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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運用美國公民教育中心所提出的公民行動方案，鼓勵學童從自我
改革開始、能同理生活周遭與國際議題，用各種可能的行動為他人發聲，落
實在地行動於生活之中的具體行動。本研究公民行動取向課程以「牛肉的真
相」、「基因改造行不行」、「讓愛傳出去」等三階段來說明。第一階段，臺灣
歷經毒奶粉、塑化劑與食用油等一連串食安事件，
「健康人權」經由《經濟社
會與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的宣示，已達國際公認的人權保障標準，故決定以
「牛肉的真相」為首部曲課程，課程從生活周遭的議題切入，提升學童覺察
與關懷能力，關切自己平時食用牛肉的來源，並置身社區情境來學習，透過
親身參與讓學習更具意義。第二階段引入權利的問題，釐清責任主體，深入
探討美國牛在飼養過程中餵食的基因改造玉米。藉由文本分析討論，讓學童
認識基因改良作物，透過辯論澄清各國對基因改造作物的規範與個人立場，
進一步省思個人具有選擇健康食物的權利。從學習中探究問題的原因，並透
過小組討論及全班分享發表，培養思考、批判及民主溝通的能力，以建立自
己的價值觀。第三階段將主導權交還學童，以「海地人吃泥巴餅」為主題，
依據問題解決的合理性、執行性和有效性，決定以捐贈物資到食物銀行與影
片拍攝為行動策略，將課程學習的主權還給學童，讓他們探究學習的樂趣，
並對於全球人權議題產生探究與關懷的興趣，成為優質的全球公民。

關鍵詞：公民行動、健康人權、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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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is study adopts methods from the book Project Citizens by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 to encourage students start on self-reform,to develop an empathy
for public issues in their surroundings and from the world, to speak up for others
and to take actions to solve problems in real life. The citizen project curriculums
in this study comprise three main topics, “Facts about the Beef”, “Yes or No to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and “Love Goes ‘round”. In the first phase, taking
examples from Taiwan’s food safety crisis from toxic milk powder, gutter oil to
plasticizer, the team assumes the “human rights for health” proclaimed by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 have bee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s standards of human rights. “Facts about the Beef”, as
the initial lesson, is to explore issues in daily life,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to
perceive and to care and to care over the sources of food. The objective for this
phase is to make the students’ learning more significant through their personal
involvements in a community context. Matter of right is introduced in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urriculums. A more in-depth study on the American cattle feeding on
GM corns and the responsible subjects will be conducted. With text analysis and
discussions, students get to know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through deb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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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can clar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ial norms and individual stance
and further to become aware that access to safe food is a human right.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trace down to the root cause of the problem, and through group
discussions and class presentations, students’ ability to think critically, to judge
and communicate is elevated and thus their own perpectives of values can be built
up. In the third phase, students will be the ones who take initiative in the
following lessons. Students will be studying over the subject “Haitians eat mud
cakes”, and then work together for a solution, based on the rationality,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decision, to donate resource to food
banks and film-making as their action strategies. By returning the sovereignty
back to the children, the team helps students find fun in learning and to sow in
them the motive for invastigating and caring for global human issues and thus to
become good citizens in the world.

Keywords: project citizen, human rights for healt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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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世界人權宣言》宣布以來，世界各國政府莫不致力於人類與生俱來
平等權力的維護，認同人權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爰此，本研究
企圖透過學校本位課程之基礎，運用人權議題進行國際教育課程教學之實
踐，以人權教育環境營造為基本，協助學童澄清價值與觀念，並於生活中實
踐維護與保障人權。本研究運用美國公民教育中心（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
CCE）所提出的公民行動方案，鼓勵學童從自我改革開始、能同理生活周遭
與國際議題，用各種可能的行動為他人發聲，落實在地行動於生活之中的具
體行動，將學習的主權還給學童，挖掘學習的樂趣並對於全球人權議題產生
探究與關懷的興趣，成為優質的全球公民角色（陳劍涵，2012）。
研究小組嘗試以課程實踐的角度，為學校本位課程尋求活化契機，除了
知識與體驗外，再加入問題的解決，從實際的技能面著手，培養學童具備未
來世界公民的四種基本能力：與人相處（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追求知識
（learning to know）
、做事能力（learning to do）及自我實現（learning to be）。
結合六年級社會科教材，從生產與銷售、國際貿易與消費等課程內容，延伸
出對於「牛肉的真相」等食安問題所探討之人權，透過學童自發性的積極行
動來追求糧食安全，由下而上改變消費者選擇食物的知識與力量，並積極關
注世界各地的健康人權議題，成為主動關心全球事務之小小公民。本研究針
對教學歷程擬訂以下實施目的：一、運用人權議題，融入國際教育課程方案
設計及實施歷程；二、探討學生在覺知與關懷、探究與增能及公民行動三面
向之學習表現。茲就文獻探討、課程發展與實施歷程、結果與討論、結論與
建議各節，分述如下。

貳、文獻探討
一、國際教育
（一）從全球教育的觀點到國際教育課程內涵
教育部在 2004 年公布「創意臺灣－全球布局：培養各盡其才的新
國民」的施政方向，其意在以全球視野為政策導向。所謂的國際教育，
可說是學習人類之間跨國界的事務，能以不同的視野、跨文化的學習，
培養多元文化的價值觀，促進種族間的關懷合作，培養出以全球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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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在地問題及關懷全球社會的世界公民。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
綱要總綱》中明確揭示以「文化學習與國際理解」為十大能力之一，
且在《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社會學習領域》的課程綱要中，
「全
球關連」也是第九大主題軸，藉由能力指標達成喚醒學童對環境、社
會現象的覺知，達成關懷世界、在地實踐的學習目標。如何將國際教
育課程目標融入各教學領域課程與議題當中，以系統性的課程規劃進
行教學實踐，是每位教師應該努力的目標。
（二）《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的課程實踐
教育部在 2011 年正式公布《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明確指出
中小學國際教育四大目標分別為「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
合力」及「全球責任感」
。且在「以學校本位為基礎，提供教學資源與
行政支援」
、
「以課程發展與教學為主軸，加強縱向連貫與跨科統整」，
以及「以支持基層為重點，落實中央地方雙向推動機制」三個核心理
念的支持下，提供學校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和作為國際素材融入課程與
教學之參考。另行擬訂「全球議題」、「文化學習」、「國際關連」作為
三大課程主題軸，其下再各自發展次主題及其議題，如圖 1 所示（教
育部，2012a），希望藉由課程議題的探索歷程，培養學童世界公民意
識，提高適應全球化生活能力和國際競爭力，並鼓勵學校教師將各項
議題融入課程，研發相關課程、教材及教學模式。本研究由全球議題
中之正義與人權概念軸出發，主要探討人權所能擁有的健康飲食權
利，以及學童於學習後將能主動探索了解世界上其他國家由缺乏醫療
與飢餓問題所衍生的健康議題。
（三）國際教育融入課程的實踐
教育部希冀各校能進行以學校為本位的課程融入模式，由學校課
程與教學推動小組進行 SWOT 分析，檢視學校現況，透過團隊討論，
確認推動的目標及方向。透過系統化教學，讓學童除了了解世界發生
了什麼事、關注世界現在的樣貌外，更強調個人的發展與競爭力的培
養，提供積極參與及體驗性的學習活動，以高層次的教學，強調正義、
平等、永續發展社會的建立，讓教學得以從社會批判角度檢視不同的
價值觀，鼓勵學童透過行動參與促進社會改變（教育部，2012a）。本
研究期望藉由系統化的課程實踐，積極達成全球議題中之正義與人權
議題，協助學童發展解決全球議題方案與評價行動的能力，培養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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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球思維解決在地問題並關懷全球社會的公民。

圖1

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主題架構。引自國際教育融入課程資源手
冊：國小版，教育部，2012a，取自 http://ietw.moe.gov.tw/GoWeb/
include/index.php?Page=1-3-1 1

二、人權議題
（一）從人權的意涵到健康人權的追求
所謂的人權應包含三項特性：1.人權是與生俱來的基本權利和自
由，不論種族、性別、社會階級、年齡、宗教，皆應享有；2.人權的
內涵是法律上或道德上的主張和要求，會隨著時代、區域、文化價值
體系之改變而有不同的面貌與需求；3.人權表現可以顯現出人的理性
在社會文化價值性取向下的行為。其議題涵蓋面向極廣，自《世界衛
生組織憲章》（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首次倡導
對健康權加以保護的半個多世紀以來，各國政府與人民對健康條件的
要求不斷提升，從《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DHR）
、
《兒童權利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 of the Child,
CRC）等文獻可歸納出：健康權係指「人」生於世上，不應受到種族、
文化、宗教、年紀、職業、身分等條件所限制，皆應享有保持其軀體
生理機能正常和精神狀態完滿的權利。不管是個人健康權、群體健康
權和公共健康權等，都應被消極地尊重和積極地追求，其標準應包括：
「公民應有對其自身的健康權利意識，並能獲得足夠的健康知識，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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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各種合理的衛生、醫療服務，此外，包括食品、飲用水、傳染病
報告等公共衛生的監督機構與預警機制健全，可謂是公民健康權利的
底線」
；健康權的標準應隨着國家能力逐漸提高，而我國憲法雖未明定
健康權，但我國國民依法仍可享有享受健康人權之權益，可追求更好
的身體、心理與社會之健康（教育部，2012b）。
（二）人權教育的課程內涵與實施原則
Reardon（1997/2002）於《人權教育：權利與責任的學習》
（Educating
for Human Dignity：Learning about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一書中，
論及人權教育課程內容應配合「學童認知發展」
。Pauline（1991）在《初
等教育的人權》（Human Rights in Primary Education:The Challenge of
Human Rights Education）一書中提出教師在實施人權教育時，應著重
在教室情境中「師生互動」的歷程。Graham 所著的《人權教育活動手
冊》許曉綺根據 Pike 將人權教育課程的實施以活動式的教學歷程呈
現，依學童身心發展設計適合的活動課程，重視「經驗的」
、
「互動的」
、
「參與的」學習，幫助學童從不同觀點看待問題，鼓勵進行探究（引
自 Pike & Selby, 1988/1998）。
總而言之，本研究依循學者們所提之各項人權教育內涵與實施原
則，營造友善課堂與校園環境，讓學童在安全的環境中覺察與切身生
活相關的健康人權議題，並透過討論與聚焦的探究過程，讓教、學雙
方進行反思與互動，同步培養認知、情意和技能三層面能力，最後，
將對健康人權關懷的行動落實在生活當中，讓正確的人權態度如同種
子般生根。

三、公民行動的教學實踐
（一）從議題中心課程到公民行動方案
「議題中心教學法」以爭論性議題為課程，透過科際整合結合學
科知識，運用多元教學法，將議題的不同觀點呈現給學童，再經由不
同角色及觀點的揣摩，激盪出合理共識，能讓學童與社區問題做直接
且緊密的連結，透過分析議題的過程，學習到更多成為民主公民的知
能。然而，反對者認為議題中心教學強調深度學習，壓縮原學科概念
的教學時間，也擔心過度強調社會消極、負面的衝突與爭議，將使學
童忽略社會上積極、正向的傳統與制度等特徵（轉引自劉秀嫚，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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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上述反對聲音皆言之有理，但我們卻不能因噎廢食完全拋棄
議題中心教學，必須思考如何善加利用公民教育的優點，讓學童有機
會在練習反省思考、對話與辯論、協商、容忍，以及做決定的同時，
提供他們參與政府與公民社會的機會（引自劉秀嫚，2012）
。因此，美
國公民教育中心研發了“We the People…Project Citizen”課程，由劉秀
嫚（2003）譯為「公民養成方案」
，並由「民間司改會—法治教育向下
扎根中心」於 2011 年取得授權，改譯為「公民行動方案」。該方案實
踐的五步驟包括：1.確認研究問題、2.蒐集資料、3.評鑑各種解決辦法、
4.發展自己的公共政策、5.發展行動計畫並展示學習成效；鼓勵學童檢
視學校或社區裡的重要問題，並在教師的指導下，以小組合作模式積
極地經由探究過程去發現問題、反省思考、解決問題，是有組織的學
習活動，能夠正向且有效地影響政府的公共政策。
（二）從社會行動取向課程設計模式到公民行動取向課程設計模式
社會行動取向課程設計模式的教案歷程可分為學習與覺知、探究
與增能、公民行動三個層面（陳麗華，2005）
，各層面所關注的理念與
教學重點，如圖 2 所示。此方案在實施歷程中，不但強調知能與技能
的習得，更著重於參與行動的實踐力養成，雖然僅運用在社區與公共
議題為主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上，但其精神卻與全球觀課程內涵所欲
培養的認知、技能與參與行動等目標大致契合。

圖 2

社會行動取向課程的發展與設計模式。取自課程本土化與全球
化的辯證：以社會重建主義課程的實踐為例，陳麗華，2005，
課程與教學年刊，94，頁 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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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麗華與彭增龍（2007）隨後更以社會行動取向課程模式為藍本，
另參酌 Cogan、Merryfield、Merryfield 與 Wilson 等學者歸納的全球觀
課程目的與架構，提出公民行動取向課程模式，期能培育學童「積極
能動的全球公民資質」
（active globa citizenship）
，結合理性正義與感性
關懷之雙核心價值，兼具「全球視野，在地行動」的內涵，以此作為
發展全球觀課程之基礎，如圖 3 所示。

圖 3

公民行動取向課程的發展與設計模式。取自「全球觀課程設計
的新視野：公民行動取向」
，陳麗華、彭增龍，2007，教育研究
與發展期刊，2（3），頁 12。

（三）公民行動取向課程設計模式之課程實施原則
進行公民行動時，必須注意要符合「高學習」與「高服務」兩大
前提。其中，
「高學習」係指學童在此行動課程中能主動參與學習與探
究，增進其心理、社會與知識的能力，從而提升其世界公民的效能感
與責任感；
「高服務」則指能夠針對某一全球議題的需要，做出立即性
的回應，以關懷服務之心，改善這一個議題所帶來的問題與困境。由
圖 4 可以看出，唯有兼具「高學習」與「高服務」
，才能使行動有意義，
使學童知其所以然，並將此關懷行動的公民效能感內化，擁有良好的
公民資質，並在服務中實現自我，體現公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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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服務
低學習、高服務，是第三
好的公民行動，滿足服務
需求。
(－，＋)

高學習、高服務，是第
一好的公民行動。

X：學習
(＋，－)
高學習、低服務，是第
二好的公民行動，滿足
學習需求。

(－，－)
低學習、低服務，是最差
的公民行動，學習與服務
都未達成滿足需求。

圖 4

公民行動方式的實施類型。引自課程發展與設計：社會行動取
向（頁 170）
，陳麗華、彭增龍、張益仁，2004，臺北市，五南。

此外，在公民行動歷程中，教師與學童的主動性會因階段性而有所增減
（如圖 5）所示。在課程初期，教師扮演引導角色，引導學童針對議題探究
的結果，提出各種行動方案與其優劣勢的分析比較，並選擇執行方案，此時，
教師的角色吃重，而學童的角色輕微；中期，是行動的規劃籌備階段，教師
與學童的角色比例則平分秋色；後期，是執行期，學童是主角，而教師就位
居配角了（陳麗華等，2004，頁 169）。

圖 5

公民行動歷程中師生角色改變圖。引自課程發展與設計：社會
行動取向（頁 170）
，陳麗華、彭增龍、張益仁，2004，臺北市，
五南。

檢視相關研究並深入探討後可發現，不論採取公民行動取向或社會行動
取向模式進行課程設計與教學，學童在認知、情意及行動方面都能有顯著提
升，進而達成教學目標。因此，本研究檢視六年級社會課本中相關議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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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學童採用印度河濱學校校長 Kiran 女士所推廣的一種類似公民行動方案的
教學方法「為改革而設計方案」（Design for Change, DFC），提倡「透過孩童
創意實踐來解決家庭生活、校園問題，甚至是社區難題」
，透過簡單的四步驟：
鼓勵孩子「Feel（感受）、Imagine（想像）、Do（執行）
、Share（分享）
」，察
覺在生活中想要解決的問題，發揮創意構思解決方式，將想法付諸實踐，並
將執行過程記錄下來，分享給更多人（許芯瑋、社團法人臺灣童心創意行動
協會，2012）
。如此一來，學童能投注關懷與服務行為，同時培養「同理心」、
「創造力」
、
「解決問題的能力」及「自信心」
，並能同理世界上的故事，與國
際產生連結，成為未來的世界公民，體現其責任。

參、研究方法
一、實施場所
竹北國小座落於新竹縣竹北市西陲，有近百年歷史，班級數 50 班（普通
班 48 班、特教班 1 班和資源班 1 班）
，學校地處老社區，家長社經背景不高，
隔代教養、外配子女、經濟弱勢者不少，家長奔波於生活，無心或無力於孩
子教育。幸而校方及教師群皆能積極於教學，奠立閱讀與國際教育之雙軌校
本課程，102、103、104 學年度申請教育部 SIEP 計畫並獲得專案補助，103
學年度並獲新竹縣評定為國際教育典範學校。此次研究小組中有三人擔任竹
北國小六年級社會領域科任教師，因此將此實驗性課程在六年級八個班全面
實施，惟考量導師端之支援與配合，特別選定六年七班的學童進行觀察，由
羅雪瑞教師利用社會課時間，進行 10 週 23 節課的「公民行動取向課程」實
踐研究，希望透過實際參與歷程，了解在班級實施國際教育的可行模式，發
展出具適切性的學校本位發展國際課程。

二、實施工具
本研究以質化工具為主、量化為輔，質化工具包括研究者札記、教學者
省思、協同教師觀察紀錄、開會討論紀錄、學童學習單、聯絡簿與課堂錄影
資料等，多面向地蒐集教學與學習歷程資料，以便相互驗證、詮釋。此外，
為了解學童在人權議題和國際教育的學習成效，於課程結束後進行「覺知與
關懷」、「探究與增能」及「公民行動」三面向的學習成效問卷調查，以百分
比數據作為分析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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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體實施階段
本研究構思源起於 2014 年 5、6 月，歷經暑假期間的文獻探討、行動策
略討論與研擬，至 103 學年度上學期的 10 月底正式進入研究現場，一邊實驗
教學，一邊修正行動，課程教學於 103 學年度下學期的 6 月底完成。依時間
軸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一）研究起點（2014.5～2014.6）：尋找文獻、聚焦主題，提升教師相關知
能，並確立以行動研究歷程來建立課程的模式，先行設計出 DFC 課
程，讓學童認識為改革而設計方案的國際學習網絡作為先行研究。
（二）釐清情境，尋找行動策略（2014.6～2014.9）：初步確定以「牛肉的真
相」課程發展出有關維護健康人權之公民行動課程架構。
（三）形塑行動研究階段（2014.9～2014.10）
：以六年七班為研究對象，課程
進行除利用社會課之外，並利用電腦課與綜合課來進行協同教學活
動；期間，除蒐集文獻資料外，亦積極對話，以求設計出服膺學童能
力的教學活動。
（四）實際行動階段至公民行動取向的人權議題（2014.10～2015.6）：2014
年 10 月底，課程初步架構完成，入班進行教學活動，搭配錄影與課堂
觀察紀錄，進行檢討、回饋與即時性修正，第二階段除了解美牛的飼
料來源外，也比較世界各國對基因改良作物的規範，從而讓學童思索
如何應用國際學習的知識與技能，來進行在地行動以解決生活的問
題，同時引入「權利」概念，釐清責任主體；最後階段則將主導權交
還給學童，尋找公民行動的主題、研擬可行的方法，透過「高學習」、
「高服務」的學習方式，實踐並分享學習成果。
（五）行動結束、撰寫行動研究報告（2015.6～2015.7）：課程結束後，將省
思紀錄、學習單等各項資料進行整理與分析，撰寫研究報告。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為行動研究，關注的焦點在於能否形塑一套融入人權議題的國際
課程教學方案，因此，本研究主要使用「文件蒐集」、「參與觀察」與「會議
討論」等方式來進行資料蒐集。資料來源方面，收錄了研究者札記、教學者
省思、協同教師觀察紀錄、開會討論紀錄、學童學習單、聯絡簿與錄影、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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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檔案等多方資料。研究法部分，採用參與觀察、會議討論與文件資料的蒐
集等方式，進行交互檢核，以確認資料來源的真實性。資料分析部分，盡可
能使用錄影機做記錄，以利重複觀察分析與解讀反思，並數次向審查教授請
益，以增加研究信度。

肆、結果與討論
一、運用人權議題融入國際教育課程方案設計及實踐歷程
（一）困惑搖擺的第一步
從 2014 年 10 月開始，到 2015 年 6 月，本研究前後共進行 23 節
的公民行動取向課程。課程的行動策略分為「牛肉的真相」、「基改行
不行」、「讓愛傳出去」三階段。第一階段適逢臺灣歷經毒奶粉事件、
塑化劑事件與食用油等一連串食安問題，研究者認為，我國憲法雖未
直接明文規定「健康人權」為基本權保障，但《經濟社會與文化權利
國際公約》對健康權的宣示，已為國際公認的人權保障標準，決定以
「牛肉的真相」為首部曲課程。
（二）聚焦明確的二部曲
延伸第一階段課程「牛肉的真相」美牛問題，追本溯源美牛的飼
料來源，讓學童主動發現美國玉米的基因改造問題，進一步關心臺灣
食品基因改造的現況，比較世界各國對基因改良作物的規範，從而讓
學童思索如何應用國際學習的知識與技能，來進行在地行動以解決生
活的問題，所以在第二階段引入權利的問題，釐清責任主體。期許學
童能主動參與學習與探究，並以關懷服務的心，改善某一全球議題的
需要，達成「高學習」、「高服務」的公民行動課程，所以將最後一階
段主導權交還學童，由其找出行動主題、研擬作法，實際操作並將成
效分享出去。
（三）教案的教與學
公民行動的教學透過實地踏查、採訪、口述歷史、調查統計、分
析資料、辯論與價值澄清等各有特色的教學方法，進行學習的強化與
深化。教師應依學童的能力循序漸進，由簡而繁、由淺而深，且探究
內容應與學童的生活經驗為主，使學童主動學習，獲得第一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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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統整相關知識與技能，對社會改造貢獻實質行動，根據這種學習
－探究－行動的模式，本研究將各種教學方法融入教學中，讓學童在
「覺知與關懷」、「探究與增能」、「公民行動」三階段，促使教師的教
學效益獲得提升，學童的學習收到激發（如表 1）。
表1
方
案
牛
肉
的
真
相

基
改
行
不
行

讓
愛
傳
出
去

行動研究課程實施取向分析表格 1
主題內容

內容說明

教學方法

牛肉知多
少
選美比一
比
健康牛一
下
認識奇特
的種子

1.了解美牛的背景與爭議
2.了解瘦肉精與狂牛症
1.了解美國牛肉輸出各國之情形
2.了解日、韓、臺如何面對美牛進口
1.討論與發表個人的消費選擇
2.價值澄清與尊重選擇
1.美牛吃玉米，問題叢生，從美國玉
米認識基因改良
2.檢視個人生活中有哪些是使用基因
改良的食物
1.從文章了解基改作物的生產過程、
對人類的身體影響
2.世界各國對基因改良作物的規範
1.討論並分享自己對基改食品的消費
決策
2 省思自己是否具有健康權的選擇權
3.檢視學校營養午餐食材是否符合健
康安全
1.六年六班覺知蒲隆地健康問題
2.六年七班覺知海地泥巴餅問題
1.考量可行性與有無後遺症後決定行
動方案
2.探究可協助解決問題之國際組織或
NGO
1.與非政府組織聯繫
2.行動落實

老師解說

基改作物
面面觀
基改行不
行
請你醒一
醒
DFC 之感
受
DFC 之想
像

DFC 之實
踐與分享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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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澄清
傳遞訊息
價值澄清
老師解說
文本分析

公民行動
取向分析
覺知與關
懷
探究與增
能
公民行動
覺知與關
懷

文本分析 探 究 與 增
資料蒐集 能
辯論
表達肯定 公民行動
(對學校營
養師的肯
定)
蒐集資料
發表活動
分析資料
辯論

覺知與關
懷
探究與增
能

募捐物資
集體發聲

公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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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童在覺知與關懷、探究與增能及公民行動的學習表現
人權議題融入國際教育課程實施後，透過學童課堂表現、學習單、學習
成效回饋單及教師的觀察記錄等資料加以彙整與分析，藉以了解學童於三階
段課程中，在「覺知與關懷」、「探究與增能」及「公民行動」等面向的學習
表現與成效。
（一）覺知與關懷面向
1.主題一「牛肉的真相～牛肉知多少」
本課程設計是從學童的生活經驗出發，讓學童回家觀察附近店
家販賣及家人食用牛肉的情形，以了解平時自己食用牛肉的來源，
並認識不同國家牛隻飼養的過程和肉品的生產情況，同時介紹「瘦
肉精」和「狂牛症」對人體的危害性，以及進口牛肉對國內產業的
影響。
（1）了解美牛的背景課程分析
在牛肉的真相學習單一，透過文本的引導讓學童了解臺灣
為什麼需要進口牛肉、臺灣消費牛肉來源的前三個國家，以及
美牛、澳牛、紐牛與臺灣牛肉的差別等背景知識。
我很喜歡牛肉，但以前的我完全不會注意牛肉的產地，寫
完老師給我們的學習單以後，我才知道原來我們吃的牛肉來自
於好幾個國家。（聯絡簿 2014.10.17（2））
老師要我們觀察附近牛肉麵店所使用的牛肉來源，我請媽
媽帶我去吃牛肉麵，老闆說他們的牛肉麵都是用臺灣本地的牛
肉，我好開心！（聯絡簿 2014.10.17（18））
（2）了解瘦肉精與狂牛症課程分析
學童在前一堂課了解到臺灣引進食用牛用的比例與用
途，對於附近店家與個人日常生活中食用牛肉的來源感到好奇
與關心，接著由影片讓學童認識瘦肉精與狂牛病，並發放文本
讓學童以三面分析法統整美牛、澳牛與紐牛的優缺點。
原來吃了含有「瘦肉精」和「狂牛症」的肉品對我們的健
康影響那麼大，真是太可怕了，以後我會多留意這方面的訊
息。（聯絡簿 2014.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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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愛吃牛肉的我，居然不知道背後的問題，美國牛肉雖
然最好吃，但是飼養方式很不人道；澳洲及紐西蘭牛雖然沒有
美 國 牛 肉 香 甜 ， 但 是 放 牧 的 方 式 比 較 天 然 健 康 。（聯絡簿
2014.10.21（5））
融入社區情境來學習，培養學童主動覺知與關心和自己生活有
關的議題，透過親身參與更具其意義性。
2.主題二「基改行不行～認識奇特的種子」
從美國牛肉在飼養過程中餵食基因改良的玉米談起，讓學童認
識基因改良作物，並能觀察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是我們常接觸的基改
作物。
我以為基因改造食品是高科技下的產物，應該對人類有很大的
助益，沒想到卻是對環境和健康造成莫大的影響。
（學習單 2015.3.18
（25））
基因改造食品雖然對健康有些疑慮，但是能夠解決全球糧食危
機，也有存在的價值呀！（學習單 2015.3.18（9））
隨著地球人口的增加及環境的遽變，糧食問題也是各國必須面
臨的重大議題，基因改造食品或許能解決糧食不足的困境，但是否
也會造成生態的破壞及人類健康的威脅呢？教學中我們透過三面分
析法的引導讓學童關心切身的問題。
3.主題三「讓愛傳出去～感受」
上完「牛肉的真相」與「基改行不行」
，學童已了解每個人都有
選擇健康生活的權益；另外，教師分享一位美國 5 歲女孩凱瑟琳發
起救援行動，嘗試解決非洲所面臨的瘧疾問題；此外，也讓學童了
解世界上各種的健康問題，例如：醫療落後、糧食不足與飢餓、疾
病威脅．．．等。因此，在「讓愛傳出去」的課程中，請學童利用
網路、書報雜誌等各種諮詢、查詢管道，找出一個想要關注的議題。
我覺得海地的人民好可憐，沒有食物又戰亂不休，遠在臺灣的
我好想幫助他們。（學習單 2015.5.25（21））
查了資料之後，終於知道饑餓對海地的傷害有多大，也覺得他
們非常可憐，很想幫助他們。（學習單 2015.5.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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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康人權」和「國際教育」的主軸出發，教師讓學童透過
蒐集資料與小組討論的方式，主動覺知和關懷個人想要探討和研究
的議題，並思考如何實踐來達成目標。
4.運用人權議題實踐國際教育課程行動方案「覺知與關懷」面向分析
為了解學童在人權議題和國際教育兩個面向的覺察力與關懷
度，在課程結束後進行後測，以量化數據作為分析佐證。29 位學童
在課程方案中「覺知與關懷」面向的問卷裡（如表 2）
，都認為自己
或家人應享有健康生活的基本人權；28 位學童對於其他國家民眾若
無法享有健康的食物、乾淨的飲用水、充足的安全照顧和醫療資源
等健康人權感到難過，其中 27 位同學會想要幫助他們。
結合日常生活相關的議題，從自己經驗出發，除了關心周邊事
務外，並將觸角推廣至需要幫助的國家，我們讓孩子知道藉由個人
的努力，也可以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教學者省思 104.5.25 雪瑞）
表2

學童「覺知與關懷」面向學習成效回饋問卷統計

（二）探究與增能面向
1.主題一「牛肉的真相～選『美』比一比」
透過「開放美國牛肉的國際經驗」、「因應美國牛肉日韓經驗可
資借鏡」、「由國際經驗看美國牛肉輸臺問題」相關文本介紹，讓學
童了解美國牛肉輸出各國的情形，以及各國如何因應進口美國牛肉
的態度與作法，同時省思臺灣對美國進口牛肉的管理措施是否恰
當，並藉由討論和探究去發掘問題的真相，將討論與探究的結果記
錄在筆記方格表中，以利學童對肉品安全做更深入的選擇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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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覺日本和韓國都有一套完善的食品安全管理辦法，希望臺灣
也能快些制定出完整的規範，讓人民能夠放心地食用，來保障和維
護人民的身體健康。（學習單 2014.10.27（10））
透過筆記方格表的整理，我清楚地知道日本、韓國和臺灣三個
國家面對美牛進口的處理方式，雖然三個國家的政府都是因為雙邊
貿易的需求而開放美牛進口，但是在檢疫政策和稽查上就不一樣，
日本對美牛肉品有較嚴格的標示與產地規範，而且民眾對於美牛進
口的部位和開放條件比較嚴格。（學習單 2014.10.27（15））
在選美比一比的課程中，研究團隊加入了國際教育的元素，藉
由了解美國牛肉輸出各國的情形和比較各國對於美牛進口的態度與
因應之道後，學童能夠深入思考為什麼要開放美牛進口？開放的條
件與底線在哪裡？國際上對於美牛的檢疫政策與販售規定為何？各
國民眾對於開放牛肉的態度與作法有什麼不一樣呢？希望學童能從
國際的視野來看待美牛進口問題。
（教學者省思 2014.10.27-雪瑞）
2.主題二「基改行不行～基改作物面面觀」
從改編的「基因改造食品對環境生態的影響」、「基因改造食品
安全嗎？」
、
「世紀難題～基改食物安全嗎？」
，使學童了解基因改造
作物的生產背景、基因改造作物可能對環境和人體造成的傷害。
透過三面分析法我了解基改食品的正面、反面和趣味面的知
識；基改食品可以解決糧食危機，但是也會帶來基因危機和物種的
單一化。（學習單 2015.3.23（26））
雖然還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指出基改食品是否會危害我們的健
康，但是誰也無法保證以後會不會對我們身體造成傷害，所以我們
這一組是反對基改食品，還是天然的食品比較好。
（學習單 2015.3.27
（15））
今天社會課在班上進行了一場簡單的「基改行不行」辯論賽，
鼓勵學童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基改食品，都能從理性的角度出發。在
辯論的過程裡，我讓學童思考到飢餓和健康的兩難，這個辯論或許
沒有標準答案，但是在這個歷程中學童學會透過文本的分析，以及
資料的蒐集進行論辯。（教學者省思 2015.3.27-雪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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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國際教育的角度來看，本研究希望課程能達到了解我
國與全球議題的關連性，也希望透過課程引導學童具備全球意識，
因此，在課堂上請學童運用智慧教室平板電腦，查詢世界各國對基
因改造作物的管理規範如何？並試著比較臺灣和各個國家對基因改
造作物的管理規範。
歐盟是禁止基改食物進口，歐洲人也不買基改食物！周遭國家
包括日本、韓國、中國、馬來西亞、越南的人民，都吃非基改黃豆，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不敢做這件事？（聯絡簿 2015.3.28（6））
3.主題三「讓愛傳出去~想像」
請各組學童將上一堂課小組決定關心的主題進行發表，全班同
學聽完各組發表後，最後表決選出「海地人吃泥巴餅」
。針對「海地
人吃泥巴餅」這個主題，請各組發揮想像，針對主題提出五個為什
麼？並進一步依據問題解決的合理性、執行性和有效性，找出兩、
三種解決方法。
海地人為什麼吃泥巴餅呢？我們這一組查出來的五個原因是貧
窮、土地貧瘠、戰亂、地震和健康常識不足，我們想出的解決策略
是寫信給 MSF（無國界醫生）請他們幫忙治療、利用食物銀行把滯
銷的食物給他們，以及捐錢買食物給他們。
（學習單 2015.5.29（4、9、
18、25））
我們這組想要幫海地吃泥巴餅的解決策略是捐物資給食物銀
行、拍影片到公開網站、寫信請政府改善。
（學習單 2015.5.29（7~6、
10、22、23））
六年七班學童經過全班的腦力激盪，透過公開討論與民主表決
的程序，最後選出兩種解決策略，分別是捐贈物資到食物銀行，以
及拍攝影片呼籲世人對於海地人吃泥巴餅的重視。在這個歷程中，
培養學童思考、批判及民主溝通的能力，以建立自己的價值觀。
4.對於運用人權議題實踐國際教育課程行動方案「探究與增能」面向分析
「探究與增能」的問卷結果顯示（如表 3 所示），29 位學童都
會運用網路或是報章雜誌媒體查詢資料，了解世界各國目前正面臨
的健康人權問題，並知道可以透過個人的力量來改善健康人權問
題。不過，對於如何透過國際組織或非政府組織來進行健康人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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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有三位同學表示沒意見，兩位不同意，換言之，尚須深耕學
童對於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的功能與運用。
表3

學童「探究與增能」面向學習成效回饋問卷統計

在探究與增能的階段，本研究認為要持續深入探究議題，同步進行增能
活動，培養學童蒐集、選擇並處理議題資料的能力，並對該議題進行批判與
省思，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
（三）公民行動面向
1.主題一「牛肉的真相～健康『牛』一下」
經過一系列課程後，學童了解許多牛肉隱藏的問題之後，引導
他們去討論並分享未來在牛肉消費的判斷與選擇，並能積極採取合
乎健康選擇的行動。
我選擇不食用美國牛肉，因為臺灣政府不能嚴格執行並清楚標
示，消費者不敢安心食用，我也不要拿自己的健康開玩笑。
（學習單
2014.10.31（29））
有的人會因為價錢考量，選擇較便宜的肉品，有些人則會因家
庭的因素而選擇不吃牛肉，或是為健康著想改選擇合格的紐西蘭、
澳 洲 牛 肉 ， 不 管 每 個 人 的 決 定 如 何 ， 都 要 給 予 尊 重 。（ 學 習 單
2014.10.31（20））
2.主題二「基改行不行～大家醒一醒」
這個階段的課程著重在人權觀念的引入，一方面讓學童省思個
人具有選擇健康食物的權利，另一方面透過學校營養午餐食物是否
有基因改造食品的訪談，了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實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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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利公約》第 24 條明定：「締約國確認兒童有權享有最
高可達水準之健康，與促進疾病治療以及恢復健康之權利；締約國
應努力確保所有兒童享有健康照護服務之權利不遭受剝奪。」本研
究透過人權小動畫和我的權利宣言讓學童了解每個應享有的健康人
權。
透過人權小動畫讓我了解到每個人生來應該是平等的，全世界
的兒童都應該要健健康康的長大。（聯絡簿 2015.4.05（7））
老師說如果我們的健康人權受到侵犯或迫害時，我們應該採取
適當的行動或措施，這讓我想起之前的食安問題，當時學校營養午
餐的水餃誤用不健康的油品，事後學校也鼓勵全校師生向不肖廠商
索 取 賠 償 ， 我 想 這 也 是 一 種 為 自 己 爭 取 權 利 的 行 為 。（ 聯 絡 簿
2015.4.05（21））
學童知道每個人都有健康長大的權利，也知道符合平等正義的
健康人權應該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因此，透過與學校營養師的訪談
檢視學校營養午餐食材是否符合健康安全的標準。
3.主題三「讓愛傳出去～實踐與分享」
最後是公民行動階段，應激發學童統整相關知識與技能，進行
完整規劃並採取公民行動解決問題，對社會改造貢獻個人或群體的
實質行動，使學童成為有效能的公民。因此，六年七班的學童決定
採取捐贈物資到食物銀行，以及拍攝影片呼籲世人重視的行動策略
後，全班依分組工作內容進行編組進行公民行動。
今天我們用 PPT 將整個影片的大綱大概的整理出來，並且將演
戲的人員分配要演什麼角色，雖然過程中有點意見不合，但最後我
們都互相說明自己的想法和尊重對方的想法，使角色也分配出來，
這讓我知道彼此尊重他人的意見，才能使一個隊伍更順利的完成工
作！（學習單 2015.5.28（5））
請全校老師和同學一起為海地人捐食物，並且請食物銀行的人
到學校為大家做詳細的報告。我覺得這次的公民行動很有成就感，
因為很多人不但支持我們，還捐出了大量生活用品，讓我們有動力
繼續將愛傳播出去。我也了解到海地人的生活如此貧困，我們藉由
資料的蒐集來了解他們。（學習單 2015.6.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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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組是拍攝影片，利用社群網站讓更多人可以了解我們
這次公民行動的目的。當我看到所有的努力都化為成果時，我覺得
好有成就感，這是靠大家的努力，而不是自己完成的。我的收穫就
是我看了世界的小角落，看見了如此殘酷的情形，但是透過這次公
民行動，我相信只要我們有心，就可以完成一件大事。（學習單
2015.6.16（23））
未來世界公民所應擁有的五種基本能力，在公民行動課程進行
的歷程中可以展現出來，分組討論時，他們學到學習與人相處；在
宣傳單的設計看到孩子學習追求知識；在公開宣傳呼籲全校師生參
與時，我看到了學童學習做事的能力；在師生共同募集物資時，我
看到了孩子的自我實現，而將物資送到食物銀行時，更真實呈現了
他們的學習改變，你不能不說這樣的教育很翻轉也很有意義吧！（教
學者省思 2015.6.14-雪瑞）
4.運用人權議題實踐國際教育課程行動方案「公民行動」面向分析
從學童回饋的問卷調查顯示（如表 4）
，多數學童（24 位）表示
當個人健康權受到威脅時，會採取適當的管道來保護自己；也有 22
位同學表示會去影響周圍的人一起行動；至於他人的健康人權受到
威脅或侵害，會採取積極救助行動的只有 19 位學童，顯示大家對於
個人權益的積極維護還是高於他人權益的維護，值得教師深思。
表4

學童「公民行動」面向學習成效回饋問卷統計

（一）對本課程的看法與收穫
學童都同意這次讓愛傳出去公民行動的課程和以往上的課程有
很大的差別，增加很多實作與實踐及合作學習的機會，學童從中學習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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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只要分工合作，就能將一件事情做得更好、更完美，同
時也可以使一件事情更有效率地完成，畢竟團結力量大嘛！（學習
單 2015.6.02（5））
彼此尊重他人意見，才能使工作順利地完成！（學習單 2015.5.28
（5））
（二）上完課程後個人的改變
結果顯示，學童在課程後發覺自己無形中在態度及認知上都有顯
著改變，而此改變是有助益的，因為他們已拓展視野，看見世界也看
見未來。
我對性別、種族、教育議題有興趣，也想關懷弱勢族群的學童。
（聯絡簿 2015.6.05（22））
我開始會關心電視或報紙上的新聞，也會注意國內或國外發生
了哪些事，而這些事是否和我的生活有關聯。(聯絡簿 2015.6.05（27）)
研究團隊從學童回饋的問卷中了解學童對課程的想法及感興趣
的議題，並掌握在課程方案中「公民行動」面向上的收穫和改變，以
作為下次課程設計的修正與參考。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運用人權議題實踐國際教育課程的可行性
經過三階段的課程實施，本研究確認以人權議題融入國際教育課
程的可行性，並認為主題統整的課程需要注意幾個面向：
1.結合生活經驗
與學童的平日飲食習慣做連結，引起迴響，也關心自己之前已
食用過的牛肉是否安全無虞，此後也開始注意食用牛肉的生產地。
從生活出發的議題貼近學童的經驗，透過分組討論方式及上臺分享
模式，並結合智慧教室的平板電腦功能，同步提升學習興趣與分組
合作報告發表的能力。
2.培養公民素養
除了精緻的課程設計之外，在學童實踐公民行動的過程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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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必須引導實踐動機並協助排除困難，讓行動能夠持續下去。經由
此次人權議題融入國際教育課程方案的課程實施，讓學童從實踐中
習得經驗，從經驗中學得成長，體會自己年紀雖小也能參與世界的
事務，貢獻自己一份棉薄之力，以成為一名良好的世界公民而感到
榮耀。
3.循序漸進的課程設計
學習與合作能力應長期耕耘，在中、低年級奠定學童參與討論、
分組合作與資料蒐集的能力，如此高年級實施課程時，才能迅速有
效率地聚焦討論，並提出具體行動。教師的課程設計應鎖定較為聚
焦的議題，具體而微、時程拉長且深入，讓學童主動蒐集資料、關
注行動議題，並擬訂行動方案進行實踐。
（二）從學童出發的希望工程～課程實施後的學習與成長
從知識理解到感同深受的循序漸進，從被動告知到主動探索，學
童學習歷程中的收穫讓研究者與協同教師感動。
1.覺知與關懷面向
(1)「牛肉的真相～牛肉知多少」的學習情形
學童了解到臺灣引進食用牛用的比例與用途，對於附近店家與
個人日常生活中食用牛用的來源感到好奇與關心，透過三面分析法
統整美牛、澳牛與紐牛的優、缺點。透過社區情境的融入來學習，
培養主動覺知與關心和自己生活有關的議題，親身參與更具意義
性。
(2)「基改行不行～認識奇特的種子」的學習情形
基因改造食品問題是近年來食品安全重要的一環，隨著地球人
口的增加及環境的遽變，糧食問題也是各國必須面臨的重大議題，
基因改造食品或許能解決糧食不足的困境，但是否也會造成生態的
破壞及人類健康的威脅呢？透過三面分析法的引導，讓學童關心切
身的問題。
(3)「讓愛傳出去～感受」的學習情形
上完「牛肉的真相」與「基改行不行」兩門健康人權的課程後，
學童已了解每個人都應有選擇健康生活的權益。因此，在「讓愛傳
出去～感受」的課程中，利用網路、書報雜誌等各種諮詢、查詢管
道，找出一個關於醫療落後、糧食不足與飢餓、疾病威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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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來關注。
2.探索與增能面向
(1)「牛肉的真相～選『美』比一比」的學習情形
學童了解美國牛肉輸出各國的情形和比較各國對於美國牛肉
進口的態度與因應之道後，並深入思考為什麼要開放美國牛肉進
口、開放的條件與底線在哪裡、國際上對於美國牛肉的檢疫政策與
販售規定為何、各國民眾對於開放牛肉的態度與作法，使學童能夠
從國際的視野來看待美國牛肉的進口問題。
(2)「基改行不行～基改作物面面觀」的學習情形
在辯論中，不論是贊成或反對基因改造食品的兩方，都能從理
性的角度出發，思考到饑餓和健康的兩難。辯論或許沒有標準答
案，但在這個歷程中，學童學會透過文本的分析，以及資料的蒐集
進行論辯。另外，就國際教育的角度來看，學童會運用智慧教室裡
的平板電腦，查詢世界各國對基因改造作物的管理規範，以及比較
臺灣和各國對基因改造作物的管理規範。
(3)「讓愛傳出去～想像」的學習情形
六年七班學童選出「海地人吃泥巴餅」這個主題，並進一步依
據問題解決的合理性、執行性和有效性找出兩、三種解決方法。經
過全班的腦力激盪、公開討論與民主表決，最後選出兩種解決策
略，分別是捐贈物資到食物銀行，以及拍攝影片呼籲世人對於海地
人吃泥巴餅的重視。在這個歷程中，培養學童思考、批判及民主溝
通的能力，以建立自己的價值觀。
3.公民行動面向
(1)「牛肉的真相～健康『牛』一下」的學習情形
經過系列課程後，學童了解許多牛肉隱藏的問題，透過討論分
享在牛肉消費的判斷與選擇，對於他人的選擇會給予尊重，並能積
極採取合乎健康選擇的行動。
(2)「基改行不行～大家醒一醒」的學習情形
透過訪談了解到學校營養午餐的食材具國家優良食品認證，全
面採用非基因改造的食物，學校也會不定時地自行送菜至檢驗所進
行化驗，營養午餐的食材絕對安全。在此一歷程中，學童實踐了在
日常生活中平等正義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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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讓愛傳出去～實踐與分享」的學習情形
未來世界公民所應擁有的五種基本能力，在公民行動課程進行
的歷程中完全展現出來。分組討論時，他們學到學習與人相處；在
宣傳單的設計看到學童學習追求知識；在公開宣傳呼籲全校師生參
與時，學童學習做事的能力；在師生共同募集物資時，看到了學童
的自我實現，而將物資送到食物銀行時，更真實地呈現了他們的學
習改變。
4.二十九株綠芽
學童認為這次讓愛傳出去公民行動的課程和以往的課程有很大
的差別，增加很多實作與實踐的部分，也提供很多合作學習的機會，
讓學童從中學習成長。在實施完課程後，學童學會用比較全球化的
角度來看事情，不再只關心自己身邊的大小事而已，藉由課程方案
讓學童了解目前世界的變遷與衍生的問題，培養多元文化的價值
觀，促進種族間的關懷合作，提升思考、探究解決問題的能力，以
拓展新視野，能「立足臺灣，放眼世界」。
5.肯定行動價值
從生活周遭的議題切入，提升學童覺察與關懷能力，了解平時
自己食用牛肉的來源，並以社區情境來學習，培養覺知與關心和自
己生活有關的議題，透過親身參與，更具其意義性，進而深入探討
美國牛肉在飼養過程中餵食基因改良的玉米，讓學童認識基因改良
作物，進行文本的分析與討論，並能觀察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是我們
常接觸的基因改良作物，提升其探究與批判的學習能力。從學習中
探究問題的原因，並透過小組討論及全班分享發表，培養思考、批
判及民主溝通的能力，以建立自己的價值觀。當學童了解議題發生
的原因之後，就要開始展開行動，小組成員共同思考可協助解決的
方法，再從中找出具合理性、有效性及容易執行的方案，作為大家
公民行動的依據。而學童共同蒐集、分享討論及完成任務的行動過
程，這種一起工作和為世界盡一份心力的體驗，就形塑了公民行動
的內在價值與素養。

二、未來教學與研究上之建議
（一）解放師生覺知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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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議題的討論，應該排除教師的知識威權，讓學童更能自由發
言，才能激發多元觀點，學會彼此理解、接納、包容與尊重，進而建
構摒除意識形態的知識體系。但是，教師也應先指導學童練習有效表
達、聆聽、整合異見，並能避免秩序混亂或脫離主題的無效對話產生。
循此，讓學童具備同理關懷、民主多元、真誠正當的溝通素養。
（二）適度教導批判性思考
批判性思考是一種高層次的認知思考能力，雖然人類天生具備批
判思考潛能，但也需要教學者適度示範與引導。建議教學者透過真偽
論辨、對話內容講評等方式，教導學童運用正確的批判思考能力，以
提升其探究與覺知的能力。
（三）統整跨領域背景知識
從上述課程實施歷程、學童學習情形與能力指標之達成與課程架
構、教學策略實施情形來看，對未來人權議題實施國際教育課程方案
設計時，可結合其他相關領域和教師協同教學，不但可統整相關課程，
亦能解決時間不夠、人力不足的困境，學童也能獲得完整的概念知識。
（四）就研究設計而言
本研究因受限於六年級學童面臨畢業狀況，僅限於教學實踐期間
蒐集可供分析的資料，並未在教學結束一段時間後繼續追蹤學習的狀
況，因此無法證明公民行動的能力在長期保留與能力遷移上的影響成
效。故本研究建議未來研究者，可將教學實踐後的能力遷移及長期保
留效果納入研究設計中。
（五）就研究工具而言
本研究採用學習成效檢核與相關學習資料，由研究者自行分析，
因此在客觀度上可能失之偏頗，影響分析內容的信度。為此，建議未
來研究應在研究工具上編製更具效度的題目，甚至發展由學童填答的
測驗問卷，如此可降低教學實踐的干擾因素，並提升研究信度。

三、後續實踐的可行性
從課程實施歷程、學童學習情形與能力指標之達成、教學策略與單元教
學目標來看，未來人權議題實施國際教育課程方案設計時，可結合其他相關
領域教師協同教學，不但可統整相關課程，亦能解決時間不夠、人力不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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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學童也能獲得完整的概念知識。
推動相關課程時間仍是需要克服的因素，此次時間安排過於緊迫，在公
民活動的推動上發生勸募時間不足、參與度不廣與經費不夠的窘況。建議爾
後推動公民行動可結合學校其他活動來辦理（如校慶、班親會）
，課程推動的
影響會更為廣泛。
社會科教學應協助學童發展潛能，實現自我。以公民行動為取向的課程
設計，強調以學童為學習中心，重視反省與探究，鼓勵社會參與行動，並能
培養學童具備未來世界公民的素養，建議將公民行動課程發展為學校的特色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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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課程架構
牛肉的真相

覺知與關懷

探究與增能

公民行動

牛肉知多少？

選「美」比一比

健康「牛」一下

一
、
了
解
美
國
牛
肉
的
背
景
與
爭
議

教學資源
1.影片
2.網路
3.報章雜誌

二
、
了
解
瘦
肉
精
與
狂
牛
症

二
、
了
解
日
、
韓
與
臺
灣
如
何
面
對
美
國
牛
肉
進
口

一
、
了
解
美
國
牛
肉
輸
出
各
國
之
情
形

教學資源
1.文本討論
2.討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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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

教學資源
1.分組討論
2.價值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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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

牛肉的真相

使用年段

六年級

教學節數
融入領域
融入單元

6
社會
六上第一、二單元

社會領域
7-3-2 針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項消費進行價值判斷與選擇
人權議題
2-3-1 了解人身自由權並具有自我保護的知能
能力指標 1-3-5 搜尋保障權利及救援系統之資訊，維護並爭取基本人權
國際教育
4-2-1 認識世界基本人權與道德責任
資訊教育
4-3-2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
1.能了解美國牛肉的飼養背景與爭議
2.能了解什麼是瘦肉精與狂牛病
3.了解美國牛肉輸出到各國的情形
教學目標 4.比較日本、韓國及臺灣政府與民眾對於美國牛肉進口的態度與作
法
5.經過討論能做出個人合乎健康選擇的判斷
6.尊重他人選擇
【活動一：牛肉知多少？】
一、準備活動
1.教師播放賣場或餐廳照片，請學童觀察其中的差異討論自己
的發現？（餐廳所使用的牛肉來源不同）
2.請學童分享自己是否了解自己食用牛肉的來源
二、發展活動
1.教師歸納臺灣食用牛肉的主要來源地—美國、紐西蘭、澳洲
與臺灣本土，請學童思考臺灣為什麼需要進口牛肉
2.教師展示不同產地牛肉的售價，詢問學童是否會因價格而影
教學活動
響個人購買的意願，並思考其他影響消費的條件
3.教師發下文本與「牛肉的真相」學習單 1，指導學童了解臺
灣目前引進食用牛肉的比例和用途
三、綜合活動
請學童觀察附近店家與了解個人日常生活中食用牛肉的來源
～第一節課結束～
一、準備活動
播放美國牛肉瘦肉精地雷內幕影片，請學童討論，為什麼進
口美國牛肉會引發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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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活動
1.播放美國牛、澳洲牛與臺灣牛的飼養過程影片
2.發放文本，指導學童認識瘦肉精、狂牛病等專有名詞的意義
3.利用合作學習：請學童分組討論並發表三個國家的飼養背景
與瘦肉精、狂牛病的成因及影響。
三、綜合活動
1.全班共同討論，運用三面分析法統整不同來源地牛肉的優缺
點
2.完成「牛肉的真相」學習單 2，記錄附近店家與個人日常生
活中食用牛肉的來源
～第二、三節課結束～
【活動二：選「美」比一比？】
一、準備活動
於小組內分享自己的調查，了解日常生活中食用牛肉的主要
來源
二、發展活動
1.發下閱讀文本「開放美國牛肉的國際經驗」
、
「因應美國牛肉
日韓經驗可資借鏡」、「美國牛肉的風險與國際標準」文本
2.小組討論
（1）了解美國牛肉輸出到日本、韓國及臺灣牛肉市場的情
形
（2）比較日本、韓國及臺灣政府與民眾對於美國牛肉進口
的態度與作法
三、綜合活動
完成「牛肉的真相」筆記方格表學習單 3
～第四、五節課結束～
【活動三：健康「牛」一下】
一、準備活動
各組發表上節課筆記方格表內容
二、發展活動
1.請小朋友思考看看在未來的日常生活中是否選擇食用美國
牛肉？
2.討論並分享自己未來的消費決策：如不吃牛肉、改食用臺灣
自己生產的牛肉．．．
三、綜合活動
教師歸納學童看法，透過價值澄清並引導學童尊重他人選擇
～第六節課結束～
教學評量 口頭發表、完成學習單、生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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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aPmxNY7HKw
美國牛肉的「瘦肉精」地雷內幕
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Lp99zO_tU
當養牛變成工業 牛吃玉米還吃葷終爆狂牛
3.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qjT3LPvfy4 臺灣牛起來
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A6JlJaTkws 紐西蘭牛牧場
教學資源
5.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ccQGVtUZBE
6.從產地到餐桌：3 分鐘看澳洲牛肉
7.《天下雜誌》第493期：從美牛看食品安全一塊牛排背後的秘密
8.因應美牛日韓經驗可資借鏡（中央社，2012）
9.《自由開講》美牛的風險與國際標準（倪貴榮，2015-03-06 11:46）
10.美味的代價：美牛之瘦肉精探討（梁育瑄，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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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際行動：檢視學校營養午餐食材是否為基改食物

三、省思個人具有選擇健康食物的權利
二、我的權利宣言：讓學生了解健康長大的權利
一、人權小動畫：了解人權的意義、範圍與執行

二、基改行不行辯論賽
一、小組討論並表達組內對於基改食物立場

一、了解世界各國對基因改良食品的規範

三、檢視個人生活中哪些是基因改良的食物

二、利用三面分析法認識基改食品
一、從美國玉米認識基改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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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1.【我的權利宣言】影片
2.基改行不行學習單三~
營養師訪問稿
教學資源
1.文本討論
2.網路資料
3.基改行不行學習單二
教學資源
1.影片、網路、雜誌
2.基改行不行學習單一

基改行不行，大家醒一醒
基改作物面面觀
認識奇特的種子

公民行動
探究與增能
覺知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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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

基改行不行

使用年段

六年級

教學節數
融入領域
融入單元

7
社會
六下第三單元

社會領域
7-3-2 針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項消費進行價值判斷與選擇
9-3-4 列舉全球面臨與關心的課題（如環保、飢餓、犯罪、疾病、
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並提出問題解決的途徑
人權議題
能力指標
1-3-3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國際教育
2-2-1 了解我國與全球議題之關聯性
資訊教育
4-3-2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
1.能了解基因改良作物的優、缺點
2.能檢視個人生活中哪些是基因改造食品
3.透過資料查詢了解世界各國對基因改良作物的規範
教學目標 4.了解兒童人權的重要性
5.透過檢視學校營養午餐食材是否為基因改良食物，並維護自己的
健康權益
6.了解基因改造食物的缺點，拒絕食用以達到匡正正義的目標
【活動一：認識奇特的種子】80 分鐘
一、準備活動
1.喚起舊經驗～美牛吃玉米，問題叢生
2.從美國玉米認識基因改良作物
二、發展活動
1.分組閱讀「基因改造食品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
「什麼是基因改
造食品？」、「世紀難題~基因改造食物安全嗎？」三篇有關基
因改造食品的相關文本，利用合作學習的拼圖法，將文章進行
教學活動
正面、反面及趣味面三面分析，並將分析結果記錄在「基因行
不行」學習單 1。
2.請各組將文本分析結果上臺發表
三、綜合活動
1.聽完各組分享，各組將「基改行不行」學習單 1 完成。
2.請學童放學後到超市，針對超市之產品與家中物品，觀察其
商品說明，了解生活中有哪些是基因改造的食物，並詢問父
母是否有檢視食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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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節課結束～
【活動二：基改作物面面觀】120 分
一、準備活動
請學童上臺分享上一節回家作業，針對超市之產品與家中物
品，觀察其商品說明，了解生活中有哪些是基因改造的食物
二、發展活動
1.運用智慧教室裡的平板電腦，請學童查詢世界各國對基因改
良作物的規範，請各組上臺分享查詢結果
2.小組討論並表達組內對於基因改造食物的立場，完成學習單
2
3.將上次文本分析的結果分成正、反兩方，由教師說明辯論規
則，請同學就文本內容與網路查詢資料進行辯論及說明
三、綜合活動
綜合基因改造食物的優、缺點，除作為今後個人購物時的參
考，也請學童思考，當自己的健康權受到侵犯時，要尋求什麼
樣的管道來保護自己，並將想法記錄在聯絡簿上
～第三、四、五節課結束～
【活動三：基改行不行，大家醒一醒】80 分
一、準備活動
1.請學童分享上一節的回家作業～當自己的健康權受到侵犯
時，會尋求什麼樣的管道來保護自己
二、發展活動
1.播放【人權小動畫】影片，透過影片引導讓學童了解以下內
涵
（1）所有人自出生就在權利與尊嚴享有平等、自由
（2）人權是什麼？誰有責任保護人權？
2.播放《我的權利宣言》公益繪本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25 週
年影片，讓學童了解兒童人權的重要性，學會珍惜兒童人權
宣言，自己的權利受損或他人權利被迫害或侵犯時，可以採
取適當的行動或措施來救助，以進到全球公民的權利
3.學童了解每個人都有健康長大的權利，從而省思個人健康權
的重要性，因此進一步訪問學校營養師，共同檢視平時學校
營養午餐的食材是否符合健康安全的標準
三、綜合活動
請學童分組發表訪問的結果和自己的感想
～第六、七節課結束～
教學評量 口頭發表、完成學習單、生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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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1.改編「基因改造食品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
「基因改造食品安
全嗎？」、「世紀難題～基因改造食物安全嗎？」
2.播放《人權小動畫》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Rz74Rbm_DA
3.《我的權利宣言》My Rights, My Voice 公益繪本│聯合國兒
童權利公約 25 週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T8P
-o1X0s0
4.播放《台北市的營養午餐》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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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分享：將成果於網頁上分享出去
一、成果發表：全班將實踐結果依共識於畢業典禮上發表

三、分組實踐：全班同學依分組工作內容分工合作完成任務
二、找出策略：全班選出兩種可行的解決辦法，並依解決方法任務編組
一、想像發表：各組針對解決問題的合理性、容易執行、有效性來發表

三、發揮想像：各組針對主題提出五個為什麼？找出二至三種解決方法
二、全班表決：全班同學聽完各組的發表後，最後表決選出主題
一、組間發表：各組上臺發表各組所關心的主題

三、組內討論：聽完小組內同學報告後，小組最後選出該組的主題
二、組內發表：每位同學報告個人選擇主題的原因
一、請學生運用網路、書報雜誌等各種查詢管道找出個人關切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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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1.網路資源
2.分享學習單

教學資源
1.網路資源
2.實踐記錄表

教學資源
1.想像學習單

教學資源
1.網路雜誌
2.感受學習單

DFC 分享
DFC 實踐
DFC 想像
DFC 感受

民 104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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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人權議題實踐國際教育課程之行動研究：以竹北國小六年級學童實踐公民行動方案為例

主題名稱

讓愛傳出去

教學節數

10

使用年段

六年級

融入領域

社會

社會領域
9-3-4 列舉全球面臨與關心的課題（如環保、飢餓、犯罪、疫病、
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並提出問題解決的途徑
人權議題
1-3-3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能力指標
1-3-5 搜尋保障權利及救援系統之資訊，維護並爭取基本人權
國際教育
4-2-2 尊重與維護不同文化群體的人權與尊嚴
資訊教育
4-3-2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
1.了解不同種族與國家的人皆有免於健康受到威脅的權利
2.了解國際性組織（食物銀行）以及國際間的合作
3.能關心當前的國際健康權問題，並願意進一步思考提出解決方
法
教學目標 4.透過資料查詢提出各種具體可行解決方法
5.針對提出的解決方法，進行討論評估後，大家分工合作採取公
民行動
6.學童主動透過討論、分享觀點、形成共識，參與讓愛傳出去的
公民活動
【活動一：DFC 感受】
一、準備活動
1.教師事先發下 DFC 學習單 1
2.請學童完成 DFC 學習單 1，學習單內容為「我最想關注的
議題」、「發生的區域或國家」、「關於這個議題的相關內
容」、「發生這個問題的原因可能是什麼？」、「為什麼對這
個議題有興趣」與「資料來源」
教學活動 二、發展活動
組內發表：上課時學童將事先完成之學習單於小組內報告，
報告內容包括選擇議題的內容，議題發生的地區、議題發生
的原因，以及為什麼關心的原因等內容提出說明，小組同學
聽完組內同學報告後，進行提問與交流，最後選出代表小組
關心的議題
三、綜合活動
發下學習單 2：請小組同學針對今天討論的內容與表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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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與互評外，也要共同完成學習單 2 之「小組最想關注的
議題」、「小組選擇這個議題所發生的地點」、「小組選擇這個
議題的理由」等內容
～第一節課結束～
【活動二：DFC 想像】
一、準備活動
學童完成 DFC 學習單 2，學習單內容為之「小組最想關注的
議題」、「小組選擇這個議題所發生的地點」、「小組選擇這個
議題的理由」等內容
二、發展活動
1.組間發表：上課時小組派代表將事先完成之學習單 2 內容
進行上臺報告，全班同學聽完組內同學報告後，進行提問
與交流，最後從六個關心的議題中選出一個議題
2.發下學習單 3，針對這個被選出的議題，各組透過資料查
詢，小組討論，發揮想像，考慮解決策略的有效性、合理
性、可行性，以及是否會有後遺症等面向，提出二至三種
解決策略
3.小組上臺發表解決策略，全班表決選出二種可行的公民行
動策略
三、綜合活動
1.針對可行的公民行動策略，依個人意願與專長進行分組與
工作分配
2.選出組長，依個人負責工作，研擬公民行動進度
～第二、三、四節課結束～
【活動三：DFC 實踐】
一、準備活動
請組長上臺發表公民行動進度與執掌分配
二、發展活動
1.教師依據學童發表之公民行動進度與執掌分配進行討論，
檢視計畫的合理性與可行性，並針對進度的掌握給予意見
2.教師發下公民行動回饋日記紀錄表，請學童依執行進度記
錄公民行動的進度、工作內容與學習心得
三、綜合活動
1.教師給予 10 天的公民行動時間，並請學童隨時向教師報告
進度，教師會給予適度協助
2.請學童記錄公民行動歷程
～第六、七、八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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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DFC 分享】
一、準備活動
1.學童已採取公民行動策略
2.發下海報紙
二、發展活動
請學童將公民行動歷程以影像和海報設計的方式完整記錄下
來
三、綜合活動
1.於畢業典禮上發表
2.於網路上發表
～第九、十節課結束～
教學評量 口頭發表、學習單、回饋日記、公民行動觀察、公民行動成果
教學資源 DFC學習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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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公民行動課程過程采風

學童方格筆記表作品 1

學童方格筆記表作品 2

學童小組討論作品

學童上臺報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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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階段個人學習單

感受階段小組學習單

感受階段小組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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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階段小組學習單

各組實踐方案上臺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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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階段分工合作完成任務

實踐歷程成果分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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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銀行物資捐贈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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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後記：竹北國小六年和班物資捐贈之後續處理記錄
六年和班募集之物資於 2015 年 6 月 16 日親手交給臺灣全民食物銀行協
會，相關物資經食物銀行工作人員統計共有 118 個單位的食物與物品，食物
銀行工作人員並積極聯繫物資受贈之窗口，欲將本校捐增物資送達海地。惟
經臺灣全民食物銀行工作人員與海外食物銀行之各處積極聯繫溝通後，發現
物資捐增海地有其困難度，難度一是，因為當地並未設有食物銀行窗口，難
度二是，因為物品寄達所費不貲，經費無法負擔，因此，臺灣全民食物銀行
協會工作人員來電告知上述困難，並將替代方案說明之。六年和班社會科羅
老師接到通知後考量食物的保存期限與物品運費的支付負擔，決定接受臺灣
全民食物銀行的建議，保存期限迫在眉睫的即刻送給國內的華山基金會，其
餘的物資則送到泰北地區。
2015 年 9 月 4 日，適逢六年和班游雅筑同學返校探望羅老師，羅老師將
物資的後續處理事宜告訴雅筑，並請她將此一訊息於臉書上轉知班上同學，
讓同學了解物資捐增的後續處理，並將讓愛傳出去的行動讓更多的人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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