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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電影《賽德克．巴萊》談起  

    透過電影《賽德克．巴萊》讓我們彷彿搭乘

著時空列車，回到了當年的歷史現場，真實目睹

了 1930 年在台灣*霧社發生的這場悲劇，事實上

魏德聖導演的《賽德克．巴萊》是描述兩個民族

之間因文化衝突導致的一場悲劇，而同時上映的

九把刀的《那些年，我們一起追的女孩》則是描

述年青少年們豪情嘻笑的青春歲月，無論作者以

何種電影手法論述，其實都是想讓閱讀者透過 

眼、透過心重新去省思自我。 

    回顧「生活」往往是在匆匆之間，隨著忙碌

也就被遺忘了，然而消失的不是時間，而是我們

的心，其實只要那份觸動的情感仍在，無論時間

多麼久遠，仍不會忘記那份感受。留一點空間給

自己，偶爾回憶一番，無論是當年家人之間的親

情或是師生之間的情誼，抑或是同儕間輕狂的年

少，都能點滴在心頭！ 

 

 

＊藝術人文深耕教學--- 

     金「藝」求精--HAPPY  GO 
  這學期本校持續申請藝術深耕計畫，透過外

聘藝術教師及協同教學，給予孩子們專業的藝

術學習，課堂上孩子們總是專注地聆聽老師的

指導，興高彩烈的與夥伴討論，用繽紛的色彩

在畫紙上塗鴉著，看著每個孩子的成果，不禁

令人想起，這些年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蓬勃

發展的台灣本土文創者，他們都憑著一股對於

本土的認同與熱愛，以創意結合在地素材為出

發，無論是在電影、服裝設計或廚藝、、都有

令人眼睛為之一亮的表現，因此我們堅信藝術

的導引，可以促使孩子的創意點子萌發！ 

 

 
＊ 戶外教學---科工館童樂趣 

帶著歡欣的心情，孩子們走訪了國立科學工

藝博物館，透過科學探訪及 3D影片欣賞，讓

孩子們學習到科學的奧秘。 
 

100 學年度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A4E%A7%E2%A4M&f=author


 

「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力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全力國際公約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及「經濟社

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以下合稱「兩公約」）

是最重要的國際人權法典，與「世界人權宣言」

合稱「國際人權憲章」。我國為保障人權，在

98年12 月10 日施行「兩公約」及「兩公約施

行法」，使我國的人權標準與國際接軌，向世

界宣示我國保障人權的決心。 

「人權」兩字，看似抽象，其實就存在我

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它發生在每個人的家庭、

街坊鄰居、就讀的學校、工作的地點、行走的

街道、休閒育樂的場所……，任何人，不論男

女、老少、種族、階級、黨派、國籍……，莫

不希望在生活中受到公平的對待、活得有尊

嚴、真實的感受到人權的保障。 

兩公約相關詳細資訊，請逕登法務部建置

之「人權大步走專區網站」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 

 

人權一：救濟管道不是公務員推諉卸責之藉口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2 條第3 款

締約國的義務：「所謂『確保任何人所享本公約

確認之權利或自由如遭受侵害，均獲有效之救濟』

亦即『有權利即有救濟』……。」 

舉例：「志明駕車行經禁止迴轉之路口，欲

左轉進入前方道路時，發現該路口有施工標誌無

法進入，不得不違規迴轉。迴轉後不久，即遭警

察攔下並舉發，志明不服，當場口頭申訴，未獲

理會，事後並提出申訴。 

如果您是受理申訴之下列人員，應如何處置：

◆ 舉發違規之警察： 

（a）不予理會，仍予舉發，並要志明依法提出

申訴。 

（b）前往查看，不予舉發，或仍予舉發，但拍

照或記錄存證以供申訴時參考。 

◆ 受理申訴之警察分局承辦員： 

（c）不予理會，要志明依法向裁決所提出申

訴。 

（d）發函查明，自行認定事實後依法維持或撤

銷原舉發。 

◆ 受理申訴之裁決所承辦員： 

（e）不予理會，仍開具裁決書，要志明依法向

法院聲明異議。 

（f）發函查明，自行認定事實後依法開具裁決

書或撤銷原舉發。」 

解說：「權利遭受侵害，應獲得有效救濟，

但公務員不得以有救濟途徑為由，要求民眾依法

尋求救濟而推諉卸責。換言之，志明是不得已才

違規迴轉，舉發的警察不能只開單讓志明去申訴

就算了，更要查看事實，決定不予舉發，或仍予

舉發，但拍照或記錄存證以供申訴時參考；受理

申訴之警察分局承辦員及裁決所承辦員均應發函

查明。本題之建議處置方式是（b）（d）（f）。」

權利遭受侵害，應獲得有效救濟，但公務員

不得以有救濟途徑為由，要求民眾依法尋求救濟

而推諉卸責。 

相關規定：1、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2條（締

約國的義務）。 

2、中華民國憲法第16條（請願、訴願及訴訟權）。

 



 

人權二：送子娘娘送「子」送「女」一樣好 

不得因性別而生歧視。男女權利，一律平等。 

辦理「兩公約」宣導的陳科長應邀到南部

某鄉公所宣導「人權大步走計畫─落實兩公

約」。宣導完後，就繞到一家寺廟裡，虔誠地

點香膜拜，口裡唸唸有詞，然後捐了500 元的

香油錢。這時廟祝手裡拿了二張紙條，扯著嗓

門就問科長：「先生你是求男，還是求女呢？

看你的需要，我們贈送的秘方很靈哦！這是作

功德，不收錢，你來我們這裡，是你的福氣哦！」

科長詫異的回說：「這不是送子娘娘廟嗎？

怎麼會有人來求生女孩呢？」 

廟祝指著神壇的一行字說：「你看我們這

裡早就寫明：本『送子娘娘廟』之『子』係指

『子女』！」 

科長就問為什麼？廟祝很嚴肅的說：「神

明早幾年就給我們託夢說：『天上老早就實施

男女平權了，不允許有歧視哦！』生男生女一

樣好啦！」 

科長不禁感嘆：「天上，畢竟是天上，比

人間先進多了，這麼早就推動『兩公約』及男

女平等了！」 

在回程的高鐵車廂裡，科長對面坐著陪媽

媽到台北吃喜酒的兄妹，未幾，哥哥已呼呼大

睡，但妹妹一會兒幫媽媽捏捏手，一會兒捶捶

肩，一會兒問媽媽，渴不渴，要不要喝飲料？

看來，女兒一點都不輸給兒子呀！ 

 

相關規定： 

1、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2條（締約國

的義務）。 

2、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3條（男女平

等）。 

3、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26條（法律前

之平等）。 

4、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第2條（締約

國的義務）。 

5、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第3條（男女

平等）。 

6、中華民國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 

人權三：權力不濫用 
個人雖是權利主體，但不應以行使權利之名而破

壞權利，或是濫用權利。 

金太太是鄰居口中的「惡鄰」，平日愛與人

計較，還在家門前放置花盆霸占停車位。隔壁住

戶忍受許久，終於賣屋搬走了。建商承買後，打

算改建為7 層樓的華廈。 

一年後，新屋落成，金太太卻向法院起訴要

求拆掉新房屋，原因是新屋有不到1 坪的大小蓋

到金太太後院了。由於建商蓋屋時，曾向地政事

務所申請鑑界，當時金太太並無異議，等房子蓋

好後，又大動作興訟。建商一方面感到無奈，另

一方面也擔心影響商譽，所以建商想找金太太和

解，高價賠償金太太1 坪土地的損失。然而金太

太卻對外宣稱「想和解？門兒都沒有！訴訟是我

的權利!」執意要求建商拆‧屋‧還‧地。 

幾月後，判決出爐了，法院衡量拆屋將損及

建築物的主體結構，於兩造之利益衡量顯不相

當，於是判決金太太不得請求拆屋還地，但建商

須支付金太太越界土地的損害金。但好勝的金太

太氣到心臟病發，由救護車緊急送醫。 

此後，金太太的心臟必須定期回診追蹤。有

一次，金太太在路上驚見許久不見的建商，剎那

間不愉快的往事浮上心頭，血液急速攻心，這回

真的心臟病發了，建商及里民忙著叫救護車，但

鄰近的救護車似乎都另有勤務，一夥人趕緊叫計

程車護送金太太到醫院急救。 

事後，幸運從鬼門關被救回的金太太對來探

望的里民表示謝意，特別對救她一命的建商表示

懺悔：「我以前只知道自己有權利，就以為自己

是對的，從來沒有想到別人也有權利，要互相尊

重，不能毫無限制的濫用，損人畢竟不利己啊！」

 

相關規定： 

1、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5條（超越限制

範圍之限制）。 

2、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第5條（超越限

制範圍之限制）。 

3、中華民國憲法第23條（基本權利之限制）。

4、民法第148條（權利之行使原則）、第796

條（越界建築）。 



人權四：古代種性制度下的「榮譽」處決？ 
不同種姓不得結婚，違反平等原則。若可依教

規處死刑，非但不「榮譽」，還違反對「生命

權」的保障。 

志明與芸芸相戀多年，芸芸的董事長父

親，認為志明寒酸的家世背景配不上芸芸，始

終未點頭答應兩人的婚事。有骨氣的志明發憤

圖強，考取律師證照後，在大型律師事務所執

業，並獲老闆欣賞加入合夥。小倆口終於在農

曆年前得到雙方父母的祝福，即將步入禮堂。 

大夥談起小倆口戀愛過程的「坎坷」，阿

強表哥說：「如果在古代，志明敢跟芸芸結婚，

早就被拖出去砍了！」遊遍世界各地的阿芬表

姊說：「依照古代印度的『種姓制度』，這種

情形還真的會被處決。種姓制度大致分四個種

姓，還有比這四層再低，不納入制度的賤民，

賤民地位極低，被視為污穢，不能碰觸。不同

種姓有不同的道德規範，且各種姓之間不得相

互通婚，違反者，其後代一律被貶為賤民。家

族可以依據教規對他們處以死刑，執行這樣刑

罰的人不但沒有罪過，反而是在維護家族及宗

教的榮譽，所以被稱為榮譽處決或榮譽謀殺。」

相關規定：  

1、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6條（生命

權）。 

2、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7條（禁止酷

刑或不人道刑罰）。 

3、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16條（法律

前人格之承認）。 

4、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20條（禁止

宣傳戰爭及煽動歧視）。 

5、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23條（對家

庭之保護）。 

6、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26條（法律

前之平等）。 

7、 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第10條（對

家庭之保護）。 

8、 中華民國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 

9、 中華民國憲法第15條（生存權、工作權

及財產權）。 

10、中華民國憲法第22條（基本權利之保

障）。 

人權一：救濟管道不是公務員推諉卸責之藉口 
人人生而平等，不論本國人或外國人，都應

享有尊嚴及人權的保障。 

星期日，早上的天氣很好，小菁聽到窗外小

鳥吱吱喳喳的聲音，覺得如果能用輪椅推著中風

的奶奶到公園走走，相信奶奶一定會很高興。 

果然奶奶來到公園後，那本來充滿哀怨的表

情一下子豁然開朗起來，小菁感到很安慰，心想

以後要多陪奶奶出來透透氣，奶奶本來喜歡趴趴

走參加社區活動的人，現在因為生病整個人行動

受限，像極被囚禁在家中，無論從感受來說或者

從人權觀點來檢視，豈非既沒自由，又沒尊嚴嗎！

鄰居王太太走過來跟奶奶打招呼，直說「小

菁好乖! 好孝順！推奶奶出來散步啊！」奶奶馬

上接腔答：「伊最乖，讓我上午真享受；對了，

王太太妳婆婆呢？嘸卡好沒？」王太太坐了下來

說：「我請了一位外勞看護，真好用，除了日夜

照顧我婆婆外，連我兒子、女兒家的清潔、打掃

工作，也幾乎全包了，真划算!我建議妳們也去僱

請一個，這樣大家輕鬆啦！」小菁聽了就問她：

「可是這樣，外勞肯嗎？」王太太環顧了一下四

周無人，小聲地說：「只要扣下她的證件並威脅

她，不乖就趕她回去，她就會乖乖的作了。」小

菁聽了很難過，就跟王太太說：「依照我國已施

行的『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8 條第3 款

第1 目規定，任何人不得使服強迫或強制之勞役

喔，王太太這樣作已經違背上開人權公約的規定

了；且依照勞動基準法第5 條及就業服務法第57 

條第7 款規定，雇主不得以強暴、脅迫、拘禁或

其他非法之方法，強制勞工從事勞動，就業服務

法第57 條第8 款也規定雇主不可非法扣留或侵

占所聘僱外國人之護照、居留證件或財物。違反

者不僅會被罰錢、主管機關可廢止聘僱許可，嚴

重時還會被關喔!」 

相關規定： 

1、 世界人權宣言第1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

和權利上一律平等）。 

2、 世界人權宣言第3條（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

由和人身安全）。 

3、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8條（禁止奴隸與

強制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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