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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校園人權相關研究整理 

壹. 校園人權相關之博碩士論文 

論文名稱：校園人權教育環境之探究－以台南市國民中學為例(2003 碩

士) 
研 究 者：張馨丹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研究結果：  

一. 因校園升學主義導向，致使人權教育環境不易形成。 
二. 人權知識與概念的欠缺，各主體人物對國際人權知識尤其貧乏。

三. 校園人權資源不足，活動也過於形式化。 
四. 校園充斥違反人權的行為，包括體罰與不正常的教學。 
五. 不同區域學校有不同程度的人權表現，私立學校的表現普遍優

於市立學校。 
論文名稱：都市原住民學童校園人權覺知與族群認同之相關研究-以高

雄市為例(2006 碩士) 
研 究 者：詹淑萍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研究結果： 

一. 都市原住民學童校園人權覺知與族群認同的現況反應屬於中高

程度。 
二. 不同背景原住民學童在校園人權覺知的表現為：阿美族學童的

校園人權覺知高於其他族群學童。中社經地位學童顯著高於低

社經地位學童。 
三. 不同背景原住民學童在族群認同的表現為：四年級學童的族群

認同優於五年級學童。小港區及前鎮區的學童在族群認同上有

較佳表現。居住都市「未滿一年」的學童有較正向積極的族群

認同。中社經地位學童優於高社經地位及低社經地位學童。 
四. 都市原住民學童對族群認同愈高，愈能覺知校園人權。 
五. 不同背景變項與族群認同對校園人權覺知具有聯合預測力；「族

群歸屬感」、「族群身份自我認同」、「族群行為」、「族群態度」、

「人際互動」可預測校園人權覺知。 
論文名稱：桃園縣國中學生基本人權與校園人權認知調查研究(2006 碩

士) 
研 究 者：李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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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研究結果： 

一. 國中學生校園人權與基本人權認知程度已達中上水準。 
二. 國中學生在基本人權方面最認同的三項議題: 

1.每個人的權利和尊嚴都應受到尊重。 
2.人人都享有被公平對待的權利。 

       3.不管你在那一個國家都應該受到尊重。 
三. 國中學生在校園人權方面最認同的三項議題: 

1.當學生權益受損時，學校應有開放暢通之申訴管道。 
          2.學校不應該以任何形式語言及肢體暴力對待學生。 
          3.學校應提供乾淨衛生之飲水。 

四. 背景變項不同學生基本人權與校園人權認知之差異性: 
          1.學生性別不同，有顯著差異，女生認知程度高於男生。 
          2.學生年級不同，無顯著差異。 
          3.學校所在區域不同，有顯著差異，基本人權認知程度以「城

市地 區」表現最佳，校園人權認知程度以「一般鄉鎮地

區」表現最佳。 
          4.學校班級數不同，有顯著差異，認知程度以「60 班以上」

表現最佳。 
          5.導師管教方式不同，有顯著差異，認知程度以導師管教方

式「民主式」表現最佳。 
          6.學生學期成績不同，有顯著差異，認知程度以「甲等」者

表現最佳。 
          7.家庭社經地位不同，有顯著差異，基本人權認知以「高社

經地位」表現最佳；校園人權認知以「中社經地位」表

現最佳。 
五. 學生基本人權認知與校園人權認知呈正相關。 

論文名稱：儒家思想中權利與自由概念之研究──校園人權理論基礎之

探究 (2005 碩士) 
研 究 者：朱敏君  
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 
研究結果： 

有感於台灣社會與校園內人權實踐的困境，以及「中國文化不利

於西方人權」的固有思維，因此本研究首先分別從儒家思想及清末民

初知識分子對權利與自由的文獻中，整理出多項有利於和西方人權思

想相接榫的傳統元素，並在理論上指出： 
一. 以儒家思想為主幹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含有權利與自由的成分；

二. 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西方人權思想，要在台灣生根與推展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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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 
在實踐上的特色則是： 

一. 澄清「西方人權與傳統文化扞格不入」的誤解； 
二. 改善上述誤解對校園人權教育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其次，本研

究企圖以此奠立一個植根於本地的校園人權理論基礎，以求澄

清一般人常有的誤解，改善人權實踐的困境，並催生台灣社會

與校園內的人權文化轉型。最後，本文在學術上分別就「台灣

人權理論繼續開展」以及「校園實踐人權」兩層面提出後續可

行的研究建議；在實務上則指出面對人權實踐困境，應由建立

一套完整的人權教育師資培育系統著手。 
 

貳. 人權教育相關之博碩士論文 

論文名稱：人權非政府組織與中等學校人權教育協力關係(2004 碩士)
研 究 者：管怡聲 
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 
研究結果：  
   人權非政府組織在維護人權的工作中，揭露了社會中欺壓弱勢以

及忽視人權之事實，在人權教育的推廣上，運用非正式教育的手段，

提供社會大眾瞭解人權的管道，並透過與教育部合作，積極辦理校園

人權教育師資培訓以及參與教材的編審，以期使人權教育得以深耕校

園，但由於人權非政府組織推廣人權教育的過程中，未能與中等學校

間互動合作，以致無法深入校園探究人權教育成效不彰的原因，進而

採取因應對策。本文旨在探討人權非政府組織在推廣校園人權教育

中，應與中等學校建立何種協力關係？如何透過學生事務處（以下簡

稱學務）的機制作為交流平台？其可行性如何？期望藉由本研究之結

果，激發教育當局與人權非政府組織重新思考中等學校人權教育施行

的方向，以彌補現行九年一貫教育體系中所出現的斷層，讓學生能夠

吸收及學習多元的、廣泛的及正確的人權概念，以使人權教育得以深

耕校園，進而擴展至社會各階層，進而實現人權立國的理想 
論文名稱：國民小學教師人權教育認知與管教行為之研究(2001 碩士)
研 究 者：黃明珠 
研究方法：文獻分析及問卷調查法 
研究結果：  

一. 大多數的國小教師其人權概念認知是正確、積極的。 
二. 幾乎所有的國小教師肯定實施人權教育的正面意義，也具有推

動人權教育的意願，贊成將人權教育融入各學科領域中實施教

學。 



 114

三. 多數的國小教師能尊重學生參與權、受教權及兩性平等權，並

落實在日常教學之中，惟學生身體自由權受到忽視。 
四. 國小教師充實人權教育知能的意願非常高，也希望能夠獲得人

權教學資源。 
五. 國小教師採用體罰方式管教學生的情形有減少之趨勢 
六. 大多數的國小教師管教學生並不侷限於校園範圍，只要學生行

為影響學校，無論校內或校外，都會介入加以管教。 
七. 國小教師在管教學生時，都會顧及學生的行為動機、年齡、身

心狀態及家庭因素對其行為的影響。 
八. 教師在管教學生時，都會重視程序上及實質上的正當性。 
九. 國小教師人權教育認知與管教行為之間有部份相關存在。 

論文名稱：高雄縣市國小教師人權教育態度與實施現況之調查研究

(2003 碩士) 
研 究 者：潘毓斌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研究結果： 
  一、在國小人權教育實施現況方面 
    1.有超過七成的教師認為其服務之學校已實施人權教育，可見人權

教育在國小已普遍實施。 
    2.雖然人權教育的實施方式相當多元，但多數教師認為學校人權教

育之實施方式為「在相關課程中實施」。 
    3.教師認為其服務之學校未實施人權教育之原因最大為「行政單位

未規劃」。 
    4.有接近八成的國小教師，認為自己已經實施人權教育；雖然人權

教育的教學法相當多樣，但「講述法」卻是教師們最常使用的人

權教育教學方法。 
    5.「上課時間」、「學校或班上的偶發事件」、「配合社會相關事件」

三者，是教師最常實施人權教育的時機。 
    6.多數的教師均利用「時事、新聞事件」作為人權教育之教材。 
    7.受試教師未實施人權教育之最大原因是「沒有適當之教材或參考

資料」。 
    8.教師實施人權教育最大的困難是「沒有充分時間」，其次是「教

材取得不易」。 
    9.「價值教育」是教師認為重要的人權教育內涵。 
    10.教師對人權教育的實施大多持正面的看法，但也提出許多建議

與看法。 
  二、在國小教師的人權教育態度方面 
    1.國小教師對人權教育之「實施方式」的行動覺知程度，男性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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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女性教師。 
    2.對人權教育「正向功能」與「實施意願」，服務年資 11-20 年組

的教師均較 1-10 年組的教師有正面之看法。 
    3.對人權教育「教學影響」，城市教師較偏遠教師有正面之看法，

亦因教師年齡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4.對人權教育之「社會性功能」因教師之宗教信仰不同而達到顯著

差異。 
    5.國小教師人權教育「重要性認知」與「自覺行動認知」有顯著相

關。 
論文名稱：高雄縣國民小學人權教育實施效能之研究-CIPP 評鑑模式之

應用(2006 碩士) 
研 究 者：劉美秀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及訪談調查法 
研究結果： 

一. 高雄縣人權教育實施效能整體表現屬中等程度表現。 
二. 高雄縣人權教育實施效能上以空間環境與學習成效最為滿

意；以組織運作最不滿意。 
三. 性別方面： 

1.男性教師對人權教育課程規劃與教學態度的認同程度高於女

性教師。 
2.女性教師對於人權教育理念與目標的認同程度高於男性教師。

四. 年齡方面： 
1. 51 歲以上者對於人權教育理念與目標的認同程度高於 41-50
歲者。 

2. 51 歲以上者對於人權教育空間環境的認同程度高於 31-40 歲

者。 
  3. 51 歲以上者對於人權教育學習成效的認同程度高於 31-40 歲 

者。 
五. 教育程度： 

      1.研究所以上對於人權教育空間環境的認同程度高於一般大學

程度者 
      2.研究所以上對於人權教育教學態度的認同程度高於一般大學

程度者 
六. 服務年資：服務 20-30 年者對於組織運作的認同度高於 11-20

年者。 
七. 高雄縣國民小學人權教育實施效能在背景、輸入、過程、成效

評鑑間具有正相關。 
八. 高雄縣國民小學人權教育實施效能在背景、輸入、過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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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間具有聯合預測之功能。 

論文名稱：國小三年級人權教育課程設計之行動研究 (2004 碩士) 
研 究 者：蔡慧琦 
研究方法：行動研究 
研究結果： 

一. 國小三年級人權教育課程所遭遇到問題，依情境分析發現，分

別有社區特性、學校性質、教師、學生、家長、教學設備等六

方面。 
二. 尋求協同合作夥伴進行行動研究，受到研究班級、協同教師的

學歷背景、協同教師專業能力等因素的影響。 
三. 人權教育課程方案研擬是根據六個步驟設計而成，分別為分析

能力指標，確定人權概念、發展活動目標與教學活動，並擬定

活動名稱、確定主題名稱，分出四大面向、編排教學活動順序、

教學前的準備、方案檢視等。 
四. 人權教育課程的實施歷程，分別透過多樣化的教學活動、豐富

的學習教材、營造人權教育環境、建立與家長的合作關係等四

方面來實施。 
五. 評鑑回饋人權教育課程發展行動方案的結果，在學生學習成效

方面，學生對姓名權、隱私權、權利與責任、正義、自由等概

念較無法理解；教師教學成效方面，發現教具製作有瑕疵、自

由和正義概念較深、姓名權概念遺漏、講述過於冗長、故事討

論未深入、教學時間不足等缺失；課程方案的評鑑方面，「兩性

翹翹板」「溫情滿人間」最受學生喜愛，而「我真的很不錯」和

「我會保護自己」家長卻認為最重。 
論文名稱：人權教育研究：教師素養與學生管理取向(2004 碩士) 
研 究 者：林師如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研究結果： 

一. 國民小學教師的人權教育素養屬於中上程度。 
二. 國民小學教師的人權教育素養會因職務及學校規模不同而有差

異，但不會因性別、年資、專業背景、學校地區的不同而有差

異。 
三. 國民小學教師對學生管理傾向人文取向。 
四. 國民小學教師的學生管理取向會因性別、年資、擔任職務、學

校規模的不同而有差異，但不因專業背景、學校地區的不同而

有差異。 
五. 國民小學教師的人權教育素養與學生管理取向為中度負相關，

亦即教師的人權教育素養愈高，其學生管理取向愈人文，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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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人權教育素養愈低，其學生管理取向愈監控。 
六. 國民小學教師的人權教育素養對學生管理取向有預測作用，其

預測力介於 13.0%~27.5%之間。 
七. 國民小學教師的人權教育素養與學生管理取向間呈現多元的關

係。 
論文名稱：國小實施人權教育之個案研究 (2003 碩士) 
研 究 者：許佳慧 
研究方法：觀察法及訪談法 
研究結果： 

一. 個案教師的人權理念源於家庭教育、幼稚園的宗教教育、學習

歷程的挫折與啟發、職前教育、實際教學的體驗與研習活動；

二. 個案教師的人權教育專業知能尚不充足，應當再提升； 
三. 十二冊教科書人權教育的內涵以達成第一階段（1－2 年級）之

人權教育能力指標為其基礎； 
四. 以不同學習領域之教科書區分，人權教育能力指標集中出現在

生活領域，數學領域則掛零，略有不均； 
五. 以人權教育能力指標之分布區分，則偏重在能力指標 1－1－

2，反之，能力指標 1－1－1 和 2－1－1，則完全沒有出現； 
六. 個案教師將人權教育融入教學歷程的方式有三： 

1、配合學校行事活動； 
2、教科書相關人權教育內容； 
3、結合學生個人經驗和時事新聞； 

七. 個案教師以「講述法」為主要的人權教育之教學策略； 
八. 個案教師將人權教育融入教學歷程， 
九. 主要達成之人權教育能力指標為「1－1－2 」、「1－1－3 」、「1

－2－3 」； 
十. 個案教師之教學已掌握住「人權的價值與實踐」和「人權的內

容」，但都不夠周全和完整； 
十一. 個案教師的班級經營大致符合人權，但班級常規並不是由

全班師生共同制定、下課時間權利的剝奪、特別座的設立、遲

到不准進教室和班級事務未能由學生決策，為其缺失； 
十二. 個案教師實施人權教育的阻力，來自於： 

1、人權教育專業知能的缺乏； 
2、教材不足； 
3、同儕的漠不關心。 

十三. 助力則來自於： 
1 行政層面的推動； 
2、家長層面的配合。 



 118

論文名稱：屏東縣國小教師人權教育素養與人權議題教學之相關研究

(2006 碩士) 
研 究 者：林秀麗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研究結果： 

一. 屏東縣國小教師人權教育素養呈現中上程度的表現，各層面得

分高低依序為「人權教育認知」、「人權教育態度」、「人權教育

技能」 
二. 屏東縣國小教師人權議題教學呈現積極表現的一面，各層面得

分高低依序為「教學策略」、「教材內容」、「評量方式」 
三. 屏東縣國小教師人權教育素養不會因性別、教育背景、服務年

資、學歷、與學校所在地而有差異，但會因年齡、工作職務之

不同而有差異 
四. 屏東縣國小教師人權議題教學不會因性別、教育背景、服務年

資、學歷、與學校所在地而有差異，但會因年齡、工作職務有

之不同而有差異 
五. 屏東縣國小教師人權教育素養與人權議題教學呈現正相關，即

教師的人權教育素養越高，在人權議題教學上的教師效能表現

也越積極。 
茲根據上述結論，提出以下建議： 
. 一、對教育行政機關的建議 

（一）宣導人權議題教學理念與內涵 
（二）積極辦理人權教育知能研習 
（三）賦予種子教師任務，開啟教師專業知能 
二、對學校的建議 
（一）建立學校本位課程，凸顯學校特色 
（二）建立課程品管機制，掌控教學課程品質 
（三）減少導師工作負荷，強化導師教學效能 
三、對教師的建議 
（一）年齡較輕或未兼任行政工作教師應多參加人權議題相關進修

研習活動，以提升自我「人權教育素養」 
. （二）尋找志同道合夥伴並結合家長人力資源，進行人權主題的協

同教學，來提高人權議題教學成效 
. （三）靈活運用教學策略，提升人權議題教學效能 

（四）充實評量相關知識，人權議題教學評量方面採多元評量方式

進行 
論文名稱：人權教育的民主理論基礎—以 Robert A. Dahl 與 Giovanni 

Sartori 觀點為例(2006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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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王鈺婷 
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 
研究結果： 

一. 平等方面：平等不在於外在的平均主義，而在於個人內在的價

值上，這種平等的判斷方法稱為「內在平等」原則； 
二. 民主方面：民主一詞源於古希臘雅典城邦，但現在的民主，指

的是一種以有限多數的有效參與、充分知情和議程控制，以及

公平選舉與代表權轉移的政治制度，用以保證其公民的基本權

利不受侵害； 
三. 自由方面：十七至十九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為的是防止

政府權利對個人的戕害，到十九世紀，更進一步要求政府為人

民謀福利，成為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並且平等、民主與自由三

者間，可歸納出「以民主達成自由，並以自由完成平等」的關

係。  
經過分析後，提出幾點對人權教育的建議： 

一. 釐清人權教育核心概念的意義； 
二. 涵蓋內在平等原則的人權教育； 
三. 學習並運用有效的民主議程； 
四. 諮詢相關專家的重要性； 
五. 視人權教育是民主社會的根基。如此才能使台灣人權教育的落

實更為徹底。 
論文名稱：人權教育與校規演變--以兩所國民中學為焦點之比較研究

(2005 碩士) 
研 究 者：何文馨 
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 
研究結果： 

整體而言，我國校園規範之發展，係由國家教育權與義務本位觀，

逐漸朝向國民為教育權之主體以及權利義務觀的方向發展。校園的民

主化與整體教育法制及文化政治相互影響，校園規範的演變促動了校

園文化的改變，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受到人權思潮的影響，顯現出「人」

的自覺與反省與大環境的相互辯證關係。 
校園規範牽涉到權威、正義、隱私、責任等相關人權教育的價值，

因此，民主的開放性不僅給于學校有自主的可能，同時也是希望教師

有創造、轉化的可能，在體會到「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後，學校方

才能轉化其教育環境，改變其教育心態與行動，彰顯其目的性與任務

性。 
論文名稱：苗栗縣國民小學教師對人權教育實施現況與態度之研究

(2003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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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劉信雄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研究結果： 

一. 苗栗縣國民小學教師與學校對人權教育實施大多持正面的看

法，教師認為培養學生正確的人權觀念、體認人權教育重要性

以及肯定人權教育價值是實施的主要原因。 
二. 苗栗縣國民小學教師對人權教育的實施現況，在實施時機、實

施方式、教學方法、教材取得使用上都相當多樣化活潑化，但

對教材參考資料缺乏與教師專業知能研習之不足感到憂心。 
三. 不同性別與年資教師對於人權教育重要性認知的看法有顯著差

異 
四. 不同性別、年齡、教育程度、年資與職務的教師對於人權教育

自覺行動實踐的看法有顯著差異。 
五. 教師對人權教育「重要性認知」與「自覺行動實踐」具有高度

相關 
論文名稱：盧梭人權觀與教育觀對人權教育之啟示 (2005 碩士) 
研 究 者：李瑋宸 
研究方法：詮釋學法 
研究結果： 

在人權教育內容上，應包含自由、平等、博愛、環境永續經營等

之概念，從這些概念中再延伸出尊重、關懷、多元與差異等的概念；

在人權教育方法上，人權的相關內容應順應學生發展階段適當的安排

至各個成長階段，並以學生為中心、情境教學的方式讓學生真切的體

會人權觀念，學生能澄清與認同人權的價值，才能將人權真正落實於

生活中，進而維護、保障之。 
論文名稱：國小高年級社會學習領域教科書人權教育內容之分析(2006

碩士) 
研 究 者：曹愛鳳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研究結果： 

一. 兩版本教材中「認知」是人權教育內容中最受重視的部分，而

人權技能最受忽視。 
二. 兩版本所呈現的人權教育內容四大主類目，在四冊中分布都不

均勻。 
三. 有些核心價值和技能完全被略過或被過度漠視。 
四. 文字陳述形式包含平鋪直述、概念界定、問句、對話等四大型

態，以平鋪直述的形式最常出現，兩版本出現比例皆達 65％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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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圖表在教材中的作用主要在促進理解，其具體功能為：加強印

象、舉例說明、重點歸納、提供情境。兩版本教材皆充分運用

圖表的輔助功能。 
論文名稱：高雄市國小中年級學童人權知識與態度之探討 (2004 碩士)
研 究 者：葉怡秀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研究結果： 

一. 高雄市國小中年級學童人權知識測驗平均答對率為 89.3﹪，其

人權知識具有中上的程度；人權態度量表每題的平均得分為

4.36 分，呈現出正向、積極的人權態度。 
二. 除「是否為獨生子女」、「出生序」未對高雄市國小中年級學童

在知識上造成顯著影響外，「年級」、「性別」、「收看新聞節目

的頻率」、「家庭社經地位」、「人權知識管道」、「班級幹部經驗」

皆呈現顯著差異。 
三. 除「是否為獨生子女」、「出生序」、「家庭社經地位」、「人權知

識管道」未對高雄市國小中年級學童在人權態度上造成顯著影

響外，「年級」、「性別」、「收看新聞節目的頻率」、「班級幹部

經驗」皆呈現顯著差異。 
四. 高雄市國小中年級學童的人權知識與人權態度間呈現顯著正

相關。 
基於上述研究發現，對高雄市當前實施人權教育提出以下建議： 

一. 善用大眾傳播媒體以宣導正確的人權觀念 
二. 加強課程中有關人權的概念與內涵 
三. 建立「尊重」的人權校園 
四. 重視獨生子女的人權觀念 
五. 增加「人權」體驗活動 

論文名稱：台南市國民小學人權教育實施現況與困境之研究 (2006 碩

士) 
研 究 者：林映蓮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與半結構訪談法 
研究結果： 

一. 大多數國小能以多元方式來推動人權教育教學 
二. 人權教育的師資以「級任教師」為主，但教師人權教育專業知

能不足與實施意願不高為其困境 
三. 人權教育以融入各科教學，且與「綜合活動」領域一併進行規

劃為主，教學方法以「講述法」、「角色扮演」為最多 
四. 教學節數不足與教師支持度不夠為課程實施的困境 
五. 人權教育的教材來源以時事新聞事件最多，編輯教材的主要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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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為缺乏教材來源 
六. 評量方法能多元化，但須界定具體的行為指標 
七. 「學校活動太多，以致影響教學」是最常遭遇的問題 

依據上述結論，本研究提出下列建議： 
一. 對教育行政機關的建議 

1.以策略聯盟方式加強提供教師在職進修的管道與機會 
2.減少學校不必要的活動，落實「小校小班」政策 
3.訂定人權教育教學之具體能力指標 

二. 對學校行政單位的建議 
1.落實校園人權教育，型塑尊重關懷環境 
2.營造多元的人權教育推動方式 
3.規劃完整教學節數，落實人權教育教學 

三. 對教師的建議 
1.靈活運用各種教學策略，提升整體教學成效 
2.積極參與各種進修活動，促進個人專業成長 
3.積極投入自編教材的工作 

論文名稱：台南市國小高年級學生人權知識與人權態度之研究 (2006
碩士) 

研 究 者：許淑娟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研究結果： 

一. 女生在人權知識與態度的表現較男生佳。 
二. 六年級學生較五年級學生有較佳的人權知識與態度。 
三. 較高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其人權知識與態度的表現優於較低

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 
四. 住在較市區的學生，其人權知識與態度的表現優於住在較郊區

的學生。 
五. 曾經擔任班級幹部的學童其人權知識與態度的表現優於從未擔

任班級幹部的學童。 
六. 高年級學生的人權知識與人權態度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論文名稱：台南市國小教師人權態度與管教行為之研究 (2006 碩士) 
研 究 者：黃翊筠 
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法 
研究結果： 

一. 大多數的國小教師其人權態度屬正向、積極。 
二. 大多數的國小教師的管教態度是積極、正向的。 
三. 在教師人權態度部份，除「學校規模」在教師人權態度造成顯

著差異外，其餘「性別」、「年齡」、「學校所在地」、「專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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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年資」、「職務」、「最近五年有無參加人權教育相關研習」

皆未有顯著差異。 
四. 在教師管教行為部份，除「性別」「專業背景」、「職務」、「學

校規模」未對教師管教行為上造成顯著影響外，「年齡」、「學

校所在地」、「服務年資」、「最近五年有無參加人權教育相關研

習」皆呈現顯著差異。 
五. 國小教師人權態度與管教行為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於上述研究發現，對台南市當前實施人權教育提出以下建議： 
一. 鼓勵教師參加人權教育研習活動。 
二. 利用研習活動加強校園人權教育與學生權利的宣導。 
三. 加強親師合作，透過教育宣導，親師共同負起管教責任。 
四. 將多元評量的觀念引進人權教育教學活動。 
五. 建立同儕合作團體推展人權教育及輔導管教諮詢。 

論文名稱：案例教學法應用於七年級社會學習領域人權教育之行動研

究(2006 碩士) 
研 究 者：張儷儀 
研究方法：行動研究法 
研究結果： 

一. 翰林版社會領域公民七年級上冊教材所強調的人權議題較

少，可以案例教學實施相關人權議題教學，例如單元一「成長

的喜悅」可設計「人權核心價值」及「社會權」概念之案例；

單元二「甜蜜的家庭」可設計「社會權」及「人身自由權」概

念之案例；單元三「學習新天地」可設計「學習權」及「受教

權」概念之案例。 
二. 實施案例教學所面對的問題： 

1.案例設計費時，對教師教學負擔沈重； 
2.人權案例問題的設計應能使學生思考人權的核心價值； 
3.教師引導學生案例問題討論時，容易作價值判斷； 
4.學生擔心案例討論沒有標準答案； 
5.案例教學會受到教學時間限制； 
6.部分學生不願意參與討論某些案例議題。 

三. 案例教學法的因應對策： 
1.案例設計可以協同教師及學生設計； 
2.案例問題的設計要考慮「價值面」及「體制面」； 
3.教師引導案例問題討論時，避免影響其作特定之價值判斷；

4.案例討論之結論應結合課文內容重點； 
5.案例教學實施人權教育應兼顧授課時數； 
6.多關注學生分組討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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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對人權觀念的錯誤理解： 
1.父母有權利決定孩子的生命； 
2.自由權是只要我喜歡，有什麼不可以； 
3.基本人權是可以拋棄、可以剝奪的。 

五. 案例教學法實施人權教育的情形： 
(一)學生對案例教學法實施人權教育的評價方面： 

1.學生喜歡案例討論的上課方式； 
2.學生喜歡在課堂上討論完成學習單； 
3.學生喜歡透過案例討論時事； 
4.學生喜歡貼近生活的案例； 
5.教師的案例討論帶領相當重要。 

(二)學生對人權的理解方面： 
1.學生對「人性尊嚴」的理解比較接近「尊重他人」； 
2.學生普遍重視弱勢者的人權； 
3.學生瞭解親權的行使以不傷害身體為限； 
4.學生能了解家暴尋求協助管道，有時更甚於教師所講授；

5.學生認為自己的學習權利必須與他人的受教權相調合。

論文名稱：人權教育之實施原則與策略之研究--以教育部人權教育實施

方案為例 (2002 碩士) 
研 究 者：夏智瑩 
研究方法：文獻探討和實施方案 
研究結果： 

人權教育之課程與教材、有關師資之培育工作、加強人權教育宣

導、改善學校人權教育措施、規劃人權教育之研究發展與評估、完成

實踐公民社會的學生人權教育加以探討，並就人權教育的問題與評

估、目標與理想、功能與成效及其發展與影響加以說明。 
結論中提出多項研究建議，如建請政府有關單位，加速著手編譯

人權法典、人權文獻、及有關人權教材等工作，各級學校師資陶成之

建議等；筆者深切期待我國之人權教育，能在政府既定的時程內，依

照教育部人權教育實施方案落實執行，深盼一個充滿人權素養的文化

大國能夠早日來臨。 
論文名稱：人權教育融入社會學習領域教學活動設計之研究 (2005 碩

士) 
研 究 者：劉子瑜 
研究方法：文獻分析、觀察、訪談法 
研究結果： 

一. 九年一貫課程人權教育能力指標於各階段的設計缺少連貫性。

二. 校園中人權教育的推廣應以融入式教學為主，教師利用學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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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為骨幹，將人權教育的活動融入其中。 
三. 國中人權教育教學活動設計應以九年一貫課程人權能力指標為

依據。 
四. 教師宜運用多元的教學策略，以達成教學目標。 
五. 學生在教學過程中顯示出「衝突解決」、「權利救濟」、「同理他

人」、「理解規則制定」等能力的進步。 
六. 人權教育教學的困境主要來自於教師、學校、社會各方面。 
七. 教學的困境需仰賴教師、學校、社會三方面互相配合，才能獲

得解決。 
論文名稱：立憲主義下的人權教育---台日美中學教科書的比較分析

(2004 碩士) 
研 究 者：洪柏禎 
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 
研究結果：  

立憲主義的成形，起自於探討「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為

何，從這裡便可以從歷史教育的觀點切入，探討人權思想起源的歷史。

而源自於歐陸的這段立憲主義歷史，於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實踐程度為

何，我們要如何來建構這一段歷史記憶，是可以來加以探索的。而筆

者以台灣、日本與美國中學階段的公民、憲政類科教科書作為對象，

分析三國教科書，是如何來闡述憲政、人權的知識。故就認知層次的

教科書內涵分析，以及相關的教學建構，就以「立憲主義歷史教育」

和「憲法基本權利目錄」等二者，作為比較分析與建構教學的探討對

象。 
認知層次的人權教育，要讓學生學習到的，是對於人權價值、知

識的理解，於此同時，學生是否可以從中學習到尊重他人，並履行與

權利相對存在的責任，以及欣賞為人權奮鬥人物、事件的辛酸、悲苦

所在，是人權教育是否成功的關鍵。這樣的學習歷程應該如何來呈現

於教科書中，則是屬於情意、態度教學部分的教學建構。 
此外，就行為、技能層次上的實踐，首要之務便是如何在學校教

育階段，讓學生可以學習自治、參與建構民主的校園文化。這裡會探

討歐美學校法制，以及相關的人權法治教育計劃，例如美國「紛爭處

理」法治教育，與「學生法庭」法治教育的實踐，所能帶給台灣學校

教育、校園自治改進上的啟示。在社會參與上，如何透過實踐社會正

義的服務學習，與參與公共事務的學習，來促進市民教育的發達，在

此，會來探討法國市鎮村兒童、青少年議會的實踐。 
最後，筆者將台日美三地教科書比較分析的結果、若干法治教育

計劃的課程內涵，以及歐美校園法制的實踐經驗，加以分析整理出來，

作為我國日後撰寫人權教育教材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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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名稱：台北市高中生人權認知與態度之研究---以萬華區公立高中

為例(2005 碩士) 
研 究 者：黃宗秀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研究結果： 

一. 高中生的人權認知未盡理想。對於國際性的人權知識較為欠

缺；對國內人權議題認知情形稍好。 
二. 高中生的人權態度屬於正向積極。對於殘障者與同學的人權態

度較為正向；對解決爭議的民主機制與優惠弱勢的的正義理念

較為欠缺。 
三. 高中生的人權認知，受到學生的性別、年級、類組等變項的影

響。女生優於男生，高年級優於低年級，第一類組勝過第二、

第三類組。 
四. 高中生的人權態度，受到學生的性別、類組、擔任幹部年資等

變項的影響。女生優於男生，第二類組落後於其他類組，擔任

幹部年資較長者勝於年資較短者。 
五. 高中生的人權認知程度與人權態度之間有明顯的正相關。 

論文名稱：九年一貫課程人權教育能力指標核心內涵之探討 
(2003 碩士) 

研 究 者：唐秋霜 
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 
研究結果： 

一. 九年一貫課程人權教育能力指標以人權的價值與實踐及人權的

內容作為區分的方式適宜。 
二. 初探九年一貫課程人權教育能力指標核心內涵之適切性評估結

果，顯示研究者合宜掌握該項能力指標蘊含之意涵。 
三. 採用能力指標轉化策略及結合其他學習領域，可以幫助解讀並

進一步具體化人權教育能力指標之核心內涵。 
四. 部分人權教育能力指標順序與內容之編排，可能形成解讀上之

困擾： 
 （一）能力指標之內容未能依照學生認知能力而設置 
 （二）能力指標中涵蓋兩個以上或多個不相干之概念 
 （三）能力指標顯現未能與人權教育目標相連結之陳述 
 （四）能力指標順序位置錯置 

論文名稱：國中學生人權知識與人權態度之調查研究--以桃園縣為例

(2005 碩士) 
研 究 者：徐敏誠 
研究方法：「文獻分析」、「觀察」、「訪談」以及「三角檢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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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一. 桃園縣國中學生人權知識程度具中等程度 
二. 桃園縣國中學生具正向積極的人權態度 
三. 不同背景國中學生的人權知識差異情形： 
    1.國中女生在人權知識方面表現優於男生。 
    2.高年級學生具有較佳的人權知識  
    3.不同族群之人權知識無顯著差異  
    4.高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人權知識有較優異的表現 
    5.父母採民主式管教方式學生之人權知識表現較佳 
四. 不同背景學生的人權態度差異情形： 
    1.不同性別國中學生在人權態度上無顯著差異  
    2.高年級學生的人權態度比較積極、正向  
    3.不同族群的國中學生人權態度無顯著差  
    4.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生的人權態度比較積極、正向  
    5.父母採民主管教方式學生的人權態度比較積極、正向 

    桃園縣國中學生人權知識越高，其人權態度越積極、正向根據研

究結果與結論，提出建議，茲述如下： 
一. 強化人權知識的認知：父母應以民主管教方式增進親子關係，

互相討論不同問題的看法，提供良好的家庭互動氣氛，並且對

於社會侵犯人權的時事能適時的給予機會教育，提供正確的人

權觀念。學校則應提升教師人權教學素養，增強學生人權概

念，維護人權，並能夠和家長互相尊重與合作。 
二. 培養積極的人權態度：父母對於子女應運用溝通、輔導策略，

體驗民主討論的精神，培養相互尊重的態度。學校教師應以民

主尊重的方式進行教學與班級經營，並且將人權教育融入各科

教學之中，加強學生對於人的關心與社會的關懷，減少個人偏

見與歧視，重視社會正義，強化其人權態度。 
論文名稱：人權教育融入九年一貫課程之研究-以國中社會學習領域為

範疇 (2005 碩士) 
研 究 者：黃佩貞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研究結果： 

一. 國中人權教育最適合從基礎紮根，在九年一貫社會學習領域一

年級課程中進行融入。 
二. 課程規劃宜以學生為中心，顧及學生的需求，重視學生的生活

經驗，並從實踐中體驗人權的意義，將課程導向省思與實踐。

三. 人權教育課程設計在國中階段適合以融入式的方式推廣實

踐，將人權教育課程，融入現有社會學習領域課程教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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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學校的教學歷程當中，實施人權教育所遭遇到的困難主要有

研究者個人、教師同儕、學生、學校行政與時間等問題。 
五. 人權教育實施困境必須藉助於教師、學校、教育主管機關三方

面攜手合作，才能解決。 
六. 人權教育教學實施後對學生的影響有班級常規的改善、尊重包

容與關懷別人以及師生關係的改善等。 
七. 學生對人權教育課程大多有正向的回饋，表示非常喜歡這類課

程，尤其是活動式課程，也願意將課堂所學的觀念落實在實際

生活中。 
論文名稱：教師作為轉化型人權教育工作者的人種誌研究(2004 博士)
研 究 者：游美惠 
研究方法：人種誌質性研究法 
研究結果： 
    經過研究後，所得到的主要因素是政策的推動，求學進修的啟迪，

性別平等，人權團體的組織，學生的弱勢。 
    透過訪談、教室觀察、以及教師所使用的課程分析，得到教師實

施人權教育對學生的影響有四個，包括：人權教育增加學生人權的覺

醒、增進與他人社交的正面經驗、與學生經驗連結促進批判思考、於

社會互動中實踐而非於課堂中。 
    人權教育的實施方法有：講述教學法、創造性教學法、合作教學法、

影片教學法。人權教師指出人權教育的挑戰是：課程的限制，學生缺

乏興趣，人權教育的違反，人權教育社群的缺乏。 
論文名稱：國民中學人權教育課程內涵之研究(1999 碩士) 
研 究 者：陳玉佩 
研究方法：文獻分析與得懷術法 
研究結果： 

一. 研究建構「國民中學人權教育課程內涵」，分為「人權特徵」、「人

權意涵與歷史演進」、「權利分類」、「人權主要概念」、「人權核

心價值」、「人權實踐制度」、「人權議題探討」等七層面。 
二. 「國民中學人權教育課程內涵」七層面具有五大特性： 

1. 具有認知、情意、技能學習目標的特性。 
2. 具有從具體至抽象的學習特性。 
3. 具有從思想至制度落實的特性。 
4. 具有從道德至法治範疇的特性。 
5. 具有從道德權利的約束力至法律權利的強制力實踐的特

性。 
三. 「人權教育學科知識」在「國民中學人權教育課程內涵」占重

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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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十位評估者在「國民中學人權教育課程內涵」，78 題項中共有

55 題項獲得共識。 
五. 「國民中學人權教育課程內涵」五類評估者七層面差異分析，

僅「人權的意涵」達顯著差異。 
六. 「國民中學人權教育課程內涵」各題項重要性研究結論共有 67

項，重要性「很高」有 18 項、重要性「高」有 39 項、重要性

「中等」有 10 項。 
論文名稱：社會行動取向人權教育課程實施成效之研究--以「2004 兒童

人權與生態體驗營」為例(2004 碩士) 
研 究 者：陳怡君 
研究方法：半結構訪談法 
研究結果： 

一.  接受社會行動取向人權教育課程方案後，學生在人權知識與人

權態度方面有顯著的提升，但是在人權行動方面的成效未達顯

著。 
二.  學生對人權教育課程反應良好，最大的收穫是對人權概念、「隱

私權」、「和平權」有進一步的認識。 
三. 小隊輔對夏令營的評價為正面的，並針對人權課程內容份量、

上課時間長短及活動行程的安排方面提出建議。 
四. 協同教學教師肯定以營隊方式實施人權教育之效果，並在學生

年齡背景、上課時間方面、班級人數方面、獎勵制度方面提出

建議。 
五. 多元化的教學方法有效提高學生學習人權的動機與興趣。 
六. 以營隊方式進行人權教育具有可行性。 

根據上述結論，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 
    在人權教育課程內容方面，加入身體隱私的課程內容，加強個人

和平方面的學習。在以營隊方式實施人權教育課程時，學校可舉辦學

校本位的人權教育夏令營，並增加營隊舉辦的次數，以提高課程實施

的成效。 
論文名稱：人權教育課程實施之研究── 一位國小四年級導師的行動研

究 (2005 碩士)  
研 究 者：李玉萍  
研究方法：行動研究法 
研究結果： 

一. 導師的角色教導人權，有利人權教育課程之實施； 
二. 根據實際需求尋找人權教育的素材，能改善學生互動衝突的問

題； 
三. 本研究人權教育課程所採用之領域「融入式」、人權「主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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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活「隨機式」三種教學型態，確實可行； 
四. 實施人權教育課程採用多元化教學策略，有效營造全班整體人

權氣氛； 
五. 研究發現人權教育課程實施歷程的阻力與助力； 
六. 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發現能夠達成擬定人權課程五大內容之

教學目標；七、由「教學準備」、「教學內容」、「教學行為」、「師

生關係」與「學習評量」等五大面向，進行教師教學省思。 
 
    目前國內文獻，期刊論文部份，以「中文期刊篇目索引影像系統」

查閱，關鍵字輸入「人權」，共有 500 篇；輸人「人權教育」則有 91 篇；

再輸入「校園人權」則僅有 6 篇。以「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查閱，

關鍵字輸入「人權」，共有 367 篇；輸人「人權教育」則有 39 篇；再輸

入「校園人權」則僅有 4 篇。 
 
    在有關校園人權的 4 篇學位論文多數為量化研究，僅有 1 篇論文是

以質性研究作為研究方法，為朱敏君（2006）。儒家思想中權利與自由

概念之研究-校園人權理論基礎之探究。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

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有關人權教育的 39 篇學位論文中 16 篇為質性研究。其中有 2 篇為

質量並重的研究方法分別為劉美秀(2006)。高雄縣國民小學人權教育實

施效能之研究-CIPP 評鑑模式之應用。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

文，未出版，高雄市；及林映蓮 (2006)。台南市國民小學人權教育實施

現況與困境之研究。國立臺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未

出版，台南市。（查詢時間：2007 年 12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