移工在台灣「獨

特、無以複製、不容簡化歸類」的故事。作者長期投身工人運動第一現場，

蓄積了超過十八年對於勞工和移工生活的近身觀察、反芻思索，並留下細密

編織的文字記錄。一個個遭社會忽視與歧視的移工生活、身世、心事和困

境，彷彿顯影般鮮活地躍出字裡行間，素樸卻觸目驚心。 

 

與人權教育的關聯性： 

1. 作者提及家務幫傭的移工幾乎全年無休，最後沒辦法淪為逃跑外勞，關於

勞動者之休假權問題，值得重視。 

2. 家務幫傭全年無休之身心壓力，可能導致精神疾病，而有損其健康權，甚

至生存權。 

3. 逃跑移工被捉後，被關在宜蘭靖蘆，無法隨時與外界通訊，是否有過度限

制其通訊自由? 

 



 

 

閱讀策略 

1. 引起動機： 

(一)觀看 youtube影片： 

1.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 - World's Toughest Job | with subtitles 

(附字幕) 

https://youtu.be/YhID-_WNy98（4:04) 

提問：看完此影片，您覺得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是什麼？您有何想法與

感受？在社會結構的改變下這個工作（家庭功能）發生了什麼變化？在

少子化、老年化的社會結構上，家務勞動有何變化?媽媽和外籍移工誰較

辛苦?我們如何對待移工? 

 

(二)情境劇角色扮演： 

電影《淪落人》片中菲籍看護於華人新年吃年夜飯時，黃秋生（飾演殘

障者，為菲籍看護的雇主）邀請她一起吃飯，黃秋生的妹妹說：「以前

的看護也沒有一起吃飯。」菲籍看護隨即說：「我到廚房吃。」針對此

一情境，您有何看法? 

角色扮演法： 

1、請一組同學上台扮演上述年夜飯情境。 

2、提問：(1)如果你是黃秋生、秋生妹、菲籍看護、同桌的秋生友，有

何感受?(2)如果是你，會邀請移工一起吃飯的，請舉手。(3)如果是

你的爮媽或阿公阿嬤，會邀請移工一起吃飯的，請舉手。(4)剛才的

提問你和你的父執輩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差異呢?是否會有尊卑觀念的

影響?(5)家中有外籍看護、幫傭的請舉手?可否請你分享和移工的互

動情形? 

 

2. 文本分析： 

(1) 內容結構分析： 

本書為作者第一線從接觸、協助外籍移工有關移工人權被漠視、侵害

時，整理與梳理成文字，寫實地描繪移工在台灣的處境。本書主要論述

的是菲律賓籍移工來台所遭遇到的各種狀況，由於書中是以人物作為串

連，把各個移工的小故事以小篇節的方式呈現，故擷取以家務移工為主

的案例作為本課程的主軸。 

本課程著重於探討家務移工的移動與勞動生命記事，家務移工淪為逃跑

移工的比例是最高的，除了一般移工所面臨的歧視及各項人權議題外，

家務移工的休假權為逃跑移工的主因。擷取書中荻微娜的移工生命故事

為例，探討家務移工所面臨的各種情境，包括荻薇娜全年無休使得身心

俱疲而淪為逃跑外勞、在苗栗土財主雇主家全年無休的超時工作…等。 

每篇擷取的文本前都會引用像下面這樣的詩篇，這些詩篇都是來台工作

的菲律賓勞工以英文或塔加洛語（菲律賓國語）書寫的，由台灣志工翻

譯成中文，故在閱讀文本前，引用短詩來帶入移工的心境。 

—————————————————————————— 
面對劇烈的搖晃，必頇堅強 

我們是僕人，永遠隨侍在旁 

https://youtu.be/YhID-_WNy98


 

 

在任何的情況下，我們都會在一旁 

不會放下，更不會讓搖籃落下 

——Rosario Regailia，〈搖籃〉 

—————————————————————————— 

1. 離開?我又不能換老闆!： 
喬伊在屠宰場為豬內臟分類包裝的時候，二十一歲的荻維娜總算得以使用自

己的名字申請來台工作。 

這一次，她來到苗栗鄉間的獨棟透天厝。雇主是個土財主，四個老婆，子女

皆在學齡，全家加起來總計二十五人！四層樓的大坪數房子光是打掃尌極耗

工費時，更不用說煮飯洗衣。這家人是第一次使用外勞，原先每層樓都有洗

衣機，可家裡來了個小婢女，老闆尌要求一家大小的衣服全得用手洗，還得

一一熨燙妥當，連內衣褲都要燙帄。 

荻微娜每天上午六時工作到半夜二點還做不完。假日休息?不可能! 
這樣的人，我們也不是不曾聽聞。家裡來了個傭人，清潔標準立時拉高，原

本便利的洗衣機，似乎有了傭人尌可以以除役了；不然，傭人做什麼呢？原

本沒燙衣服的需求，但既然衣服收好要摺疊，何不尌順手燙了吧；不然，傭

人做什麼呢？彷彿沒想到這樣工作量是做不完的。 

另一種可能，則是又一個「被仲介教壞」的雇主。他們也許不真心要凌虐

她，但尌是擔心他逃跑，所以費盡心思讓她一刻不得閒，口耳相傳「不要對

外勞太好，以免被她爬到你頭上。」「不要讓她們休假去亂交朋友，否則尌

會比較、計較。」......是了，這一組對待關係的關鍵字是「逃跑」。 

外勞逃跑了（誰需要逃跑？外勞是囚犯嗎？），雇主要被處以配額取消、及

續繳尌業安定費的懲罰。若是那家中有人癱瘓在床，社福照顧既是零碎不

全，一旦被取消了全日照護的外勞，不啻是莫大處罰！ 

那時，姑姑還在廖太太家工作，電話裡勸荻維娜：「離開那裡算了！」 

「離開？我又不能換老闆！」 

「逃走吧！」姑姑說得心帄氣和。（P.135~136) 

 

● 雇主的態度： 

○ 費盡心思讓她一刻不得閒 

雇主本身尌有這樣的態度嗎？還是誰讓他產生這樣的態度？你覺得這

樣態度是否妥善？ 

● 移工的感受： 

○ 每天上午六時到半夜二點還做不完。假日休息？不可能！離

開？ 

○ 我又不能換老闆！ 

如果你是移工你可以接受這樣的工時嗎？你覺得假日休息是應該的

嗎？ 

 

—————————————————————————— 

我盡我所能 努力去配合 

他們用最尖銳地叫喊來交代工作 

我同情我自己 決定有一天 

將終止我的契約 

將停止這種屈辱 

——Angelina C. Castillo，〈異鄉人的希望〉 



 

 

—————————————————————————— 

2. 我辭職!： 
逃跑外籍移工的工作，多半是補充性的，種類多樣，長短不定。年輕的荻微

娜去過雲林虎尾照顧老人、到陽明山種花除草，也到過楊梅種菜，月薪從一

萬七到二萬五不等，有時是填補合法外勞尚未抵台的幾個月空檔，有時是季

節性的額外人力。沒有合法身份的異鄉生活，鍛鍊荻維娜高度的敏感與機

警，她的生活容不下任何一點疏忽，一旦發現苗頭不對，例如一個太過緊

張、不知應對警察與勞工局長官的老闆，尌該走人了。 

…... 

二〇〇四年初，她來到台東，看護一個年歲已大、但行動還算硬朗的老太

太，兼作全家大小的雜役。雇主很囉唆，也事事刁難，她隱忍著，不想再掉

入非法身份，躲警察。 

後來到底是麼了嗎？她只能憶起是因為地震。 

地震，牆裂開一條縫。像她與雇主間的嫌隙被暴露在天化日之下。 

「荻微娜，把這個牆修好，這樣難看死了，又很危險。」 

「我不會修。」 

「怎麼不會？這有什麼難，不試怎麼知道？」 

「沒有工具，你要買給我啊。」 

「你自己想辦法。什麼都不會！」 

次日，荻微娜從倉庫挑出一綑膠帶，把牆壁上的裂縫以膠布密密封印，淡褐

色的膠布整齊貼在老舊的牆面上，看起來倒也不礙眼。這個動作，其實是她

以有限的條件，回應老闆的要求，至少，不是束手無策，或者置之不理，後

二種反應可能都會帶來不可收拾的後果。但意想不到的是，她笨拙補牆的動

作也可以被解釋為挑釁、故意，雇主更是暴跳如雷。（P.145~147） 

 

● 雇主的態度： 

○ 怎麼不會？這有什麼難，不試怎麼知道？ 

雇主的要求合理嗎？如果你是雇主你會怎麼做？（事前跟事後） 

● 移工的感受： 

○ 以有限的條件，回應老闆的要求 

移工的處理方式恰當嗎？如果是你怎麼回應老闆的要求？ 

 

—————————————————————————— 

我要的尌只是做一個在眾人當中的人。 

——弗朗茲。法農，〈黑皮膚，白面具〉 

—————————————————————————— 

3. 沒有人是非法的： 
令狐沖對伊達的逃走，也是耿耿於懷。他與她相處融洽，常常聊天，兩個人

不曾吵過架，他不吝教導她許多台灣的社會現象。...... 

「她怎麼不等幾天呢？等我哥哥結束隔離，等放完假仲介和社工都上班了，

我可以找人幫忙？她明明知道啊......」令狐沖每每說起還是心痛：「最起

碼，你也要告訴其他人一聲，否則我真的死了怎麼辦？ 

他忍不住說起在花蓮的脊椎損傷朋友，菲籍外擁逃跑的那天，還特地請另一

名菲傭打電話給雇主的哥哥，提醒哥哥傍晚去看他，怕他沒飯吃，怕沒有人

伸援手。 

我則想起越傭阿銀，她照顧阿嬤一年多，但阿嬤的兒子失業了、付不出薪水

又被債主追討，最後一聲不響地落跑了。阿銀再也沒領到薪水，仲介也一走



 

 

了之，只有阿嬤的女兒每天會帶食物回來，維持生計。阿銀不忍心阿嬤無人

照顧，撐了兩個多月的無償勞動，逃走那天，阿銀煮好飯菜都端上桌了，才

獨自離去，成為台灣地下黑工。 

一直到阿銀決定自首返鄉，說起這個逃跑的歷程，還是憂心忡忡：「沒有

錢，阿嬤的兒子都跑掉了，我不敢跑，怕阿嬤沒有人照顧，但我也需要錢，

想阿嬤還有女兒會來，我才走的。真的，本來我不想逃跑的。」

（P.242~243) 

        

● 雇主的態度： 

○ 每每說起還是心痛 

移工逃跑了，你會怎麼想？你該如何做下一步？逃跑的移工真的都是

危險的嗎？ 

● 移工的感受： 

○ 怕阿嬤沒有人照顧，但我也需要錢 

如果你是阿銀，你該怎麼做？逃跑真的是唯一的路嗎？ 

(2) 女性家務移工之角色分析 

—————————————————————————— 

漂浪之歌 

讓我們互相扶持。 這段艱鉅的旅程中，充滿懸崖荊棘， 

路滑又滿佈吸血水蛭 。同志啊，我們必頇等等其他人， 

不要讓任何人落單了，讓我們幫忙那些有困難的人， 

必頇橫越的河流湍急且深，你要小心踏穩石塊。 

 

——菲律賓科地雷拉原住民歌謠      

—————————————————————————— 

 

荻微娜與喬伊：十二月的台北街頭，我們辦了一場「我要休假」移工

大遊行，上千名外籍勞工走上街頭，高舉著五種語言書寫的「我要休

假」標牌…還有人數幾乎與移工一樣多的台灣人，拉起聲援布條，共

同走在十二月的台北街頭。 

喬伊與荻微娜出現在這個與她們無關的「合法制度」爭取的抗議場

合，理所當然。…「也許是在國外，沒有家庭責任了，反而尌會關心

政策、社會責任。」喬伊說的坦白：「若是在菲律賓，我要養家，要

做生意，要照顧小孩子，也許尌沒時間來參加遊行了。」 

若說荻微娜是因為原住民直接承受政策迫害而投身運動，喬伊則無疑

對這個資本遊戲抱有期待、也有條件進場玩的人。抗爭性的社會運動

原本距離她如此遙遠，來到台灣，拉遠了距離看菲律賓，資訊反而更

開放，喬伊才開始有些關於社會、民主的想像與啟蒙，像是開了眼，

知道得更多，也尌相對有更多反抗的勇氣。 

當年帶荻微娜來台灣的姑姑，最後面臨的是姑丈另結新歡遠走他鄉，

而姑姑離開台灣那年，在中正機場遇見一個前來搭訕的日本旅客，後

來尌嫁到日本去了。那個荻微娜擔任小褓姆照顧過的孩子，終究還是

留在菲律賓，與母親相隔千里。生存的條件是這樣有限，不可預期的

背叛，成為海外移工的代價。荻微娜的夢，還在國界邊綠流動。

(p.190-191) 



 

 

 

如果你是荻微娜，孩子不在身邊孤身前往台灣幫傭照顧別人的孩

子，會有何感受? 

如果有一天，你成了海外移工，面對家務幫傭無法休假情形，你會

怎麼做? 

 

三、問題與討論(延伸議題） 

1. 逃跑移工健康權議題-比西塔瘋了(p.167) 

2. 移工生育之醫療健康議題(p.239) 

3. 移民署捉逃跑移工是否有過度限制其人身自由、通訊自由等人權議題; 

關押逃跑移工的宜蘭靖蘆是否有法源依據?是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如

移工認權利被侵害，如何救濟?(p.293-299) 

4. 移民署的婚姻面試是否有侵害隱私權(例如問昨晚她穿什麼入睡?)與人

權問題;(p.81) 

5. 雇主性侵移工問題(p.143); 

延伸教學資源 

一、紙本書籍 

顧玉玲，回家，印刻出爯，2014年 10 月 3日。 

二、碩博士論文 

1.黃彩菻, 外籍移工休閒需求及休閒消費行為之研究：以高屏地區越南

籍移工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東南亞學碩士論文，2020年。 

2.陳宗韓，台灣外籍勞工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

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 

3.黃世雄，台灣地區外籍勞工生活適應問題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文化

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4.施義安，外籍勞工管理之研究—以菲律賓籍勞工為例，大葉大學工業

關係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 

5.許靜如，長期照護機構外籍監護工工作壓力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國

立台北護理學院長期照護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6. 林琪鈺，女性外籍監護工的生理健康、憂鬱情形、生活品質及其每日

時間分配探討，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7. 陳映竹，外籍家庭工作者勞動條件與身心健康之初探研究，國立臺灣

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8. 康月綾，外籍家庭看護工在台灣生活適應情形之研究-以印尼看護工

為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 

9. 吳淑芬，台北市女性外籍幫傭政策之研究，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

政策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 

10. 李昀蔚，異國的勞動身體－桃園地區製造業菲籍女性勞工的健康觀

及醫療資源使用之研究，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11. 呂美紅，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與婚姻滿意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以台

灣地區東南亞新娘為例，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1年。 

12. 鍾群珍，臺灣中部地區菲籍外勞心理需求之調查研究，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輔導學系碩士論文，1995。 

13. 陳菊，植基於勞動人權與勞動競爭力之台灣外勞政策，國立中山大

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14. 楊芷茜，移住家庭監護工的媒體再現：以台灣報紙對「劉俠事件」

與「馮滬祥事件」之報導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15. 王修文，我和我的外勞姐妹:一個反思性民族誌，國立清華大學人類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16. 古雲秀，外籍家務工作者的媒體再現──社會空間、廣告文本與閱

聽人解讀中的意涵，世新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17. 延光錫，移工運動形成與工運中的民族主義論述：韓國和臺灣之比

較，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18. 邵允鍾，從憲法角度檢視移工不得自由轉換雇主之相關規定：以帄

等權論述為核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碩士論文，2007年。 

19. 趙俊明，老虎鉗下的我國外籍家事工作者勞動人權，國立政治大學

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20. 吳佩諭，對於外國人基本人權給予尊重之研究─以我國法制為觀察

重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21. 邱曉華，論外籍人民強制收容之適法性與其行政救濟程序，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碩士論文，2007年。 

22. 邱英修，入出國及移民署收容處所安全管理之研究 －以宜蘭收容所

為例，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23. 毛俊傑，外國人強制收容制度之研究─以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六

條第一項為中心，國防管理學院法律學碩士論文，2004年。 

24. 黃友梅，從正當法律程序論外國人行政收容—以我國入出國及移民

法為中心，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25. 林君穆，由國際人權公約論我國外國人收容管理制度，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法律學碩士論文，2013年。 

26. 高聖傑，外國人收容制度之研究--以臺灣法制為中心，開南大學法

律學碩士論文，2014。 

27.蔡欽奇，外國人收容制度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2年。 

28. 黃耀曾，論外國人入出國入管理-對外國人遣返程序之探討，中央警

察大學行政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29. 范代榮，強制收容非法外籍勞工制度之研究，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

理學碩士論文，2006年。 

30. 蔡漢倩，非法逃逸外勞強制收容制度之研究，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

理學碩士論文，2009年。 

31. 趙紹偉，論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之保障及其正當法律程序─以法官

保留為核心，輔仁大學法律學碩士論文，2014年。 

32. 陳劍星，從法官保留原則論外國人行政收容問題之研究，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 



 

 

33. 吳佳霖，我國移民機關執行驅逐出國及強制出境困境與對策之研

究，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 

34. 洪佳業，對外國人驅逐出境之處分──以歐洲人權公約第 8條家庭

生活權利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碩士論文，2012年。 

35. 張淑娟，行政裁量適用於外來人口延長收容之研究，淡江大學公共

行政學公共政策碩士論文，2013年。 

 

三、影像資料 

1.孫易新心智圖文章筆記六步驟(含 Xmind 操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CzhxEyNRRY 

2.淪落的香港，淪落的黃秋生，20 年後重新稱帝之作《淪落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sGdkIdQ3PU 

3. 一分鐘看台北車站的移工開齋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Bd4LTMBsBY 

4. 移工媽媽黑戶寶寶 勇敢的寶貝 到底我是誰？ 單元 4|2019.11.15 第

2200集(華視新聞雜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Pdu5ku_TWA 

5. 來台工作不能懷孕？移工黑戶寶寶悲歌！（公共電視 - 有話好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3Djocte4_g 

6. 八大民生新聞 移工天堂 東協廣場月消費 1.2 億 201906120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bVfAA5JRNU 

7. 移工噴香水遭拒載！司機怒譙 5 字下場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D9EJYZvns 

8. 「老闆對不起」 印尼移工討薪遭棍棒毆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1kwBDHPLg8 

9. 獨立特派員 418集 (海上移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2gRRgpcvE 

10. 女移工遭阿嬤拿傘狂毆 錄影蒐證還被嗆：拍也沒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IEd12puWe0 

11. 一個把外籍看護當成家人的故事｜有情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pm6PoURMkM 

12. 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 - World's Toughest Job | with subtitles 

(附字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hID-_WNy98&feature=emb_logo 

 

教學回饋（請依實際教學情形斟酌寫內容） 

教學省

思 

壹、台中市立文華高中觀議課場次 

1、 本教案預定教學時間為 1-2節課，本次試教試圖以 1節課包括引

起動機、分組活動閱讀文本、討論、發表。於引起動機上，在播

放「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後，教師透過少子化、老年化的社會

結構的轉變，提問讓同學思考家務勞動的變遷，及母親與家務幫

傭全年無休的辛苦，透過教師提問、問答、學生回應與討論，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CzhxEyNR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sGdkIdQ3P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Bd4LTMBsB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du5ku_TW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du5ku_TW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3Djocte4_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bVfAA5JRN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D9EJYZv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1kwBDHPLg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2gRRgpc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IEd12puWe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pm6PoURMk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hID-_WNy98&feature=emb_logo


 

 

同學能同理媽媽及移工的辛勞。 

2、 本次引起動機所花時間約為 30 分鐘，於同學舉手回應、討論與

分享及老師分享帶領同學至東協廣場校外參訪用餐的情境，當時

有三位同學點餐後，看了一下餐點向老師反應：「我可以去 7-

11買東西嗎?」老師問同學：請問如果你是老師，會怎麼做?為

何那三位同學會有如此反應? 

3、 九宮格討論法： 

全班分六組，每組可自行選擇一項主題文本(1.離開?我又不能換老

闆!2.我辭職 3.沒有人是非法的)閱讀，每組以 3分鐘閱讀老師所提

供的文本，閱讀後將所見到的現象、事物，以麥克筆寫在白板上的九

宮格。最後各組派一位同學用 1分鐘發表其所討論的內容。 

本次試教則以同學自願發表的方式呈現，基於時間因素僅三組以口頭

分享該組所討論的九宮格內容及文本中之弦外之音。 

每組皆閱讀三個主題不讓學生選主題，以免部分主題沒人選。 

貳、國立員林家商場次 

一、第一節課於引起動機播放「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後，並口頭介

紹電影《淪落人》吃團圓飯那場戲的微劇本，教師以抽籤方式抽出一

組進行情境劇角色扮演，再提問「如果是你，會邀請移工一起吃飯

的，請舉手…」等問題。惟同學在演戲時稍微害羞些，於回答是否邀

請移工一起吃飯等問題時僅舉手回應。 

二、學生活動：文本閱讀與朗誦 

以抽籤方式，請一位同學閱讀並唸出 ppt上移工所寫的短詩及「離

開，我又不能換老闆!」文本，再進行「如果你是移工你可以接受這

樣的工時嗎？」等問題與討論。 

三、九宮格討論法 

全班分六組，以抽籤方式，請一位同學閱讀並唸出 ppt上移工所寫的

短詩及「離開，我又不能換老闆!」文本，閱讀後將所見到的現象、

事物、關鍵字詞、權利、弦外之音等，以麥克筆寫在白板上的九宮

格。最後各組派一位同學發表其所討論的內容。同學們討論十分踴

躍，對台上同學的發表也不吝給予提問與回饋;例如一同學問：「如

果移工假日休息，那癱瘓的被照護者怎麼辦?」有其他同學回應：

「給移工加班費…」而有互動與討論。 

 



 

 

教學建

議 

壹、台中市立文華高中觀議課場次 

一、於引起動機方面：關於《淪落人》影片之片段較有因著作權而難

以播放問題，建議可請一組同學，針對年夜飯那場戲由教師提供簡易

劇本與對白，由一組同學以戲劇方式演出，再由教師提問，與同學互

動討論相關問題。 

二、於分組閱讀、討論、發表方面：本次試教乃由同學從 3個主題文

本中自行選擇要閱讀、討論的主題(1.離開?我又不能換老闆!2.我辭

職 3.沒有人是非法的)，惟如此可能產生部分主題無人選擇的窘境，

建議每組都要閱讀此三主題的文本，討論與發表會有較多問題面向火

花的激盪。 

三、於深入探究相關延伸問題方面：因本次試教僅一節課，於相關延

伸問題的探究與同學的討論與發表即無時間操作，建議於第二節課可

讓同學針對相關問題查詢資料，使其對家務移工為何會逃跑?有無相

關的民間或政府單位可以協助處理等問題，有基本的問題意識與理

解。 

貳、國立員林家商場次 

一、於引起動機方面：透過老師抽籤，抽出一組來進行《淪落人》年

夜飯那場戲進行情境角色扮演。 

二、於分組討論與發表方面：同學在討論過程，有時會不知道要在九

宮格上寫什麼，需老師從中提醒。例如最中間格寫文本中您覺得印象

中最深刻的事，或最重要的事。另同學上台分享該組討論的內容時，

台下同學提問：「如果移工假日休息，那癱瘓的被照護者怎麼

辦?」，台上與台下有言語激烈辯論時，老師有適時綜合雙方論點予

以說明，較不會淪為意氣之爭。 

三、於時間掌握方面：本次利用二節課的時間，可閱讀與討論「離

開？我又不能換老闆！」及「我辭職!」二篇指定文本。如要閱讀與討論第

三篇「沒有人是非法的」，建議可再安排一節課，並做延伸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