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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現今教學現場之挑戰  

    貳、民主法治與人權課程概述 

  叁、採取的教學策略與課程經營實況 

    肆、課程評量與學生回饋 

   伍、課程經營之檢討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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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分歧 

★ 眾說紛紜 

★ 莫衷一是 

★ 甚少能夠一言中的 

     關於通識教育… 這麼多種說法，

哪一個才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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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現場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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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boring 

i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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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點V.S.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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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未能有效融入公民素養的問題 

Why? 



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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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今日臺灣高等教育時空而言，全人

教育目標即在現代公民素養的陶育培成 

   現代公民，並非消極地以獨善其身為

目的，而還應能積極地建立與他人良好

的互動關係，關注臺灣及世界週遭等重

要議題，願意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並以

實際行動關懷社會 



But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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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文藻語言專業教育及通識教育的融合

貫通，培養學生能具備現代公民的核心能力 

  文藻通識中心希望從過去「廣泛知識」的

傳授，轉換成「核心能力」的鍛造：更強調

批判性多元思考、價值判斷能力、主動積極、

勇於負責、溝通協調、團隊合作、行動抉擇

能力、問題分析及解決能力等能力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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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具備法治社會之現代公民素養：

透過本課程之開設與教授，期使文藻同學

能建立基本法律觀念，除保障自身權益，

並能養成守法習慣、啟發法治思想，形塑

現代社會公民意識，利己利人、服務社會  

觀念啟迪 

「民主,法治與人權」之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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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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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具備法治社會之現代公民素養：

透過本課程之開設與教授，期使文藻同學

能建立基本法律觀念，除保障自身權益，

並能養成守法習慣、啟發法治思想，形塑

現代社會公民意識，利己利人、服務社會  

行動實踐 

「民主,法治與人權」之課程目標  



2017/10/23 21 

課程與通識素養培成對應關係  

本課程期使修課同學得有以下層面啟發： 

1. 瞭解民主法治之基本精神和原理，提昇批

判思辨的基礎能力：分別在不同的單元主

題，藉由各式的教學活動，如課堂分組討

論、辯論比賽或線上議題討論等，訓練學

生資料蒐集與邏輯思考、分析與統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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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通識素養培成對應關係  

2. 多元學習與實務操作體驗：為達多元文化與

科技整合之目的，透過跨領域主題教學，嘗

試建立協同教學機制並構築跨學群對話之平

台。並透過辯論（第10週）、參訪（第13

週）、情境活動設計（第16週）課程的實施，

更能契合通識教育課程之實質規劃理念與目

標～ 自我判準反思能力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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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通識素養培成對應關係  

3. 經由柏拉圖對話式教學的實施，訓練同

學歸納、整理、分析、思考、表達、溝

通、協調，培育學生能具獨立思考以及

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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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通識素養培成對應關係  

4. 熟稔合作學習的運作：課堂上

的辯論與分組討論，除可分享

不同生活經驗與看法外，對問

題思考的周延深化更有幫助，

同時也是參與議事規範運作，

擁有民主素養的基本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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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通識素養培成對應關係  

5. 闡明基本人權保障之至上命題，實踐於

生活中：暸解公民之權利與義務，落實

法治精神、培養現代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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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通識素養培成對應關係  

6. 瞭解如何保障捍衛自身權益：

熟悉權利救濟的途徑和程序，

以確保自己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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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通識素養培成對應關係  

7. 關注臺灣及世界週遭等重要議題：願意

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並以實際行動關懷

社會、拓展國際觀，成為世界公民  



2017/10/23 28 

週 次  日 期 課 程 內 容  

01 09/14  ★ 課程介紹     ★法治的概念 

02 09/21 ★ 近代西方政經發展趨勢  

03 09/28 ★人權思想之演進歷程＆人權譜系 

   （輔仁大學法律系  姚孟昌教授）  

04 10/05 ★ 民主法治之意義與要素  

05 10/12 ★ 從藝術看人權思想的發展    

06 10/19 ★ 人權可否加以限制或剝奪？ 

      ～避難所情境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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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 期 課 程 內 容  

07 10/26 ★ 言論自由與集會遊行（課堂 

     討論：言論自由V.S.個人權利）  

08 11/02  ★ 辯論技巧研習,死刑相關先備知識  

09 11/09  ★ 期中考週（辯論工作之討論、 

    準備與演練）  

10 11/16 ★ 死刑存廢之我見（辯論活動）  

11 11/23 ★ 校園民主與學生自治（講者：文 

     化大學行政管理系  項程華教授）  

12 12/30 ★ 有權利必有救濟（01）～訴願、 

     行政訴訟與國家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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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 期 課 程 內 容  

13 12/07 校外教學～參訪高雄高等法院 

14 12/14 ★ 隱私權與個人資料保護法  

15 12/21 ★ 環境權與生存權：汪中和 

     ～人與自然的永續和諧  

16 12/28 ★ 國家人權史蹟考察 

17 01/01 ★ 性別與人權 

★ 學期課程總結與複習 

18 01/11 ◆ 期 末 考 試 

訴訟實務與法治教育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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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現狀 
 

突破瓶頸 
 

★ 改變心理 

 

★ 調整教學方法 

想 法 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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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考察對象：掌握 Z 世代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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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出當下學生能夠接受的教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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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克服學生普遍認為法律

枯燥繁瑣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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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揚棄“考試領導教學”的傳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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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變單向式‧填鴨式‧說理式 

的課堂講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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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採取課堂情境設計‧激發學生

多元思考‧鼓勵自由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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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走出教室‧以校外參訪,情境體驗 

   等方式連結書本與現實世界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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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1. 讓法律以更平易

近人的方式呈現，降低

學生的排拒，使其認知

並內化成為現代社會每

個人所必備的基本公民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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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2. 將時事話題導

入課程中，鼓勵同學

透過案例討論活動，

使其以同理心促進對

現實生活的認識與關

懷 



每週關鍵字 
 



今週五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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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週遭的環境，

不少生活議題均可

隨手捻來，是讓學

生開始思考法律問

題最好的素材庫，

同時也最切身 

房屋租賃,交通事故,打工,直銷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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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4. 給予回饋：適時適度地肯定和鼓勵 
 

策略3. 提供考驗：拋出合理難度的挑戰 



人權(權利)能否

加以限制或剝奪? 

1 

倫理判斷與選擇 

2 

策略4.情境設計活動 



倫理判斷與選擇～ 

人權可否限制或剝奪? 



避 難 所 

★ 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核彈引爆….

世界正在毀滅中，生存 

     者正紛紛在找尋避難所  

★ 你所負責的實驗站， 

     是核爆後僅存能繼續 

    有效運作的唯一場所  



Delimma 

★ 現在，你的實驗站門

口來了10個難民，但

實驗站至多也只能夠

收容6個人，並提供足

夠他們生活三個月所

需的空氣、食物和水  



由你決定... 

★ 你的上級為了避免這

10個難民發生爭執，

而造成更多傷亡，指

定由你在20分鐘內來

決定要讓哪6個人能進

入實驗站避難  



◆ 書店管理員：31歲  

◆ 他的太太： 

    （有六個月身孕） 

◆ 軍官：醫科畢業生  

◆ 著名歷史學者42歲 

◆ 明星：歌唱家，舞

蹈家  

◆ 生化學家  

◆ 法學專家：47歲  

◆ 奧林匹克選手： 

    （善長所有運動 ） 

◆ 大學女生  

◆ 警察和槍 

  （這兩者不能分開） 



分組討論20分鐘 

 



組長主持討論‧一人記錄‧一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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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判斷與選擇～ 

國家可否以公共利益為理由限

制或剝奪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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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5. 校外教學～參訪高雄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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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6. 採行“業師協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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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樹立典範 

誰最合適? 

教
學
策
略
的
選
擇…

 

學
生
需
要
一
位
效
襲
的
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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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要向
學長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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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業人士現身說法,讓訴訟案例進入課堂 

3.彌補自身熟悉學理,對實務較生疏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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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7. 舉行辯論～訓練思辨與口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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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與人權課程之經營與教學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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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藝術看人權思想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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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Marie Hugo 1802～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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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CROIX（1798-1863） 

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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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權
思
想
發
展 建 築 

 

文 學 
 

 繪 畫 
 

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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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藝術家艾未未等維權人士 

遭逮捕，引起國際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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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柏拉圖式對話：增進師生互動，

強調合作學習機制，鼓勵自由創思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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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民主與學生自治 

（文化大學行政管理系‧項程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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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辯論～死刑存廢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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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教學：參訪高雄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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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法治教育座談,與法官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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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方式與評分比例分配    

（Evaluation Criteria＆Grading）  

★ 期中考試（30％） 

★ 平時成績（40％） 

      包含 A. 隨堂測驗 B. 課堂分組討論與分享 

        C. 網路”議題討論”之參與、發表 D. 報告 

★ 期末考試（30％） 

得分要件：依指

定次數平均計算 

含指定教學網站 



2017/10/23 83 

同學諮詢輔導時間  

◆ Office Time：（請先約定） 

     TUE AM 10-12 , THU AM 8-10 

◆ TEL：07-3426031＃ 7216 

◆ E-mail：wolfram@mail.wtuc.edu.tw  

                         （請註明姓名、主旨） 

mailto:87009@mail.wtu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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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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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覺得這門課程所安排的學習單元和內容能

啟發我的學習興趣

非常同意20%

同意74%

不同意6%

非常不同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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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覺得只要認真學習、積極參與各項教學安

排，這門課程將能提升自己的公民素養能力

非常同意44%

同意54%

不同意2%

非常不同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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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知道這門課程重視跨領域的多元

學習，老師將會安排與其他班級老

師、同學合班協同學習活動

非常同意38%

同意60%

不同意2%

非常不同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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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了校外專家學者來專題演講外，我

覺得安排與其他老師來班上實施協同

教學是很有助益的

非常同意42%

同意58%

不同意0%

非常不同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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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覺得課程所安排的分組、分工學習活動，

能讓我體會到合作學習機制的設計能促進同學

間彼此的多元討論、分享和回饋

非常同意34%

同意58%

不同意8%

非常不同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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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整體而言，我覺得這門跨領域課程能擴

展我的知識視野、強化思 維、提升國際觀

，增進我自己的基本公民素養能力

非常同意32%

同意60%

不同意8%

非常不同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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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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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盡信書‧不如無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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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價
值‧

多
元
文
化
的
思
考 

跨領域教
學的嚐試 



 

以媒體報導大學生 

反服貿運動為例 
 

1.是大學生打警察？ 

2.還是警察打學生？ 



 

角 

度…
 

立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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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整學習模式‧離開網路‧走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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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討論.集思廣益 

★ 脫離課本,網路‧案例討論‧訓練思維 

三個臭皮匠， 

贏過一個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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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目的在於傾聽和同理心 

公民素養的關鍵之一：尊重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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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公民素養~訓練短講、敘事能力 

學習與同儕對話‧溝通‧協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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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治精神：重視法紀‧遵守規範 

言行掌握分寸‧進退合宜‧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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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捍衛個人權利～勇於向不法挑戰 

正
義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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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辯論：邏輯思辨&口語表達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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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啟動求知慾及好奇心‧追根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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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V.S. 團體 

7. 培養群己意識‧利己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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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對人與社會的關懷‧服務奉獻 

人飢己飢,人溺己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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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 

學習能力 

群己關係 

公民素養 



檢討與反思 

★ 單元彼此間的教學目標應注重一致和近似性 

★ 計畫往往趕不上變化,教學法之調整必須因應

不同學習對象,同時也應擬具因應策略和備案 

★ 定期檢討, 提出改善教學方法具體措施 

★ 問卷能幫助教師檢視自身教學成效 

★ 教師應注重溝通、助理、小組長可作為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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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策略 

★ 點名認識學生(建立信賴關係) 。 

★ 根據學生反應，調整教學。 

★ 觀察學生回應問題能力。 

★ 幫助學生反省檢討。 

★ 當平時成績評量依據。 

★ 成立LINE群組, 或FB課程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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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現場之班級經營 

★ 場域, 精神,情緒&妥適教學時間之運用 

★ 學習經驗之呼喚(前情摘要&回顧) 

★ 導論～動機之誘發 

★ 主題呈現～進入學習單元教學內容 

★ 隨時注意學生反應～避免淪於獨白 

★ 結束前～總結,提問,作業,預示下一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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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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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脫自身思維框架, 

嘗試站在學生與其他

不同角度立場, 以同

理心看待校園大小事,

以創新精神推動教育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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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責任：掌握每個學生不同的

特質，設法去激發他們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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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 

       分享 

                  就教於 

                          與會諸位先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