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宮的出口 人權的方向
臺南女中 劉姿吟 張馨云

壹、 前言與教學理念：

武陵高中 穆虹嵐

刺痛我們的，比撫觸我們的，讓我們感受得更深，也令我們更警醒。
—法國散文家

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

1948 年聯合國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確立了「人權保障」為普世遵循的核心價值。強調生而為
人所享有的權利，不因種族、性別、社會階級等而有所差異，更不容侵犯與剝奪。
這個宣言的誕生，實由過往許多重大的傷痛所催生，如：1941 年至 1945 年納粹對猶太籍與非猶太人
進行廣泛系統性屠殺；然而，在這個宣言之後，卻於不同時間、不同地域陸續出現駭人聽聞的種族迫害，
甚或大屠殺行動，如：1994 年盧安達大屠殺在 100 天內造成 100 萬平民死亡、2017 年緬甸對羅興亞人
發動種族清洗，因此「人權」在今日仍是普世必須關注與努力推動的重要議題。
臺灣這塊土地曾在不同時期出現不同程度和面向的人權迫害，如 1895 年至 1945 年間日本統治時
期對臺灣人的壓迫、1949 年至 1991 年臺灣白色恐怖對不同政見及思想者進行的整肅行動，這些曾經
存在過的傷痛，因為錯綜複雜的時代背景，或許可以原諒，但絕不能被忘記，如同東德時期的人權牧
師、亦曾任德國總統的高克（Joachim Gauck）所說：「只有當我知道實際上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我
才知道我應該原諒什麼。」
被掩蓋的傷痛只會潰爛，粉飾的太平無法帶來真正的和諧，《無力哀悼》（ Die Unfähigkeit zutrauern）
中便指出，一個對過往創傷無力哀悼的社會 會影響的不僅是當事者自己的世代，而且還會繼續
往下影響到後世子孫 1。《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延續九年一貫課程，將這個受到全球關
注，且為國家當前重要政策的課題──人權教育，列入培養現代國民與世界公民之關鍵內涵。
我們希望透過課程的設計，帶領學生從了解人權價值開始，增強對人權的感受，學習人權的內涵，
期許學生最終能養成尊重人權的態度，並參與人權實踐的行動。

貳、教學對象與架構
本次課程從臺灣文學之父賴和〈一桿稱仔〉的範文教學出發，而後融入人權教育於加深加廣的課程
設計中。這套課程在南北兩校共同實施範文教學之後，因應南北兩地之地域特色與學生屬性的差異，進
行兩套差異化的加深加廣學習，今圖示如下：
（四節課）
臺南女中：記憶的正義---以第〈六九信〉為探究對象
共同實施：（四節課）
〈一桿稱仔〉範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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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節課）
武陵高中：無辜的加害者?---以二戰納粹屠猶為探究對象

詳見 花亦芬（2016）。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臺北市：先覺。
1

兩校特色、學生特質及課程安排時間如下：
學校特色

學生特質

課程安排

校名

共通點

生理
性別

對議題敏感度

授課內容

臺南
女中

地區
升學

女性

學生對人權議題有極大興趣，
議題敏感度佳

〈一桿稱仔〉
遊戲式文本梳理與深入解讀

武陵
高中

指標
學校

授課
節次
4

8

人權影像：〈第六九信〉的記憶正義 4
男性
居多

在情境營造中能感同身受，快 〈一桿稱仔〉文本梳理與深入解讀
速融入文本討論。主動、積極。
人權影像：二戰屠猶的加害者

4

8

4

本課程的設計重點，除了以遊戲進行文本梳理之外，更試圖以古今對讀及遊戲情境之體驗，讓學生
能在活動中融入那個時代，並感受主角的處境，體會他所面對的問題；加深加廣學習則透過影片欣賞與
文本閱讀，搭配探究策略的適度引導，帶學生深入思考人權相關議題。而選擇在南北兩所既具同質性，
又帶有異質性的學校實踐人權教育課程，實欲嘗試議題融入範文的各種可能，並瞭解學生對議題融入的
接受度與反應。

參、國文課的文本教學
透過課文〈一桿稱仔〉的遊戲式爬梳與古今對讀，可讓學生透過情境體驗，對作者的時代與處境
感同身受。同時，打鐵趁熱，藉遊戲打開對話，可讓師生間的談資跳脫純認知層面而變得豐富，並可
輕鬆建立情感的連結。此外，課文預習及補充文本的預讀，可透過機制簡單的遊戲來檢核與連結，以
達到自學、共學與共好的精進成效。節次分配如下：

【第一~四節】
一、 引起動機【第一節】
（一）課文拼圖（3 分鐘，可翻書找）
1. 設計目標：課文預習之檢核
2. 活動準備：
(1) 教師將課文印成 B4 紙本。依據段落整齊裁剪成 4-5 片／每組。
(2) 學生 4-6 人為一組。
3. 活動流程：
(1) 獲勝條件：最快完成拼圖排序的組別得 5 分，依次往下遞減 1 分。
(2) 先完成者，可先進入下一輪角色透析，優先抽選人物牌卡。

二、 課文梳理（5 分鐘）
（一）角色透析
1. 設計目標：透過故事靶心公式2，分析小說中每個角色的難處以及抉擇。
2.

2

活動準備：

故事靶心公式：說故事的公式包含：目標、阻礙、努力、結果、意外、轉彎、結局。又稱「靶心人公式」：靶就是目標，
心就是心臟，靶心人即為「心中有目標的人」。詳見許榮哲（2019）
。3 分鐘說 18 萬個故事，打造影響力。臺北市：遠流。
2

3.

(1) 教師將課文出現人物，製作成角色卡，如：賴和、日警、賴和妻、菜販、賴和母、
賴和繼父、日本法官、草藥醫生、大嫂。（建議角色卡數大於組別數）
(2) 組別完成拼圖後，立即由該組學生抽選課文角色卡。
活動流程：
(1) 老師先介紹故事靶心公式（目標、阻礙、努力、結果、意外、轉彎、結局），並以童
話美人魚為例3，帶領全班運用公式分析文本。
(2) 學生將抽到的人物故事，依據靶心故事公式，在白板上以七大段落概要進行重述，
每句不能超過 10 個字。
學生作品如左圖，今打字如下：

轉
彎
：
法
官
判
決

意
外
：
大
人
衝
突

1.
2.
3.
4.

結
果
：
同
歸
於
盡

(

5.
6.
7.

(

此
項
應
為
結
果
，
學
生
誤
寫

結
局
：
活
得
像
人

努
力
：
借
金
借
秤

阻
礙
：
貧
病
交
迫

目
標
：
安
然
度
日

)

)

此
項
應
為
結
局
，
學
生
誤
寫

說明：這位學生選擇的角色是「秦得參」
。透過靶心公式的整理，學生更能感受到平凡小人物有多麼悲哀：只不過求個安然
度日，卻被逼迫得走向玉石俱焚的結果，真的很可憐。此外，學生還觀察到透過整齊四字句以截出故事的層次主軸，能訓
練文句精簡能力，且更方便記憶。這是附加的學習效果。

(3) 故事咖啡館：每組留下一人，根據選擇的角色向同學解說故事。其他人外出至其他
組別聆聽故事，限時 6 分鐘。以本班六組，每組 5 人為例，其流程如下：（）
第一組

留下，解說

前往第 2 組

前往第 3 組

前往第 4 組

前往第 5 組

第二組

前往第 1 組

留下，解說

前往第 3 組

前往第 4 組

前往第 5 組

第三組

前往第 1 組

前往第 2 組

留下，解說

前往第 4 組

前往第 5 組

第四組

前往第 1 組

前往第 2 組

前往第 3 組

留下，解說

前往第 5 組

第五組

前往第 1 組

前往第 2 組

前往第 3 組

前往第 4 組

留下，解說

第六組

前往第 1 組

前往第 2 組

前往第 3 組

前往第 4 組

留下，解說

(4) 外出同學，回頭再跟組內同學分享自各組聽來的故事。
(5) 要求各組使用「鑽石分層」為人物（賴和、日警、賴和妻、菜販、賴和母、賴和繼
父、日本法官、草藥醫生、大嫂）分組，並抽籤決定上台順序。解說分層理由，必
須由上而下，依據與文本相關性由最強到最弱進行排列。
(6) 請每位同學在便條貼上寫出三個跟文本所要討論的議題最相關的詞語，黏在海報
3

同註 2，小美人魚靶心人公式的七個步驟如下：

(1)目標：船難時救了王子的美人魚， 目標是「想跟王子結婚」。
(2)阻礙：人和魚生活在不同環境，想在陸地上共同生活，「美人魚的尾巴」成了阻礙。
(3)努力：小美人魚用優美的聲音換取一雙人類的腳，從此變成了啞巴。
(4)結果(通常是不好的或是短暫的美好)：小美人魚上岸，跟王子有一段短暫的美好時光。
(5)意外：王子誤以為救他的女人是鄰國公主，決定與她結婚。
(6)轉彎(通常是最讓人揪心的部分)：只要小美人魚用姐姐們以頭髮換取的匕首，刺向王子心臟就能活下來。
(7)結局：小美人魚選擇成全王子，犧牲自己化為泡沫。
3

上，這叫做「腦內風暴法」，可用來進行發散思考。而後挑選出最重要的九個，進行
鑽石分層排序。
說明：
學生一開始有些質疑「鑽石分層」12321 的分類方式，怎麼可能人物分組和文本議題都剛好是這個數量？老師嘗試說
明：如果想法是各種顏色的水，那麼鑽石分層就是容器，試著用這容器進行分層與調配，那樣的裝填、分類，也許能看見
不同思維的可能。學生接受後，後續產出相當不錯。而且學生也開始覺得這個策略好用又有效率，能快速整合同組意見，
找出共識，屬於收斂型思維。

每一組討論各概念詞語時，大部分都依據「關聯性的強弱程度」來分層黏貼便利貼。例如某組學生
整理的詞彙如以下右圖：
學生認為，存在整個文
本最大的關鍵是「正
義」，以及三方（執政、
被殖民者、秦得參）反
思「責任」程度的差異

鑽石分層法5

學生運用腦內風暴法4整理文本相關議題

最相關
↓
↓
↓

正義
反思
事實

責任
角度

起點

道歉
代表

身份
不相關
(7) 各組觀摩後，須依據三明治說話法，對他組的鑽石分層提出評論：
甲、先讚美一個實質的優點
乙、再各出一個異議與建議
丙、最後以正向的期許收尾
例如右上圖關於「正義」的鑽石分層表，甲生說：
01. 我覺得這個分層自上直至下，由抽象到具體很好（第一層，實質優點）。
02. 但是中間的「角度」與下層的「身分」似乎有重疊（第二層異議）。
03. 我建議將「角度」換成「觀點」會更清晰些（第二層建議）。
04. 希望這樣有幫助大家一起釐清思維（第三層正向期許）。

(8)

最後由教師統整提問以收束角色透析的討論：這些角色的共同命題是什麼？
此處老師可帶領同學再操作一次腦內風暴加鑽石分層法，也可讓各組每人丟出一個
詞寫在黑板上，再挑出各組重疊的詞彙，而後讓學生進行討論，以簡單詞語勾選即
可。各組重疊字詞如下：
愛 戰爭 自由 權利 正義 公平 民族

（二）字謎遊戲【第二節】
1.設計理念：透過字謎，帶出課程核心概念「人權」。
4

腦內風暴法：腦力激盪法 Brainstorming，又稱為頭腦風暴法，是一種為激發創造力、強化思考力而設計出來的一種方
法。無論多麼特別、天馬行空的想法都可提出，不得受到批評或打斷，從而激發多樣的新觀點和問題解決方法。
5
鑽石分層法：將概念相關的九個事例，依程度排出 12321 五個層次（似鑽石形狀），以聚焦對概念的理解。同一層的事例
具有同等級的屬性，自上而下，各層之間為程度的差異。詳參陳佩英（2020）。探究策略 55。臺北市：臺灣師大，頁 72。
4

2.教師準備：設計字謎。
3.學生分組解謎，最快回答並正確者獲勝。

只需依箭頭方向造詞，就可知道這些詞語共同闕漏的字。學生的反應很熱烈，而且答案完全正確：「人權」
。透過猜謎遊戲
既可加深印象，亦可預告今日課堂中的文本討論均須聚焦於「人權」兩字。

（三）人權宣言（15 分鐘）
1. 設計目標：了解〈一桿稱仔〉涉及的人權議題。
2. 活動準備：印製〈世界人權宣言〉。
3. 活動流程：
(1)學生分組勾選與課文相關的人權宣言條目。

學生對照〈一桿稱仔〉文本，勾選〈人權宣言〉條目，思考小說中涉及的人權問題。老師檢討並與學生來回辯駁，藉此
釐清文本中涉及的人權問題？常見異議舉隅：


老師沒選，學生選了：


第 4 條：任何人不容使為奴役；奴隸制度及奴隸販賣，不論出於何種方式，悉應予以禁止。（法條的奴役指的
就是奴隸。學生容易混淆被殖民與奴隸制的關聯而選了，但事實上課文中並沒有提及奴隸，只有被奴役。）



第 27 條之一：人人有權自由參加社會之文化生活，欣賞藝術，並共同享科學進步及其利益。（學生提及，秦
得參無法享受西醫治療。教師澄清：那是個人經濟問題，並無限定臺人不能看西醫。）



老師選了，學生沒選：



第 25 條：母親及兒童應受特別照顧及協助。所有兒童，無論婚生或非婚生，均應享受同等社會保護。（學生
產生是要「文本提到」還是要「秦得參可能遇到」來作為判斷標準。老師修正指令：只要涉及文本的相關概
念，且推論此條款的概念可能影響文本情節者都可勾選。）



第 26 條：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之教育，有優先抉擇之權。（學生忘記前面有提及秦得參輟學去工作，且認為
這部分不是〈一桿稱仔〉的主軸，只是用來烘托家裡窮的背景。）

(2)教師帶領檢討人權宣言條目，修正後答案為：1-3，5-11，17，22-23，25-26，28

5

三、

歷史資料與文本對讀【第三節】

（一）設計理念：透過多筆資料閱讀，了解時代背景。
（二）教師準備：影印課外補充文本，讓學生課前預習。
(1) 日治法條：兒玉源
太郎：匪徒刑罰令

(2) 鬥鬧熱走唱
隊：稱花

(3) 日人屠殺臺灣
事件簿

(4)二林事件簿（蔗些年，蔗群人的
蔗些事--被遺忘的台灣第 6 集）

（三）活動流程
教師將上列文本重點製成簡報，透過填空搶答，帶學生複習課文，並連結秦得參的時代背景與社會
氛圍。

四、

遊戲式情境感受【第四節】

（一）設計理念：透過遊戲進入當年的情境，既可回顧課文，又可感受時代，體會角色的感受。
（二）活動準備
1. 教師製作遊戲卡牌：警民 PK 戰。
2. 教師將遊戲規則製作成簡報方便介紹。
(1) 首先學生「猜拳」抽卡牌決定角色：警察或秦得參（人數各半）
(2) 警察有 3 滴血，秦得參只有 2 滴血
(3) 警察找秦得參「猜拳」，猜輸的扣 1 滴血，扣至 0 滴即死亡
(4) 秦得參死後可以轉變角色成為警察，獲得 3 滴血，可繼續進行「猜拳」遊戲
(5) 遊戲時可根據「猜拳」輸贏運用所持卡牌上的特殊條件，如得參猜贏可直接殺死日
警，或當人民人數超過警察時，第一個死的警察便可直接復活
(6) 遊戲時間停止時清點警察和秦得參人數
遊戲規則簡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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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流程
1. 說明遊戲規則。
2. 帶學生讀牌，使遊戲規則深入人心。
3. 正式玩遊戲兩輪。
(1) 第一輪：教師深入小組中，協助遊戲進行。
(2) 第二輪：教師減少干涉，讓遊戲自主進行。

全班輪流開始找人猜拳，以輸贏決定角色族群：日警／

遊戲過程固然有趣，但遊戲後的討論更形重要，學生可從同情

小民，建立融入情境的同情共感。

共感中脫離，開啟同理而深度的思辨。

7

師生對話討論，開啟今昔時空連結。
(1) 角色帶的遊戲感受。
(2) 總體遊戲裡的不合理。
(3) 教師條列不合理處於黑板／簡報。
(4) 經過遊戲和討論後，師生一起整理出〈一桿稱仔〉
裡的人權問題。

4.

上圖為思考警民桌遊裡的不合理

右下圖即為學生初步分析的筆記。今整理如下：

最後剩下的 可主挑者是巫
少數是公主

公主
巫

（說明：

（說明：

(說明：此處學生寫的巫對應

遊戲最後，學

此處指警察可主

的是「警察」
，公主對應到

生發現平民剩

動找平民猜拳，

「秦得參」這樣的平民，箭頭

下的人數極

平民只能被動進

指的是遊戲中平民死後可變警

少）

行遊戲）

察，但警察死後不能變平民)

願挺身捍衛 警可找台民碴
的人變少
（因為公權力在

巫
公主

內地延長政策

血不 原桌
平衡 遊設
計

權利 〈一
不同 桿秤
仔〉

日人手中）

上圖為警民 PK 與〈一桿稱仔〉中的「不合理」

上圖為〈一桿稱仔〉裡的人權問題

五、 古今對讀
（一）設計理念：將學生從遊戲拉回文本，再把文本放進時代現實中，讓學生看到「跨時代、跨
國境、跨文化族群」的社會，同樣的事情竟然還在發生！
從而深刻省思：為什麼要有「人權意識」
，為什麼要推展「人權教育」？為什麼當其他地方發生
不義之事時，不應只是共感，不應只是旁觀。如果人權的意識遺失了，忽略了，噤聲了，將來，
發生任何不義之事，就是全人類自己應該承擔的宿命惡果了。
（二）進行流程：
1.讀詩：馬丁．尼莫拉《起初他們》，來理解人權噤聲之惡。
2.時事插播：教師播映時事之圖片或影片，以提點新聞事件。
(1) 表格對應整理。
(2) 重新理解課文〈一桿稱仔〉中「跨」時代的人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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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則為老師課堂整理之「古今對應」
：（時事影片連結：https://youtu.be/08xPR755MPI）

香港反送中事件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的時事推論

3.收束聚焦人權核心
(1)教師引出〈一桿秤仔〉最後一句做總結。
(2)教師簡報擷取《人權宣言》細目，帶學生逐條朗讀，重申人權的定義與價值。

六、教學反思
對學生而言，課堂中的遊戲總是令人期待，但常有老師質疑，遊戲能提升國文的素養，如語文表
達？事實上，在遊戲設計的過程已加入閱讀理解與語文表達的鷹架，如：將靶心公式的閱讀分析，搭
配各組人物角色介紹，確實深入人心。之後的〈警民 PK 桌遊〉，則需教師借用遊戲設計的機制，稍作
修改，就能讓遊戲者更深刻體會文本中「不公平」的制度或概念，如：日治的保甲、不平法制、族群
踐踏等。這些引發感受的設計，既要藏得深，又不能一眼被學生發現，的確考驗著教師的設計能力。
此次嘗試證明了將遊戲融入教育，並不是空話，也不是噱頭，只是需要更審慎挑選適合的題材、文本
和遊戲。
至於以鑽石分層法進行討論，剛開始學生有點遲疑，然而當他們理解策略的意義後，也就能漸漸
接受，並看見這個策略的優點。課後反饋裡，學生竟對鑽石分層相當有好感，前後的反差頗為有趣。
勾選人權宣言時，整堂課下來，發現時間不太足夠，原本預計 15 分鐘完成的內容，學生卻意猶未
盡，很想知道為什麼這條可以，那條不可以。此外，老師對勾選的依據要說得夠清楚，才不會造成學
生在判斷時的誤解。
兩堂課下來，學生玩得很開心也很投入，而教師也確實讓學生熟讀文本、複習文本，並理解了人
權宣言與人權的範疇。將來若發現適合教學的遊戲機制與探究策略，我仍會嘗試拿來與議題教學、文
本教學結合，讓師生在課堂上一起玩、一起學、一起感受與思辨。

9

肆、人權的影像思辨
人權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單憑知識層面的說明和認知，不太可能真正理解或內化為一種生命態度，
因此，即使真實生活遇到了人權相關問題，也容易因為缺少脈絡性的引導，而無法產生較深刻的體認。
學生若只知其事，卻不知其背後所代表的人權深意，就很容易出現輕忽、甚或嬉鬧的情況，引起社會上
的討論與爭議，如：曾有高中生裝扮成納粹親衛隊、日本警察或馬赫坡社抗日義士等。
人權需要在真實情境中感受與體會，就如同〈一桿稱仔〉的文本透過設計，能讓學生在情境遊戲中
深刻思辨人權議題。然而，限於時間與資源，未必能時常設計情境，此時作為情境再現的電影影像，可
讓學生看見發生的事，除了觀影的感動、悲傷或憤怒外，電影中的事件更是引導思辨的最佳素材。
二十一世紀的學生幾乎是影像原生代，從文本延伸出來的加深加廣學習設計，期望能通過電影影像
開啟對話，讓學生能進一步思辨人權議題。考量兩校學生所處之地域及屬性不同，因此人權的影像思辨
分為南北兩頭進行，同為臺南女中校友的施水環，當然就是南女學生最好的閱讀選擇，藝術紀錄片〈第
69 信〉為施水環所寫獄中家書的再書寫，觀賞影片可讓學生更貼近那個時代的心情，並思考書寫以及記
憶的正義；而擅長數理的武陵學生則透過觀賞奧斯卡得獎影片〈為愛朗讀〉的某些片段，嘗試從「加害
者」角度，進行納粹迫害人權事件的深層反思。

【第五～八節】於台南女中實施
一、記憶的正義
（一）事件及材料：思想犯的悲歌──白色恐怖時期
（二）課程名稱：從換位思考拆解人權影像的探究策略──以〈第六九信〉為探究對象
（三）課程目標：理解並共感白色恐怖時期的人權傷痛
（四）設計理念：
1.施水環與丁窈窕同為臺南女中校友，且同因白色恐怖時期之「臺南市委會郵電支部案」而遭
槍決。因「臺南人不可不知臺南事」以及「同為南女人」的想法，故擇取施水環的故事介紹
給學生。
2.從 PISA 閱讀理解策略開始，續以探究策略讓學生進行討論、說服，最後以反思策略，讓學生
討論後表達。
（五）課程進行流程

第五、六節
(1)透過 PISA 閱讀理解策略帶領學生閱讀施水環家書，從檢索訊息（找一找頻繁出現的關鍵
字）到發展解釋（依據所有家書的敘述脈絡，推論這些關鍵字有何涵義），藉此對施水環的獄
設計
中生活產生畫面想像與共感，並涵育「閱讀」理解的能力。
目的
(2)藉由〈第六九信〉第一次觀影，以對影片內容(含出現的人、事、物與光影、聲音)有所感
知，俾利後續討論。（〈第六九信〉的拍攝手法較特殊，預計觀看兩次才可能有較具體的理解）
課程內容與進行方式
教學 閱讀施水環的家書，帶
活動 領學生找出探究問題的
規劃 答案

探究問題
施水環家書中，
頻繁出現的關鍵
字為何？有何涵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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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教具

使用策略

表現任務

施水環家書
（取自《流
麻溝十五
號》）、學習

PISA 閱讀策
略
（檢索訊息、
發展解釋）

分組報告所擇定
的「關鍵字」與
討論後認知的
「關鍵字涵義」

單
第一次觀看電影〈第六
九信〉

你看到什麼？聽
到什麼？感覺到
什麼？

〈第六九
信〉影片

無

組內分享第一次
觀影後的心得

(1)施水環家書有長有短，扣除第六九信有目無文，仍有六十
八封要閱讀，耗費時間比預估來得長。
（文本已先發放，但學

實施
狀況
與
現場
觀察

生事前閱讀的狀況或有差異，難以通盤掌握）
(2)教師調整帶領方式，挑出文本內容與電影拍攝內容疊合性
高者讓學生仔細閱讀，其餘大致瀏覽，並以分組分工方式，
每組閱讀十多篇，分別帶領全班圈出重複出現的「關鍵字」
。
(3)關鍵字圈畢後，教師示範如何討論「涵義」
，例「施水環在
信中多次提到請母親幫她寄送肉鬆，卻也多次在信中提到
「這裡伙食不錯」
，
「肉鬆」意味著什麼？告訴母親「這裡伙
食不錯」又意味著什麼？兩者是否呼應或牴觸？」讓學生進
行組內討論與探究。
學生認真閱讀施水環的家書
(4)各組討論完畢後推派代表以口頭報告分享，有些組別陳述
的深度不夠、涵義亦不足，需要教師補充提示。
(5)影片放映完畢後，依據學生組內的分享心得，可知多數學生只看懂百分之五十，但能感受與
施水環家書內容的深刻關聯。
(1)學生習慣使用行動載具，將來可將紙本掃描成電子檔，放雲端，讓學生用零碎時間閱讀。
(2)學生討論過程、結果與報告內容落差頗大，有些組別天賦異稟，有些組別則如老牛拉車，雖
為異質性的分組，仍難以避免此一狀況。來年再開設此課程時，或可於分組前先讓學生自我

教師
反思

介紹、分享對於人權議題的了解或觀察，再由教師「巧妙」協助分組，或可激盪出更美麗的
火花。
(3)部分學生反應「影片看不太懂」，除了導演拍攝的手法特殊之外，先備知識不足恐也是主因
之一。將來應調整授課順序，先說明時代背景，再閱讀施水環家書，最後再看電影，或許可
解決此項問題。

第七、八節
(1)使用探究策略「投入：討論協定之代幣交談」，讓學生能在第二次觀影之後，對於影片中所
展示的「物」所傳遞的概念，能有所思考，並能提出見解，藉此練習適切的口語表達。
(2)使用探究策略「反思：出場反思」，教師指定今日較少發言的學生出場口頭分享討論內容與
設計
自己的反思，教師給予回饋，另亦指定其他較少發言的學生給予該生回饋。
目的 (3)透過兩項探究策略的運用，達到對施水環所遭遇的不公義能理解且共感的教學目標，並涵
育「聆聽」與「口語表達」的學習表現。
(4)結合 PISA 閱讀策略中的「省思評鑑」，讓學生能在共感施水環的經歷之後，寫一封信給
她，藉此涵育「寫作」的學習表現。
課程內容與進行方式
教學
第二次觀看電影〈第六
活動
九信〉，進行探究策略
規劃
討論。

探究問題

材料教具

使用策略

表現任務

影片中展示的
「物」，是傳遞何
種概念的介質？

〈第六九
信〉影片、
學習單、彩

投入：
討論協定之代
幣交談

組內成員的拼圖
都用盡之後，各
組派一人上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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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幣交談：每人拿到五
片拼圖，組內分享時在
說出一個想法前，就先
交出一片拼圖，拼圖用
完，也就不能再發言。
聽者須記下發言者的關

色拼圖（每
人五片）、便
利貼

享組內討論重點
結果，但不能與
他組重複。

鍵字詞貼在拼圖上。
出場反思：
組內討論探究問題的可
能意涵為何，教師亂數
指定組員上台（出場）
分享討論內容。討論方
向從分析、鑑賞（影片
拍攝手法與呈現方
式），練習後設思考，
進入統整反思。

實施
狀況
與
現場
觀察

施水環的第六十
九信其實是一頁
空白，影片題為
「第六十九信」，
其意為何？

學習單

以便利貼寫下組員闡述之關鍵

進行探究策略「投入：討論協定

字，並貼到該片拼圖上

之代幣交談」的實況

反思：
出場反思

(1)口頭分享討論
內容。
(2)為愛寫信：請
你寫一封信安慰
施水環，文長
300-500 字。

探究策略「出場反思」運用，
學生口頭報告討論成果

分享表現任務「為愛寫信」的成果

(1)《探究策略 55》書中的「投入：討論協定之代幣交談」策略使用的代幣是彩色筆，每人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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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支數，每次發言使用一支，用完即不能發言。考量敝校高一學生能力與「害羞內斂」的
屬性，決定使用彩色大片拼圖，每人發給五張，組內每人不同顏色，發言之後交出一片，在
桌上可以拼成一個圖案，增加趣味性，且能給予不擅言詞或不喜表達己見的孩子一點壓力，
最終每組每人都用完了自己的拼圖。「五張」是限定發言次數，「顏色」則讓教師對已發言、
常發言、少發言或不發言的孩子一目了然，利於即時協助。
(2)便利貼的使用是另一種無心插柳的設計，「關鍵字式的摘要」能讓孩子專心聆聽組內同學的
發言，並讓發言者得到即時的回饋與鼓勵。
(3)討論過程中課室氣氛甚佳，專注的眼神、點頭的微笑、銀鈴般的笑語，令授課者心情愉悅。
使用拼圖與便利貼展現的多彩多姿，也讓學生更有參與的興致。
(4)出場反思的策略運用，是教師小小心機的使用。觀察小組討論中較不熱衷或表達簡略的學
生，巧妙地亂數指定發表，給予同等（甚至更高規格）的發言舞台，發表結束後，亦指定較
少發言的學生給予回饋，盡量達到每人都有等量口語表達練習的目標。
(5)書寫一封信給施水環，是兩週課程的小結與最終的表現任務。透過學生書寫的內容，可看
出能近取譬的同理心，並對「人權」二字，有了更深刻的體悟。
(1)《探究策略 55》是一本很棒的工具書，但運用之道存乎一心，依據學生特質與手邊擁有的
素材做適度調整，可達致更好的學習效果。
(2)關於「口語表達」的課程，小組內互動狀況、帶領者的引導能力，決定了產出結果的優秀
與否。除了將來可以更策略性的分組之外，教師給予一些討論的「句法」或「規則」（類似
教師
PBL 第一輪的進行方式），如「關於影片中的『墓碑』，我覺得是……的涵意，用來表
反思
達……，大家覺得呢？」抑或「某某同學（較少發言的同學），你對於『……』，有一些想法
嗎？」，或是順、逆時針輪流發言，可以更接近口語表達的訓練目標。
(3)課程結束在「寫一封信給施水環」，總覺得還少了什麼。日後可再思考是否加入「行動」的
部分，例如讓學生在校園中推動「寫信馬拉松」活動，真正對「人權議題」可以有更深刻的
省思與真實地付諸行動。

【第五～八節】於武陵高中實施
二、無辜的加害者？
（一）事件及材料：無辜的加害者？──二次大戰納粹屠猶
（二）課程名稱：從換位思考拆解人權影像的探究策略──以〈為愛朗讀〉為探究對象
（三）課程目標：對加害者「罪」的思辨──如何看待極權政權下的作為？
（四）設計理念：
賴和〈一桿稱仔〉反映日治時期的強權壓迫，表達強烈的反抗意識，以文學進行社會和政治運動，
對抗體制之惡。
然而所謂的體制之惡，不僅限於體制創建者或法令制定者等少數高層人士，體制能實際推行，主要
在於許多不同階層的實施者和認定者，如同〈一桿稱仔〉裡提到的基層巡警，是如同賴和觀點所呈現的
──「專在搜索小民的細故」
，或只是一絲不苟的執行「飲食物規則、行旅法規、度量衡規紀」
，認為自己
在創建一個遵循法理的臺灣社會呢？還有做出裁判的法官，是賴和眼中體制壓迫者的共犯，還是只是就
資料依據當時法理規範所做出的一般判斷呢？
賴和〈一桿稱仔〉因其寫作目的，對事件中的直接加害者──巡警的角色設定較明確：不公正、不理
性的執法行為，然而就其複雜的時代背景和觀念，更多類似的情況能否以單一角度指責呢？
人權的教學不應只停留在喚醒其意識，以重視人權價值而已，可更進一步引導學生思辨不同立場的
行為與觀念，其間的複雜性才是推動人權教育時的核心糾結點，因此從文本延伸出來的加深加廣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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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從另一個角度──加害者切入，讓人權教學能從「認識」再進一步到開始「思辨」。
(五)課程進行流程
1.看見──【第五節】
節選電影〈辛德勒名單〉片段，以具體事件及畫面讓猶太人屠殺不只是一個名詞，並以海報進行
「粉筆談話」（意即寫下自己的想法），讓全班同學的想法都有機會呈現出來，提問順序為：
(1)你對哪個場景印象最深刻？
讓學生再次回憶及整理觀影資料（學生對影像呈現事件感到強烈的震撼感。）

(2)你對猶太人的反應有什麼想法、看法、問題或疑惑？
讓學生看見一般人面對不公義之事的反應，並引導思考應如何面對？
（這個提問激起強大的憤慨，學生全都不理解為什麼猶太人不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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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對德國人的作為有什麼想法、看法、問題或疑惑？
讓學生看見加害者可能只是身邊一般人：鄰居、朋友、長輩甚至未成年，而開始有不同思考
點。（學生不解明明很殘忍不合理的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盲目地執行？）

(4)你覺得戰後德國人應該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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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覺得戰後猶太人應該做什麼？

2.審判──【第六節】
節選電影〈為愛朗讀〉的審判片段，讓學生觀賞。
(1) 先歸納這場審判會中有哪些不同的立場？這些立場各自不同的觀點是什麼？
（學生可以歸納出下列四個立場，並可簡要陳述各自觀點）
立場

戰後德國法官

執行納粹命令者

猶太倖存者

戰後年輕世代

觀點
(2) 你覺得像漢娜一樣，眾多在納粹政府中盡忠職守的德國人是否有罪？
請寫下你的思考，依「有罪 10」到「無罪 0」之間的程度，貼在表態光譜 0-10 的某一處，並觀察
其他同學的光譜位置及理由。
（學生中最高的犯罪指數到「7」，「0」完全無罪、「10」一定有罪，都沒有學生選擇）

16

3.辯論──【第七節】
閱讀補充資料《黑土》、《平凡的邪惡》後，以有罪該罰、有罪不罰、無罪該罰、無罪不罰四個立
場，讓學生進行「四角辯論法」。
學生選定立場後，先讓每一組學生陳述各自的意見，聽完後根據他組意見回應，因為需要回應，
學生在聽他組意見時就會用筆記討論，過程中唇槍舌劍，激烈交鋒，轟炸砲聲不斷，但也笑聲四起。
雖然辯論結束後重新選擇立場時，沒有學生改換立場，代表沒有任何人被說服或說服他人，但學生表
示很精彩，能聽到各種角度的想法，也很佩服有些同學清楚的思緒，或者極有氣勢的說服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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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參與四角辯論時，所提出來的想法：
無罪不罰
(1)她只是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職盡責的工作，完成國家發派的任務；她只是機器的小小零件，而不是操縱機器的人。
(2)若她有罪，不該只有她有罪；若其他的「兵」無罪，她也應該無罪，她也只是一個「軍銜」稍微大一點的「兵」
罷了。一個國家戰敗了，罰的該是「王」與「將」
，而不是「兵」。太陽花學運就只抓領導者。
(3)審判證據不足，且不能以被告、原告、證人等的一面之詞判定被告有罪。
(4)法律有不可回溯性，就算是當代人犯了當代法，也有「追訴期」
，更何況是前代人犯了當代法。
(5)有人說納粹時期的法律是有違常理、不可用的，那現在的法律就一定是正確的嗎？甚麼是常理？不過是「多數決」
而已。時代會變，所謂的「常理」也會變。
(6)懲罰權在被害者（猶太人）手上，不是戰爭勝利者。
(7)若納粹打勝仗，就是無罪；但它敗了，所以說它有罪，正名自己（戰爭本身就是一種罪，但我們把戰爭說成「鏟
奸除惡」
）。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政府派坦克輾斃了許多爭取權益的人，政府有罪嗎？沒有，因為中國沒有倒。
(8)集中營周圍住著許多德國人，他們為生存而漠不關心、袖手旁觀，但他們無罪；漢娜為維持生計為納粹工作，又
有甚麼錯呢？
(9)各地、各時代的道德價值觀皆不同，不能「以己度人」
。時代如此、國家如此，有人敢說其他時代、國家沒有迫害
過「異類」嗎？
(10) 她坦然、她盡責、她忠誠、她不隱瞞、不逃避，只是生錯了時代，生錯了國家，使她在國家敗戰後被其他政權、
政府定義「有罪」
。事實是甚麼呢？勝為對，敗為錯，已成世間大部分真理，然而，深思之後，可能會發現：
「善
不是善、惡不是惡、真理不是真理」，世間觀念的「客觀」
，不過是「大多數的主觀」罷了。

有罪不罰
(1)艾希曼協助納粹大屠殺，雖說他完全不仇視猶太人，只是一位想要做好工作的平凡人，但他應該有能力判斷他的
工作是違反人權的。然而，他未去反思、未做出因應，反而造成了平庸的邪惡。因此，在道德層面，他是有罪的。
(2)啟蒙運動時的思想家洛克在其《政府論》中曾提到，當政府侵害人民基本權利時，人民有權利反抗。艾希曼沒有
選擇反抗政府，我們可以因為他要活命而承認其合理性；但他卻未選擇停止當前的工作或另尋出路。他的行為違
反人民原初進入社會的目的（尋求財產、生命、權利的保障）
，侵害他人生命的行為有違普世人權。
不罰：
(1)當代的法律限制著當代人們的行為，艾希曼在納粹統治時期的作為沒有違反納粹時期的法律；且法律具不可回溯
性，若以戰後的法律標準來評斷艾希曼是否有罪，法律會失去其可信度。
(2)艾希曼不該受罰，若處決艾希曼，我會將其詮釋為報復成分居多，此行為會讓歷史事件失去其教育意義。當歷史
悲劇發生，報復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是要透過省思與溝通，才能尋求一個和平的管道。
(3)若要處決艾希曼，就代表納粹時期任何為政府效命，擔任死亡機器內任何一個齒輪的人都要遭受審判。在納粹黨
領導及黨衛隊協調之下，德國所有政府部門、商業公司、民間團體均參與了大屠殺的相關事宜。既然如此，就代
表著數以萬計的人們都必須受罰。先不論此事的麻煩程度，對為納粹效命的德國人判刑，比較像是另類的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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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該罰
(1) 部分虐待與迫害之行為明顯違反國際法，其行為對人權造成嚴重且無法回復之損害，處罰得以達到道德教
化，並對未來其他類似事件產生警惕與預防的功效。
(2) 當時行為人遵守之法規明顯不公，但行為人未積極對於威權之不義進行反抗，反而消極，甚至積極地與之合作，
屬於威權體制下之共犯。
(3) 行為人之作為雖為刑法第 21 條中，依所屬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職務上行為，然其命令明顯違法，當事人應可清楚
認知此為不法命令之事實，故依據刑法第 21 條之但書，不適用之。
(4) 縱然行為人當時之行為於該時代屬正當業務之行為，然對其他種族之迫害則不屬於業務上之正當行為，故不適
用刑法 22 條中不罰之要件。

無罪該罰
(1) 威權之侵害，源於威權政體之不當作為，平民只是歷史的洪流中為小如芥子的存在，難以反抗威權之強迫，但
當時的行為已對被害者造成無法回復的傷害，不管動機是什麼，均有道德上的責任。
(2)行為人基於自主意識的作為，並非出於強迫，在道德上明顯難以容許，故應受道德上之處罰。
(3) 處罰是對受迫害之群體基於程序與正義層面之補償。
(4) 透過轉型正義之實踐，彌補威權時代之錯誤。
(5) 做為未來之警惕，避免類似迫害再次發生。

4.寫作──【第八節】
整理思緒，綜整討論過程中獲得的各方訊息，學習有條理地透過文字表達。題目如下：
二戰期間，約五百八十萬歐裔猶太人被納粹德國殺死，是歐洲猶太人口的三分之二。
納粹軍官阿道夫‧艾希曼將上百萬猶太人送上朝向死亡的列車。
但艾希曼說，我無罪。
他認為自己只是個守法的人，履行職務負責運送。他說：
「我從來沒有殺過猶太人，也沒有殺過非猶太人，就
這個問題來說---我從來沒有殺死過任何人，我從來沒有下令殺人。」他認為對上級的服從是一種美德，而這種美
德被領導人濫用，所以他只是個受害者，受罰的應該是領導階層。
戰後德國法律人認為：
「當年合法的事情，今日不可能不合法。」也就是說，當年納粹德軍只是在執行法律，
他們當時的作為，是在當時法律架構下的正確作為，戰後德國要溯及既往，追究他們曾經被認為是正確的公務行
為，這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一種政治清算。國會議員 Hans Merten 甚至在國會中致詞表示，以正義之名對納粹時
期公務人員追溯，連司法的門外漢都知道這跟正義無關，而是一種政治追殺、是一種歧視、是一種復仇。
但法蘭克福大審的檢方說：「一個人如果明知一部機器就是用來殺人，但他非但沒有拒絕，反倒還參與維持這
部殺人機器的運作，那麼他就是殺人的共犯，無論在分工合作的過程中，他是在那個位子上貢獻其一己之力，也
無論他是在毒氣室旁、抑或是在更衣室裡。……一個人若是隸屬於某個席勒式的強盜集團、或是隸屬於《謀殺公
司》式的幫派集團，在這個國家的任何刑事司法人員都不會懷疑，這個人負有謀殺的罪責，無論他是以「老闆」
的身份坐在辦公桌旁下達謀殺的命令，或是負責分配槍枝，或是去犯罪現場探勘，或是親手開槍，或是負責把
風，或是負責做些其他在分工的框架下被分配的任務。」檢察總長弗里茲‧鮑爾進一步指出，當國家侵害人權及
人性普遍價值時，公民有權抵抗，以捍衛人性。德國人民必須回到國際法中，思考德國曾經如何違背國際規範，
記取教訓，如此才能夠在未來避免不法的發生，並捍衛人權。
問題一：上述引文對艾希曼是否有罪，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其核心概念分別為何?（約 100 字）
問題二：你認為艾希曼是否有罪，請選擇其中一個觀點表明立場，並說明理由。（文長約 19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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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學生作品舉隅：

（一）
艾希曼無罪，因為他只是服從上級命令並執行法律，溯及既
往的審判是政治復仇；艾希曼有罪，因為他知道自己分工上的殺
人現實，不僅沒有捍衛人性並拒絕，反倒參與其中維持殺人機器
的運作，因此艾希曼有謀殺共犯的罪責。
（二）
笛卡爾曾說：
「我思，故我在」自覺的犯罪不該因集體的罪責
而被稀釋，個人的選擇不應湮沒於非正義的律法。因此，我認為
艾希曼有罪。
納粹體制之下，難道只能選擇服從？漢恩‧穆克醫師反證此
說法，他拒絕執行「甄別」任務，幫助猶太人脫逃，對他來說：
「希波克拉底誓言，人性的捍衛遠重於黨衛軍的命令」
。在辛德勒
名單中的猶太人已是美化過後的呈現，毒氣室沉寂的絕望道出了艾希曼和其他下屬的自覺選擇和與惡的距離。
法蘭克福大審之下所訂出的無限追溯期、
「服從即是有罪」
，讓我們看到轉型正義不僅是嚴懲，更是歷史的
紀錄，普世價值的維護。律法，只是約束個人行為的最低限度，道德才是恆久的標竿，今人回顧歷史是為了盡
可能彌補過去的缺憾，更為了啟蒙世人──獨立思考，而非只是艾希曼所說的「服從」。
守法，應站在正義的高度；服從，應破浪於道德的深度。因此，艾希曼有罪，也因此，我們傾聽歷史的迴
聲。記取教訓，思考現今，並創造一個人性的、人權的未來。

（六）課程的觀察與反思
在文本〈一桿稱仔〉之後所進行的人權加深加廣課程，原本擔心和課本、考試關係較遠，學生可能
學習興致不大，沒想到反應意外地好，除了課堂中的投入，學生普遍的回饋都提到，課前認為二戰的納
粹屠猶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卻在看到電影中呈現的畫面事件後被深深震撼，而原本直覺的憤怒和簡化的
正義思維，隨著課程的推進，從「看見」→「審判」→「辯論」
，一層層地思考不同立場、不同時代背景、
不同政權價值的各種因素後，看待所謂加害者的想法就和課前很不一樣，從另一個角度看人權事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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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視角，也讓最後綜整的寫作有了飽滿的想法和較充實的內容。學生甚至在學期末反應，這樣不拘
泥於課本的主題式課程是他們最喜歡且最有收穫的課程。

在操作課程的過程中，再次深刻體會善用教學策略，比起單純講述確實能幫助課程有效進行，讓
教學能從單向到雙向、再延伸到多向。但時間仍是最大的殺手，衡量取捨下，補充資料只能讓學生自
己在課後閱讀，閱讀狀況明顯就會產生落差，其他關於人權事件的影像觀賞和講座，也都只能尋找另
外的零星時間或其他時段來分段操作，無法成為一個更大系列的完整課程。

伍、結語
不要做加害者，不要做受難者，尤其是，千萬不要，永遠不要做旁觀者。
──以色列歷史學者 YEHUDA BAUER
惡並非一種極端特殊的遙遠型態，而是時常發生在身邊的人的行為，除了直接加害，無知、冷漠、
逃避都是助長人權迫害的劊子手，漢娜．鄂蘭在《平凡的邪惡》即指出，再正常不過的一般人，可能遠
比所有殘惡暴行的加總還來得可怕，因為這樣的罪犯是在自己幾乎毫無所知也毫無所愧的狀態下犯下惡
行。因此，儘管面對過去的人權問題是沉重的，然而為了讓惡不再以不同的樣貌不斷地重複發生，我們
需要更積極地推動人權教育，探討並覺察惡的發生和緣由，以更強大意志力和能力來面對並杜絕邪惡。
南北兩校共同從文本〈一桿稱仔〉出發，設計遊戲情境讓學生對過往人權不公的體驗變得深刻而具
體，遊戲後的思辨探究，更能把人權的核心概念：公平與正義，帶到學生的思考中。南女的延伸課程〈第
六九信〉
，讓學生從受難者殘存的影像，深刻地感受悲痛。武陵學生則從平凡的加害者角度進行思辨，深
入思考那群無知、無感、沉默的一般人，是否應一起站上審判台，共同承擔姑息罪刑的「 集 體 罪 惡 」。
學 生 回 饋 中 提 到 的 最 大 收 穫，幾 乎 都 是 增 加 了 對人權議題的關注，而 兩 校 跨 校 進 行 相 同 主
題 但 不 同 內 容 的 課 程，也 讓 我 們 發 覺 人 權 教 育 並 不 一 定 只 有 固 定 的 教 學 模 組，而 是 具 有 因 地
因學生差異而開展出多面向教學的可能性與彈性。
這套課程融入了許多歷史的回顧與思辨，然而這並非為了重新挑起仇恨，也不是要學生記著仇恨不
放，而是要我們記取教訓，不要重蹈昔日的錯誤，甚至期盼從此刻開始，每分每秒都能挺身捍衛公平正
義與人權。我們希望學生領會的是人權本身就是熱血的，在公平與正義這些冰冷名詞的背後，其實是對
全人類的熱愛，以及對生命的疼惜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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