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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臺灣政治民主的進化，以及國人熱心參與的過程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事實，具備宏觀的理念與世界接軌，並在民主與人權議題中展現卓越成

就。 
    陳水扁總統於 2000 年就職演說： 
 

    「中華民國不能也不會置外於世界人權的潮流，我們將

遵守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以

及維也納世界人權會議的宣言和行動綱領，將中華民國重新

納入國際人權體系。新政府將敦請立法院通過批准「國際人

權法典」，使其國內法化，成為正式的「台灣人權法典」。我

們希望實現聯合國長期所推動的主張，在台灣設立獨立運作

的國家人權委員會，並且邀請國際法律人委員會和國際特赦

組織這兩個卓越的非政府人權組織，協助我們落實各項人權

保護的措施，讓中華民國成為二十一世紀人權的新指標。」 
 

引自於：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就職演說部份內容。 
http://www.president.gov.tw/2_special/2000_520/subject3.html 

 

    隨即行政院在 2002 年發表國家政策白皮書，以「人權立國與人權

保障的基礎建設」為題，積極推動成立國家人權委員會，開啟我國對世

界人權理念實踐的重要一頁。以此理念，教育部在施政架構中訂定包含

現代國民、台灣主體、全球視野、社會關懷等四項綱領。其中在現代國

民及社會關懷上積極營造友善校園的具體措施。而校園人權的理念隨而

誕生，引發教育界廣泛討論的時興議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高職學生對校園人權實踐現況認知程度，藉以

檢視政府推動教育政策於學校實施之成效，做為有關我國高職校園人權

實施之參考。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部自民國九十年起配合政府政策，全面推動九年一貫課程，並

且實施「人權議題」融入各科教學，今年已經邁入第六年，伴隨友善校

園總體計畫之校園人權環境評估指標問卷調查實施。研究者備感興趣於

本項研究來瞭解公立高職實施人權教育之成效。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

討：我國高職學生對「校園人權」實踐現況認知之研究，以苗栗縣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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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為例。並就研究問題（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及名詞釋義於內容

中加以說明。 

壹、 研究背景 

 
    臺灣的民主希望需要在教育文化中成長，真正符合本國的民主提

升，便在人民的教育上。我國的教育文化在傳統上存在著過多的守舊觀

念，威權的象徵，也因此在民主進化上與其他領域無法同步發展，甚而

落後更多。在被認為偏離或異於道統時，皆視為離經叛道，影響教育的

民主化。且在現今國人於民主的素養，至多為意識形態之主觀意識，缺

乏真理之辯證，導致看似民主卻毫無民主之質。 
 

一. 人權立國 
 
和平教育觀念的核心是「暴力」；人權教育的核心概念是人性尊嚴

（George & Richard，1997/2004）。 
 
2002 年 2 月行政院發表以人權立國與人權保障的基礎建設為題，並

說明我國人權立國的原則及其落實政策具有兩個特徵。第一個特徵是，

在目前階段以建立推展 陳水扁總統所稱「人權基礎建設」—法律、機

構以及知識與資訊條件之整備—為主。第二，因為與國際接軌的必要

性，多數政策、措施與計畫具有相當高的國際性格。 
 

    配合陳水扁總統於 2000 年五二 O 就職演說中，揭櫫「落實人權維

護，走入國際社會」之目標，並於 2001 年元旦祝詞中再度宣示，將「推

動人權立法，建立人權指標」列為政府在新世紀的六大施政課題中之重

要施政項目，「人權」已成為政府關注與努力的課題，它象徵著我國即

將朝向以民為主及邁向國際接軌的政治發展（教育部，2003）。 
 
   「人權立國」是台灣新世紀的國家新願景（馮朝霖，2005）。在聯合

國宣布 1994~2004 年為世界「人權教育十年」，我國政府將積極以「人

權」為核心，取代過去「民權（國民權利）」之概念。此一理念一方面

強調與國際人權標準接軌的必要，意謂世界和平的宗旨並落實於世界各

個角落的人權概念，另方面強調重建與鞏固我國民主憲政秩序的關係，

乃是基於對人權史與民主憲政史之嚴肅思考。 
 
    綜合以上觀點研究者認為「人權立國」的宗旨在於「世界和平」；「世

界和平」的目標達成在於「人權」的提倡與實施的程度。人權不只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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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基礎，更是導向和平的唯一途徑。 
 

二. 人權立國與民主的關係 
 

    聯合國於 1984 年發表「世界人權宣言」，在其內容之序言開宗明義

且明確的指出： 
 

    鑒於對人類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不移

的權利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鑒於對

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己發展為野蠻暴行，這些暴行玷污了人類

的良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論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匱乏

的世界的來臨，已被宣佈為普遍人民的最高願望，鑒於為使

人類不致迫不得己鋌而走險對暴政和壓迫進行反叛，有必要

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鑒於有必要促進各國間友好關係的發

展，鑒於各聯合國國家人民已在《聯合國憲章》中重申他們

對基本人權、人格尊嚴和價值以及男女平等權利的信念，並

決心促成較大自由中的社會進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鑒於各

會員國並已誓願同聯合國合作以促進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

遍尊重和遵行，鑒於這些權利和自由的普遍了解對于這個誓

願的充分實現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此現在，大會，發佈這

一《世界人權宣言》，作為所有人民和所有國家努力實現的共

同標準，以期每一個人和社會機構經常銘念本宣言，努力通

過教誨和教育促進對權利和自由的尊重，並通過國家的和國

際的漸進措施，使這些權利和自由在各會員國本身人民及在

其管轄下領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認和遵行。 

Whereas recognition of the inherent dignity and of the equal 
and inalienable rights of all members of the human family is 
the foundation of freedom, justice and peace in the world, 
Whereas disregard and contempt for human rights have 
resulted in barbarous acts which have outraged the 
conscience of mankind, and the advent of a world in which 
human beings shall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and belief and 
freedom from fear and want has been proclaimed as the 
highest aspiration of the common people, Whereas it is 
essential, if man is not to be compelled to have recourse, 
as a last resort, to rebellion against tyranny and oppression, 
that human rights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rule of law, 
Whereas it is essentia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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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s, Whereas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have in the Charter reaffirmed their faith 
in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the dignity and worth of the 
human person and in the equal rights of men and women 
and have determined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better 
standards of life in larger freedom, Whereas Member 
States have pledged themselves to achieve,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the promotion of universal respect 
for and observance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Whereas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se 
rights and freedoms i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for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this pledge, Now, therefore, The General 
Assembly, Proclaims thi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s a common standard of achievement for all 
peoples and all nations, to the end that every individual and 
every organ of society, keeping this Declaration constantly 
in mind, shall strive by teaching and education to promote 
respect for these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by progressive 
measure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o secure their 
universal and effective recognition and observance, both 
among the peoples of Member States themselves and 
among the peoples of territorie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引自於香港人權監察人權教育慈善基金。世界人權宣言。        

http://www.hkhrm.org.hk/database/1a1.html。 

    聯合國人權教育十年計畫則定義了兩個一般性的目標。第一，要使

所有的人類都認識「世界人權宣言」與國際條約所頒布的人類權利，並

且當這些人權受到侵害時，會知道有一套救濟的程序可供遵循，另外，

也要知道政府當局和國家公民對於這種權利侵害必須共同負起責任。第

二，讓社會對於妨礙人權實現的種種問題有所覺察，並能夠產生解決這

些問題的方法。（Betty A. Reardon,1997/2002） 
 

此外，聯合國也提出五個努力重點（U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1997）： 
 

(一). 強化對於人權以及基本自由的尊重。 
(二). 個性與尊嚴的充分發展。 
(三). 促進對性別平等以及所有國家、原住民族、種族、國內、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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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宗教和語言群體友誼之瞭解與寬容。 
(四). 所有人得以在自由的社會中有效地參與。 
(五). 促進聯合國對維持和平所為之行動。 

 
    我國自退出聯合國後的今天，執政當局因應世界趨勢及人權的實

踐，致力於推動重返聯合國的申請而持續努力，幾經挫折仍無功而返。

生為世界公民的台灣人民，始終無法再次享受聯合國人權的各項權利。

雖是如此政府仍積極遵守聯合國人權相關的規定，在各方面做最大的規

劃與努力，而能在「世界人權」上與世界先進國家並駕齊驅。因此，無

論台灣能否重返聯合國，對於人權的普世價值，相關的層級（包含教育）

也將引領向前。而人權的目的在於透過尊重、公平、正義、平等等人權

價值的傳遞，喚起對於個人尊嚴尊重的知覺，同時意識到身為世界公民

所能擁有及須擔負的權利與責任，共同為強化人權伸張、致力世界平和

而努力。 
 
三. 人權與教育 
 
人權教育之推動，所仰賴的是承諾的應許與維持（George & Richard , 

1997/2004）。在聯合國憲章中提到，合作「促進與鼓勵對人權與基本自

由的尊重」為其主要目標之一。在「促進與鼓勵」的目標下，已經賦與

國家在教育與教學上的重要責任。 
 

為真正落實「人權立國」的國家新願景，首先必須做到「人權立教」；

換言之，人權理念的釐清、建立、宣導、傳播到生根，必須透過教育的

引導，才能由無到有，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由面到整體，逐漸普及、

日漸深入，進而促進人權文化的形塑與厚植（教育部，2003）。 
 

人權與教育的關係就如同種籽（人權教育）需要良好而適當的土壤

（教育人權）才能成長，乃至開花結果；而土壤（教育人權）則需有種

籽的播撒（人權教育）發展才能永續經營、生生不息（馮朝霖，2002）。 
 
    綜合上述，政府以「人權立國」的宣示決心，是全台灣人民之福，

更是實現聯合國「世界和平」的無限助力。台灣民主的成就是政府及國

內外非政府組織的共同努力後之成果，但在諸多人權相關的議題亦隨潮

流日新月異，以及民主自由的過渡時期。為求根本解決之道及與世界接

軌，厚植於人民的內心層面相對重要，其仰賴者莫過於透過「人權教

育」。一個國家的體質改變除了保有優良文化及傳統之外，唯有「教育」

得以徹底改善，在過程中不免經歷震盪的混亂時期，然延緩一天的實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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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必延緩一天的收穫。以此「人權教育」的實踐將是當務之急更是刻不

容緩之大事。 

 
四. 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 
 

    教育部於 2004 年提出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共分為四個向度：  
 

(一). 生命教育（關懷生命） 
 

1. 落實執行校園建築安全與健康環境檢查工作 
2. 推動永續校園計畫 
3. 定期演練危機處理小組與輔導網絡運作 
4. 鼓勵師生共同參與生命體驗營活動 
5. 建置生命教育學習網 
 

(二). 性別平等（多元平等） 
 

1. 強化弱勢跨國婚姻子女輔導與選替性教育 
2. 推行學校師生一人一樂器，一校一藝團；一人一運動，一

校一團隊 
3. 推動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 
4. 開放學校運動場地設施 
 

(三). 人權教育（尊重人權） 
 

1. 定期調查弱勢族群學生 
2. 推動沒有體罰校園運動 
3. 倡導師生問候禮貌禮儀教育 
4. 扶助高中職以上弱勢學生就學 
5. 輔助國中小弱勢學生學習 
6. 加強品德教育 
7. 強化公民意識 
 

(四). 學生輔導新體制（和諧關係） 
 

1. 研議各種弱勢族群學生教育輔導措施 
2. 研訂社區志工、退休教師、專業人才參與輔助弱勢學生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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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強化中輟學生輔導與選替性教育措施 
4. 獎勵學校規劃人際安全創意空間 
5. 加強學校實施認輔制度及輔導網絡運作 
6. 鼓勵學校教師交互支援教學及教育活動 
7. 推動高中職社區化方案 
 

因此，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預期成效： 
 

(一). 形塑適性發展之教育型態，以建立校園溫馨和諧最佳互動

模式。 
(二). 厚植性別平等教育資源，形塑品味積極教育效能，建立開

放的平等校園。 
(三). 統合學校及社區教育輔導資源，建置照顧弱勢學生機制，

發展具有特色且永續之品德教育校園文化。 
(四). 奠定安全溫馨境教之優質永續校園環境，提升師生人文關

懷素養，發展尊重優質組織文化。 
(五). 落實終身學習，提昇教學品質及行政效率，永續經營友善

校園，創造普世價值的學習環境。 
 
五. 評估校園人權的環境指標 
 

    馮朝霖（2005）認為全面性體檢評估學校環境的人權品質乃是「人

權立教」的根本要務，亦是建構一個有利於推動人權教育的校園整體文

化環境的基礎。 
 

在教育場域裡，怎樣的校園環境，才能符合人權文化的特質。馮朝

霖根據 Bernstein Tarrow 「國際性教育權調查問卷」部分內容，加上 Osler 
與 Starky 草擬的「教育機構人權清查範疇」，並參酌我國學校教育生

態，將我國校園人權環境歸納為以下十大範疇，以作為檢視校園環境是

否符合人權文化的評估指標。（馮朝霖，2004） 
 
    2004 年起，教育部委託馮朝霖教授進行「各級學校人權環境評估項

目之建構與研究」，建構出學校人權環境評估之初步範疇與項目，2005
年配合「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的實施教育部公布此案研究結果，作

為各級學校友善校園人權指標及檢核量表，讓高中職以下學校進行「校

園人權環境」的自我評估。 
 
   「友善校園人權指標及檢核量表」十大範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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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園安全環境的建構 
(二). 校園人性氛圍的關注 
(三). 學生學習權的維護 
(四). 平等與公正的對待 
(五). 權利的維護與申訴 
(六). 多元與差異的珍視 
(七). 民主的參與及學習 
(八). 人權教育的實施 
(九). 教育專業自主權的發展 
(十). 被愛與幸福的體驗 

 
    上述各個範疇下面，都有更為具體的細項，提供學校具體檢視自己

的校園人權文化環境。因此，本研究將歸納整理相關的研究及馮朝霖所

建立的「友善校園人權指標及檢核量表」及研究樣本的性質作為本研究

的主要參考依據。 
 

此外，馮朝霖認為邁向一個地球村的時代，我們應該勇敢走向人權

倫理與人權文化之路，而其核心價值即是強調：人性尊嚴的價值感！如

果缺乏作為人的尊嚴與價值，其他任何的社會成就即可能喪失其個別意

義。而人性尊嚴的價值感簡單的意思就是：生而為人的自在與喜悅！（馮

朝霖，2002） 
 
如此，研究者認為誠如各級學校友善校園人權指標的訂定之初，依

研究計畫舉辦的公聽會及諮詢座談，會後的相關建議除整合資源、用

語、身分外，最令人感到切身的實際問題便是：此計畫立意美善更是當

前教育所需，亟待整全配套措施加以實踐推動，而非驚鴻一瞥迅速消

逝。並且這更是家長關注的永續性問題。 
 
    誠如馮朝霖（2004）所言及，如果校園整體教育環境不能使學生隨

時體認作為人的尊嚴與價值，那麼向學生大聲宣揚人權教育又有何意

義？學校整體環境與文化若不能體現人權倫理，人權教育就可能流於說

教或口號。 
 
    人權教育學者 Shafer 也指出：「在一個民主的教室中，每一位學生

都受到大家的尊重，教師與學生在充滿關懷的情境中共同參與教學計畫

之設計與執行，這似乎就是人權存在的教室環境必要成分，這種教室形

構了人權教育的可靠基礎。」（Shafer ,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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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而言，人權教育是否達到理想的成效，從整個社會呈現的文化

氛圍，是否符合人權的特質即可清楚明辨。欲建立一個人權文化的社

會，則要從人權教育著手，提供一個人權文化的校園，讓學生在人權文

化的環境下成長，如此切身體驗所收之成效，是必會是知識上灌輸的百

倍之上。 
 

貳、 研究動機 

 
一. 研究者服務學校之感想 

 
(一). 高中職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要點 
 

    依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2003 年宣告終止現行高中職學校教師輔導

與管教學生實施要點，積極草擬教師輔導管教學生注意事項草案。擬改

由學校、家長、社區人士、學生等依據相關注意事項之通則，共同擬定

各校自行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陳報 鈞室依據相關規定核准後

實施。 
 
    此舉乃因應本部校園人權教育之推動，藉以提升學生人權的保障及

學生自治自律之參與。並有效提升友善校園之各項事務。 
 
    在教育部的規範下，學校重新擬定高中職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實施要點。以本研究對象而言，制定過程中並未如此實施，僅就實施要

點內容部分自行修改而相關內容仍然承襲舊往。如此政策原是以學校、

家長、社區人士、學生共同組成的委員會逐一討論並尊重各方代表之意

見形成共識而訂定之，顯然曲解本部之意，甚為可惜。因此，在學生的

意見及想法上並沒有受到尊重，如此訂定，他們的想法會是如何呢？頗

為耐人尋味。 
 
(二). 班聯會組織 
 

    全國高中職皆有設置班聯會組織，參與學校的校務運作，讓學生學

習民主的組織及程序，藉以體驗民主社會的演化過程，並在過程中學習

領導與規劃的能力。在本研究對象上，該組織的成立與運作並無法落實

成立的基本精神形同虛設。每學期的壹次班聯會會議的進行，未依法定

程序進行，顯現在各班的班會上並未落實實施，經調查後獲知各班的班

會皆已挪為考試之用，班會紀錄及討論提綱皆指派一人填寫應付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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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各項課程與活動皆有它實施的教育意義，以單方面的取捨是否可

以獲得更多的成就值得商榷。 
 
    在表達意見時，發言的表現及意見陳述上缺乏系統的組織。班會的

建議使用在會議上突顯層級上的不當。對於班聯會代表的責任、權利及

義務不了解，以致於會議中的過程乏善可陳，對於現況的改進或建言，

無法達到預期之效益。 
 
    在活動舉辦上，缺乏獨立思考的能力，更欠缺青年應有的熱情與活

力。許多活動都必須由老師領導方可進行，開創性的活動也缺乏相關的

規劃及執行能力。 
 
    也因此，學校活動的籌備會議列席時的意義只為參與之名，行背書

之實。多數的意見之上陳，總是受到相關單位的瞭解而非重視，無法得

到實質的改善，流於配合執行學生事務處之學生活動，無法彰顯其組織

功能。回想起研究者當時所受的教育方式十分相像，可那也是十八年前

的事，教育在原地踏步，學生長期被壓抑的學習過程導致現今無法表

達、不敢表達、不要表達的三項政策，這種表現並非時下青年應該具備

的特質。 
 
(三). 學校活動 

 
    學校規劃活動除了承襲舊往的必辦活動外，會配合教育政策、學校

領導者的指示及行政承辦人員的構思增列活動來豐富學生的學校生

活。在學校行政者承辦業務上，造成的實質負擔並非額外的工作而是舉

辦活動參與度不佳，打擊行政者的士氣。行政者經過多次的檢討得知並

非活動內容不精彩，而是學生的風氣所影響。對於活動參與興趣缺缺、

或者不視行政者活動規劃的統整性，以自我當時的情境決定參與的意

願，參與中也不見快樂的美感。 
 
    這些原因皆歸咎於學校長期以來的學習情境確實無法帶給學生學

習與表現自我的活力與動力，長期壓抑的學習中只是一味的聽候指示，

有空時找尋自我遐想的空間，這樣的學習生活顯然枯燥乏味。這是學校

的責任，如何形塑一個學生理想中學校的生活方式，應該是最重要的課

題。 
 
    以研究者在任職於訓育組長任內，著實於教育部積極推動「校園人

權」理念的演化與服務學校的政策以及學生的表現與期望，實有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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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產生以上作為研究之動機。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名詞釋義 

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欲透過相關的校園人權教育實施現況做調

查、分析、歸納、整理，並設計適當的問卷調查及訪談調查之工具，藉

以探討教育部落實「校園人權」理念發展對高職學生影響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將透過問卷調查及訪談調查之質量並重的研究方式，理解概括性

及特殊性的問題，藉以了解高職生對校園人權之實踐現況認知的程度為

主要目的。 
 
    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苗栗縣高職學生對校園人權認知現況。 
二. 探討苗栗縣高職學生對校園人權實踐現況之評估。 
三. 探討苗栗縣高職學生對校園人權實踐之（分析與意見）期待與

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台灣高職學校校園人權實踐

之參考。 
 

貳、 名詞釋義 

 
將本研究中的重要名詞界定如下： 
 
一. 高職學生 

 
    本研究所指的高職學生，係指九十四學年度及九十五學年度在彩虹

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就學學生，九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為其高職二、三年

級。 
 

二. 校園人權 
 

    本研究將校園人權定義為：「高職學生在校學習與師生互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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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涉及的各項權利。」其內涵又分為以下範圍：校園安全環境的建

構、校園人性氛圍的關注、學生學習權的維護、平等與公正的對待、權

利的維護與申訴、多元與差異的珍視、民主的參與及學習、人權教育的

實施、被愛與幸福的體驗(馮朝霖，2005)。 
 

三. 校園人權實踐現況認知 
 

    學生在校園生活的時間佔了日常生活的大半，也就是學生的主要生

活場所便是學校。在校園情境中，對於自己本身以及他人權利義務的了

解程度至為重要。在了解自己的權利與義務的同時能體會與尊重他人的

自由，進而內化形成價值。 
 
    因此，學生人權的素養的養成與提昇，首重於其對校園人權的認知

程度。本研究將校園人權認知定義為：「高職學生對於校園人權實踐現

況的認知程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