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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教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 

教室外的人權課系列(二) 
─鑿歷史的光，照亮民主路─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1月15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60141207B 號令修正「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及學科群科中心設置與運作要點」。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5月28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90051643號函。 

貳、計畫目標 

一、 1980年代開始，全球經歷了一波民主化浪潮，包括東歐、拉丁美洲與亞洲等地區，有多個國

家結束威權統治，轉型為民主國家。這些國家開始民主化之後，新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無

論是自願或是被迫）來處理威權政府大規模濫權所造成的傷害，並以「轉型正義」一詞，來

概括這些處理威權遺緒的作為。 

二、 轉型正義的人權教育，指的是透過教育的方式，重新認識威權或衝突時期侵犯人權的歷史，

引導社會大眾思考這段過去如何影響當前的社會，同時也要反思各種轉型正義措施，以及探

討如何防止大規模人權侵害再度發生。 

三、 本計畫藉由歷史史料、法律規範、社會文化等面向，擴展人權議題的廣度，並藉由與社會大

眾的互動交流，讓參與的教師、學生及一般民眾，得以理解欲維繫與深化民主政治，除了保

障個人的公民權利之外，也必須建立多元且公平競爭的政治環境。 

參、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三、 合辦單位：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肆、 計畫內容  

一、 參加對象：開放全國對人權議題有興趣的教師、學生及一般大眾參加，每場次預計60人。 

二、 各場研習時間、地點： 

場次 時間 地點 

台北場 

110年2月22日(一) 

春秋書店 3F 
台北市赤峰街41巷7號(捷運中山站4號出口) 

110年3月20日(六) 
110年4月17日(六) 
110年5月29日(六) 
110年6月26日(六) 
110年7月24日(六) 

台南場 

110年4月10日(六)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4F 富貴文創講堂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16號(台南火車站前站) 

110年5月01日(六)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4F 長壽文創講堂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16號(台南火車站前站) 

110年6月19日(六) 
臺南一中展示廳(武德殿) 
台南市東區民族路一段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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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名方式：請填寫google表單 

A.台北場(2.3月)報名表：網址 https://reurl.cc/ZQQ2xA，預計110年1月25日開放報名。 

B.台北場(4.5月)報名表：網址 https://reurl.cc/kVN2ZL，預計110年3月25日開放報名。 

C.台北場(6.7月)報名表：網址 https://reurl.cc/ZQagjW，預計110年5月25日開放報名。 

D.台南場(4.5.6月)報名表：網址 https://reurl.cc/KxK5rq，預計110年3月25日開放報名。 

四、 報名日期：110年1月25日起至該場研習前1週，或額滿為止；並由主辦單位審核後寄發行前通

知。 

五、 研習時數： 

教師：每場次研習時數4小時，會後統一登錄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學生：全程參與本系列達三場次，核發紙本研習證明。 

六、 講座時間表與內容 

【臺北場】 

110年 2月 22日 

18:30～18:50 報到及開場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楊素芳教師 

18:50～20:20 

(90分鐘) 

黨國治理： 

法社會學與犯罪學的分析(一)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李茂生特聘教授 

20:20～21:50 

(90分鐘) 

黨國治理： 

法社會學與犯罪學的分析(二)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沈伯洋教授 

21:50～22:00 綜合座談 與會人員 

22:00～ 賦    歸 

 

110年 3月 20日 

13:40～14:00 報到及開場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楊素芳教師 

14:00～15:30 

(90分鐘) 
噓,這首歌不要唱(一) Alian電台節目主持人馬世芳老師 

15:30～15:40 休  息 

15:40～17:10 

(90分鐘) 
噓,這首歌不要唱(二) 誠品刊物《提案》編輯顧問黃威融老師 

17:10～17:30 綜合座談 與會人員 

17:30～ 賦    歸 

 

110年 4月 17日 

13:40～14:00 報到及開場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楊素芳教師 

14:00～15:30 

(90分鐘) 
解碼檔案：黨產如何不當?(一)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羅承宗所長 

15:30～15:40 休  息 

15:40～17:10 

(90分鐘) 
解碼檔案：黨產如何不當?(二)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曾令毅教授 

17:10～17:30 綜合座談 與會人員 

17:30～ 賦    歸 

https://reurl.cc/ZQQ2xA
https://reurl.cc/kVN2ZL
https://reurl.cc/ZQagjW
https://reurl.cc/KxK5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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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5月 29日 

13:40～14:00 報到及開場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楊素芳教師 

14:00～15:30 

(90分鐘) 
曾經的台灣好萊塢：毋甘願ê台語片 《毋甘願的電影史》作者蘇致亨老師 

15:30～15:40 休  息 

15:40～17:10 

(90分鐘) 
戰後台語(灣)的歌曲發展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陳培豐研究員 

17:10～17:30 綜合座談 與會人員 

17:30～ 賦    歸 

 

 

110年 6月 26日 

13:40～14:00 報到及開場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楊素芳教師 

14:00～15:30 

(90分鐘) 
讀懂釋字 793 賴秉詳律師 

15:30～15:40 休  息 

15:40～17:10 

(90分鐘) 
律師說白話 賴瑩真律師 

17:10～17:30 綜合座談 與會人員 

17:30～ 賦    歸 

 

 

110年 7月 24日 

13:40～14:00 報到及開場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楊素芳教師 

14:00～15:30 

(90分鐘) 
管很大?那些年不能碰的書(一) 《解嚴之前的禁書》作者廖為民老師 

15:30～15:40 休  息 

15:40～17:10 

(90分鐘) 
管很大?那些年不能碰的書(二) 誠品刊物《提案》編輯顧問黃威融老師 

17:10～17:30 綜合座談 與會人員 

17:3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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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場】 

110年 4月 10日 

13:40～14:00 報到及開場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楊素芳教師 

14:00～15:30 

(90分鐘) 
噓,這首歌不要唱(一) Alian電台節目主持人馬世芳老師 

15:30～15:40 休  息 

15:40～17:10 

(90分鐘) 
噓,這首歌不要唱(二) 誠品刊物《提案》編輯顧問黃威融老師 

17:10～17:30 綜合座談 與會人員 

17:30～ 賦    歸 

 

110年 5月 1日 

13:40～14:00 報到及開場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楊素芳教師 

14:00～15:30 

(90分鐘) 
曾經的台灣好萊塢：毋甘願ê台語片 《毋甘願的電影史》作者蘇致亨老師 

15:30～15:40 休  息 

15:40～17:10 

(90分鐘) 
戰後台語(灣)的歌曲發展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陳培豐研究員 

17:10～17:30 綜合座談 與會人員 

17:30～ 賦    歸 

 

110年 6月 19日 

13:40～14:00 報到及開場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楊素芳教師 

14:00～15:30 

(90分鐘) 

黨國治理： 

法社會學與犯罪學的分析(一)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李茂生特聘教授 

15:30～15:40 休  息 

15:40～17:10 

(90分鐘) 

黨國治理： 

法社會學與犯罪學的分析(二)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沈伯洋教授 

17:10～17:30 綜合座談 與會人員 

17:3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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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聯絡人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專任助理江雅筑小姐 

電話：06-2131928#151 

電子郵件：humanrights@tngs.tn.edu.tw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副研究員廖健凱先生 

電話：02-25097900#848 

電子郵件：ck.liao@cipas.gov.tw 

八、 其他事項 

（一）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詳細注意事項將另行公告。 

（二） 配合政府防範新型冠狀肺炎之疫情傳播,敬請與會者配合以下事項。 

1. 與會者請務必留意個人清潔衛生，勤洗手，自備口罩，如有需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

主健康管理/身體不適之情況者請在家休息。 

2. 請於入場前配合體溫量測，若出現額溫 37.5 度以上(耳溫 38 度以上)發燒情形，或

有呼吸道症狀者不可入場，並請儘速就醫。 

3. 請配合主辦單位引導入座(加大與鄰座距離)，會場內請全程配戴口罩。 

4. 依中央政府政令，主辦單位保留取消研習或延期辦理之權力，配合疾管局最新資訊發

布，若研習被迫取消或延後，將透過電子郵件方式告知，敬請務必留意。 

mailto:humanrights@tngs.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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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臺北場】春秋書店/台北市赤峰街 41巷 7號(捷運中山站 4號出口) 

    

  【臺南場一、二】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 16號(台南火車站前站)  

1. 搭乘高鐵：自高鐵台南站下車轉搭台鐵區間沙崙線至台南火車站，由台南火車站(前站)出站

後往右步行約 1分鐘即抵達園區。 

2. 搭乘臺鐵：由台南火車站(前站)出站後往右步行約 1分鐘即抵達園區。 

3. 自行開車/騎車 

 國道 1號永康交流道往臺南方向，進入省道台 1線，走中正北路接中正南路，接著走到公園

路靠左行駛後，於公園南路左轉，於北門路二段向右轉，園區位於左側。 

 國道 3號於新化系統出口下交流道，走國道 8號，接國道 1號往永康交流道，餘如上述。 

 停車請至園區右側約 30公尺(位於園區北側)民營收費停車場停車，汽車停車收費為 30元/

時，機車 30元/次，步行約 1分鐘即可達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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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場三】臺南一中展示廳(武德殿)/ 台南市東區民族路一段 1號 

1. 自行開車： 

 北上：請行駛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於仁德交流道下，左轉東門路後直行，遇東門城圓環

右轉進入勝利路後直行，左轉東寧路西段(不要進入地下道)走右側，右轉民族一街直行到底。 

 南下：請行駛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於仁德交流道下，右轉東門路後直行，遇東門城圓環

右轉進入勝利路後直行，左轉東寧路西段(不要進入地下道)走右側，右轉民族一街直行到底。 

2. 搭乘臺鐵：請於臺鐵臺南站下車，由後站出站後右轉，沿前鋒路直行，遇民族路左轉即可抵達。 

3. 搭乘高鐵：請於高鐵臺南站下車，轉乘臺鐵沙崙支線，抵達臺鐵臺南站下車，由後站出站後右轉，

沿前鋒路直行，遇民族路左轉即可抵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