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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計畫之背景 

一、法治教育之重要性 

遲至一九八○年代末期，台灣始脫離威權體制而成為真正民主自由的國家。

於此之前，我國政體所擁有的是徒具形式的民主共和體制，人民的自由與權利則

因戒嚴之實施而被迫限縮甚或予以架空。「法治」社會帶有「人治」的色彩，也

因此，法律成為政治實體的打手，箝制人民言行自由的工具，其所賦有保障基本

人權之倫理價值遂成空中樓閣，一個遙不可及的夢想。解嚴之後，以近代人權理

念所開展出之自由民主憲政規範與制度性運作終得逐漸施展開來。人民從一九九

二年「國會全面改選」、一九九六年「總統直選」、二千年「政黨輪替」與二○○

四年之「公民投票」等民主化程序的運作而成為民主國家真正的主體，法治社會

遂也在人權思潮的引領之下步入正軌，使法律達成真正落實保障人權倫理價值之

目的。 

如今，台灣在民主法治上已小有成就，二○○二年美國的人權組織─自由之

家（Free House）即在世界各國自由度的調查報告中，將台灣列為第一級的「完

全自由國家」（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2）。由此看來，台灣的民主法治

化已使人權保障從學理上的理念到實際的人權救濟制度逐漸獲得制度性的實

踐。然而，從近年社會變質的現象觀之，人們傾向以激烈言語或失序瘋狂的手段

向社會表達其訴求，進而陷入一種對於民主自由社會的極端迷思，誤認正當訴求

以違背個人私益或社會公益之方式為之仍值得人們所諒解。此外，犯罪案件層出

不窮，不但犯罪手法日新月異，犯罪年齡層亦不斷下降。青少年犯罪持續傾向集

體化、量多化、低齡化、惡質化、多元化及全面化，進而造成社會人心不安（鄧

毓浩，1998）。此種種社會現象不但顯示出人民對我國憲政運作、法律制度充滿

著無知與不信任感，其亦表現出人民法治素養之闕如。 

所謂真正民主自由社會之存立，乃是奠基於法治之上。德國哲學家 Kant 即
曾道：「無民主的法治是空的，無法治的民主是瞎的。」（Law without democracy 
is empty， democracy without law is blind.）民主與法治相輔相成，不可須瘐離。

蓋民主政治的實踐端賴法治制度的運行，而法治制度的建立則需透過民主程序才

能反映民意（蔡沛蓉，2002）。因此，民主自由的社會不能沒有法治，其乃需藉

法治而實行，藉法治而做後盾（張秀雄，1993：16）。換言之，亦即有法治之民
主社會才能長治久安，人權的基本倫理價值才不致頹圮而能獲得保障。由此可

見，一旦人民擁有法治觀念以及民主素養，國家才能邁向實踐公義之途，人民也

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及平等（謝國村，2002）。 

惟，就前揭社會現象所示，我國雖有民主化，人民自由與權利之保障卻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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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精神與概念之落實。而讓近代法律的理念為社會各階層所熟知與信守，又為

法治之落實所不可或缺者。如周天瑋（1998：257）所言：「法治的理念訴求正當

規則的建立和正義權威的高舉；思考如何妥善規範人的自由裁量。再不將法治觀

念融入生活方式，走進社區，政治可能吞噬我們，專斷可能藉屍還魂，人類所迎

接的資訊科技時代可能失控，為維護人性尊嚴所做的一切努力也可能化為不可求

得的高調。」 

如何將「法治觀念融入生活方式」，這是法治教育的重要任務：國家的教育

體系，如何藉由正式的課程，甚至校園生活中的潛在課程，在不同層級的學校中，

使年輕學子能夠形成合乎近代法治理念的法意識。然而，深受儒家倫理薰陶的我

國文化傳統，在接受近代法制的過程，勢必是顛簸躊躇，蓋其所挑戰者，正是其

基本的倫理價值觀（林端：1994）。校園中之「尊師重道」精神，以及社會生活
所遵循之「五倫」觀，即在在隱含著我國傳統儒家文化中上對下的差序倫理價值。

誠如柏楊（2002）整理古籍而指出，「中華文化基因裡，一開始就缺乏人權思想

從沒有人權素養。所謂的中華文化，不是以誠信、尊嚴、尊重為主軸，而是以政

治、金錢為主軸，只有君權，沒有民權。」（引自王秀津，2004）因此，由西方
移植過來且基於天賦人權主張之平等倫理價值思想的民主、自由、公平、人權等

民主法治制度，便易因缺乏西方法治思想的深植而缺乏穩固的基礎。 

雖然我們已經歷經了一連串的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但我們的民主化實踐仍是

不夠紮實，特別是對於公共意見與意志之凝聚，仍不是非常順暢與成熟。相似地，

我們對法治理念之認識，亦仍未達近代法治理念之期待，此應是不脫我國民族性

與法制的異國移植問題。然，猶如前揭所言，法治是奠定自由民主國家最重要的

基石，民主政治的實踐端賴法治制度的運行，而由民主程序所建立的法治制度則

能追求人權保障的理想。由此，法治概念即包含了憲政運作之原則，以及人權保

障之價值。藉由法治教育之實施，便能提升學生對國家民主憲政運作的認識，亦

可增廣其於人權保障之國際視野。同時，經由法治思想之薰陶，習於理性溝通、

對話與爭取，方有可能於民主自由社會中塑造一個人權獲得適當保障的環境（湯

梅英，2004）。 

（一）我國的法治教育模式 

我國法治教育之實施，並未於國民教育中的正式課程單獨設科，唯有昔日之

國小「社會科」與國中「公民與道德科」等課程，於內涵上與法治教育較相近。

以民國八五年修訂之國小社會科的教材而言，直接涉及「法律」的字眼或觀念的

非常少，惟於第一冊及涉及對規範的態度與要求如「遵守上課的信號與規則」、「下

課的信號與秩序」等，而於第五冊則涉及學生的自治活動如「班級公約」等，甚

至出現「著作權法」的專門法律用語。民國八十七年版的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科

書，其第二冊直接涉及法律的觀念與制度的介紹。除正式課程外，民國八十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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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教育部與法務部擬定「加強學校法治教育計畫」，以非正式課程的方式，在

落實學校本身的法治措施、編製法治教育的補充教材、班會、週會、法律大會考

等，來推動法治教育。民國八十八年通過的教育基本法，於第二條第二項更明訂

培養法治觀念為我國教育之目的。 

雖然法治教育受到各界的重視，然而就其課程實施之模式而言，長期以來卻

時常為人所批評檢討（蔡姿娟，1998；鄧毓浩，1998；林有土，2000；蕭妙香，
2000；黃旭田，2002）。蓋探究其因，我國傳統的法治教育取向，由於當時時空
背景因素，以及教師專業素養之不足，使法治教育流於教條式的思想灌輸，徒具

講述背誦之形式。如此傾向以法律外在強制力的威嚇效果，來條件化學生行為之

教學模式，並無法促成學生內部規範意識變遷，而僅能達到對外部行為之控制。

此般法律教育，減化了法治教育目標，亦與現代人權保障的法律理念相違背。再

者，從教學策略而言，這種法治教育模式亦傾向於僅將其視為單向的規訓的過

程，教師標準答案的提出與學生反覆的背誦，欠缺實際的教學互動，使管理與教

育或無實際的差別（林佳範，2004）。 

基於前述因素，於內容上，法治教育即常淪為「犯罪防治」教育，僅凸顯法

律的行為限制功能，而忽略了近代法律的權利保障功能（林佳範，2003）。法治
教育不重法治精神及其原理原則，反而重視成文規範及其效果，使得其所重之「法

條」成為「政令宣導」，進而忽略「法律的生命，不在於邏輯，而在於經驗」（美

國最高法院法官W. Holmes語）。因此僅讓學生記誦法條，而非讓學生批判思考
個案的是非與論理，所得之教育成效也將只是曇花一現而無法深根。法治教育不

應是一種系統的意識形態的灌輸，而是生活世界中主體與主體的溝通互動才可能

會達到對主體的尊重，與保留主體的自我發展可能性，即所謂自尊尊人、自重自

律的目標（林佳範，2004）。 

（二）以「案例」為中心的法治教育 

我國是屬於大陸法系國家，而其特色是在於有系統的法典編纂，故對於法律

的認識，不可避免地需藉助於法典的演繹與法條文義之解釋與適用。然而，法典

的龐雜與條文之抽象文字，對許多人而言，無形中會形成心理上的障礙，進而忽

略了具體的生活事理才是法律作為社會生活規範的基礎，因此，若以「法條」為

中心之法治教育模式，恐將令學習者陷於抽象解釋的泥淖中，而難以求得法律概

念中原理原則彈性應用的策略性知識。相對地，在具有「普通法」特色的英美法

系國家裡，法律的普遍原理與原則，則可在個別案例的比較與歸納中被發現。在

大陸法系國家，當然也有案例適用的問題，在個別的案例中適用相關的法律條

文，來尋找法律的答案，以案例解答為中心的教育方式，也漸為法學院的主要講

授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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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們所處的社會已不再是單一化的一言堂社會，多元價值的衝突乃成為

成熟中民主社會的一大特色。因此，法治教育應改變以往教條式的灌輸，除以多

元開放的方式引導學生認識法律在社會上所扮演之角色及其本質之外，更要積極

培養學生面臨價值衝突時所需擁有的批判思考能力與解決問題的技能，以及對人

與法律的尊重（張傑生，2003）。如此一來，才能真正培養學生成為一個知法、

守法及崇尚法治精神的好國民。法律知識亦得以從死板的枯燥知識活化成解決衝

突問題之策略知識。然而，策略知識的獲得並非僅由講述背誦即能發展出來，蓋

其涉及了高層次的思考與判斷，因此國內亦有許多學者主張應以案例方式進行法

治教育（李宗薇，1996；陳朝陽，1997；周新富，1998；蔡姿娟，1998；鄧毓浩，
1998；林有土，2000；張傑生，2003）。 

美國著名的最高法院法官 Oliver Wendell Holmes曾說過：「法律的生命並非

在於其邏輯，而在於經驗」（Schwartz，1997：7），而我們亦有俗語謂：「法不外

乎人情」，這些在在都在說明法律是建立在人情事裡之上。成文且有系統的法律

條文編纂，實係將生活中的事理，歸納為抽象的文字，而這些抽象的文字，被期

待能對未來無數的具體案例，提供法律的解答。換言之，這些抽象的文字，將被

適用到具體的個案當中。以法治教育的角度而言，在具體的案例中解釋與適用抽

象的法律條文，一般人更容易具理解法律的文義；以案例事實來探討法律，也就

使一般人較容易與其生活相連結。 

（三）人權法治教育課程的發展趨勢 

我國的法治教育課程如前揭所述，由於昔日時空背景因素與教師法治素養之

闕如所造成的教育成效不張，招致今日許多批評、改革的聲浪湧現。蓋溯源至法

治教育的定義觀之，總結國內外學者的看法（陳朝陽，1997；林有土，2000；
Carroll D. Stevens，2002），其意涵應為「藉由學校的實際運作及課程教授，引進
民主法治的制度、精神以及概念，以充實學生之法律知識，培養學生之法治精神

與態度，從而讓學生能了解並實踐自身所負之公民責任的一種教育歷程」。從上

述定義可瞭解到，法治教育並非只是一種注重知識灌輸的教育，其教育目標除了

認知外，尚包括學生的情意及技能部分。因此，最佳的法治教育課程模式乃應使

學生能獲得知識上的增長、應有情意態度的具備以及實踐能力或技巧之加強，才

能收其之益。而人權教育與法治教育的著重點不同，但卻同以落實人權倫理價值

為目的。因此，Osler & Starkey（1996）提供了「人權課程三角形」模式，認為

人權課程亦應包含認知、情意與實踐三方面（引自馮朝霖，2004）。由此可見，

人權法治教育課程強調的是動態的學習歷程，已有別以往純粹接收訊息的靜態學

習歷程。 

既然人權法治教育不僅以認知為其教育目標，其尚著重於學生之情意與技能

之發展，歐洲理事會（1984：10）的人權教育研究文獻遂主張人權教育亦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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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關於民主與自由的真實體驗，以其能深刻體認並欣賞者些理念的重要性

（引自馮朝霖，2004）。再者，根據 Habermas（1992）的溝通行動理論，主張主

體的個體化與社會化過程，均係透過意義的溝通行動來完成。行為人內部的價值

重建，除無法由他人的單方強制形成，需於價值的溝通互動中，靠自己完成啟動

自我的重構過程。因此，在法治教育社會化的過程中，教師不能單方的講授，更

須注意學習者的自我完成（引自林佳範，2004）。而法治社會化的過程，本身也
是主體生活世界的理性化過程。Habermas（1987）認為主體的生活世界理性化過

程，是一種自我意識的去中心化過程，此一去中心化的過程，使主體漸從自我中

心的解釋世界的不足，從只要我喜歡有什麼不可以，到區辨不同的世界與相應的

正當性主張的問題。法治教育或許就要從學習者的生活互動中，訓練說理開始。

所謂「說理」，即是提出正當性主張，老師要藉由點岀學生說法的問題，促使學

生進行自我的重構（引自林佳範，2004）。因此，基於前述主張與理論，人權法

治教育乃應著重於真實體驗與溝通的互動，藉由真實體驗的經歷或衝擊，提出理

性的思辯作為溝通過程，以使學生能為自我的重構。 

參考美國的人權法治教育，其課程之發展模式就極為多元化。藉由課堂間多

種活動之設計，諸如角色扮演、模擬法庭、小組討論、案例教學、演說、錄影帶

欣賞、校外教學、模擬立法過程以及社區資源人士的現身說法等，即將抽象的法

律概念以生動活潑的方式教授予中小學生，使之於輕鬆互動的過程中習得相關的

知識、建立應有的情意態度，並提升技巧與能力。美國東部華盛頓特區喬治城大

學所發展出的 Street Law Program即是一成功的法治教育課程模式。其不但融合

了上述各種課程活動之設計，當地參與該計畫之公立中學更與法學院、律師師公

會、法治教育中心及最高法院攜手合作來實施法治教育，目前該計畫則已推廣至

國際間（http：//www.streetlaw.org/）。 

反觀我國，我國人權法治教育課程模式則尚在嗷嗷待哺中，雖已脫離昔日刻

板的講述背誦模式，然而上述各種課堂活動的設計運用卻仍不見其成熟以及規劃

性。惟其中所舉之案例式教學課程模式，則較可能為法治教育工作者所使用。此

乃因我國為改革昔日法治教育之弊病，政府及民間團體曾分別出版以相關案例為

內容的法治教育教材，如「危險遊戲」、「向日葵的啟示」、「第二生命何價」、「我

們都是一家人」、「變色的天使」、「小執法說故事」、「法律小尖兵」以及「看電影

學法律」等書籍，冀能將法律知識與學生的生活經驗有所連結，以達到有效率的

學習。只可惜，大部分的法治教育教材仍以「犯罪防治」為其目的，故忽略近代

法律保障之功能。 

所幸，近年來，我國學者開始重視以案例之陳述，將憲法保障制度與法律概

念介紹給一般大眾。例如李惠宗教授（2001），於其所著《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憲法生活的新思維》裡，在傳統的體系架構中，其以一則簡單的案例事實，置放

於每章之前，來加深讀者對憲法與一般人的關連性認知。在我國在大專層次的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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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教科書，則首推李念祖教授（2002、2003）的《憲法原理與基本人權概論—案

例憲法（一）》《人權保障的程序—案例憲法 II》，其參考美國的案例法之精神，

將大法官會議解釋文背後的案例還原為案例研究之主體，甚至將解釋文文號重新

以「原告名字 對 被告名字」方式呈現。在一般性的書籍上，民間司改會（2003）
選擇十則與人權保障有關之大法官會議解釋文，撰寫《大法官給個說法！人權關

懷與釋憲聲請》，以其背後的案例故事出發，而後解析其解釋文的法律與人權保

障之意涵。 

以案例的方式，來介紹大法官會議解文或憲法人權保障的意涵，逐漸被嘗試

著。然而，一個適當的法治教育案例課程模式則仍需配合我國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所訂定之能力指標，並同時兼顧學生之先備知識與教材、教學策略之運用，才能

有利於學生之吸收與轉化。目前我國已有以大法官解釋文為中心的課程模式研

究，係將上述問題與大法官會議解釋文作策略性整合以開發出一套課程模式，接

下來即有待課程模式之實施研究與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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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計畫之目的 

一、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 

本研究首要在調查高中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現況，試圖擬以大法官會議之釋

憲功能，作為憲法教學之媒介，並藉由解釋文中有關言論自由之案例，帶領高中

學生探索憲政制度的運作，及人權保障制度與其裁判衡量的原則運用，以作為不

同於傳統憲法教學之案例教學模式實驗。該課程模式乃是以我國民主憲政與人權

保障機制之認知理解為課程的核心目標，擇取人權議題中關於言論自由部分之相

關釋憲案例作為引起動機之案例闡釋，繼而藉由相關案例與學生進行爭點事實之

討論、分析及歸納，以從中習得言論自由（人權保障）之原理原則；憲政運作之

原則；更重要的是，理解憲法作為人民權利保障書的至高意義。 

故本研究計畫之目的，即欲擬以上年度所研發之大法官會議的憲法解釋案例

課程模式，將大法官帶進到教室中(Raskin：2002)，直接地與學生面對面，藉此
研究該課程模式對於提升學生人權意涵或人權保障之憲政原理與原則的認知，及

增強其於人權保障之價值情意層面與運作的技能層面之可行性。並基於該課程與

教材模式之評鑑結果，尋求課程模式應修正改良之面向，以期能建構岀一套適於

人權法治教育使用之課程實施模式。 

二、 待答問題 

為達到前揭之研究目的，提出以下待答問題： 

（一）不同背景之高中學生其言論自由態度是否有差異？ 
1. 不同性別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有無差異？ 
2. 不同年級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有無差異？ 
3. 不同升學類組的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有無差異？ 
4. 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有無差異？ 

（二）以大法官憲法解釋之案例教學模式是否可行？ 
（三）以大法官憲法解釋之案例教學模式是否增強中學生對我國憲政運作與人

權保障及其限制之認知？ 
（四）以大法官憲法解釋之案例教學模式是否增進中學生人權保障之意識？ 
（五）以大法官憲法解釋之案例教學模式是否提升中學生行使權利負擔義務之

技能？ 

本研究乃接續上年度以大法官解釋文為中心的課程與教材研發之研究，所為

的實際課程模式實施階段。故擬續由前次參與研究之研究生合作（背景為具有法

律學位之高中公民科教師），就上年度所研討之以大法官解釋文為中心之課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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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實際試用於高中班級。進而檢討該課程與教材之在試教上出現之問題，再改

進本套之課程。 

本研究將採以準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擬於台北地區四所高

級中學中實施。四所高中將各取二個教授公民或三民主義相關科目的高二班級

（共八個班級），於九十四學年度第一學期中為期二週四節課的課程實驗，以大

法官解釋文為案例教授言論自由之概念，分為四個單元，一個單元五十分鐘的課

程進行，並同時於各校以實驗組（施以該課程模式）與控制組（傳統授課模式）

為之。 

由此，本研究計畫將分為四個階段進行： 

第一階段 ─ 預試與問卷量表之編製 

本研究為了解該課程與教材設計是否可行，是否提升中學生對於憲政運作與

人權保障之認知、情意與技能，故擬依據上年度所研究之大法官憲法解釋與言論

自由概念內涵，發展測驗題目，於該四所高中各選取一個高二班級作為預試，繼

藉由構念分析檢測試題之鑑別力與信、效度，以作為編製前後測使用之問卷量

表。故本階段又可分為三個子階段進行，分別是：預試問卷量表之編製與實施、

預試問卷量表之信效度檢驗、前後測問正式問卷量表之編製。由此，本階段預計

以四個月完成。 

第二階段 ─ 課程實施與評鑑資料之蒐集 

第二階段屬於該課程設計模式之應用實施，同時並進行課程與教材相關之評

鑑資料蒐集。本研究擬於九十四學年度第一學期之高二公民或三民主義等相關課

程中，實施以大法官會議解釋文為案例教授言論自由議題之課程模式。期間，該

課程設計將分四個單元共二週四節課為教學實施，並於教學實施前二週與後二週

對高二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相關知識為複本測驗施測，以蒐集學生對於該課程

模式之實施所塑成的認知變化與比較資料。此外，亦將於課程實施期間蒐集協同

研究之授課教師的教學日誌或訪談紀錄，以及學生學習單或相關學習成果，作為

教師與學生對於該課程設計之態度與技能部分之評鑑資料。故本階段預計以二個

月完成。 

第三階段 ─ 課程與教材評鑑之資料分析 

第三階段屬於前階段蒐集之評鑑資料整合分析階段。基於前揭課程實施與評

鑑資料之蒐集，本研究乃採質、量並行之課程與教材評鑑方式。因此，本階段將

藉由四校所蒐集而來之質性、量化資料，進行此課程與教材實施效果之比較與分

析。關於量化資料部分，擬藉由描述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多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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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異數分析及共變數分析來檢視學生對於該課程實施模式之態度，該課程模式與

相關知識提升與否之關係，與四校間課程實施之比較。質性部分資料，則將採以

三角校正、交叉分析的方式來檢視教師對於該課程模式實施之態度與意向，該課

程模式教學實施之可行性，與學生對於相關知識之情意與技能部分提升與否之評

鑑。本階段預計以三個月完成。 

第四階段 ─ 以大法官會議解釋文為中心之課程模式評鑑結果的研究檢討 

第四階段屬於課程與教材實施之檢討階段。亦即藉由第三階段資料分析所得

之結果與發現，對於以大法官會議解釋文為中心之課程模式提出檢討，並偕同進

行課程教學研究實施之教師，為該課程模式提出未來可供修正之方向與建議。最

後，整理本研究之相關資料，彙整為研究報告。本階段預計以三個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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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節旨在說明本研究之設計與實施，茲分五個部加以說明：研究設計與架

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資料處理。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分別從量化資料與質性詮釋兩方面，調查台北縣市高中學生之言論自

由態度。並藉由教師教學回饋與教材內容焦點座談提出修正建議，作為教案修正

之參考。 

（一）第一部分研究：台北縣市中學生對言論自由之態度 

以前測問卷調查，比較不同性別、家庭社經水準等之台北縣市高中學生言

論自由態度之異同。 

（二）第二部分研究：言論自由教案實驗 

將學生分為實驗組、對照組，以教材之實施為實驗處理，比較前後測差異

是否顯著，作為衡量教材是否能達到教育目標之依據。同時調查中學生言

論自由態度之量化資料。 

（三）第三部分研究：言論自由教案內容檢討 

1.訪談施測學生，調查其對於言論自由之態度，藉以詮釋其行為背後的意

義，並補充量化資料之解釋。 

2.透過教師教學回饋、焦點座談之建議，發現教材內容之不足，作為教案

修正之參考。 

綜合量化資料與質性詮釋，得知台北縣市中學生言論自由態度，架構如圖

3-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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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架構細部分為三部份：首先，探討當前台北市公立高中學生對言論自

由的意涵、精神、表達方式與限制之看法，並比較不同性別、家庭社經水準之高

中學生言論自由態度之異同。基於前面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的結果，擬定研究基

本架構一如圖 3-1-2所示： 

自變項  依變項 

性別  意見表達的自由 

年級 尊重與容忍不同意見的精神 

升學類組 
 

民主政治的根本 

個人 
背景 
因素 

家庭社經地位  多元性的意見表達方式 

   

言

論

自

由

態

度 意見表達的限制 

圖 3-1-2 研究架構一 

教師回饋表

課程與教材 
之實驗教學 

質性詮釋 

中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與教案實驗研究 

修正教材

前 測 

後 測 

量化資料 

學生訪談 

圖 3-1-1 整體研究架構 

言論自由 
態度調查 

第一部分

第
二
部
分 

第
三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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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藉由以大法官會議解釋文為中心的課程教學，來探討其對學生言論自

由觀念改變之影響，擬定研究架構二如圖 3-1-3所示，其實驗處理包括四類變項： 

（一）自變項─本研究的處理要項為「課程與教材」，實驗組在一般公民課程學

習之外，再加上《把大法官帶進教室─以大法官會議解釋文為中心的課程

與教材》；控制組則維持一般公民課程學習，不另加其他課程。 
（二）依變項─言論自由態度量表上之得分。 
（三）共變項─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以班級為單位進行教學，對實驗組與控

制學生無法進行隨機分派，為減少兩組受試起始行為與特質之差異造成實

驗的誤差，採共變數分析，以學生實驗的言論自由態度量表之前測得分為

共變數，進行統計之考驗。設計模式如表 3-1-1所示，表中的 X代表實驗
處理，Y1代表實驗之前的前測，Y2代表實驗的後測。 

表 3-1-1 本研究之實驗設計模式 
組 別 前測 實驗處理 後測 
實驗組 Y1 X Y2 
控制組 Y1  Y2 

（四）控制變項─在實驗處理上，為避免若干因素對實驗結果之影響，必須對這

些因素加以控制；本研究之控制變項包括：實驗學校、教學年級、課程節

數、教材內容、評量工具、教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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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以教師教學回饋表，由參與施教之教師提供其教學現場經驗，據以修正

教材內容，並依據教案及問卷內容分析言論自由構念，形成訪談初稿。以半結構

式訪談方式，得出學生言論自由態度，輔以解釋問卷得分意義。擬定研究架構三

如圖 3-1-4所示。 

（一）教師教學回饋表分成三大項目： 

1.教案部分：針對教案各細部要項，以清晰、尚可、模糊三種指標，輔以修正
意見表達對教案之看法。 

2.教師教學部分：分就教師課程安排、課前教材準備等，記錄其教學準備工作

以供參考。 

3.學生學習部分：由教師觀察分別針對學生之先備知識、學習興趣、課程參與

程度、理解面向、可觀察的行為改變等要項紀錄學習歷程之變化。 

（二）學生訪談調查： 

課程與教材

（以大法官解

釋文為中心）

‧ 實驗組：外加《將

大法官帶進教室》

之課程教學 
‧ 控制組：一般教學

言論自由態度

量表之得分 

言論自由態度量表前測

實驗學校、教學年級、

教材內容、課程節數、

評量工具、教學者 

共變項

自變項 
依變項 

實驗處理

控制變項

圖 3-1-3 研究架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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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訪談初稿：根據問卷五大構念挑選代表性問題，由受訪學生表達個人意見，

著重於「言論自由」態度之形成背景瞭解與解析。另對實驗組受

訪者詢問其對實施之教材看法。 

2.訪談之進行：由訪談者親赴受訪者就讀學校利用課餘時間進行訪談，以半結

構式訪談方式進行。 

教師填寫回饋表 
教師焦點座談 

→ 修正教材內容 

   

    隨機訪談受測學生 → 輔以解釋量表得分 

圖 3-1-4 研究架構三 

二、研究對象 

基於研究目的、實驗課程與教學的內容，本研究以台北地區公立高中之在學

學生與教師為研究對象，依據研究架構區分為三階段： 

（一）第一階段：台北市公立高中學生言論自由態度之調查研究 
本階段系以九十四學年度在學之台北市公立高級中等學校的學生為研究對

象（含國立高中）。研究樣本之抽取，考量到任課教師之配合度、行政作業之可

行性，採用立意取樣，徵詢協助施測教師之意願後，選定班級實施問卷調查。施

測工作自二○○六年二月中旬發出問卷，至二○○六年四月底，共計回收問卷

436份，其中填答不完整者視為廢卷，總計回收之有效問卷 420份，實效有效回
收率為 96.33％。本研究之有效樣本個人基本資料分配情形如表 3-2-1。 

表 3-2-1 本研究有效樣本之份佈 
性 別

學校名稱 
男 女 合計 

市立大同高中（二年級） 40 34 74 
市立中崙高中（三年級） 61 69 130 
市立內湖高中（二年級） 26 29 55 
市立永春高中（一年級） 53 26 79 
國立師大附中（二年級） 34 48 82 
合 計 214 206 420 

根據台北市教育局九十四學年度高級中學學生數的統計報告，台北市國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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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立高中學生總數為 55744 人，其中男生有 28307 人，佔全體學生人數的 50.78

％；女生有 27437 人，佔全體學生人數的 49.22％（台北市政府教育局，2006）。

而在回收的有效樣本中，男生 214 人佔全體有效樣本 420 人的 50.95％，女生 206

人佔全體有效樣本的 49.05％。經統計適合度（Goodness of fit）考驗結果，如表

3-2-2 所示 P＞.05，未達統計顯著水準，本研究之性別比例結構，近似於台北市

公立學校全體學生之結構。 

表 3-2-2 學生性別樣本結構之適合度檢定 
組別 

人數 
男性 女生 合計 

觀察人數 214 206 420 
理論人數 213.28 206.72 420 

χ2＝.005 χ2
.95（1）＝3.841 P＞.05 

至於在各年級學生數方面，台北市教育局九十四學年度高級中學學生數的統

計報告，台北市國立與市立高中一至三年級學生總數為 55736 人，其中一年級有

18855 人，佔全體學生人數的 33.83％；二年級有 18507 人，佔全體學生總數的 33.20

％；三年級有 18314 人，佔全體人數的 32.97％（台北市政府教育局，2006）。而

在回收的有效樣本中，一年級 79 人佔全體有效樣本 420 人的 18.81％，二年級 211

人佔全體有效樣本的 50.24％，三年級 130 人佔全體有效樣本的 30.95％。經卡方

考驗結果，如表 3-2-3 所示 P＜.05，未達統計顯著水準，本研究之年級比例結構，

未近似於台北市公立學校全體學生之結構。故本研究年級因素之比較分析，僅能

作樣本之描述，不作母群之推估。 

表 3-2-3 學生年級樣本結構之適合度檢定 
組別 

人數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合計 

觀察人數 79 211 130 420 
理論人數 142 139 138 420 

χ2＝65.83 χ2
.95（2）＝5.991 P＜.05 

（二）第二階段：《把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實驗教學成效之探討 

本階段主要透過實驗組及控制組之課程與教材教學實驗，以台北地區公立中

等學校學生為研究對象，進行教學成效的分析。為達成本實驗教學研究的精確

性，實驗學校、教學年級、教材內容、課程節數、評量工具、教學者等因素應儘

量力求相同，以避免教學方式以外的其他個人因素干擾。 

基於以上考量，本研究採各校實驗教學成效個別分析，即由同一位教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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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實驗組與控制組班級之教學。各實驗學校兩組學生個人資料如表 3-2-4： 

表 3-2-4 參與實驗教學學校與學生分組概況 
實驗組 控制組 實驗組別

學校名稱 男 女 合計 男 女 合計 
台北縣立三民高中（二年級） 29 13 42 30 11 41 
台北市立大同高中（二年級） 23 17 40 17 16 33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三年級） 19 7 26 10 12 22 
國立台灣師大附中（二年級） 0 39 39 34 9 43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國中部（八年級） 15 13 28 23 14 37 

（三）第三階段：訪談 

本階段之受訪對象區分為二：首先，在教師部份，共有八位教師接受訪談，

一名任教國中社會科學領域（八年級），其餘七名分別任教公立高中公民、三民

主義。其次是學生部份，共四名學生接受訪談，其中男生一名，女生三名。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中學生言論自由態度調查問卷」、「教學回饋

表」，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中學生言論自由態度調查問卷之編製 

本研究旨在了解高中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概況，及性別、家庭社經背景等因

素對其影響，並進一歩探討在實施《把大法官帶進教室─以大法官會議解釋文為

中心的課程與教材》之教學成效，即了解國、高中學生言論自由態度改變的概況。

整個問卷涵蓋個人基本資料與言論自由態度量表兩個部份，茲將編製過程及主要

內容說明如下： 

第一部份：個人基本資料 

為了解學生之個人資料乃自編「基本資料調查」（參閱附錄二），用以蒐集學

生之性別、年級、組別、家長教育程度、家長職業等各項資料。其中家長教育程

度及家長職業是用以計算家庭社經地位。茲將各項資料內容說明如下： 

1. 性別：分為男、女兩類。其編碼為：1─男生；2─女生。 

2. 年級：分為高中一年級、二年級、三年級與國中四類。依序編碼為：1、2、

3、4。 

3. 組別：以高中升大學分組歸為三類，其編碼為：1─第一類組；2─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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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類組；3─尚未分組。 

4. 家庭社經地位：包含家長教育程度及家長職業兩項資料。 

（1） 父母教育程度，依我國現行學制，分為五等級。依序編碼為 1、2、3、4、

5。 

○1不識字 

○2 小學或識字 

○3 高中（職）、初（國）中、初職、補校 

○4 大學或專科學校 

○5 博士或碩士 

（2） 父母職業：依我國職業現況，區分為五個等級。依序編碼為 1、2、3、4、

5。 

第一類：工廠工人、學徒、小販、佃農、漁夫、清潔工、雜工、工友、

臨時工、建築物看管人員、門房、傭工、女傭、服務生、舞女、

酒女、家庭主婦或無職業等。 

第二類：技工、水電工、店員、小店老闆、零售員、推銷員、自耕農、

司機、裁縫師、廚師、美容師、理髮師、郵差、士官兵、打字

員、領班、監工等。 

第三類：技術員、技佐、委任級公務員、科員、行員、出納員、縣市議

員、鄉鎮市民代表、批發商、代理商、包商、尉級軍官、警察、

女警隊員、消防隊員、船員、秘書、代書、演員、服裝設計師、

小型企業負責人等。 

第四類：中小學校長、中小學教師、會計師、法官、推事、律師、工程

師、建築師、薦任級公務員、省議員、院轄市議員、公司行號

科長、經理、記者、襄理、協理、副理、校級軍官、警官、作

家、畫家、音樂家、中型企業負責人等。 

第五類：大專校長、大專教師、醫師、大法官、科學家、國大代表、特

任或簡任級公務員、立法委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董事長、

總經理、將級軍官等。 

為考量學生自尊及避免受試者對教育程度、職業之歧視，施測問卷之填答

選項並未依前述類別順序編排（參閱附錄二）。 

家庭社經地位指數的計算，仍依照父母親之中教育程度或職業等級較高者為

代表。計算時，參照 A. Hallingshead（1957）兩因素社會地位指數方法，將教育

程度及職業各分個等級，而後將教育程度乘以 4，職業指數乘以 7，兩者相加得

出家庭社經地位指數，最高 55 分，最低 11 分。再將區分為五個等級（如表 3-3-1），

研究者依研究之需要，將一、二級列為高社經地位，三級為中社經地位，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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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為低社經地位。 

表 3-3-1 家庭社經地位指數的計算方式 

教育 

等級 

教育 

指數 

職業 

等級 

職業 

指數 
社經地位指數 社經地位等級 

一 

二 

三 

四 

五 

5 

4 

3 

2 

1 

一 

二 

三 

四 

五 

5 

4 

3 

2 

1 

5×4＋5×7＝55 

4×4＋4×7＝44 

3×4＋3×7＝33 

2×4＋2×7＝22 

1×4＋1×7＝11 

一（52-55） 

二（41-51） 

三（30-40） 

四（19-29） 

五（11-18） 

第二部份：言論自由態度量表 

本量表之編製主要參考林佳範（2005）主持國科會《將大法官帶進教室─以

大法官會議解釋文為中心的課程與教材研究》報告及林佳範、趙翊伶、林栴君

（2005）所編撰《把大法官帶進教室》一書，依本研究需要，自行編製而成（參

閱附錄二）。其過程如下： 

1.擬定初稿 

首先透過文獻分析，研究者建構言論自由的五項意涵，其分別為：意見表達

的自由、尊重與容忍不同意見的精神、民主政治的根本、多元性的意見表達方式、

意見表達自由的限制。根據以上五項意涵，參考林佳範等（2005）編撰《把大法
官帶進教室》課程與教材的內容，然後考慮學生程度和時代性等因素，自行編製

「言論自由態度量表」初稿。初稿完成後，由研究者與擔任高中公民科教學的老

師、本系研究生評閱後，稍作修改，最後修訂成為 50題預試用之態度量表。 

2.預試與選題 

預試問卷編定後，於二○○五年十二月進行預試，以台北市市立永春高中

一、二、三年級學生 200 名為預試對象。預試所得資料分別就研究設計所擬定的

五項意涵，經 SPSS 12.0 電腦軟體處理，求得各題之決斷值（CR值）（參閱附錄

一）。依據國外學者Wolman（1973）之建議，凡決斷值低於 3.0 以下者應刪除（引

自黃景裕，1994：77）。而國內學者周文欽（1995：224）亦認為決斷值大於 3.0

的試題即可被接受。以此標準，研究者先行刪除 CR值低於 3.0 的試題後剩下 37

題，經由與現職教師、本系研究生討論後，選出 20 題編成正式量表。此外，在

CR 值低於 3.0 的試題中，有 5 題是具有文化背景爭議性的題目，研究者仍將編

入量表之中但不計分，旨在探討經由《把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與教材之實施後，

能否改變學生對於某些言論自由的看法。故全量表共有 25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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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式量表 

（1）量表形式與計分 

本量表在形式上採用「李克特氏」五點量表題型（Likert format），由受試者
就每一試題所陳述的內容，依自己的看法在「非常同意」、「同意」、「無意見」、「不

同意」、「非常不同意」五個選項中選填一個答案。在計分方面，若屬正向試題，

在「非常同意」、「同意」、「無意見」、「不同意」、「非常不同意」五個選項上的得

分依序為 5分、4分、3分、2分、1分；若為反向試題，在五個選項上的得分依

序為 1分、2分、3分、4分、5分。本問卷之第 1、6、7、10、14、17、19、20
題為正向題；第 2、3、4、5、8、9、11、12、13、15、16、18 題為反向題。本
量表以總分評量受試者之言論自由態度，得分越高，表示其言論自由態度越趨正

向、積極。 

（2）量表內容 

全量表總計 20題，最高分 100分，最低分 20分，分為五個分量表，茲將每

一分量表之意義簡述如下： 

量表一：意見表達的自由 

言論自由即是意見表達的自由。本構念乃係為呈現每個人皆有表達

意見，且其意見不被他人壓抑之自由。為全量表的第 3、8、12、16、

19 題。 

量表二：尊重與容忍不同意見的精神 

言論自由的核心精神，即在於尊重與容忍不同的意見。本構念乃係

為呈現對不同意見的容忍，進而給予尊重之概念。為全量表的第 4、

5、15、18 題。 

量表三：民主政治的根本 

言論自由之保障，是民主政治的根基。本構念乃係為呈現言論自由

能匯集民意，建立公共意識，讓政治民主化。為全量表的第 1、2

題。 

量表四：多元性的意見表達方式 

意見之表達可以多元的方式呈現之。本構念乃係為呈現人們可藉由

積極、消極（不表達意見）、象徵性／肢體方式而為意見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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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量表的第 7、11、14、17、20 題。 

量表五：意見表達自由之限制 

言論自由並非無限上綱。本構念乃係為呈現言論之實質內容受有最

高標準之保護，必要時則需與其他利益衡量；至於言論表達之形式

如時間、地點、方式則受有較低程度的保護限制。為全量表的第 6、

9、10、13 題。 

（3）信度 

本量表在定稿後，在台北市立永春高中進行預試，一、二、三年級共 200人，
求得 Cronbach α係數為 0.871。 

（4）效度 

本量表所涵蓋五項意涵（構念），乃是經由文獻分析及參考《把大法官帶進

教室》課程與教材，並請三位該領域學者、專家所確認，而根據此五項意涵所編

之問卷，經 CR值檢核後，正式定稿前復請法律學者、本系教師、本系研究生、

高中教師等評斷其問卷內容適切性，故本量表應具有內容效度。 

在學者、專家評估問卷內容適切性後，以線性結構關係（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LISREL）程式軟體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檢驗全量表之構念效度。所謂驗證性因素分析是指研究者在研究

之初，所提出某種特定結構關係的假設（例如某一個概念的測量問卷是由不同分

量表所組成），藉由數學程序來確認所蒐集的資料模式是否為研究者預期的形

式，具有理論檢驗與確認的功能（邱皓政，2006）。換言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是
讓研究者依據事先的理論所建立的構念或概念，來界定一組與構念相關連的指標

（黃芳銘，2004：185）。而本量表是依據 Singleton（1997）所著《Education for 
Freedom》一書及國內大法官會議與言論自由有關的解釋文內容、理由書與意見

書，所提出的假設性模式，量表中有「意見表達的自由」（f1）、「尊重與容忍不

同意見的精神」（f2）、「民主政治的根本」（f3）、「多元性的意見表達方式」（f4）、

「意見表達自由之限制」（f5）等五個潛在變項，每個變項之觀察變項分別為有 5、
4、2、5、4 題。以驗證性因素分析來探究該假設性模式是否與各分量表是否適

配。故採用 LISREL 8.50版來進行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first-orde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估計測量模式的參數與適合度，分析結果如圖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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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模型適配評鑑方法眾多，
本量表之適合度評估策略係根據邱皓政（2006：5.9）觀點，除目前較常見的卡

方值（χ2）與卡方顯著性、卡方自由度比（χ2/df）兩種傳統方式之外，還採用

比較適配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CFI）與概似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兩項指標。其中χ2值達到顯著差異，代表研究

所提出構念的理論模式與所蒐集的資料模式是不適配的。但根據國內外學者（邱

皓政，2006：5.9；黃芳銘，2003：173；Jöreskog & Sörbom， 1993： 122；Kline， 
1998： 128）的看法，χ2分配與樣本數有關，樣本數越大，所累積的χ2值也就

越大，大樣本雖然提高了觀察資料的穩定性，卻也造成χ2 值擴大的效果，導致

理論模式遭受拒絕，是一種差性適配（badness-of-fit measure）。因此，在 SEM的
分析當中，可以計算出卡方自由度比（χ2/df）來進行模式適配的比較（邱皓政，

2006；Kline， 1998）。Carmines & McIver（1981）認為χ2/df小於 2時，表示模
式具有理想的契合度（引自 邱皓政，2006：5.8）；而 Kline（1998：130-131）則

圖 3-3-1 言論自由態度量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路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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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χ2/df在大樣本分析時大於 3，小樣本分析時要小於 2.5，才是理想適配。 

至於在 RMSEA指標方面，根據國外學者（Steiger， 1989; Browne & Mels， 
1990; MacCallum， Browne & Sugawara， 1996; Browne & Cudeck， 1993）的
看法：當 RMSEA等於或小於 0.05時，視為是良好適配（good fit），0.05到 0.08
則算是不錯的適配（fair fit），0.08至 0.10之間為普通適配（medioce fit），大於
0.10表示模式不理想（引自 黃芳銘，2004：115）。最後就 CFI指標而言，其值
介於 0 與 1 之間，CFI 越接近 1 表示模式越適配，一般以 0.9 為模式適配門檻
（Kline， 1998：131）。 

經驗證性因素分析言論自由態度量表的整體適合度（overall fit）結果：χ2

值為 317.59，P值為 0.00，χ2/df為 1.98，RMSEA值為 0.070，CFI值 0.84。根
據以上說法，本量表的理論模式適合度尚佳，五個言論自由的意涵具有構念效度。 

（二）訪談設計 

為理解教案的限制，利用焦點座談和個別的訪談方式，讓實際施行教案之教

師與受教之學生，反映其對於本教案之實施經驗，並可針對量化結果的疑義，利

用訪談之方式掌握教案實驗之限制，相關之實施方式設計如下： 

1.教師教學回饋表依據教案結構、教師教學準備自我省思及學生學習行為之觀

察等三大面向，請教師教師提供意見，俾作為教案修正之參考（詳附錄三）。

分成三大項目： 

（1）教案部分：針對教案各細部要項，以清晰、尚可、模糊三種指標，輔以
修正意見表達對教案之看法。 

（2）教師教學部分：分就教師課程安排、課前教材準備等，記錄其教學準備

工作以供其他教師參考。 

（3）學生學習部分：由教師觀察分別針對學生之先備知識、學習興趣、課程

參與程度、理解面向、可觀察的行為改變等要項紀錄學習歷

程之變化。 

2.教師焦點座談： 

（1）教師未填寫教師教學回饋表者，或於回饋表以外對教案有補充意見之教

師，藉由焦點座談對於教案提出進一步之教學經驗以供修正之參考。 

（2）座談進行過程，以教案順序分就教案各部分提出建議，並對在課堂施教

過程中學生學習之問題探討、教案該如何設計才能與教學現場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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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本身於教學過程中的自我發現、教學心得分享，知能有否不足、建

議解決方案..等進行討論。 

3.學生訪談調查： 

學生填答問卷僅能以五分量表法表示其言論自由態度，其作答理由以及家

庭、社會環境影響如何，皆無法更進一步知悉其原因。是以為能更進一步瞭

解學生「言論自由」態度，故設計半結構訪談。 

（1）學生訪談稿：依據測試問卷之五大構念設計，意見表達的自由、尊重與

容忍不同意見的精神、民主政治的根本、多元性的意見表達方式、意見

表達的限制，分別藉由時事或校園情境（參閱附錄五）。由受訪學生表

達個人意見，著重於「言論自由」態度之形成背景瞭解與解析。另對實

驗組受訪者詢問其對實施之教材看法。 

（2）訪談之進行：由訪談者親赴受訪者就讀學校利用課餘時間進行訪談，訪

談過程以半結構式訪談方式進行，利用時事與校園事件為例。利用錄音

機記錄訪談內容，事後謄錄逐字稿分析學生言論自由態度。 

四、實施程序 

本研究分成「言論自由態度問卷調查」及《把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與教材

之實驗教學兩個部份，實施程序分述如後： 

（一）台北市公立高中學生言論自由態度問卷調查部份 

1.綜覽相關文獻 

經各方面廣泛的蒐集資料後，隨即進行綜覽資料，予以整理分析，陳述於第

二章之文獻分析，同時以此為基礎擬定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並發展本研究所使用

之測量工具。 

2.問卷施測 

本研究於正式問卷編製完成和確定施測樣本後，研究者即與各校聯絡，安排

各校施測時間，展開施測工作。由於時間與人力之限制，無法由研究者親自進行

施測，乃委託各校負責教師代為進行施測工作。施測方式以班級為單位，採團體

填答方式進行。首先，由主試者向受試者說明研究目的、填答說明、注意事項，

再由學生開始填答。學生填答問卷所需時間約為十五分鐘，而施測過程以一節課

上課前（後）十五分鐘時間進行。施測日期自二○○六年 2 月 19 日起至同年 3
月 31日歷時約七週。問卷回收後，隨進行資料登錄及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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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與教材之實驗教學 

1.擬定教學實驗計畫：首先是問卷預試與問卷量表之編製、課程實施與評鑑資

料之蒐集、課程與教材評鑑之資料分析、以大法官會議解釋文為中心之課程

模式評鑑結果的研究檢討等步驟。 

2.選取實驗對象─徵詢台北地區公立高中教師之意願，參與課程實驗教學，以

每位實驗教師所任教的二個班級學生為實驗對象，一班為實驗組，另一班為

控制組，進行實驗教學。(詳見附錄三-1 ) 

3.實驗教學教師工作坊講習，於教師施教前舉辦教材研習。研習內容側重大法
官釋憲制度之認識，及相關「言論自由」歷號解釋文之闡釋，俾提升教師之

專業知能。(參考附錄四-1) 

4.實施實驗前測─實驗計對兩組學生做必要的前測，以利比較。 

5.實施教學實驗─教學實驗期間以四個月為原則，由教師自定三小時，利用公

民課時間實施。實驗組在實施一般公民科教學之外，外加上《把大法官帶進

教室》課程與教材中〈自由『表現』在校園〉及〈言論自由走進校園〉兩個

教案，控制組則只是實施一般公民科教學。 

6.進行實驗後測─為考驗教學效果，教學實驗結束後實施後測，以利資料的分

析與比較。 

7.資料處理─將測量所得資料整理，依研究目的與假設，進行統計分析。 

8. 教學實驗後，由教師填寫教學回饋表（或接受訪談，時間：95/7/3），針對
教材內容逐項提供教學現場之經驗，並以之為修正教材之參考依據。 

9.隨機選取學生接受訪談，針對問卷五大構念，以學校及家庭生活經驗為本，

據以說明言論自由在生活面向上的實際應用，透過半結構式訪談錄音整理學

生言論自由態度。 

五、資料處理 

本研究共獲得二類型資料；一是「言論自由態度問卷」的量化資料；另一類

為參與實驗教學教師的訪談質性資料。茲將這二類資料的處理方式敘述如下： 

（一）量化分析 

本研究量化的資料係藉由 SPSS 12.0套裝軟體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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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數分配、百分比、平均數、標準差─用以分析受試者之言論自由態度

量表上各項測驗結果。 
2. 單因多變項變異數分析（one way MNOVA）─考驗受試者之言論自由態

度是否因性別、年級、就讀類組及家庭社經地位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若Λ值（Wilks’ Lambda）達顯著水準，則進一步以雪費法（Scheffe method）
或 Dunnett’s C法進行事後考驗。 

3. 重覆樣本前後測配對之ｔ考驗─分別檢定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言論自

由態度量表前後測分數之間的差異性。 
4. 組內迴歸斜率同質性考驗（ 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用以確定共變分析的正確性。 
5. 單因子共變數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Covariance）─考驗實驗組與控
制組學生的言論自由態度量表的後測分數是否有顯著差異。 

（二）質性詮釋 

1.藉由教師教學回饋表、焦點訪談等資料，將其意見匯整為表格並分為整體

性意見與教材修改之具體意見兩部份，最後將以表格方式回應相關之意

見。 

2.學生半結構訪談內容，以錄音方式記錄。事後謄錄逐字稿，以利分析。結

論提供學生填寫問卷以外的方式，表現其言論之態度，並輔以解釋問卷數

據，詮釋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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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論 

本節根據前述研究方法，將實徵問卷調查、實驗教學及質性訪談加以整理、

進行分析，以解答本研究所提出之各項問題。所有資料分析結果與討論分別在以

下幾個部份予以說明：第一部份為台北市公立高中生言論自由態度之比較分析；

第二部份為《把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與教材實驗教學成效之比較分析；第三部

份為教師、學生之訪談調查，據以為補充解釋分析結果之不足以及修正教案之參

考。 

一、台北市公立高中學生言論自由態度之比較分析 

（一）台北市公立高中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 

由表 4-1-1得知，在受試的 420名學生中，言論自由態度之總平分數為 84.59，

標準差為 8.90，平均每題之得分為 4.23，而各個分量表之每題平均得分皆在 4.00

以上。結果顯示：本研究對象之言論自由態度是偏向正向、積極的，對於言論自

由的五個重要意涵，亦是持同樣的看法。 

實驗結果或可歸因於學校教師的公民教育成功，課堂中已將言論自由觀念教

授與學生。就整體社會而言，或可顯示民主已紮根於人民心中，普遍接收言論自

由觀念，所以校園內學生對於言論自由態度普遍呈現正向與積極的態度。 

表4-1-1 本研究高中學生言論自由態度之平均數、標準差 

統計數
 
分量表名稱 

樣 
本 
數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每題
平均
得分

言論自由態度量表 420 84.59 8.90 52 100 4.23 

意見表達的自由 420 21.58 2.79 8 25 4.32 

尊重與容忍不同意見的精神 420 17.10 2.40 4 20 4.28 

民主政治的根本 420 8.40 1.26 5 10 4.20 

多元性的意見表達方式 420 20.17 2.79 11 25 4.03 

意見表達的限制 420 17.34 2.10 10 20 4.34 

此外，從表 4-1-2中可了解受試者在各題項的反應情形及各題之平均數、標

準差。大多數題項之平均數，皆超過 3.00，甚至在 4.00 以上，表示學生之反應
多屬正向。惟就多元性的意見表達方式構念下，題號 7「戴口罩表示抗議」、題

號 14「在頭髮上剃上『COOL』表示自己很酷」、題號 20「學生以集體穿紅鞋的
方式來抗議學校的服儀政策」（題目詳見附錄二）表示無意見之人數偏高，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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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老師對於「多元意見表達方式」應再多予以介紹，使學生能更進一步認識言論

自由保護。題號 2「限制人民發表政治意見，可減少政治紛擾的現象」得分偏低，

則顯示校園內學生認同「限制可以減少政治紛爭」的作法，表示民主信念或有不

足仍待繼續充實。 

表 4-1-2 本研究高中學生言論自由態度量表填答情形與測驗結果 
選       項 

非常 
 
同意 

同 
 
意 

無 
意 
見 

不 
同 
意 

非常 
不同 
意 

分 
量 
表 
名 
稱 

題 
 
 
 
號 N N N N N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3 281 123 12 3 1 4.62 0.60
8 4 12 31 184 189 4.29 0.80
12 7 17 57 168 171 4.14 0.91
16 13 14 20 147 226 4.33 0.94

意見表

達的自

由 

19 160 195 55 7 3 4.20 0.78
4 4 22 47 145 202 4.24 0.91
5 7 5 33 192 183 4.28 0.80
15 4 5 27 131 253 4.49 0.75

尊重與

容忍不

同意見

的精神 18 10 16 58 175 161 4.10 0.94
1 281 123 12 3 1 4.62 0.60主 政 治

的根本 2 10 48 66 194 102 3.79 1.01
7 98 178 119 21 4 3.82 0.88
11 8 9 54 141 208 4.27 0.90
14 98 163 125 19 15 3.74 0.98
17 258 121 20 16 5 4.45 0.85

多元性

的意見

表達方

式 

20 110 184 99 22 5 3.89 0.90
6 219 166 27 5 3 4.41 0.73
9 8 9 44 152 207 4.29 0.88
10 190 163 45 14 8 4.22 0.90

意見表

達的限

制 

13 11 14 25 110 260 4.14 0.94

（二）不同個人背景高中學生言論自由態度之比較 

1.不同性別學生言論自由態度的比較分析 

本研究所選取的台北市公立高中學生的樣本中，男生 214人，女生 206人，
男女兩組的言論自由態度比較如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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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 不同性別學生在各項意涵上的平均數、標準差 

量表 
名稱 
 
性別 

意 見 表
達 的 自
由 
M 

（SD） 

尊重與容忍
不同意見的
精 神

M 
（SD） 

民 主 政
治 的 根
本 
M 

（SD） 

多元性的
意見表達
方 式
M 

（SD） 

意見表達
的 限 制 
M 

（SD） 

言論自由
全 量 表
M 

（SD） 

21.37 16.82 8.27 20.06 17.17 83.68 男 

N=21

4 
（3.12） （2.62） （1.37） （2.92） （2.22） （9.64）

21.80 17.40 8.55 20.28 17.51 85.53 女 

N=20

6 
（2.40） （2.12） （1.12） （2.64） （1.94） （7.98）

21.58 17.10 8.40 20.17 17.34 84.59 全體 

N=42

0 
（2.79） （2.40） （1.26） （2.79） （2.09） （8.90）

從表 4-1-3與表 4-1-4得知，男生組的言論自由態度全量表平均數為 83.68，
女生組為 85.53，經由單因子多變項變異數分析，Λ值為 0.978，未達統計顯著水

準；即男女學生的言論自由態度並無顯著差異。 

表 4-1-4 不同性別學生言論自由態度之多變項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分量表（F） 變異

來源 
df SSCP Λ

一 二 三 四 五

組間 1 

⎥
⎥
⎥
⎥
⎥
⎥

⎦

⎤

⎢
⎢
⎢
⎢
⎢
⎢

⎣

⎡

12.2407.74010.11420.80015.303
7.7404.8956.39613.1539.678

10.1146.3968.35817.18812.646
20.80013.15317.18835.34626.006
15.3039.67812.64626.00619.134

 .978

2.46  

6.21* 

 

 

5.32* 

 

 

 

0.63 

 

 

 

 

2.81

組內 418 

⎥
⎥
⎥
⎥
⎥
⎥

⎦

⎤

⎢
⎢
⎢
⎢
⎢
⎢

⎣

⎡

425.1821760.1169814.416765.1145118.1490
760.1169438.3249270.614680.1219822.1867
814.416270.614832.656407.451997.691
765.1145680.1219407.451252.2381116.1670
118.1490822.1867997.691116.1670273.3253

 
 

     

全體 419 

⎥
⎥
⎥
⎥
⎥
⎥

⎦

⎤

⎢
⎢
⎢
⎢
⎢
⎢

⎣

⎡

664.1833500.1177929.426564.1166421.1505
500.1177333.3254667.620833.1232500.1877
929.426667.620190.665595.468643.704
564.1166833.1232595.468598.2416121.1696
421.1505500.1877643.704121.1696407.3272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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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不同年級學生言論自由態度異同之比較 

由於本研究採立意取樣，依照參與研究之高中教師的意願，並以其所任教班

級學生為施測對象，故各年級學生數有極大差異，一年級學生為 79 人，二年級

學生為 211人，三年級學生數為 130人，此為本研究限制之所在。而各年級學生

之言論自由態度比較如表 4-1-5所列： 

表4-1-5 不同年級學生在各項意涵上的平均數、標準差 

量表 
名稱 
 
 
年級 

意 見 表
達 的 自
由 
M 

（SD）

尊重與容忍
不同意見的
精 神

M 
（SD） 

民 主 政
治 的 根
本 
M 

（SD） 

多元性的
意見表達
方 式
M 

（SD） 

意見表達
的 限 制 
M 

（SD） 

言論自由
全 量 表
M 

（SD） 

22.01 17.35 8.54 19.99 17.53 85.43 一 

N=79 （2.69） （2.51） （1.15） （2.35） （1.92） （7.40）

21.11 16.70 8.29 19.82 17.04 82.96 二 

N=211 （2.98） （2.41） （1.29） （2.85） （2.14） （9.45）

22.07 17.61 8.51 20.83 17.70 86.72 三 

N=130 （2.41） （2.22） （1.26） （2.84） （2.05） （8.33）

21.58 17.10 8.40 20.17 17.34 84.59 全體 

N=420 （2.79） （2.40） （1.26） （2.79） （2.09） （8.90）

由表 4-1-5 與表 4-1-6 得知，一年級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全量表平均數為

85.43，二年級為 82.96，三年級為 86.72，經由單因子多變項變異數分析結果：

Λ值為 0.947（P＜.05），達到統計顯著差異水準；即不同年級學生之言論自由態

度有顯著差異。而此項差異，主要係由「意見表達的自由」、「尊重與容忍不同意

見的精神」、「多元性的意見表達方式」、「意見表達自由之限制」等四個變項方面

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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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不同年級學生言論自由態度之多變項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分量表（F） 變異 

來源 
df SSCP Λ

一 二 三 四 五

組間 2 

⎥
⎥
⎥
⎥
⎥
⎥

⎦

⎤

⎢
⎢
⎢
⎢
⎢
⎢

⎣

⎡

997.38166.50302.14324.53163.59
166.50557.84256.15332.69756.69
302.14256.15738.5441.19695.22
324.53332.69441.19942.72665.80
163.59756.69695.22665.80773.91

 
.947*

6.02** 

6.49** 

1.81 

5.62** 

4.53*

組內 417 

⎥
⎥
⎥
⎥
⎥
⎥

⎦

⎤

⎢
⎢
⎢
⎢
⎢
⎢

⎣

⎡

668.1749334.1127626.412240.1113258.1446
334.1127776.3169410.605501.1163744.1807
626.412410.605452.659154.449948.681
240.1113501.1163154.449656.2343456.1615
258.1446744.1807948.681456.1615634.3180

 
 

     

全體 419 

⎥
⎥
⎥
⎥
⎥
⎥

⎦

⎤

⎢
⎢
⎢
⎢
⎢
⎢

⎣

⎡

664.1833500.1177929.426564.1166421.1505
500.1177333.3254667.620833.1232500.1877
929.426667.620190.665595.468643.704
564.1166833.1232595.468598.2416121.1696
421.1505500.1877643.704121.1696407.3272

 

     

*P＜.05 **P＜.01 

因此，針對上述四個變項進行各年級間的 Dunnett’s C多重比較，比較分析
結果如下如表 4-1-7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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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 不同年級學生言論自由意涵之Dunnett’s C多重比較 
統計量 

分量表名稱 
就 讀 年 級

平均 

數差 
標準誤 

一年級 二年級 0.90* 0.37 

一年級 三年級 -0.06 0.37 

意見表達的自由 

二年級 三年級 -0.96** 0.29 

一年級 二年級 0.66 0.33 

一年級 三年級 -0.25 0.34 

尊重與容忍不同

意見的精神 

二年級 三年級 -0.91** 0.26 

一年級 二年級 0.26 0.16 

一年級 三年級 0.04 0.17 

民主政治的根本 

二年級 三年級 -0.22 0.14 

一年級 二年級 0.16 0.36 

一年級 三年級 -0.84 0.39 

多元性的意見表

達方式 

二年級 三年級 -1.01** 0.31 

一年級 二年級 0.16 0.33 

一年級 三年級 -0.84 0.37 

意見表達之限制 

二年級 三年級 -1.01** 0.32 

*P＜.05 **P＜.01 

進一步分析不同年級學生在各項言論自由意涵上的差異，其敘述如下： 

（1） 在「意見表達的自由」的態度方面，如表 4-1-5 和表 4-1-6 所示：一年級

學生的平均數為 22.01，二年級學生為 21.11，三年級學生為 22.07，經單
變項變異數分析結果，F 值為 6.02，達到.01 的非常顯著差異水準；再進

一步以 Dunnett’s C多重比較，如表 4-1-7所示：一年級、三年級學生在「意

見表達的自由」態度之反應分別較二年級學生更為正向。 
（2） 在「尊重與容忍不同意見的精神」的態度方面，如表 4-1-5 和表 4-1-6 所

示：一年級學生的平均數為 17.35，二年級學生為 16.70，三年級學生為

17.61，經單變項變異數分析結果，F值為 6.49（P＜.01），達統計非常顯著

差異水準；接著以 Dunnett’s C多重比較，如表 4-1-7所示：三年級學生在

「尊重與容忍不同意見的精神」態度之反應較二年級學生為積極。 
（3） 在「多元性的意見表達方式」的態度方面，如表 4-1-5 和表 4-1-6 所示：

一年級學生的平均數為 19.99，二年級學生為 19.82，三年級學生為 20.83，
經單變項變異數分析結果，F 值為 5.62，達到.01 的非常顯著差異水準；

以 Dunnett’s C多重比較，如表 4-1-7所示：三年級學生在「多元性意見表

達方式」態度的反應上，高於二年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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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意見表達自由之限制」的態度方面，如表 4-15和表 4-1-6所示：一年

級學生的平均數為 17.35，二年級學生為 16.70，三年級學生為 17.61，經
單變項變異數分析結果，F值為4.53，達到.05的顯著差異水準；以Dunnett’s 
C多重比較結果，如表 4-1-7所示：三年級學生在「意見表達自由之限制」

態度之反應較二年級學生為積極。 

3.不同類組學生言論自由態度異同之比較 

本研究所選取的台北市公立高中學生的樣本中，第一類組（文、法、商）的

學生 188人，第二、三類組（理、工、醫）學生 153人，未分組學生 79人，三
組的言論自由態度比較如表 4-1-8： 

表4-1-8 不同類組學生在各項意涵上的平均數、標準差 

量表 
名稱 

 
類組 

意 見 表
達 的 自
由 
M 

（SD） 

尊重與容
忍不同意
見的精神 
M 

（SD） 

民 主 政
治 的 根
本 
M 

（SD） 

多元性的
意見表達
方式 
M 

（SD） 

意見表達
的 限 制 
M 

（SD） 

言論自由
全 量 表
M 

（SD） 

21.38 17.11 8.32 20.26 17.17 84.24 文法商 

N=188 （3.05） （2.49） （1.34） （2.92） （2.17） （9.80）

21.59 16.97 8.44 20.14 17.44 84.58 理工醫 

N=153 （2.50） （2.23） （1.21） （2.84） （2.07） （8.46）

22.01 17.35 8.54 19.99 17.53 85.43 未分組 

N=79 （2.69） （2.51） （1.15） （2.35） （1.92） （7.40）

21.58 17.10 8.40 20.17 17.34 84.59 全體 

N=420 （2.79） （2.40） （1.26） （2.79） （2.09） （8.90）

由表 4-1-8得知，升學選讀文法、商、組的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全量平均數

為 84.24，選讀理、工、醫組的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全量平均數為 84.58，未分組
之學生的言論自由態度全量平均數為 85.43。經由單因子多變項變異數分析結

果，如表 4-1-9 所示：Λ 值為 0.971，未達統計上顯著差異水準，即不同類組學

生和未分組學生對言論自由態度的反應並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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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不同類組學生言論自由態度之多變項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分量表（F） 變異

來源 
df SSCP Λ

一 二 三 四 五

組間 2 

⎥
⎥
⎥
⎥
⎥
⎥

⎦

⎤

⎢
⎢
⎢
⎢
⎢
⎢

⎣

⎡

−
−−−−

−
−
−

780.9057.6342.5665.1058.13
057.6281.4605.3027.3662.9

342.5605.3084.3029.2016.8
665.1027.3029.2813.7162.8
058.13662.9016.8162.8118.22

 
0.971

1.42  

0.68 

 

 

0.97 

 

 

 

0.28 

 

 

 

 

1.12

組內 417 

⎥
⎥
⎥
⎥
⎥
⎥

⎦

⎤

⎢
⎢
⎢
⎢
⎢
⎢

⎣

⎡

884.1823557.1183587.421899.1164363.1492
557.1183053.3250272.624861.1235162.1887
587.421272.624106.662566.466627.696
899.1164861.1235566.466785.2408960.1687
363.1492162.1887627.696960.1687289.3250

 
 

     

全體 419 

⎥
⎥
⎥
⎥
⎥
⎥

⎦

⎤

⎢
⎢
⎢
⎢
⎢
⎢

⎣

⎡

664.1833500.1177929.426564.1166421.1505
500.1177333.3254667.620833.1232500.1877
929.426667.620190.665595.468643.704
564.1166833.1232595.468598.2416121.1696
421.1505500.1877643.704121.1696407.3272

 

     

*P＜.05 

4. 不同社經地位學生言論自由態度異同之比較 

本研究所選取的台北市公立高中學生的樣本中，高社經組學生 215人，中社
經組學生 132人，低社經組學生 73人，三組的言論自由態度比較如表 4-1-10： 

表4-1-10 不同社經地位學生在各項意涵上的平均數、標準差 

量表 
名稱 
 
社經 
地位 

意 見 表
達 的 自
由 
M 

（SD）

尊重與容忍
不同意見的
精 神

M 
（SD） 

民 主 政
治 的 根
本 
M 

（SD） 

多元性的
意見表達
方 式
M 

（SD） 

意見表達
的 限 制 
M 

（SD） 

言論自由
全 量 表
M 

（SD） 

21.37 17.14 8.40 20.18 17.21 84.30 高 

N=215 （2.91） （2.55） （1.27） （2.84） （2.17） （9.54）

21.60 16.93 8.37 19.87 17.33 84.09 中 

N=132 （2.93） （2.38） （1.30） （2.70） （2.01） （8.58）

22.16 17.29 8.49 20.66 17.71 86.31 低 

N=73 （2.04） （1.97） （1.17） （2.74） （1.98） （7.28）

21.58 17.10 8.40 20.17 17.34 84.59 全體 

N=420 （2.79） （2.40） （1.26） （2.79） （2.09） （8.90）

由表 4-1-10得知，高社經組的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全量平均數為 84.30，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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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經組的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全量平均數為 84.09，低社經組之學生的言論自

由態度全量平均數為 86.31。經由單因子多變項變異數分析結果，如表 4-1-11所
示：Λ值為 0.973，未達統計上顯著差異水準，即不同社經地位的學生的言論自

由態度並無顯著差異。 

表 4-1-11 不同社經地位學生言論自由態度之多變項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分量表（F） 變異

來源 
df SSCP Λ

一 二 三 四 五

組間 2 

⎥
⎥
⎥
⎥
⎥
⎥

⎦

⎤

⎢
⎢
⎢
⎢
⎢
⎢

⎣

⎡

791.13188.13572.2012.4714.21
188.13159.29756.4424.13857.19
572.2756.4798.0079.2924.3
012.4424.13079.2722.6790.5
714.21857.19924.3790.5238.34

 0.973

2.21  

0.58 

 

 

0.25 

 

 

 

1.89 

 

 

 

 

1.58

組內 417 

⎥
⎥
⎥
⎥
⎥
⎥

⎦

⎤

⎢
⎢
⎢
⎢
⎢
⎢

⎣

⎡

874.1819312.1164356.424553.1162708.1483
312.1164175.3225911.615409.1219643.1857
356.424911.615392.664517.466719.700
553.1162409.1219517.466876.2409331.1690
708.1483643.1857719.700331.1690169.3238

 

     

全體 419 

⎥
⎥
⎥
⎥
⎥
⎥

⎦

⎤

⎢
⎢
⎢
⎢
⎢
⎢

⎣

⎡

664.1833500.1177929.426564.1166421.1505
500.1177333.3254667.620833.1232500.1877
929.426667.620190.665595.468643.704
564.1166833.1232595.468598.2416121.1696
421.1505500.1877643.704121.1696407.3272

 

     

*P＜.05 

二、《把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與教材實驗教學成效之比較分析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在於探討言論自由的教學方案對於學生言論自由態度的

影響。根據研究設計，實驗組除了一般公民或社會科的教學之外，再外加言論自

由課程與教材─《把大法官帶進教室》─的教學，而控制組則維持一般公民課程

教學的上課方式。經由教學實驗處理後，接著比較分析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學生在

言論自由態上，是否有明顯差異？並探討與傳統文化或校園文化互相衝突的言論

自由觀念，受試者是否會隨著該課程的實施而改變？因此，本小節擬從上述兩個

部份來作分析探討。 

（一）台北地區公立中等學校學生言論自由態度之比較分析 

1.學生言論自由態度之前後測比較 

為了解實驗組及控制組學生在言論自由態度量表之表現，經統計結果，獲得

各校兩組受試者的平均數與標準差如表 4-2-1所示。根據實驗組和控制組在言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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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量表的得分情形，分別考驗各校兩組學生前後測分數的差異，以探討兩組學

生在實驗處理前後，言論自由態度改變的情形；接著以共變數分析檢定實驗組和

控制組在言論自由態度的得分是否有顯著差異，以進一步確定《把大法官帶進教

室》課程與教材之教學實驗效果。 

表 4-2-1 各校兩組學生「言論自由態度量表」前後測得分統計表 
言論自由態度量表 

學 校 名 稱 組 別
前測 

M 
（SD） 

後測 
M 

（SD） 

 
調 節 
平均數 

84.29 83.45 83.26 實驗組 
N＝42 （7.92） （10.62）  

83.61 83.22 83.42 
台北縣立三民高中 

控制組 
N＝41 （5.23） （5.75）  

85.68 86.56 86.26 實驗組 
N＝40 （7.64） （9.08）  

84.76 84.67 85.04 
台北市立大同高中 

控制組 
N＝33 （7.64） （7.77）  

86.19 87.58 87.91 實驗組 
N＝26 （7.70） （7.40）  

87.17 83.31 82.91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控制組 
N＝22 （8.88） （12.90）  

77.21 75.14 75.22 實驗組 
N＝28 （10.44） （10.62）  

77.57 78.25 78.17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國中部 控制組 
N＝37 （10.94） （10.10）  

85.21 88.03 87.72 實驗組 
N＝39 （8.11） （6.76）  

83.35 83.84 83.90 
國立台灣師灣大學

附屬高中 控制組 
N＝43 （8.40） （6.44）  

首先就實驗組而言，由表 4-2-1可知：除了三民高中、中崙高中國中部後測

平均數較前測平均數為低外（前後測依序為 0.83、2.07），其他三校的後測平均
數皆較前測平均數高，大同高中前測平均數為 85.68，後測為 86.56，前後測相差
0.88；中崙高中前測為 86.19，後測為 87.58，前後測差 1.39；台灣師大附中前測
為 85.21，後測為 88.03，前後測差為 2.82。從表 4-2-1中各校各組的前測每題得
分平均數來看（即前測之平均數除以量表總題數），除了中崙高中國中部兩組每

題平均數分別在 3.86、3.89之外，其他各校每題平均數皆在 4.0以上。顯見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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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之前，學生的言論自由態度皆趨於正向、積極。顯見近幾年來，台灣社會的

政治、教育民主化與多元化，的確有助於提昇學生的言論自由看法。 

為檢視前後測比較結果，是否反應出學生在各測驗分數的差異，以探討接受

《把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的教學方案，是否有助於實驗組學生對言論自由看法

朝向正向、積極。故採用重複樣本前後測配對之ｔ考驗作統計檢定。茲將檢驗結

果列於表 4-2-2。 

表 4-2-2 各校兩組學生「言論自由態度量表」前後測分數之ｔ考驗 
前測－後測 

校  名 組 別
N M SD df t值 

實驗組 42 0.83 9.98 41 0.54 台北縣立三民高中 
控制組 41 0.39 5.74 40 0.44 

實驗組 40 -0.88 7.73 39 -0.72 台北市立大同高中 
控制組 33 0.09 5.71 32 .091 

實驗組 26 -1.39 5.24 25 -1.35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控制組 22 3.86 11.25 21 1.6 

實驗組 28 2.07 11.68 27 0.94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國中部 控制組 37 -0.68 10.31 36 -0.40 

實驗組 39 -2.82 8.39 38 -2.10*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附屬高中 控制組 43 -0.49 10.08 42 -0.32 

*P＜.05 

（1） 由表 4-2-2發現，師大附中實驗組學生在經過《把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
與教材的教學後，言論自由態度的分數提升了 2.82 分，經ｔ考驗結果，
ｔ值為-2.10（P＜.05），達到.05的顯著水準，由此可看出附中實驗組學生
在接受言論自由課程與教材的教學後，有助於其言論自由的態度，傾向於

更正向、積極。而其他各校實驗組則未達顯著水準。由於國高中公民課程

的教學時數限制，參與實驗的教師要在有限的課程中，撥出時間來作本研

究之言論自由課程與教材的實驗教學，實屬不易。根據訪談參與實驗教學

教師的結果，除師大附中的教學時數達 10 小時以外，其他教師們的教學
時間約 2小時。部份學校在教學時數的限制之下，僅能選擇本課程與教材

中的部份教案實施，自然很難達到本研究所預期的效果。復加上學生言論

自由態度皆趨於正向，實驗成效不易達到更大的顯著差異。 

至於在控制組方面，由表 4-2-1 可知：三民高中前測平均數為 83.61，後測
為 83.22，前後測相差 0.39；大同高中前測為 84.76，後測為 84.67，前後測相差
0.09；中崙高中前測為 87.17，後測為 83.31，前後測相差 3.86；中崙高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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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為 77.57，後測為 78.25，前後測相差 0.68；師大附中前測為 83.35，後測為
83.84，前後測相差 0.49。除了後二所學校，後測平均數高於前測平均數之外，

其他三所皆後測低於前測平均數。經由ｔ考驗結果，五校之ｔ值皆未達顯著水

準，顯示控制組在「言論自由態度量表」之前後測驗分數是沒有差異的。 

（2） 除此之外，從表 4-2-1中亦可看出國中組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言論自由

量表的得分，普遍低於該校高中組的學生。國高中在言論自由態度的差

異，在經由和參與實驗教學的教師訪談後，發現國中學生之先備知識不

足，對於基本權利保障槪念感到陌生，其施測之結果（包括前後測）均較

高中學生低，且未達顯著的差異。 

為了解兩組學生對於言論自由的看法是否有顯著差異，接著採用獨立樣本ｔ

考驗作統計檢定。檢定結果如表 4-2-3所列。 

表 4-2-3 中崙高中國高中部兩組學生「言論自由態度量表」ｔ考驗 
言論自由態度 

組 別 年級 人數
M SD df t值 

高中部 26 86.19 7.70 52 3.57** 實驗組前測

國中部 28 77.21 10.44   

高中部 26 87.58 7.40 52 4.95** 實驗組後測

國中部 28 75.14 10.62   

高中部 48 86.65 8.19 111 5.01** 全 體 前 測

國中部 65 77.42 10.65   

高中部 48 85.63 10.40 111 4.41** 全 體 後 測

國中部 65 76.91 10.36   

*P＜.05 **P＜.01 

由表 4-2-3可知：若比較實驗組在「言論自由態度量表」前測的得分，高中

部前測平均數（M＝86.19）高於國中部之前測平均數（77.21），經ｔ考驗結果，
ｔ值為 3.57，達到.01 的非常顯著差異水準。經由實驗教學後，結果如同前測，

ｔ值為 4.95，達到.01 的非常顯著水準，高中實驗組的言論自由態度分數（M＝

87.58）明顯高於國中實驗組（M＝75.14）。而在全體（實驗組與控制組）「言論

自由態度量表」的前後測分數方面，亦是高中部優於國中部，ｔ值分別為 5.01、
4.41，達到.01 的非常顯著水準。由此以上統計結果，無論在實驗教學的前後或整

體的調查方面，中崙高中高中部學生在言論自由態度的表現上是遠高於國中部的

學生。這樣的結果顯示出二個重要的訊息：○1 不同就學階段，學生對於言論自由

的看法亦隨之而有不同；○2本研究所使用《把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與教材，對
現階段國中學生的心理與認知發展而言，過於艱深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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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驗組與控制組言論自由態度之比較 

本研究為進一步考驗各校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言論自由態度的差異性，以學生

「言論自由態度量表」的前測分數為共變數，以後測分數為依變數，進行「獨立

樣本單因子共變數分析」，以探討課程與教材的實驗教學對學生言論自由態度的

影響。由為表 4-2-1 的統計結果，可知各校實驗組後測分數比控制組分別相差

0.23、1.89、4.27、-3.10、4.19。為了解其差異是否達到顯著差異水準，乃針對各

校兩組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量表」進行迴歸同質性考驗，以檢驗是否符合共變

數分析的基本假定，其結果如表 4-2-4。 

表 4-2-4 各校「言論自由態度量表」之迴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校名 變異來源 SS df MS F值 

組間（迴歸係數） 7.97 1 7.97 0.13 台北縣立三民高中 
組內（誤差） 4729.47 79 59.87  
組間（迴歸係數） 1.87 1 1.87 0.04 台北市立大同高中 
組內（誤差） 3036.08 69 44.00  
組間（迴歸係數） 0.42 1 0.42 0.01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組內（誤差） 3135.99 44 71.27  
組間（迴歸係數） 14.08 1 14.08 0.16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國中部 組內（誤差） 5268.08 61 86.36  
組間（迴歸係數） 77.84 1 77.84 1.89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附屬高中 組內（誤差） 3219.23 78 41.27  
*P＜.05 **P＜.01 

由表 4-2-4顯示：各校兩組之Ｆ值分別為 0.13、0.04、0.01、0.16、0.97、1.89，
大於.05 的顯著水準，兩組之迴歸係數具同質性，繼續對兩組學生進行共變數分

析，如其結果如表 4-2-5 所列。其分析如下： 

（1）由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4-2-5 可知，在排除兩組學生「言論自由態度量表」

前測分數影響下，中崙高中、師大附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言論自由態

度上的表現，分別達到顯著差異水準（F＝4.25，P＜.05）及非常顯著差異

水準（F＝7.16，P＜.01）。經比較表 4-2-1 二組的調節平均數後發現，兩校

實驗組學生的言論自由態度（M 中崙高中＝87.91；M 師大附中＝87.72）顯著優於控

制組學生（M 中崙高中＝82.91；M 師大附中＝83.90）；可見本研究之言論自由課程

與教材的實驗學教，有助於使兩校學生的言論自由態度更趨於積極、正向。

在本實驗教學過程中，唯有師大附中實驗組接受《把大法官帶進教室》全

套課程與教材的教學，故其後測分數與前測分數之差異性比較、共變數分

析結果，皆達到統計顯著或非常顯著差異水準。可見課程教學的完整與否、

教學時間的長短，會影響學生言論自由態度的改變。此外，其中較有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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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三民高中。因為三民高中與師大附中同樣是給予實驗組學生完整的言

論自由課程教學，但其教學成效似乎未達顯著的差異。經由與教師電話訪

談結果，教師利用每個禮拜一個小時的上課時間，安插本課程依序實施教

材，惟在於課程實施過程為能完成總結工作曾多次佔用下課時間，導致學

生對於課程產生排斥。又後測問卷未於課堂中施測，並未完整介紹問卷作

答說明，復加上學生認為屬於相同的問卷，故作答態度不夠嚴謹所致。 

（2）至於三民高中、大同高中與中崙高中國中部兩組學生的表現則未達.05 顯著

差異水準。顯示：本研究之課程與教材無法提昇三校學生對言論自由的看

法。除了師大附中外，中崙高中實驗組的言論自由態度亦較控制組正向積

極，在經由與老師訪談後，發現中崙高中實驗組學生該班為高三班級，對

於人權概念較為完整，且學習興趣較高討論熱烈。 

表 4-2-5 各校「言論自由態度量表」之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校 名 變異來源 SS df MS F值 

組間（課程教學） 0.50 1 0.50 0.01 

組內（誤差） 4737.44 80 59.22  

台北縣立三民高中 

全體 4737.94 81   
組間（課程教學） 27.19 1 27.19 0.63 

組內（誤差） 3037.95 70 43.40  

台北市立大同高中 

全體 3065.14 71   
組間（課程教學） 296.01 1 296.01 4.25*

組內（誤差） 3136.41 45 69.70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全體 3432.42 46   
組間（課程教學） 138.01 1 138.01 1.62 

組內（誤差） 5282.16 62 85.20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國中部 
全體 5420.17 63   
組間（課程教學） 298.98 1 298.98 7.16**

組內（誤差） 3297.07 79 41.74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附屬高中 
全體 3596.05 80   

*P＜.05 **P＜.01     

（二）與傳統道德或校園文化有爭議的言論自由態度之比較分析 

本研究在問卷編製過程中，係參考許多國外與言論自由有關的文獻，將一些

與國內傳統道德或校園文化有爭議性的觀念編成試題，並探討藉由言論自由課程

的實施，是否能改變學生對於另類言論自由的看法。由表 4-2-6可知，實驗組與
控制組的學生在各題前測的平均數得分大部份是低於 3.0，除了第 25 題是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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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之外。顯見學生對於這類言論自由的觀念，所表現的仍是負向、消極的態度。 

表 4-2-6 言論自由態度量表第 21至 25題受試者填答情形與測驗結果 
選       項 

非常

 
同意

同 
 
意 

無 
意 
見 

不 
同 
意 

非常 
不 
同意 

試 
 
 
 
題 

組 

 
 
 
別 N N N N N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前測 27 85 36 19 8 2.41 1.02實 
驗 
組 後測 24 100 32 16 3 2.28 0.88

前測 18 62 59 30 7 2.69 1.00

**21.如果演講者
煽動聽眾情緒，讓
會場秩序有失控
之虞，主辦單位有
權禁止演講者的
演講。 

控 
制 
組 後測 17 79 50 24 6 2.56 0.83

前測 7 11 22 107 28 2.21 0.93實 
驗 
組 後測 5 12 41 86 31 2.28 0.93

前測 5 10 31 95 35 2.18 0.91

22.有人講出立場
與 我 不 同 的 言
論，我必須容忍，
盡量不表達我的
意見。 

控 
制 
組 後測 3 11 31 105 26 2.20 0.83

前測 10 25 39 61 40 2.45 1.16實 
驗 
組 後測 27 48 44 43 13 3.19 1.19

前測 16 25 53 60 22 2.73 1.13

23.為了抗議學校
不讓學生組織學
生會，憤而將學生
證燒掉的行為，也
是一種意見的表
達。 

控 
制 
組 後測 11 37 44 71 13 2.78 1.06

前測 6 23 61 55 30 2.54 1.03實 
驗 
組 後測 14 27 58 52 24 2.74 1.12

前測 9 16 72 57 22 2.62 0.99

24.當宗教信仰規
定不能崇拜任何
偶像或物品時，就
能以此理由不向
國父遺像或國旗
敬禮。 

控 
制 
組 後測 9 19 67 60 21 2.63 1.00

前測 20 42 50 41 22 2.98 1.20實 
驗 
組 後測 27 60 41 38 9 3.33 1.13

前測 25 45 52 43 11 3.17 1.14

25.學生集體在食

堂敲打碗盤，以抗

議學校的骯髒伙

食，是一種意見表

達的方式。 

控 
制 
組 後測 22 49 44 50 11 3.12 1.14

「*」代表反向題 

在了解受試者在言論自由態度量表第 21至 25題的填答情形後，接著探討實
驗組及控制組學生在此五項試題上的表現。經統計結果，獲得各校兩組受試者的

平均數與標準差如表 4-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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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各校兩組學生言論自由態度量表第 21至 25題前後測得分統計表
第 21至 25題言論自由態度 

學 校 名 稱 組 別
前測 

M 
（SD） 

後測 
M 

（SD） 

 
調 節 
平均數 

11.86 12.93 13.30 實驗組 
N＝42 2.39 2.64  

13.68 12.95 12.57 
台北縣立三民高中 

控制組 
N＝41 2.98 2.28  

13.28 14.53 14.53 實驗組 
N＝40 2.74 3.02  

13.30 13.36 13.36 
台北市立大同高中 

控制組 
N＝33 2.70 2.96  

12.15 13.15 13.00 實驗組 
N＝26 2.96 3.22  

11.95 13.27 13.31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控制組 
N＝22 3.42 3.12  

13.32 14.46 14.51 實驗組 
N＝28 2.76 3.10  

13.54 13.89 13.86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國中部 控制組 
N＝37 2.47 3.23  

12.46 14.15 14.41 實驗組 
N＝39 2.78 2.54  

13.79 13.09 12.86 
國立台灣師灣大學

附屬高中 控制組 
N＝43 2.87 2.93  

首先就實驗組而言，由表 4-2-7可知：各校的後測平均數皆較前測平均數高，

三民高中前測平均數為 11.86，後測為 12.93，前後測相差 1.07；大同高中前測為
13.28，後測為 14.53，前後測相差 1.25；中崙高中前測為 12.15，後測為 13.15，
前後測差 1.00；中崙高中國中部前測為 13.32，後測為 14.46，前後測差 1.14；台
灣師大附中前測為 12.46，後測為 14.15，前後測差為 1.69。為檢視前後測比較結
果，是否反應出學生在各測驗分數的差異，並探討在接受《把大法官帶進教室》

課程的教學方案後，是否有助於提昇學生對另類言論自由的看法，故採用重複樣

本前後測配對之ｔ考驗作統計檢定。茲將檢驗結果列於表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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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各校兩組學生言論自由態度量表第 21至 25題前後測分數之ｔ考驗

前測－後測 
校  名 組 別

N M SD df t值 
實驗組 42 -1.07 2.79 41 -2.49* 台北縣立三民高中 
控制組 41 0.73 2.65 40 1.77 

實驗組 40 -1.25 3.00 39 -2.63* 台北市立大同高中 
控制組 33 -0.06 2.93 32 -0.12 

實驗組 26 -1.00 3.83 18 -1.14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控制組 22 -1.32 3.96 21 -1.56 

實驗組 28 -1.14 3.79 27 -1.60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國中部 控制組 37 -0.35 3.16 36 -0.68 

實驗組 39 -1.69 2.97 38 -3.55**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附屬高中 控制組 43 .698 3.26 42 1.40 

*P＜.05 **P＜.01 

由表 4-2-8得知，三民高中、大同高中及師大附中實驗組學生在經過《把大
法官帶進教室》課程與教材的教學後，第 21至 25題的言論自由態度總分有明顯

地提昇，經ｔ考驗結果，三民高中和大同高中的ｔ值分別為-2.49、-2.63，達到.05
的顯著差異水準；師大附中ｔ值為-3.55，達到.01的非常顯著水準。由此可看出：
三所學校實驗組學生在接受言論自由課程與教材的教學後，對於提升與傳統道德

或文化相異的言論自由態度，是有助益的。而其他兩校實驗組學生在實驗教學

後，言論自由態度的得分雖有增加，ｔ值分別為-1.14、-1.60，但仍未達.05 顯著
水準，前後測分數是沒有差異的。 

至於在控制組方面，由表 4-2-6可知：除了三民高中與師大附中後測平均數

低於前測平均數之外，其他三所皆後測高於前測平均數。經由ｔ考驗結果，五校

之ｔ值分別為 1.77、-0.12、-1.56、-0.68、1.40，皆未.05達顯著水準，顯示控制組
在「言論自由態度量表」第 21至 25題之前後測驗分數是沒有差異的。 

本研究為進一步考驗各校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言論自由態度量表」第 21 至
25 題言論自由態度的差異性，以學生在該量表第 21 至 25 題的前測分數為共變

數，以後測分數為依變數，進行共變數分析，以探討課程與教材的實驗教學對學

生言論自由態度之影響。由為表 4-2-8的統計結果，可知各校實驗組後測分數比

控制組分別相差-0.02、1.17、-0.12、0.57、1.06。為了解其差異是否達到顯著差

異水準，乃針對各校兩組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量表」第 21 至 25 題進行迴歸同

質性考驗，以檢驗是否符合共變數分析的基本假定，其結果如表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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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各校言論自由態度量表第 21至 25題之迴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校名 變異來源 SS df MS F值 

組間（迴歸係數） 0.16 1 0.16 0.03 台北縣立三民高

中 組內（誤差） 394.50 79 4.99  
組間（迴歸係數） 0.003 1 0.003 0.0004 台北市立大同高

中 組內（誤差） 499.21 69 7.24  
組間（迴歸係數） 4.45 1 4.45 0.48 台北市立中崙高

中 組內（誤差） 406.65 44 9.24  
組間（迴歸係數） 12.73 1 12.73 1.38 台北市立中崙高

中國中部 組內（誤差） 564.59 61 9.26  
組間（迴歸係數） 0.16 1 0.16 0.02 國立台灣師範大

學附屬高中 組內（誤差） 522.67 78 6.71  
*P＜.05 **P＜.01 

由表 4-2-9 顯示：各校兩組之Ｆ值分別為 0.03、0.0004、0.48、1.38、0.02，
大於.05 的顯著水準，兩組之迴歸係數具同質性，繼續對兩組學生進行共變數分

析，如其結果如表 4-2-10 所列。 

表 4-2-10 各校言論自由態度量表第 21至 25題之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校 名 變異來源 SS df MS F值 

組間（課程教學） 9.87 1 9.87 2.00 
組內（誤差） 394.66 80 4.93  

台北縣立三民高中 

全體 404.53 81   
組間（課程教學） 24.99 1 24.99 3.50 
組內（誤差） 499.21 70 7.13  

台北市立大同高中 

全體 524.20 71   
組間（課程教學） 1.38 1 1.38 0.15 
組內（誤差） 411.10 45 9.14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全體 412.48 46   
組間（課程教學） 6.78 1 6.78 0.73 
組內（誤差） 577.32 62 9.31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國中部 
全體 584.10 63   
組間（課程教學） 46.00 1 46.00 6.95*
組內（誤差） 523.12 79 6.62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附屬高中 
全體 569.12 80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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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4-2-10 可知，在排除兩組學生「言論自由態度量表」

第 21至 25題前測分數影響下，只有師大附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言論自由態

度上的表現，分別達到顯著差異水準（F＝6.95，P＜.05）。經比較表 4-2-7二組的
調節平均數後發現，師大附中實驗組學生的第 21 至 25 題言論自由態度（M＝

14.41）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M＝13.09）；可見本研究之言論自由課程與教材的

實驗學教，有助於提昇該校學生在第 21 至 25 題言論自由的態度。至於其他學校

兩組學生的表現則未達.05 顯著差異水準，顯示本研究之課程與教材無法提昇四

校學生對與文化相異的言論自由看法。 

綜合以上各項對「言論自由態度量表」第 21 至 25 題的統計分析結果，本研

究發現：就受試者填答情形與測驗結果來看（如表 4-2-6），國高中學生在這五題
的言論自由態度表現是傾向於負向、消極的。經由言論自由課程─《把大法官帶

進教室》─教學後，雖有三校的實驗組達到顯著差異水準，即學生在這類言論自

由的態度上，比未接受課程教學前，有明顯地進步，但是其後測平均數仍低於

15.00（即每題平均得分為 3.0），對另類言論自由態度的反應仍是表現負向（如

表 4-2-7和表 4-2-8）。 

我國社會文化普遍以安定為最高價值，以避免動亂為共同追尋的目標。社會

一有騷動情形，往往要求立即停止混亂場面，而未確實解決造成紛爭的原因。表

面看來社會秩序回復正常，殊不知尚未解決的問題正醞釀下一波更大的動盪。保

障言論自由對於社會的意義在於，言論抒發管道的暢通正是社會秩序安定的安全

閥。如同壓力鍋的安全閥一般，悶在鍋內的蒸汽若無渲溢的通道，其結果是產生

強大的破壞力量玉石俱焚。意見表達方式之多元化，代表訴求手段選擇的多種可

能性，各種意見表達方式若非造成立即而明顯的危險，在施行憲政的民主社會均

應受到肯認及保障。除了肯定表達意見的正當合理之外，更要保障其意見表達不

受非法之干擾與限制。縱使意見表達的方式挑戰了現有的規範秩序、牴觸主流價

值，在尚未招致立即而明顯的危險前，都該受到保障。法諺云「我雖不同意你的

意見，但我仍誓死保衛你有說此話的權利」，才是今天我們主張保障言論自由的

核心意涵。 

整體而言第 21 至 25 題另類言論自由態度的統計分析結果，學生之作答亦受

我國社會文化的共通價值影響，以追尋安定為指導原則。態度表現是傾向於負

向、消極的，同時透露我國國高中學生對於保障言論自由的核心意義認識不足的

隱憂。縱使其他言論自由的態度，受到言論自由課程與教材的實驗教學達到顯著

差異水準，而另類言論自由態度於實驗教學後竟然倒退（第 21 題），是研究發現

中值得後續觀察的重點。 

此外，在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後測得分的比較分析方面，猶如（一）節中的分

析結果，只有師大附中顯到顯著差異（即實驗組的調和平均數高於控制組，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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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其所要呈現意義，亦如之前所示：完整言論自由課程的實施，確實能改

變學生對於另類言論自由的看法。但同前一段所述：師大附中實驗組的調和平均

數為 14.41，仍低於一般水準 15.00，學生對此的反應還是消極。由此可見，在校

園中，要改變一些與傳統道德或校園文化相異的觀念，實屬不易，特別是有關於

人權、法治的議題。 

三、質性資料分析 

質性資料乃整理教師填寫之回饋意見及研習討論內容，以及學生接受訪談之

內容。敘述如下： 

（一）教師教學回饋意見之調查：（回饋意見詳見附錄七） 

1.教案部分─教師對於教案內容認為清晰、合適，對於部分教案之敘述提出
修正意見，本研究回應如附錄五，請參照。並就教師之整體反應整理分述

如下： 

（1）部分參與試教教師對於教案整體架構之理解，容或是對於專業術語認

識不足而有落差，提問之答案應可於教案內獲得解答。教材修正時應

著重教案使用說明部分，以及教學活動與教學說明之關連講解，使教

師更清楚、明確掌握教材結構。 
（2）修飾教案文字用語，應避免過多專業術語致造成學習、理解上之困擾。 
（3）教師對於教學目標掌握鬆散，容或因教學經驗所限造成教學目標模糊、

偏離。教材修正時應著重提醒教學核心目標，使有效達成教學目標，

避免浪費寶貴教學時數。 

2.教師教學準備部分： 

（1）大法官釋憲解釋文為高度抽象之專業術語，我國社會科教師非受法律

專業訓練者居多，此一法學專業應予加強。 
（2）教學時介紹意見表達自由之觀念，無需在專業文字上多所著墨，以致

造成學生理解上之負擔，更模糊學習之焦點，甚為可惜。 

3.學生學習部分： 

（1）學生之學習興趣，若教材內容是以漫畫形式呈現，最能吸引學生主動

閱讀。討論問題以學校發生過的案例最能引起學生動機。 

（2）學生之先備知識影響教師之教學準備與教學進度，整體而言準備度愈

充分者學習成效愈佳。 

（二）學生訪談資料之分析：（學生訪談內容詳見附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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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意見表達自由的態度： 

訪談問題：學校既定政策，「不可以對既定政策發表意見」你的看法是？ 

甲 A：我覺得還是應該要是要可以發表意見吧！就是如果因為它本身不

太完全的話應該可以就是發表一下可能可以比較周全一點。 

甲 A：有，還是可以，對跟我們學生會。學生會就會跟學校講。 

乙A：一年級看過二年級在貼海報，就是太熱學校不開冷氣。 

訪談問題：像這種狀況就會對上課老師的上課方式有不一樣的看法，那

你們班上同學的表達方式是？ 

甲 A：我們有跟學校反應過，主任也有進來跟我們討論。….討論以後，

他說他們會再跟老師講這樣子。 

丙A：我會繼續採取溝通，就是如果這個階層不理，那我就去找更高的，

大不了找到校長，校長一定會理，不行的話那就找教育部啊，都

還可以往上一層。 

分析（1）：學生多能肯認意見表達之自由，且能於校園中針對公共議題（對學

校行政措施、教師教學方式表達意見）實踐此一權利。 

訪談問題：爸媽對你的這個管教方式，是比較屬於民主式的還是說有些

他自己的要求你非得照他們。 

甲 A：有一些要求。 

訪談問題：比如說要不要折被子？ 

甲 A：有時候就是叫你做這個事就是一定要去做，然後你說什麼就是那

個……...。 

訪談問題：不聽？你有自己的看法，他們聽不聽？ 

甲 A：對！還是要照他的意思做。 

訪談問題：那怎麼辦？你明明覺得我現在就是不喜歡，那還是不行？ 

甲 A：對，就還是要去做 



-- 47

分析（2）：惟對於私人領域中家庭管教方式則較少討論，多採取服從態度。 

2.體現尊重與容忍不同意見的精神： 

訪談問題：那冒昧的問，那我們學校，不管男生ｖ.男生、女生ｖ.女生有
這種斷背或是 Lesbian的這種行為嗎？ 

丙A：有啊！ 

訪談問題：也有啊，你有看過？ 

丙A：有。 

訪談問題：那同學們對他的觀感呢？ 

丙A：大部分就是還好。我自己的話，我不會討厭，…..。 

訪談問題：喜歡斷背山，你是因為情節喜歡，還是因為導演喜歡？ 

丙A：都有，我覺得它有改變一些我的看法。 

訪談問題：怎麼說？ 

丙 A：以前我可能會有一些老觀念的感覺，但是看完這部電影之後，我

覺得那就是只是一種愛而已，為什麼要因為人，或是生理上來規

範，然後我覺得就是看了這些後，我覺得不會反對。 

訪談問題：這樣子的行為，你也可以認可他在社會上存在？ 

丙A：嗯！ 

訪談問題：那同學呢？ 

丙A：一般同學喔，還是會有就會覺得怪怪的。 

訪談問題：有人在談這個嗎？ 

丙 A：通常是，試著大家都不知道，有些就是地下，然後知道的就是好

朋友嘛，但是還是有些會覺得猜忌或是覺得奇怪之類！ 

訪談問題：還是會有嘛！ 

丙 A：還是會有，可是其實很多會覺得他們的事情，又不干我的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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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覺得說又沒影響到我，又沒有關係。 

丁 A：我覺得髪禁吧，當然大家一開始在那邊討論，我覺得髪禁解除之

後有些人會太偏激，我會覺得不是很好，都已經有一定的年紀了，

也要學會控制自己，雖然法規沒有強制你要幹麻，可是自己要去

判斷一些東西，並不是說頭髪染成怎樣的人一定是怎樣的人，就

是跳除這狹隘的想法。 

分析（1）：對於不同意見之表達能採取尊重與容忍之態度，肯認多元意見之價

值。 

訪談問題：假使阿扁怕到凱達格蘭大道去抗議會有失序的狀況，有人會

去那邊敲打彼此和衝突。阿扁站在社會秩序及和諧，限制他

們發表意見，你覺得這樣的做法好不好？ 

甲 A：這樣的做法不好。 

甲 A：其實我覺得應該不行吧！如果說今天亂就限制發表言論，可是以

後就是他真的做錯了什麼事，真的錯。可是人民不能發表意見的

話就是很那個。 

訪談問題：你是擔心他真的有做錯事情？還是哪一部分？ 

甲 A：真的做錯了。 

訪談問題：那如果沒有呢？ 

甲 A：那這樣的話也不可以，就每個人都有他的自由吧！ 

訪談問題：假設現在校刊上面的文章，主編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把一些

文章抽掉，這樣子的做法你覺得？ 

甲 A：抽掉？我覺得這樣子應該不好吧！ 

訪談問題：為什麼？ 

甲 A：因為這樣討厭這個東西，可是搞不好別人很喜歡啊！這樣你不喜

歡你拿掉那別人就是想看也找不到！ 

訪談問題：假設狀況：假設某學校對某記者或某文章不喜歡就把他移走，

那你覺得這樣的做法同意嗎？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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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A：不同意！我覺得這只是個人的觀感這樣子而已。 

分析（2）：能反對箝制不同意見表達之手段。 

3. 認識意見表達乃民主政治的根本： 

丁 A：我覺得要看他表達的方式吧…因為現在的人已經比較懂的民主，
可以接受一些比較靜態的抗議活動，如果是那種太火熱的，有些

人反而把它當笑話看，覺得看過就算。有些抗議的方法雖然比較

低調，卻反而讓人刻骨銘心，讓人覺得好像也有這樣的問題，我

應該也要去表達我的意見…這樣也比較有幫助.如果是那種互
打，或是隔街對罵那種方式，就會覺得害怕，反而感受不了他們

想表達的。因為他們也只是想要表達自己意見，也希望有跟自己

相同意見的人能站出來，但是我想這樣反而會有反效果。 

分析（1）：認為國家不需要為了減少政治紛擾，而限制人民發表政治意見。 

訪談問題：⋯⋯馬英九市長因為認為你們在那邊太吵了，所以就不准遊

行，不要示威了，你去集會遊行申請，他也不同意… 

丁A：那就…釋憲！ 

分析（2）：更進一步認為國家不當限制人民發表政治意見，可以申請釋憲藉以

保障言論自由。 

訪談問題：像最近我們國內政黨之間，為了罷免案氣氛非常熱鬧的情況

之下，會影響到你？ 

丙A：不會，因為我自己都在看足球。 

訪談問題：縱使說現在國內這麼樣的熱鬧的政治氣氛，還不如足球對你

的吸引力？ 

丙A：因為其實有一點厭惡了吧？ 

訪談問題：厭惡？ 

丙 A：就都是你來我往，可是其實真正在講的那些人，自己也沒有多麼

有內涵，或什麼的，所以其實很多時候講的就是報導出來的，都

其實是沒什麼價值沒什麼意義，我沒有興趣，所以我最近特別就

不是很想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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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最近不喜歡新聞。 

丙 A：就是很煩，像我想要看一些，像我因為我想要讀社會學系，像我

會想要看一些社會方面的新聞，像社會各階層的新聞，可是一直

都在報政黨怎麼樣，政黨怎麼樣，然後現在又怎麼樣怎麼樣，就

覺得很煩，而且新聞是二十四小時都在播那個東西，幾乎是沒有

我想要看的新聞，所以我最近就不是很喜歡看新聞，所以沒有受

到什麼影響。 

分析（3）：惟對於社會充斥政治議題感到不耐，甚至移轉注意力於體育新聞。 

3.知悉多元性的意見表達方式： 

訪談問題：‧‧‧假設某個學校的學生餐廳的餐盤或是菜色，不是那麼

衛生，經過學生幾次反映後卻不見改善，所以學生最後採取

敲餐盤的方式來表達意見，你認為如何呢？你的意見贊成不

贊成，或是沒意見？ 

丁 A：我覺得有另一種方法耶，大家可以去抵制，你不要消費，大家不

去就賣不下去了…因為那是我們自己要付錢買的東西，就有選擇
的權利，如果你們不改善我們就可以不買吧？可以這樣去抵制，

甚至打壞廣告，不要去學校買，怎樣怎樣的…而且我覺得要去敲
盤子太辛苦了，你還要跑去那麼髒的地方，然後去敲那麼髒的東

西。 

訪談問題：有道理耶！ 

丁 A：我覺得這樣的方法也可以表達啦，不過校方一定也會認為你們在

鬧事，你還要這樣特地去敲，我覺得不如抵制你，就不買吧，像

是外面的商品都會下架，學校應該也會出面干涉了。 

分析（1）：對於與常規相衝突之意見表達方式，多採取迴避態度，或尋求其他

管道以解決問題，且不認為有此必要。 

訪談問題：假設學校熟食部東西不衛生，經過反應不見改善，學生在餐

廳裡敲打餐盤要求改善。那就你的看法會贊成這種做法嗎或

其他看法？ 

乙 A：可以換廠商啊！ 

訪談問題：可是現在廠商也沒有換，可能學期初一直到學期終了都沒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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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那他們都要吃那個不衛生的食物？ 

乙 A：那一定要吃嗎？ 

訪談問題：學校外面有熟食吃，可以到外面去吃。可是畢竟學校價錢方

面有比較優惠啊，我就是希望在學校能夠吃到比較乾淨的熟

食。那他們採取去敲餐盤那你採取的態度呢？ 

乙 A：我覺得他們這樣反彈是有原因的⋯⋯⋯。 

訪談問題：所以你支持？ 

乙 A：雖然說這樣不好，可是學校也要在學生處境去想一想。 

丙 A：嗯，我覺得我是無意見，因為我覺得既然是這樣，他們已經有做

過多次的反應了，可是校方卻沒有制止的話，我覺得這也是一種

表達意見的方式，我覺得是校方自己該做到本份的地方沒做到，

所以才引起學生有這麼一個反抗的行為，所以並不是他們一開始

就覺得好髒喔，就做出這樣的一個行為，他們有經過反應之後沒

有受到理會才做出，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比較可以理解的吧！ 

訪談問題：無意見，你是採取中立，你不支持也不反對？ 

丙A：是。 

訪談問題：那同樣的狀況，同樣的情形，你會採取怎麼樣的表達方式？ 

丙A：我嗎？ 

訪談問題：對，就你的話，好比說你現在是學校的學生代表，學生議會

代表，然後反應了，然後都沒有結果，同學都好幾次都來問

你說怎麼回事，我們意見都沒有得到回答，那你是繼續採取

溝通，還是你會採取更有效的方式？ 

丙A：我會繼續採取溝通，就是如果這個階層不理，那我就去找更高的，

直到大不了找到校長，校長一定會理，不行的話那就找教育部啊，

都還可以往上一層。 

分析（2）：如有意見表達之需求，能依照層級方式反應意見，先採取一般正常

的管道表達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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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3）：不認同挑戰權威為意見表達之正當方式。 

訪談問題：那假設你的同學們裡面，有人在頭髮上面特別的去做一些改

變，那他這樣子的作法，學校特地去跟他要求必須跟大家一

樣的話，那好比說女生她去燙或者說顏色很特別，或是說男

生他在髮型上面好比說剪了一個一半，一半有一半沒有，那

這樣的髮型，學校對同學們去做一些髮型的規勸，希望他們

再改正回來的話，你的意見？ 

丙 A：我是覺得不用啦，我覺得它可以規勸，可是規勸如果最後，那個

學生他沒有改回來，以致他被處罰的話，我是覺得沒有這麼做的

必要。 

訪談問題：沒有這個必要？ 

丙 A：因為可能在以前那個年代，就是那時候可能祭出這個處罰，可能

是當時的社會可以接受，然後覺得合理，可是時代一直在變啊，

我們也跟著在變啊，所以到現在這個時代來講，就是這個懲罰是

沒有這個必要的，就是這樣。 

訪談問題：現在沒有要求了？ 

丙 A：以前好像曾經有過，有要求，然後會不會是因為那件事情，然後

現在就變成沒有要求了，因為現在是沒有要求。 

訪談問題：就都不要求了。 

丙 A：對啊，反而我覺得國高中這個階段，其實很多學生會為反對而反

對，所以說你特別去限定他，他反而會覺得說這樣比較酷，我為

什麼不能這樣，然後就會故意去挑逗，挑戰那個界線。 

訪談問題：挑戰那個權威。 

丙 A：對，如果說教官反而一直這樣，或是學校一直去限制，或什麼其

實反而讓他們有表現的那種感覺。 

訪談問題：你越管他越有表現的那種感覺。 

丙 A：對，因為就國高中這段，學生就很叛逆啊，所以就一定會有這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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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4）：對於青少年好挑戰權威（髮禁）有心理學理論之認識，不認同挑戰

權威是成熟個體的行為。 

訪談問題：假設學校熟食部東西不衛生，經過反應不見改善，學生在餐

廳裡敲打餐盤要求改善。那就你的看法會贊成這種做法嗎或

其他看法？ 

乙 A：可以換廠商啊！ 

訪談問題：可是現在廠商也沒有換，可能學期初一直到學期終了都沒改

善，那他們都要吃那個不衛生的食物？ 

乙 A：那一定要吃嗎？ 

訪談問題：學校外面有熟食吃，可以到外面去吃。可是畢竟學校價錢方

面有比較優惠啊，我就是希望在學校能夠吃到比較乾淨的熟

食。那他們採取去敲餐盤那你採取的態度呢？ 

乙 A：我覺得他們這樣反彈是有原因的⋯⋯。 

訪談問題：所以你支持？ 

乙 A：雖然說這樣不好，可是學校也要在學生處境去想一想。 

訪談問題：假設就你的觀察老師的調整有限，所以同學要想出一個更不

一樣的方法像戴口罩，意涵是要表達他們的不滿。你覺得這

樣的做法？ 

乙 A：應該不會這麼樣吧！老師會叫他拿下來，或是找教官要求他拿下

來。而且這樣不太好！ 

訪談問題：那你是覺得老師叫他拿下來不好？還教官叫他拿下來不好？ 

乙 A：戴口罩他本身就怪怪的！ 

訪談問題： 先前餐廳衛生不佳同學敲餐盤的方式，你會支持那樣的做法。 

乙 A：因為是不同的事件，那只是吃的問題。戴口罩上課，老師也會不

高興。可以用比較理性的方式，因為戴口罩事情不一定會解決阿！ 

分析（5）：意見之表達若未能有效解決問題，才考慮較為激烈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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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6）：產生教室外、教室內對於另類言論認同之矛盾現象。 

5.認識意見表達之限制： 

訪談問題：⋯⋯那我們站在社會治安的立場上，妳覺得這樣子造成附近

人家上下班遲到啦，交通不方便啦，那我們的馬市長為了要

維持交通秩序，然後就限制這樣子的抗議活動，你會持什麼

態度？ 

丙 A：我會持支持的態度，因為我是覺得發表意見或什麼，就是所有的

意見表達，就是以不侵犯到他人為原則，就是你在自己的行為上

做出表達，可是你不可以影響到別人，就是不可以去踰越到別人

平時的一些作息，去影響到他人。你沒有必要去要求別人，一定

要跟我一樣。然後不要去做一些因為意見表達，然後去傷害別人

的行為。 

訪談問題：那簡單講，就是不要影響到別人的，今天在總統府前面舉行

示威抗議，影響到交通的話，妳覺得這樣子的行為不 OK？ 

丙 A：嗯，對啊，如果影響到交通，前提是影響到了社會秩序，然後如

果說他是有申請有被認可，然後沒有做出其他走到其他路，走到

其他沒有被申請的地方，然後影響到其他那邊的交通的話，我覺

得這樣子是不可以，可是正常的話，是可以接受的。 

訪談問題：在那個申請的範圍之內，縱使是有影響到交通？ 

丙A：有申請的話可以接受。 

分析（1）：能體認意見表達自由與其他基本人權保障相衝突時，有調整之必要。 

訪談問題：那現在阿扁那個事情假使說為了要避免剛你講的太亂，假如

政府就是說要限制他發表言論的話這樣的做法你覺得說？ 

甲 A：其實我覺得應該不行吧！如果說今天亂就限制發表言論，可是以

後就是他真的做錯了什麼事，真的錯。可是人民不能發表意見的

話就是很那個。 

訪談問題：你是擔心他真的有做錯事情？還是哪一部分？ 

甲 A：真的做錯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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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那如果沒有呢？ 

甲 A：那這樣的話也不可以，就每個人都有他的自由吧！ 

分析（2）：能認識為維持秩序而限制言論內容之方法，並非適當之意見表達之限

制。 

6.整體而言： 

（1）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受到校園氛圍影響，意即言論自由態度受潛在課

程之影響。當校園氣氛屬自由開放型，學生意見得以多元管道抒發意

見，並且有效解決相關問題。學生因體認其意見表達受到重視，則對

言論自由持正面之態度。 
（2）學校行政、班級教師能對學生意見立即反應並解決問題，則學生能學

得以正確方法解決問題之技巧。 
（3）能在問題產生之前階段有效加以解決，始能避免產生激烈抗爭手段。

受訪學校能把握此一管理訣竅，故而學生不認為有表達另類言論之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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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 

一、研究發現 

1. 高中學生不同性別、不同社經地位、不同類組、或未分組學生對言論自由

態度的反應並無顯著差異。惟不同年級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則有顯著差

異。國高中在言論自由態度的差異，發現國中學生之先備知識不足，對於

基本權利保障槪念感到陌生，其施測之結果均較高中學生低，且未達顯著

的差異。 
 
2. 高中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偏向正向、積極，且對於言論自由的五個重要意

涵，亦是持積極正向的看法。或可歸因於學校教師的公民教育成功，並就

整體社會而言，可顯示民主已紮根於人民心中，學生亦接受言論自由觀念。 
 

3.高中學生能肯認意見表達之自由，且能於校園中針對公共議題（對學校行

政措施、教師教學方式表達意見）實踐此一權利。惟對於私人領域中家庭

管教方式則較少討論，多採取服從態度。 
 

4.高中學生對於不同意見之表達能採取尊重與容忍之態度，肯認多元意見之

價值，且能反對箝制不同意見表達之手段。體現尊重與容忍不同意見的精

神。 
 

5.經由質性訪談結果顯示：高中學生能肯認國家機關為減少政治紛擾，而限
制人民發表政治意見，與保障言論自由之精神相抵觸；更進一步認為國家

不當限制人民發表政治意見，可以申請釋憲，藉以保障言論自由，認識意

見表達乃民主政治的根本。但此與量化分析結果相衝突─「限制人民發表

政治意見，可減少政治紛擾的現象」得分偏低。這是否顯示校園內多數學

生仍認同「限制可以減少政治紛爭」的作法，表示多數高中學生民主信念

或有不足仍待繼續充實。 
 

6.就多元性的意見表達方式，諸如「戴口罩表示抗議」、「在頭髮上剃上『COOL』
表示自己很酷」、「學生以集體穿紅鞋的方式來抗議學校的服儀政策」等行

動表示無意見之人數偏高，此意味老師對於「多元意見表達方式」應多加

強介紹，使學生能更進一步認識言論自由行為面向之意義。 
 

7.根據實驗教學結果發現：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之實驗組學生在

接受《把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的教學後，其言論自由的態度，傾向於更

正向、積極。顯見學習有助於言論自由意義之認識，以大法官憲法解釋之



-- 57

案例教學模式可以增進中學生人權保障之意識。 
8.在本實驗教學過程中，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實驗組接受《把大

法官帶進教室》全套課程與教材的教學，其後測分數與前測分數之差異性

比較、共變數分析結果，皆達到統計顯著或非常顯著差異水準。可見課程

教學的完整與否、教學時間的長短，會影響學生言論自由態度的改變。 
 

9.不同就學階段，學生對於言論自由的看法亦隨之而有不同。本研究發現《把

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與教材，對現階段國中學生的心理與認知發展而言，

過於艱深並不適用。 
 

10. 高中學生對於「另類言論自由」態度表現是傾向於負向、消極的，受我國

社會文化的共通價值影響，面臨衝突以追尋安定為優先考量。對於與常規

相衝突之意見表達方式，多採取迴避態度，或尋求其他管道以解決問題，

不認同挑戰權威為意見表達之正當方式，且不認為有此必要，顯現我國國

高中學生對於保障言論自由的核心意義認識不足的隱憂。 
 

11. 高中學生之言論自由態度受到校園氛圍影響，意即言論自由態度受潛在課

程之影響。當校園氣氛屬自由開放型，學生意見得以多元管道抒發意見，

並且有效解決相關問題。學生因體認其意見表達受到重視，則對言論自由

持正面之態度。 
 

12. 高中學生意見表達之需求，能依照層級方式反應意見，先採取一般正常的

管道表達意見。意見之表達若未能有效解決問題，才考慮較為激烈之手段。 

二、研究建議 

1.大法官釋憲解釋文為高度抽象之專業術語，我國社會科教師非受法律專業

訓練者居多，實施《把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與教材，則社會科教師之法

學專業應予加強。 
 
2.《把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與教材，教案文字用語，應避免過多專業術語
致造成學習、理解上之困擾。 

 
3.《把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與教材，應著重教案使用說明部分，以及教學

活動與教學說明之關連講解，使教師更清楚、明確掌握教材結構。 
 

4.《把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與教材，應著重提醒教師教學核心目標，使有
效達成教學目標，避免浪費寶貴教學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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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把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與教材，為能引起學生之學習興趣，則教材內
容以漫畫形式呈現，最能吸引學生主動閱讀。又討論問題以學校發生過的

案例，與學生生活相關者，最能引起學生動機。 
 

6.後續研究方向 

研究發現：言論自由的態度，受到《把大法官帶進教室》課程與教材的實驗

教學可達到顯著差異水準。惟另類言論自由態度，除受我國社會文化的共通價值

影響外，與學校管理方式之關係，如前述研究發現 11 所示：受潛在課程影響。
學校行政、班級教師能對學生意見立即反應並解決問題，則學生學得以正確方法

解決問題之技巧，在問題產生之前階段有效加以解決，能避免產生激烈抗爭手

段。此外，高中學生另類言論自由的態度與潛在課程之關係、及開放校園如何教

導學生認識另類言論自由之價值，可為後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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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言論自由態度量表」試題分析結果 

中等學校學生「言論自由態度量表」項目分析結果 

題號 試　 　 　 　 題 
決斷值

（CR值） 
顯著

水準 
選

題

*1 學生應該尊師重道，所以最好聽從老師或校方人員

的意見。 
1.658 .101 × 

2 無論一個人是年幼或智能有障礙，他都可以發表意

見。 
2.250 .027 × 

3 民主政治是由人民作主的政治，所以每個人對於公
共議題都有發表意見的權利。 

5.420 .000  

4 為了爭取學生的權利，召集學生走上街頭是一種表

達意見的方法。 
5.305 .000  

*5 如果演講者煽動聽眾情緒，讓會場秩序有失控之
虞，主辦單位有權禁止演講者的演講。 

-0.520 .604 × 

*6 與老師政治意見不同時，最好不要發表意見。 1.546 .126 × 

7 有人講出立場與我不同的言論，我必須容忍，盡量

不表達我的意見 
-1.059 .293 × 

*8 限制人民發表政治意見，可減少政治紛擾的現象。 4.064 .000  

9 為了抗議學校不讓學生組織學生會，憤而將學生證

燒掉的行為，也是一種意見的表達。 
-0.225 .822 × 

*10 為了爭取同學的認同，在上課時間到各班宣傳並做

連署行動是可以的。 
1.234 .220 × 

11 詩、詞、文章、歌曲的創作，也是意見表達的一種

方式。 
7.487 .000  

12 在網路留言版上留下辱罵別人的字句，是侵害他人

的名譽，必須受到限制。 
4.550 .000  

*13 為避免引起爭議，學校可以禁止同性戀社團的成立。 4.674 .000  

*14 老師的學問和知識比學生多，所以老師可以禁止學

生發表不同意見。 
7.467 .000  

15 為了不讓「禁止學生下課時間打球」的政策在會議

裡過關，與提議者打架也是意見表達的一種方式。
-3.730 .000 × 

16 學生在課堂中一直問老師與課程不相關的問題，或

是發表不當的言論，老師可以制止他。 
5.210 .000  

17 校方可以基於教育的目的，決定哪些文章可以在校
刊登載。 

0.259 .796 × 

18 愛情討論區的版主，發現版內有不合討論主旨的政 2.967 .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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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　 　 　 　 題 
決斷值

（CR值） 
顯著

水準 
選

題

治言論出現時，可逕自將該篇言論刪除。 

*19 報紙可以因為偏向某種政治意識型態，而拒絕不同

意見的投稿。 
8.455 .000  

*20 老師的學識、經驗都比自己豐富，所以應該以老師

的意見為依歸。 
3.943 .000  

*21 聽到與我意見不同的人在說話時，我可以隨時打斷

他，因為這是我的言論自由。 
4.592 .000  

22 當宗教信仰規定不能崇拜任何偶像或物品時，就能

以此理由不向國父遺像或國旗敬禮。 
-0.372 .711 × 

23 為了保護個人的隱私及名譽，在網路留言版上，設

置「禁止發表污衊他人、不實言論」的公告或規定，

是合理的。 

9.538 .000  

24 戴口罩表示抗議，是一種意見表達的方式。 7.659 .000  

25 老師不可以用抄寫宗教經典或文句來當作處罰學生

的方式。 
3.327 .001  

*26 學生的思慮不如成年人來的周全，因此最好不要發

表自己的意見。 
8.074 .000  

*27 為達到體驗政治的目的，老師可以規定學生參加某

特定政黨的抗議活動，並要求撰寫心得報告。 
6.432 .000  

*28 不論學生的宗教信仰或意見為何，學校可以強迫全

校學生參與宗教儀式。 
5.938 .000  

*29 學校為了防止學生抗議而使秩序失控，可以禁止班

聯會主席在集會演講時發表抨擊學校政策的言論。
6.339 .000  

30 在深夜裡進行抗議活動應該被禁止，因為會擾人清

夢。 
4.441 .000  

*31 老師為了課程需要，可以強迫學生表達政治傾向。 6.120 .000  

*32 同性戀議題在社會上仍是頗受爭議，學校可以為了

避免不必要的麻煩，而禁止同性戀社團成立。 
5.608 .000  

33 為避免干擾其他同學上課的權利，學生不能於上課

時間串連同學在校園中進行抗議遊行。 
4.056 .000  

*34 為避免老師處罰，與老師不同的意見最好不要表達

出來。 
5.145 .000  

35 穿著服飾也可以作為意見表達的方式。 5.917 .000  

*36 為維持校園環境整潔，學校可以禁止社團在招募新
血或是宣傳活動時散發宣傳單。 

3.68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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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　 　 　 　 題 
決斷值

（CR值） 
顯著

水準 
選

題

*37 為了讓自己的主張更有說服力，可以以侮辱、粗鄙

或猥褻的言論攻擊不同立場的人。 
5.369 .000  

38 在頭髮上剃上「COOL」表示自己很酷，是一種自我
意見表達的方式。 

5.888 .000  

39 當我不想讓同學知道我的政治傾向時，我可以不表

達意見。 
5.559 .000  

*40 校長討厭某作者的文章，可以把與該作者有關的書
籍從圖書館書架上撤走。 

7.193 .000  

*41 學生不可以對校方的既定政策發表意見。 8.683 .000  

42 圖畫、舞蹈或其他藝術的創作，也是意見或想法表

達的方式之一。 
6.915 .000  

43 當台上發言人的言論造成台下聽眾騷動時，主持人

應控制台下秩序，而非禁止發言人繼續發言。 
1.197 .235 × 

44 為教導未成年人的言談舉止能合乎一般社會規範，

家長或老師可以禁止他們的孩子或學生說淫穢或粗

魯不雅的話。 

1.811 .073 × 

*45 校刊主編有權因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將與墮胎有
關的文章刪除。 

7.850 .000  

46 學生集體在食堂敲打碗盤，以抗議學校的骯髒伙
食，是一種意見表達的方式。 

1.458 .149  

47 老師的教學方式與內容可以被評論的。 8.881 .000  

48 學生在上課時間進行某項議題的抗議活動，會侵害

到學生學習的權利，應該被限制。 
2.870 .005  

*49 在學校的言論廣場中看到與自己立場不同的主張，

最好把文章撕下，以避免影響別人。 
8.116 .000  

50 某校學生以集體穿紅鞋的方式來抗議學校的服儀政

策，是一種意見表達的方式。 
5.484 .000  

“＊＂者代表該題為反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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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正式施測問卷 

中等學校學生言論自由態度調查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調查 

說明：下列題目是有關您的個人基本資料，請您按自己所知道的實際情形填答。 

1、學號：                      (請務必填寫) 
2、（  ）性別：（1）男    （2）女 
3、（  ）年級：（1）高一　（2）高二　（3）高三 （4）國中 
4、（  ）組別：（1）第一類組（2）第二、三類組（3）尚未分組 
5、（  ）父親教育程度：（1）博士或碩士　 （2）大學或專科學校 

（3）高中（職）、初（國）中、初職、補校 
（4）小學或識字　 （5）無或不識字 

6、（  ）母親教育程度：（1）博士或碩士　 （2）大學或專科學校 
（3）高中（職）、初（國）中、初職、補校 
（4）小學或識字　 （5）無或不識字 

7、（  ）父親職業是屬於第幾類：（請參考下列職業分類表） 
（1）一 （2）二 （3）三  
（4）四 （5）五 （6）其他        （請
說明） 

8、（  ）母親職業是屬於第幾類：（請參考下列職業分類表） 
（1）一 （2）二 （3）三  
（4）四 （5）五 （6）其他        （請
說明） 

 
 
 
 

親愛的同學您好： 
　 　 非常感謝您填答本份問卷！本問卷是關於(國)高中學生對言論自由相關

問題之看法的一份調查。這份問卷並不是考試，問卷中所調查的事項也沒有

對、錯之分。因此，請您就您的看法，填答最符合您真實意見的情形。問卷資

料不需填寫您的姓名，不會公開，也絕對保密，所以請您按照問卷中的說明依

照事實仔細回答。但為前、後測核對比較，學號請務必填寫。您的回答非常重

要，請您務必將每題填答完畢！再次感謝您的幫忙！ 
敬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領導學系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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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分類表 ☆ 

第一類：技工、水電工、店員、小店老闆、零售員、推銷員、自耕農、司機、

裁縫師、廚師、美容師、理髮師、郵差、士官兵、打字員、領班、監

工等。 
第二類：大學校長、大學教師、醫師、大法官、科學家、國大代表、特任或簡

任級公務員、立法委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董事長、總經理、將

級軍官等。 
第三類：技術員、技佐、委任級公務員、科員、行員、出納員、縣市議員、鄉

鎮市民代表、批發商、代理商、包商、尉級軍官、警察、女警隊員、

消防隊員、船員、秘書、代書、演員、服裝設計師、小型企業負責人

等。 
第四類：工廠工人、學徒、小販、佃農、漁夫、清潔工、雜工、工友、臨時工、

建築物看管人員、門房、傭工、女傭、服務生、舞女、酒女、家庭主

婦或無職業等。 
第五類：中小學校長、中小學教師、會計師、法官、律師、工程師、建築師、

薦任級公務員、省議員、院轄市議員、公司行號科長、經理、記者、

襄理、協理、副理、校級軍官、警官、作家、畫家、音樂家、中型企

業負責人等。 

 
 
 
 
 
 
 
 
 
 
 
 
 
 
 
 
 

~請翻至背面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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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中等學校學生言論自由態度問卷 
作答說明： 
本問卷共有二十五題，主要是為了解您對言論自由相關問題的看法。每一個

題目後面會有五種不同的選項，分別是：非常同意、同意、無意見、不同意、非

常不同意。這五個選項沒有絕對的對或錯，而僅是需要您表達個人對該題目所示

情境的看法，因此請您放心作答。評定標準如下： 
1.「非常同意」：表示您非常認同題目所示的情境； 
2.「同意」：表示您認為題目所示的情境，也許是對的或合適的； 
3.「無意見」：表示您對題目所示的情境，不太確定是不是應該如此； 
4.「不同意」：表示您認為題目所示的情境，也許是錯的或不合適的； 
5.「非常不同意」：表示您非常不認同題目所示的情境。 
請您就您的看法，勾選出最符合您意見的選項。同時並請注意，每一項題目

都要作答！ 
 

【中等學校學生言論自由態度問卷題目】 

 題　 　 　 　 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見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 民主政治是由人民作主的政治，所以每個人對於公共

議題都有發表意見的權利。 

□ □ □ □ □

2. 限制人民發表政治意見，可減少政治紛擾的現象。 □ □ □ □ □
3. 老師的學問和知識比學生多，所以老師可以禁止學生

發表不同意見。 

□ □ □ □ □

4. 報紙可以因為偏向某種政治意識型態，而拒絕不同意

見的投稿。 

□ □ □ □ □

5. 聽到與我意見不同的人在說話時，我可以隨時打斷

他，因為這是我的言論自由。 

□ □ □ □ □

6. 為了保護個人的隱私及名譽，在網路留言版上，設置

「禁止發表污衊他人、不實言論」的公告或規定，是

合理的。 

□ □ □ □ □

7. 戴口罩表示抗議，是一種意見表達的方式。 □ □ □ □ □
8. 學生的思慮不如成年人來的周全，因此最好不要發表

自己的意見。 

□ □ □ □ □

9. 學校為了防止學生抗議而使秩序失控，可以禁止班聯

會主席在集會演講時發表抨擊學校政策的言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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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　 　 　 　 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見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0. 在深夜裡進行抗議活動應該被禁止，因為會擾人清

夢。 

□ □ □ □ □

11. 老師為了課程需要，可以強迫學生表達政治傾向。 □ □ □ □ □
12. 為避免老師處罰，與老師不同的意見最好不要表達出

來。 

□ □ □ □ □

13. 為了讓自己的主張更有說服力，可以以侮辱、粗鄙或

猥褻的言論攻擊不同立場的人。 

□ □ □ □ □

14. 在頭髮上剃上「COOL」表示自己很酷，是一種自我意

見表達的方式。 

□ □ □ □ □

15. 校長討厭某作者的文章，可以把與該作者有關的書籍

從圖書館書架上撤走。 

□ □ □ □ □

16. 學生不可以對校方的既定政策發表意見。 □ □ □ □ □
17. 圖畫、舞蹈或其他藝術的創作，也是意見或想法表達

的方式之一。 

□ □ □ □ □

18. 校刊主編有權因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將與墮胎有關

的文章刪除。 

□ □ □ □ □

19. 老師的教學方式與內容可以被評論的。 □ □ □ □ □
20. 某校學生以集體穿紅鞋的方式來抗議學校的服儀政

策，是一種意見表達的方式。 

□ □ □ □ □

21. 如果演講者煽動聽眾情緒，讓會場秩序有失控之虞，

主辦單位有權禁止演講者的演講。 

□ □ □ □ □

22. 有人講出立場與我不同的言論，我必須容忍，盡量不

表達我的意見 

□ □ □ □ □

23. 為了抗議學校不讓學生組織學生會，憤而將學生證燒

掉的行.為，也是一種意見的表達。 

□ □ □ □ □

24. 當宗教信仰規定不能崇拜任何偶像或物品時，就能以

此理由不向國父遺像或國旗敬禮。 

□ □ □ □ □

25. 學生集體在食堂敲打碗盤，以抗議學校的骯髒伙食，

是一種意見表達的方式。 

□ □ □ □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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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1、教學回饋表 

把大法官帶進教室 

以解釋文為核心之言論自由課程與教材之教學回饋表 

壹、研習者基本資料： 

1. 學校名稱：                         

2. 教師姓名：               

3. 任教年級：______________年級 

4. 施教教案名稱：______________ 

5. 施教時間：                   

6. 您的 e-mail：                   

貳、實際教學後的回饋： 

一、教案部分: （請就教案內容在教學上的輔助效益，提供您的看法）     

（一）、簡介方面：□清晰  □尚可  □模糊 

修正意見（含錯字校正，請標明頁數、行數）： 

                                                                  

                                                                  

                                                                  

（二）、教學目標方面： 

1.知識：□清晰  □尚可  □模糊 

修正意見（含錯字校正，請標明頁數、行數）： 

                                                                  

                                                                  

                                                                  

2.情意：□清晰  □尚可  □模糊 

修正意見（含錯字校正，請標明頁數、行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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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力；□清晰  □尚可  □模糊 

修正意見（含錯字校正，請標明頁數、行數）： 

                                                                

                                                                

                                                                

（三）、適合年級：□適合   □不適合，應修正為                 

（四）、授課節數：□太多   □充裕   □不足，應修正為                 

（五）、教學活動： 

1.教材內容 

（1）自編教材內容：□清晰  □尚可  □模糊 

修正意見（含錯字校正，請標明頁數、行數）： 

                                                                 

                                                                 

                                                                 

（2）教學說明：□清晰  □尚可  □模糊 

修正意見（含錯字校正，請標明頁數、行數）： 

                                                                

                                                                

                                                                

2.教學步驟：□清晰  □尚可  □模糊 

修正意見（含錯字校正，請標明頁數、行數）： 

                                                                

                                                                

                                                                

3.學習單：□清晰  □尚可  □模糊 

修正意見（含錯字校正，請標明頁數、行數）： 

                                                                

                                                                

                                                                

二、教師部分： 

1.課程安排方面 ： 

（1）運用的教學方法及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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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上碰到的困難是                                           

                                            

2.教材準備方面： 

  （1）課程準備時間約            

  （2）碰到的困難有                                                 

    （3）教材中哪部分最有用                                           

                                            

最有趣                                           

                                          

（4）教材中可以加以修正的是                                       

                                        

三、學生學習部分： 

1.先備知識 

2.學習興趣 

3.課程參與程度 

4.理解面向 

5.可觀察到的行為改變 

 

 

感謝您撥冗協助填寫回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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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2、參與實驗教學教師 

參與實教學教師 

參與學校 協助研究教師 受測學生年級 地  區 備註 

台北縣立三民中學 劉麗媛老師 高  二 台北縣  

台北市立大同高中 洪鼎堯老師 高  二 台北市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葉桑如老師 高  二 台北市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徐瑋伶老師 高  三 台北市  

台北市立中崙高中 韋雅寧老師 八年級（國二） 台北市  

台北市立內湖高中 莊易霖老師 高一、 二 台北市  

台北市立永春高中 吳孟珊老師 高  二 台北市  

國立台灣師大附中 梁雅雯老師 高  二 台北市  

國立台灣師大附中 張瑞麟老師 高  二 台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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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1、教學研習議程 

把大法官帶進教室 

以解釋文為核心之言論自由課程與教材之教學研習                            

研習議程：                                  民國九十五年二月八日(三) 

時   間 議      程 
09：10—10：00 大法官體制之認識與言論自由之內涵 
10：00—10：10 課間休息 
10：10—11：00 言論自由之面向與限制 
11：00—11：10 課間休息 
11：10—12：00 言論自由之校園應用與課程 
12：00-- 餐聚與意見交換 

附錄四-2、試教成果研習議程 

把大法官帶進教室 

以解釋文為核心之言論自由課程與教材之試教成果研習 

研習議程：                                     民國九十五年七月三日 

時  間 議      程 備  註 

0840-0900 報      到  

0900-1030 

◎ 本教材在課堂施教過程中學生學習之

問題探討 

◎ 教案該如何設計才能與教學現場相結

合 

 

1030-1100 課 間 休 息  

1100-1230 

◎ 教師本身於教學過程中的自我發現：

教學心得分享，知能有否不足？ 

◎ 建議解決方案？問卷分析報告 

 

 

1230- 用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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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學生訪談初稿 

把大法官帶進教室 

以解釋文為核心之言論自由課程與教材之學生訪談初稿 

Q1：對教案內容還有印象嗎？最深刻的是哪一部份？ 

Q2：內容與一般教科書有不同的地方嗎？請說明。 

Q3：對教案內容哪一部份有興趣？為什麼？ 

Q4：教案內容與校園生活有關嗎？有實際應用的機會嗎？ 

Q5：教案內容與家庭生活有關嗎？有實際應用的機會嗎？ 

Q6：教案內容與社會生活有關嗎？有實際應用的機會嗎？ 

Q7:“學生不可以對校方的既定政策發表意見。＂你贊同嗎？理由為何？ 

Q8:“學生集體在食堂敲打碗盤，以抗議學校的骯髒伙食，是一種意見表達的方

式。＂你贊同嗎？理由為何？ 

Q9:“在頭髮上剃上「COOL」表示自己很酷，是一種自我意見表達的方式。＂你

贊同嗎？理由為何？ 

Q10:“校長討厭某作者的文章，可以把與該作者有關的書籍從圖書館書架上撤

走。＂你贊同嗎？理由為何？ 

Q11:“戴口罩表示抗議，是一種意見表達的方式。＂你贊同嗎？理由為何？ 

Q12:“為了保護個人的隱私及名譽，在網路留言版上，設置「禁止發表污衊他人、

不實言論」的公告或規定，是合理的。＂你贊同嗎？理由為何？ 

Q13:“限制人民發表政治意見，可減少政治紛擾的現象。＂你贊同嗎？理由為

何？ 

Q14:“老師的教學方式與內容可以被評論的。＂你贊同嗎？理由為何？ 

Q15:“民主政治是由人民作主的政治，所以每個人對於公共議題都有發表意見的

權利。＂你贊同嗎？理由為何？ 

Q16:“學校為了防止學生抗議而使秩序失控，可以禁止班聯會主席在集會演講時

發表抨擊學校政策的言論。＂你贊同嗎？理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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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教師回饋意見與回應表 

把大法官帶進教室以解釋文為核心之言論自由課程與教材 

教師回饋意見之回應 

教案一修正與回應 
問  題  提  出 回        應 備 註 

p.92 
簡介之修正 
應增加認識教案、教案目

的、教案重要性、引起動

機（劉麗媛師） 

課前準備之修正 
應詳述學生的課前準備工

作、教案要如何運作的方

法、教材分析（劉麗媛師） 

本教案設計非為師培目的之詳

案，依據建議修改 pp.91、110、130、
183 

 

 

 

課前準備之目的乃說明所提供本

課程之相關資料，並非指導教師之

準備程序。 

 

p.95 
徐自強案概述之修正 
需提供完整的背景事實資

料、判決結果（劉麗媛師、

梁雅雯師） 

問題與討論之修正 

問題欠缺思考性、語句更

精確、避免問 yes or no

的問題（劉麗媛師） 

 
 
 
自編教材二 
案例教學法不宜重複使用 

（劉麗媛師） 

可適時補充刑事偵審過程之背景

知識、刑事訴訟的人權保障功能、

最後判決結果。惟非本課程之教學

重點。 
 
本問題設計乃因應學生能力，顧及

其起點行為、生活事實，運用其良

知即可判斷的問題。教學重點應置

於請學生說明理由，而非答覆對

錯。 
 
 
請教師擇一實施，或由同學分組實

施討論。 

 

p.102 
教學說明二之修正 
應補充結構性之說明（劉

麗媛師） 

 

增加審理流程說明，並請參酌輔助

教材一。 
 

p.104 
教學說明三之修正 

對解釋文、理由書、不同意見書、

協同意見書之法律意涵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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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提  出 回        應 備 註 
1.教案設計應突顯大法官

釋憲制度之精神、價值面

向內容之補充。 
2.學生是否體認大法官釋

憲制度之精神？ 

3.教師先備知識不足。（劉

麗媛師） 

請參酌教學說明一 
 
 
 

 

教案二修正與回應 
問  題  提  出 回        應 備 註 

p.111 
簡介之修正 
不夠具體、文字敘述艱澀

應予潤飾（劉麗媛師） 

補充介紹教案之簡介，並針對文字

予以潤飾，盡量淺白。 
 

 

p.112 

1.第 4行文字「允許學生

發表多元意見」應刪除。

（不需多寫） 

步驟 3之修正 
1.文字敘述應清晰 

2.第 9行文字「思考該事

件是否屬言論自由的範

疇」應刪除。（不是問題的

問題） 

（劉麗媛師） 

乃提醒教師對於多元意見給予發

表機會，不必限制。 
 
 
 
針對文字予以潤飾，盡量淺白。 
於教學說明中清楚註明：本實例之

目的在凸顯言論自由概念範疇包

括廣泛。 

 

p.112 

參考資料之修正 
輔助教具影片的提供 

另找相關影片，予以補充。  

 

教案三修正與回應 
問  題  提  出 回        應 備 註 

p.131 

教學目標之修正 
是否傳達容忍、尊重的意

本教材之教學目標應增列「多數與

少數」、「民主與人權」關係之論

述。於教學說明二 p.144增補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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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提  出 回        應 備 註 
涵？ 

1. 意見不可強迫 vs.多

數決暴力。 

2. 民主：公共性形成規
範、共同意見約束彼此 

vs 人權。（劉麗媛師） 

內容。 

p.131 

教學活動一說明之修正 
應針對教學目標之各要點

提醒教師 

將教學目標融入說明中，講述清

楚。 
 

p.133 

步驟 3教師總結之修正 
補充： 

消極保障：不限制、不侵

犯。積極保障：給予表達

機會。（劉麗媛師） 

依據建議內容補充。  

p.136 

圖案不夠清楚，無法利

用。 

設法找出原稿，清楚印刷。  

p.140 
教學說明一之修正 
1.應針對教學目標，結合

時事，提醒教師如何達成

教學目標。 

2.鼓勵學發揮想像力，形

成自己的意見。 

3.教師不能強迫學生接受

老師的意見。（劉麗媛師） 

 

 

於教學說明一加入 2.3.點內容。  

p.142 
教學說明二之修正 
應補充「消極保障」、「積

極保障」之概念，並針對

勇於表達自己意見之行為

給予肯定。（尊重差異） 

（劉麗媛師） 

依據建議增補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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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四修正與回應 
問  題  提  出 回        應 備 註 

p.145 

簡介之修正 
應先對言論內涵、基本概

念、給予說明（名詞界

定）。 

學生只知「說」與「寫」。 

（劉麗媛師、梁雅雯師） 

在教學說明中補充相關概念。  

p.145 

教學步驟一之修正 
「舉出言論自由的面向」

學生先備認知不足，無法

舉出。（劉麗媛師） 

更改提問方式： 
舉出實例請學生討論該行為算不

算一種「言論」？ 

 

P147 

自編教材一之修正 
1. 七個討論面向，活動太

多。 

2. 問題一「你認為這個言
論爭議點在哪裡？」文

字表現應使學生清楚

明白要問什麼。 
3. 問題二學生不該如何

作答。 
4. 問題三「你認為這個
〝言論自由〞‧‧」應

改為〝行為〞。（洪鼎堯

師） 
p.148 
5. 「想一想若你是法

官：你會如何調和？」 
作答有困難。 

p.149 

6.問題一應加上演員方面

的討論 

整體而言 3.6.7.教案較

受學生歡迎。（劉麗媛師） 

由老師斟酌將學生分組後個別進

行討論。 
 
 
 
 
 
 
 
 
如建議修正。 
 
 
 
本題刪除。 

 

p.157 文字修改為身體的完整性不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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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提  出 回        應 備 註 
案例六關於〝人身自由〞

之解釋有問題。 

p.158 

學習單一之修正 
提示之答案應多於題數。

（劉麗媛師） 

任意侵犯。 
 
 
 
 
依建議多加一個答案。 
 

 

教案六修正與回應 
問  題  提  出 回        應 備 註 

p.169 

教學活動一說明之修正 
「是當今年輕人很喜歡的

一句話」現今學生未必喜

歡說這一句話。（張瑞麟

師） 

  

p.173 

自編教材一之修正 
言論自由的四大「枷鎖」 
應修改為中性用詞。（張瑞

麟師） 

修正為人權的調整  

 

教案七修正與回應 
問  題  提  出 回        應 備 註 

p.196 

學習單一之修正 
1.學生無法瞭解題意，敘

述方式應更為白話、清晰 

2.未說明 4題目間的程序

性、關連性 

（莊易霖師） 

刪除「雙層」、「雙軌」等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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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八修正與回應 
問  題  提  出 回        應 備 註 

p.200 

自編教材一之修正 
1.本教材前言與下述題目

沒有連結。 

2.避免問「是否‧‧‧」

或「為什麼‧‧‧」等問

題，因為沒有引導學生思

考的意涵。（劉麗媛師） 

3.建議以建中學生創作之

AV女優短篇小說為例。 

4. 建議建中畢業紀念冊

內容，以猥褻為由遭抽掉

為事例。（劉麗媛師） 

5.現今學生是搞不清楚政

治人物言論尺度的問題。 

6.問題 5—學生以消費導

向思考問題（使用者付費） 

1.在個案中呈現價值利益衝突，選

擇判斷要合理。 
 
 
 
2.教案設計應思考如何導向言論自

由保障的意涵。 
現實上校園環境開放，學生不認為

自身權利受到壓迫。 
3.猥褻性內容，基於兒童青少年身

心之保障，避免事實認定疑義且模

糊課程焦點，故避免於教材中呈

現。 
 
4. 
 
 
 
 
 

 

 

教案九修正與回應 
問  題  提  出 回        應 備 註 

p.207 

總節數之修正 
應安排兩節以上 

請老師於二個活動中擇一成為上

課主軸。 
 

p.208 

步驟 1之修正 
1.第 4 題保＂護＂ 保＂

障＂ 

步驟 3之修正 

2.第 2 題第 2個問句改為
『學校可否以開放穿便服
的主張與學校政策相違背
而加以限制？』 
3.第 3 題改為「在校園中

 
 
依建議修正。 
 
 
依建議修正。 
 
 
依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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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提  出 回        應 備 註 
發表廢除髮禁的主張」以

及促銷商品的廣告」 

4. 第 4 題刪除＂聰明
的＂及最後＂合理之＂，
以免誤導同學答題 
（洪鼎堯師） 
 

 
 
依建議修正。 

p.213 

1.第 3行後段「防礙」

「妨害」 

2.D、第 1行「釋字 445

號第一項中提到〝集會遊

行〞」 

3.最後一行「德州＂刑

法＂」 ＂法院 

（洪鼎堯師） 
 

 
依建議修正。 

 

現行課程難以配合（憲法

課？） 

本教材只是現行課程中的一部

份，使用本教材需配合現實條件加

以調整，或以營隊方式為之。本教

材意再提供一個言論自由全面完

整的內容，以供各界於教學上的參

考。現行課程著重在體制面的介

紹，而對於精神價值面向之介紹顯

有欠缺。是故課綱的設計即有待調

整。目前「教學時間限制」再加上

「考試領導教學」（考試需有明確

答案），價值的東西最難教。 
期待以言論自由此一核心價值切

入，教導學生認識價值的重要性。 

 

p.210 

自編教材一之修正 
1.作答說明不清楚。  

2.第 4 題之題意不清，且

與 p.208 教學步驟一之第

4題不同。 

（洪鼎堯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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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提  出 回        應 備 註 
p.211 
自編教材二之修正 
學生之另類答案：只要不

妨礙他人，學生上課有講

話的自由。（梁雅雯師） 

引導學生思考，以學生能思考的問

題開始。 
 
「意見表達」與單純「講話」意涵

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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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教學回饋表綜合整理 

把大法官帶進教室 

以解釋文為核心之言論自由課程與教材之教學回饋表綜合整理 

一、教案部分:（請就教案內容在教學上的輔助效益，提供您的看法） 

（一）簡介方面： 

建議簡介內容能說明主題設計的用意及目的，並且說明教案的運作方式，

以協助教師瞭解及掌握教案。 

（二）教學目標方面： 

1. 知識：清晰 

2. 情意：清晰 
3. 能力：清晰 

（三）適合年級： 

1. 言論自由之制度面向—表現的媒介與制度，適合高三。 

2. 言論自由（第二教案），適合高三。 

3. 大法官釋憲及其體制之介紹—誰能救救我，適合高二。 
4. 言論自由的之內涵文字獄的禁與囚—柏楊與大利水手仆派，適合高二。 

5. 言論自由的之內涵不同意見的自由—閉上你的嘴，適合高二。  

（四）授課節數： 

授課節數針對教材內容而言，明顯不足。建議再增加一至二節。  

（五）教學活動： 

1. 教材內容 

（1）自編教材內容： 

大致清晰，所列參考答案對於教學極有幫助。惟對於部分教材內容建議

增補背景資料及文字修正意見。                    

（2）教學說明： 

說明簡單扼要，清楚明白。惟內容需再豐富、更深入些。  

2.教學步驟：清晰 

3.學習單： 

（1） 依據學生之學習能力，學習單內容於文字說明或圖形表達上應再予修

正，使學生易於理解題意。 

（2） 題目設計方面亦應朝引起學生學習動力修正。 



-- 84

二、教師部分： 

1.課程安排方面 ： 

（1） 運用的教學方法及策略 

教師選擇以問題討論法、案例教學法另外輔以講述法為教學方法。 

於學習前先讚賞學生能力極具有見解，期待學生投入並參與課程。 

（2） 教學上碰到的困難是 

學生在學習前的先備知識與經驗、刻板印象使他們對於接受不同議

題的接受度有差異。 

時間有限，無法讓學生暢所欲言，也無法讓學生嘗試用不同方法（戲

劇表演、故事陳述等）分享個人的解讀和小組的討論內容。 

2.教材準備方面： 

（1） 課程準備時間約 2小時至 1天。 

（2） 碰到的困難受限於學生的先備知識，不知道老師的教學目標，以及如

何將抽象文字具體化讓學生深入淺出的瞭解。 

（3） 教材中教學說明中補充了許多國內外重要的不同意見，是值得參考的

教學資源。 

（4） 以漫畫呈現教學內容，學生可以有自己的解讀方式，圖像的教材較有

想像的空間，學生覺得較有趣，討論的看法較令人驚豔。 

（5） 教材中問題的敘述方式，應更為白話且清晰。 

三、學生學習部分： 

1.先備知識國中公民第三冊政治介紹大法官的職權；第四冊介紹法律的基本

概念、憲法保障的權利。 

2.學習興趣教材內容是以漫畫形式呈現，吸引學生主動閱讀。學校發生過的

案例更佳 

3.課程參與程度部分小組在同組內有不同意見產生，學生也能盡量和組員溝

通意見。考試不考，當作遊戲來玩比較能引起興趣。 

4.理解面向講述解釋文原文的時候，對於深層化的內涵較難已吸收。其他與

生活上或時事的實例都能引起他們思考與共鳴，並聯想到有關日常生活中

的問題發問，並且會發現這些問題在不同情境下沒有一定的答案，因此理

解程度不錯。 

5.可觀察到學生的行為比較敢於表達意見，縱使與他人不同，尊重同學與老

師，能在討論畢業典禮計畫時展現所學之態度，對於學校政策在學校開會

時表達班上同學彙集的意見，但由於觀察時間短，無法發現許多明顯的差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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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學生訪談內容 

學生甲的訪談內容： 

Q：昨天晚上有看阿扁親自向人民說明報告的演講？ 
甲 A：今天早上有看到。 
Q：你覺得阿扁現在這個樣子，他的家人被泛藍抵制，你有些自己的想法嗎？ 
甲 A：有！就是覺得他這樣子有點太那個⋯。 
Q：是阿扁嗎？還是泛藍？ 
甲 A：就是那個..是阿扁太過頭吧！ 
Q：你會覺得是阿扁太過頭，那會站在支持泛藍這樣子做法嗎？ 
甲 A：應該是。 
Q：那你這樣子的想法是在課堂上面？還是課外的吸收？ 
甲 A：應該是課外的。其實應該是家裡自己的環境的影響吧！ 
Q：怎麼說？ 
甲 A：家裡也都是比較支持就對了。 
Q：家裡面爸媽一邊看電視一邊發表他們看法嗎？ 
甲 A：偶爾啦！有時候會。 
Q：那你會跟他們再討論你從學校裡面或自己從報紙上看到的東西，跟爸媽在聊

天的時候看法會一致嗎？ 
甲 A：有些會不一樣！ 
Q：那時候你怎麼辦？ 
甲 A：就沒有講話！ 
Q：就不講話，那政治的東西，比較跟自己不會有切身相關的。 
甲 A：對！ 
Q：你的做法會說不一樣，那就不表示意見囉！要是跟自己有相關的事情的話你

會怎麼做？ 
甲 A：會說出來阿！會講看看，會溝通一下。 
Q：那..爸媽對你的這個管教方式是比較屬於民主式的還是說有些他自己的要求

你非得照他們。 
甲 A：有一些要求。 
Q：比如說？ 
甲 A：不知道，對，就是一些小事。 
Q：比如說要不要折被子？ 
甲 A：有時候就是叫你做這個事就是一定要去做然後你說什麼就是那個………。 
Q：不聽？你有自己的看法，他們聽不聽？ 
甲 A：對還是要照他的意思做。 
Q：那怎麼辦？你明明覺得我現在就是不喜歡，那還是不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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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A：對，就還是要去做。 
Q：還是要做，那在家裡是這樣，那在學校呢？ 
甲 A：學校歐，其實還是會去做。若還是不喜歡的話可能還是會去做。 
Q：頭髮咧？像你們學校現在頭髮標準是怎麼樣？ 
甲 A：就好像沒有。 
Q：就沒有標準？ 
甲 A：對！ 
Q：那我看你的頭髮還很 ok！ 
甲 A：沒有阿！今天要去剪。 
Q：今天要去剪？ 
甲 A：對！覺得太長。 
Q：那不剪不行嗎？ 
甲 A：可以，可是我覺得我想去剪。 
Q：你想要去剪，那你自己本身對頭髮這件事情，現在沒有髮禁。那你們學校對
這部分的態度是？你們可以都自己安排自己的頭髮嗎？ 

甲 A：對，可以！ 
Q：要剃光也可以？剃光要留一半就留一半有這樣的同學嗎？ 
甲 A：應該是沒有啦！應該還是個學生，若是那樣的話不是太奇怪了？ 
Q：所以學校並不管？ 
甲 A：沒有阿！就是他會建議你。 
Q：誰建議？ 
甲 A：教官 
Q教官建議？ 
甲 A：對！可是他不會強迫你一定要去弄回來！ 
Q：那既然這樣的話，那你還會想要去剪的原因是你自己？ 
甲 A：對阿！就最近天氣太熱了。 
Q：天氣熱，你想要去剪短一點。 
甲 A：對！ 
Q：你們學校有同學會在髮型上面做一些變化嗎？ 
甲 A：有是有，頂多是用髮膠這樣子。 
Q：用髮膠，有燙或是剪比較特殊的髮型嗎？ 
甲 A：燙也有，不過特殊的好像就是沒有。 
Q：那男生或女生在頭髮的要求，男生會剪短就好，那女生學校的女同學就你的

觀察？ 
甲 A：最近好像蠻流行燙捲的吧！看路上的人都這樣子。 
Q：你們學校的同學呢？ 
甲 A：也有。 
Q：那你覺得他們在髮型上面有些自己的這個判斷，你對這個方式你會持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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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 
甲 A：覺得這樣還不錯，就是自己的事情讓他自己去照顧而不是去專制。 
Q：學校現在幾乎頭髮是不管嘛？ 
甲 A：對！ 
Q：所以像你剛剛的講法，都是同學自己自我約束或許是因為天氣熱的關係去
剪，那不太有人去燙，做一些不一樣的造型？ 

甲 A：嗯….對。 
Q：就在你們學校？ 
甲 A：對！做造型的話，頂多就是染頭髮，燙回來、髮膠有些男生好像有留長巴。 
Q：那你們學校是這樣子。那你觀察台北市其他學校的學生？ 
甲 A：可是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了。 
Q：你上下學是坐？ 
甲 A：早上是我媽送我，放學是坐公車回家。 
Q：你會去觀察在公車上面其他學校學生他們服裝，髮型？ 
甲 A：其實我覺得也沒有太大的那個奇怪。 
Q：沒有太大奇怪，像你們平常也沒在管嘛！ 
甲 A：可是有些別的學校好像有在管。 
Q：就我知道別的學校他們在頭髮上面會要求很高阿！不染不燙不怪異 
甲 A：嗯！ 
Q：那你所看到的一些其他學生或許是因為有學校管，那在你們學校是？ 
甲 A：沒有！ 
Q：就沒有管！ 
甲 A：只是會建議我們說：「這樣子，這樣子」！ 
Q：可是你看，你們學校不管。是學生自我的要求。跟其他學校是學生很喜歡作

一點變化，可是他們學校給他們約束比較多。 
甲 A：我覺得應該是…不知道怎麼講耶，是人的本性吧！就是越不讓你做某一件

事，你會越想去做，可是真的給你去做你會覺得沒什麼。 
Q：你平常看不看報紙？ 
甲 A：有阿！就看，報紙還滿少的。看新聞比較多。 
Q：政治的？ 
甲 A：嗯！ 
Q：那報紙是沒有訂，還是…？ 
甲 A：有，可是就沒有看。 
Q：家裡訂什麼報？ 
甲 A：聯合報。 
Q：你們看新聞都看三台，還是有線頻道理面的？ 
甲 A：有線的，就是有一串都是播新聞。 
Q：那有很多台嘛！有民視、TVBS、三立、中天…你們有固定頻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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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A：沒有，就隨便挑。 
Q：上課老師講的東西，跟新聞講的東西，會讓你感覺到兩者不一樣？ 
甲 A：也還好耶！ 
Q：X 老師上你們的課，這不是你們的考科。那你們上課是當做休閑娛樂？還是….. 
甲 A：會聽。 
Q：這些報章媒體的訊息，現在接受到的，阿扁的家族是做錯了一些事情？ 
甲 A：嗯！ 
Q：整個社會的氣氛對你來講：是屬於亂的狀況？還是你覺得是 ok的，還是？ 
甲 A：我覺得還蠻亂的。 
Q：那要怎麼做你才會覺得是一個上軌道的做法？ 
甲 A：我覺得是..就是表達是 ok的，可是不用大家在吵來吵去的，就是不要這樣

子。那些抗議的人就只會罵罵罵，而且出手….這樣子。 
Q：你覺得講還是有必要！可以說。 
甲 A：嗯！ 
Q：你覺得哪一部分？在街頭上面比較激烈的方式？你會覺得這樣不妥當？可是

就一般人講還好耶？ 
甲 A：是這樣沒錯，可是看到了就會覺得：怎麼會那麼亂。 
Q：學校既定政策，「不可以對既定政策發表意見」你的看法是？ 
甲 A：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發表意見吧！就是如果因為它本身不太完全的話，應該

可以發表一下，可以比較周全一點。 
Q：那現在有這樣的機會嗎？ 
甲 A：有，還是可以，對跟我們學生會。學生會就會跟學校講。 
Q：有什麼樣的例子嗎？ 
甲 A：我不太清楚耶 
Q：你們教官或是導師跟你們會有比較緊張關係？ 
甲 A：緊張關係，好像有！ 
Q：你最不滿意的？或者比較緊張是什麼情形？ 
甲 A：有吧！就是現在跟我們導師關係，還蠻那個的….. 
Q：怎麼說？是你們對老師的感覺：不喜歡？還是老師對你們….. 
甲 A：我們對老師不太喜歡。 
Q：什麼原因呢？ 
甲 A：老師教課，他是我們導師，也是我們國文老師。老師教課也許不是教的那

麼好，就是有時候上課會拿一本自修照這著唸。 
Q：你們自己看就好了？ 
甲 A：對！然後我們就會想說自己看書好了。然後我們在看自己有關國文的東西

時候，他就會硬要我們去聽他在講什麼東西。 
Q：像這種狀況就會對上課老師的上課方式有不一樣的看法，那你們班上同學的

表達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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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A：有阿我們有跟學校反應過，主任也有進來跟我們討論。討論之後，他說會

再跟老師講這樣子。 
Q：再跟你們的導師講看看？ 
甲 A：嗯！ 
Q：看不出顯著的影響嗎？ 
甲 A：有！我們老師也有改進啦！ 
Q：所接觸到的，像這樣正面的回饋嗎？說講了之後事情有改進，覺得有用？ 
甲 A：嗯！ 
Q：那你們班上的同學，表現方式像你講的這麼樣的溫和嗎？ 
甲 A：就還是有些同學會較激動，比如說在上課時會嗆老師。 
Q：他們嗆的方式是怎樣？ 
甲 A：就是老師在講話時就突然講出一些冷話。 
Q：就是吐老師的嘈？ 
甲 A：對！ 
Q：那老師怎麼辦？老師在台上不是很尷尬？ 
甲 A：就假裝沒聽到。 
Q：那樣的方式有用嗎？ 
甲 A：我覺得應該也沒什麼用。 
Q：沒什麼用？ 
甲 A：對！ 
Q：假設現在校刊上面的文章，主編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把一些文章抽掉，這樣
子的做法你覺得？ 

甲 A：抽掉？我覺得這樣子應該不好吧！ 
Q：為什麼？ 
甲 A：因為這樣討厭這個東西，可是搞不好別人很喜歡啊！這樣你不喜歡你拿掉

那別人就是想看也找不到！ 
Q：就還是應該讓它留下來？ 
甲 A：嗯！ 
Q：那你有上網嗎？ 
甲 A：嗯！ 
Q：你在網路上面都到哪些網路上去裡面去看東西？ 
甲 A：到別人的網址上，還有家族。 
Q：那你有看過那個網址或家族裡面就是來挑釁的文章過嗎？ 
甲 A：好像還沒有。 
Q：有些網站他可能會討論一些比較具爭議性的話題，假設今天這個網站就是來

支持阿扁的，今天另一個是屬於泛藍的人士他來發言然後把他砍掉。 
甲 A：我覺得不太好，因為他要發表有他自己的意見自由阿！就是這件事情你可

以不同意他，也不要把他整個拿掉。真的太那個的話刪掉的話其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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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用什麼樣的標準你會覺得有必要是可以刪掉的？你會覺得說判斷的標準在

什麼地方？ 
甲 A：就是太極端吧！ 
Q：漫罵，涉及他人身人格或人身攻擊？ 
甲 A：那我覺得這要刪掉。 
Q：蘋果報紙你看嗎？ 
甲 A：以前有看，可是現在都沒有在看，班上有人會買，就看免費，現在就沒有
人在買。 

Q：那為什麼現在不買？ 
甲 A：不知道，就不想買了吧！ 
Q：你覺得看蘋果報紙與聯合、中時、自由、e 週刊。你的印象中對這些不同的

平面媒體你有什麼樣的評價？ 
甲 A：蘋果，我覺得就是他社會新聞就是會有它的照片。 
Q：這麼寫實？ 
甲 A：蘋果，會有一些益智的遊戲。所以我們去看大部分都會看前面，可是最主
要就是看益智的。 

Q：他不是還蠻喜歡去報導明星的生活 
甲 A：那個我都沒有看的耶。 
Q：你不看！那 e週刊呢？ 
甲 A：沒有看！ 
Q：沒機會看？但如果有同學買來呢？ 
甲 A：好像他們沒有買。 
Q：現在教室有人買 e 週刊來學校老師教官？ 
甲 A：應該不會怎麼樣吧！ 
Q：不會怎麼樣？ 
甲 A：嗯！ 
Q：那中時、自由、聯合的內容走向跟他們又不太一樣。今天有這麼多報紙給你

選擇你會選先選哪一份來看？ 
甲 A：應該蘋果吧！ 
Q：還是蘋果，為什麼？ 
甲 A：因為刺激阿！ 
Q：刺激？蘋果他確實有一套吸引人家的目光 
甲 A：對。 
Q：那現在阿扁那個事情假使說為了要避免剛你講的太亂，假如政府就是說要限

制他發表言論的話這樣的做法你覺得說？ 
甲 A：其實我覺得應該不行吧！如果說今天亂就限制發表言論，可是以後就是他

真的做錯了什麼事，真的錯。可是人民不能發表意見的話就是很那個。 
Q：你是擔心他真的有做錯事情？還是哪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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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A：真的做錯了。 
Q：那如果沒有呢？ 
甲 A：那這樣的話也不可以，就每個人都有他的自由吧！ 
Q：對照你們班的狀況，你們對老師的教學方式跟內容是可以被批評的。你自己

的理由是？ 
甲 A：應該是希望可以越來越好吧！就是找一個更適合自己的。 
Q：你覺得在政治方面，對公共議題是可以發表意見的？ 
甲 A：對，應該是這樣子吧 
Q：縱使不是在民主時代呢？ 
甲 A：如果不是的話，就應該會有一些限制吧。 
Q：假使阿扁怕到凱達格蘭大道去抗議會有失序的狀況，有人會去那邊敲打彼此

和衝突。阿扁站在社會秩序及和諧，限制他們發表意見，你覺得這樣的做法

好不好？ 
甲 A：這樣的做法不好毆 
Q：你觀察過你們學校的學生用比較不一樣的方式向學校表達抗議的機會嗎？ 
甲 A：比較不一樣的方式？好像沒有耶，比較少聽到) 
Q：在高三的畢業上是不是會有不一樣的慶祝方式？就你唸到現在你們學長他們

甲 A：有！他們在最後一次升旗時有丟水球。 
Q：學校對這些還 ok吧！ 
甲 A：對！ 
Q：有人燙了頭髮來學校，你們學校教官會選擇什麼樣的方式來解決？ 
甲 A：應該會叫他去把它弄掉吧！ 
Q：學生不理會的結果是？ 
甲 A：可能就記過之類的。 
Q：你還是蠻支持可以發表意見，講出自己的看法，你希望它能夠有些改進。像

你們班上老師到目前為止，什麼樣的表現讓你們覺得這樣子發表意見是有用

的？ 
甲 A：就我們講了以後，他會有比較多課外補充，就不會再照著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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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乙的訪談： 

Q：關於總統家族涉及弊案一般民眾很少會進一步去想，阿扁的家人行為不規

矩，所以阿扁要負責任，民眾不知道發生什麼事情，是什麼原因造成今天這

現象？ 
乙A：不知道！因為我覺得政治人物有他的考量。 

Q：那你的觀念裡面，你對這件事的看法是？ 

乙 A：他本身就是有些事做錯，做不好！ 

Q：對於總統我們似乎沒有正面的觀感？ 

乙 A：對阿，就是做不好。沒有預期的好！ 

Q：你自己怎麼得到這樣子的訊息，就是說阿扁他做的不怎麼樣⋯ 

乙 A：就是家人那邊在講，言談中慢慢會覺得。 

Q：你有看報章雜誌？ 

乙 A：那邊也是不行。 

Q：在家裡面，你會主動跟家人講這些事情嗎？ 

乙 A：就是一邊看電視一邊談天。 

Q：剛才的那位同學跟我講：你們國文老師的教法，有一些不一樣的地方，那你

們用什麼方法去表達：這樣子的教法，我們不喜歡？ 

乙 A：我們班嗎？就是有點激動！ 

Q：有點激動？ 

乙 A：我是高二才轉進去的，應該是他們班的人才知道。 

Q：你是後來才轉到這一班的？ 

乙 A：對！然後一開始轉進去的時候就覺得怎麼會這樣！一開始有點嚇到，就是

反彈還滿大的。 

Q：他們反彈的原因是？ 

乙 A：老師就是有一些問題！可是我覺得學生的問題也有！他們是說老師上課不

好什麼的。 

Q：你原本是在？ 

乙 A：原本第一類組。 

Q：那轉到這個班級以後，老師有這樣子的問題你自己的感受呢？ 

乙 A：怎麼講他們平常就⋯，他們之前老師跟學生的互動就有問題了，一年級就

這樣。到了二年級就更⋯⋯⋯。 

Q：所謂的互動是指哪一方面？是課業的？還是行為的？還是其他？ 

乙 A：都有。 

Q：老師上課的方式同學比較不能接受，是因為上課只講課本的？只拿一本自修

上課？其他就你的觀察，班上跟老師的互動還有哪些問題？ 

乙 A：他們常常說：老師早自習都會叫同學將教室清乾淨，可是我們本來就不打

掃。 

Q：那同學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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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A：同學本來就不喜歡他啊！ 

Q：就你的觀察，老師的要求是恰當？還是沒有必要？ 

乙 A：覺得要求是恰當的，可是他的方式就不太好。可是學生本來就這樣，老師

看到也不能講。 

Q：同學是反彈老師要求同學做好整潔工作？還是同學是反彈整潔以外的事情？

乙A：都有！同學自己該做的沒有做，我覺得啦！ 

Q：事情不能只能從單方面去看，你的講法讓我感覺更完整了。本來一開始我以

為：會不會只是老師上課的方式，造成同學有其他的意見。當然單方面只有

老師上課的問題或許用正當的表達方式，只是希望老師上課能夠更生動豐富

一點。可是透過你的講法，事情可能沒有那麼單純。有可能是老師的要求跟

同學們的互動不好，造成影響到老師的上課方式。 

乙 A：對阿！ 

Q：沒有辦法提起教學熱忱，有時候互動關係是長時間累積下來的。沒有妳這樣

講，會覺得只有老師的狀況，同學的表達是正常的。尤其你是從別的班級轉

過來因此可站在更客觀的立場。 

乙 A：對，我覺得我是站在一個旁觀的角度去看吧。 

Q：雖然現在是同一個班級的學生，可是你可以從第三者的客觀的立場去觀察，

覺得那是個不好的互動關係，就你覺得同學們的表達方式呢？ 

乙 A：因為我以前在另外一個班，認為打掃工作不是本來就應該這樣子做嗎！ 

Q：這個班級比較自由、不受約束？ 

乙 A：對啊！ 

Q：那怎麼辦？老師的要求出發點是對的吧！可是老師的表現方式是？就妳的觀

察。 

乙 A：就有時候他會佔用上課的時間檢討打掃工作，而且用很久的時間罵人。 

Q：那這樣子不就是很僵了嗎？ 

乙 A：對啊！ 

Q：利用國文課開班會，可能就會壓縮到正常上課時間。說同學在打掃時間快速

打掃好，東西作好的話，老師也不需要再佔用到課堂時間。 

乙 A：對啊！ 

Q：我覺得事情從越多面的觀點去看會越完整。 

乙 A：對啊！各種角度各種解讀。 

Q：事實是從不同觀點來看會越完整，所以像我們剛剛講到，阿扁的事情，今天

很多媒體在做討論，你會去多看一些不同人物所講的東西嗎？讓你對整個事

情的發生有更完整的印象？ 

乙 A：就是沒有。 

Q：沒有時間？ 

乙 A：沒什麼興趣。就還蠻無聊的啊！我覺得事情很久了怎麼還在報。 

Q：學校對你們學生的服裝儀容上面的要求，你有受到什麼樣的約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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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A：沒有！很自由！ 

Q：很自由，像妳頭髮可以留到這個樣子，學校有說不染不燙？還是連這樣子的

要求都沒有？ 

乙 A：以前是，那現在慢慢開放了！ 

Q：染的也可以接受了，看到妳的同學們有在染嗎？ 

乙 A：應該有，染過之後長長剪掉就沒再去染。 

Q：那繼續染，保持造型啊？ 

乙 A：很麻煩吧！ 

Q：那你自己呢？ 

乙 A：我不會想去用那個吧？而且不是在家、就是在學校啊！ 

Q：那接下來暑假呢？ 

乙 A：暑假有課業啊，沒有時間弄這些。 

Q：所以在這邊好像很少受到學校的約束？ 

乙 A：我自己本身是覺得不會這樣，別人我就不知道。 

Q：你認識的外校同學，她們學校的狀況是怎麼樣？ 

乙 A：就是很正常，學校制服、運動服。 

Q：外校同學對這些約束，有不一樣的表達方式嗎？ 

乙 A：習慣了吧！國中、高中上來都是這樣！ 

Q：你現在到二年級了，學校的要求你覺得可以再做一些改變的？可以讓你更自

在的？ 

乙 A：我覺得已經很自由了。 

Q：你有看到其他同學向學校表達自己想法的？ 

乙 A：一年級看過二年級在貼海報，就是太熱學校不開冷氣。 

Q：教室有冷氣機？ 

乙 A：有冷氣機，然後不開。那時候就看二年級學長去學務處，貼一張海報。 

Q：貼了之後？ 

乙 A：冷氣就開了！ 

Q：可是妳們開冷氣，電費誰出？學校會負擔？ 

乙 A：不是吧！就應該是每個學生都會出吧。 

Q：要先交一筆冷氣費才能開嗎？ 

乙 A：反正都會開吧。 

Q：是只有他們班不能開冷氣嗎？還是整個學校都不開？ 

乙 A：就是一起不開的啊。開關在學校那邊控制，就學校那邊不開，教室那邊想

開也沒辦法。 

Q：那現在的做法，總開關開了，如果學生自己不開呢？ 

乙 A：自己不開？我覺得應該不會吧？有冷氣可以吹，為什麼不吹？ 

Q：所以有反對的聲音是有用的，所以看到哪邊有問題，把他表達出來，就使得

事情可以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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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A：對！ 

Q：所以我們在言論自由課程裡面，透過言論自由大家表達出不一樣的觀感，朝

更好的方向去達成。可是在這個過程裡面，像表達的方式，當初若貼那個海

報，學校沒有任何反應，接下來怎麼辦呢？假使學校基於一些理由，比如說

「開冷氣耗電」。若是這樣沒有開冷氣，依你的方式你會怎麼作？我想吹冷

氣，學校就是不開！ 

乙 A：我應該就只能這樣，不然就是學生會啊！透過學校學生會那邊爭取福利！ 

Q：妳過去看到的比較顯著的例子？ 

乙 A：我比較有印象的是，圖書館閱覽室是開放的，如果有人在外面講話會很吵。

有人向學生會建議，學生會向學校反應，就在這學期加了玻璃的門。這是我

比較有印象的。 

Q：透過學生會來表達立場，其實學校會作改進。我覺得在這個學校裡面，學生

的權利都能被照顧到。 

乙 A：對！對啊！ 

Q：假設狀況：假設某學校對某記者或某文章不喜歡就把他移走，那你覺得這樣

的做法同意嗎？為什麼？ 

乙 A：不同意！我覺得這只是個人的觀感這樣子而已。 

Q：三一九他們就每天抗議，有人就推擠警方的拒馬，警方在面對群眾在推擠這

個拒馬時，他怎麼作會比較好？ 

乙 A：我覺得像那樣激動應該沒必要吧！ 

Q：那你們學校有餐廳嗎？ 

乙 A：有！ 

Q：你們對餐廳的評價如何？ 

乙 A：我個人覺得很好。自助餐啊..雜七雜八學校什麼都賣啊！ 

Q：那衛生條件還好吧？ 

乙 A：還好耶！ 

Q：假設學校熟食部東西不衛生，經過反應不見改善，學生在餐廳裡敲打餐盤要

求改善。那就你的看法會贊成這種做法嗎？或其他看法？ 

乙 A：可以換廠商啊！ 

Q：可是現在廠商也沒有換，可能學期初一直到學期終了都沒改善，那他們都要

吃那個不衛生的食物？ 

乙 A：那一定要吃嗎？ 

Q：學校外面有熟食吃，可以到外面去吃。可是畢竟學校價錢方面有比較優惠啊，

我就是希望在學校能夠吃到比較乾淨的熟食。那他們採取去敲餐盤那你採取

的態度呢？ 

乙 A：我覺得他們這樣反彈是有原因的.. 

Q：所以你支持？ 

乙 A：雖然說這樣不好，可是學校也要在學生處境去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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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們班學生抗議老師的表現方法，你覺得好？還是不好？ 

乙 A：有些是不錯，可是就有不好。 

Q：譬如說？ 

乙 A：好的是：跟老師直接溝通：「妳這樣不好」。 

Q：是利用上課的時間？還是同學到辦公室另外找時間私下談？ 

乙 A：上課講很久，用掉一兩節課時間。 

Q：老師後來在態度上面有改嗎？不管是對整潔的要求或上課的方式有調整過

嗎？ 

乙 A：一點點吧！現在改變比較大。 

Q：好比說？ 

乙 A：整潔可能比較少在管。 

Q：老師沒有再管，同學們呢？就會去把整潔工作做好嗎？ 

乙 A：沒有啊！ 

Q：也是沒有？ 

乙 A：就是他們一年級可能就變成習慣了。 

Q：假設就你的觀察老師的調整有限，所以同學要想出一個更不一樣的方法像戴

口罩，意涵是要表達他們的不滿。你覺得這樣的做法？ 

乙 A：應該不會這麼樣吧！老師會叫他拿下來，或是找教官要求他拿下來。而且

這樣不太好！ 

Q：那你是覺得老師叫他拿下來不好？還教官叫他拿下來不好？ 

乙 A：戴口罩他本身就怪怪的！ 

Q： 先前餐廳衛生不佳同學敲餐盤的方式，你會支持那樣的做法。 

乙 A：因為是不同的事件，那只是吃的問題。戴口罩上課，老師也會不高興。可

以用比較理性的方式，因為戴口罩事情不一定會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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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丙的訪談 

Q：像最近我們國內政黨之間，為了罷免案氣氛非常熱鬧的情況之下，會影響到

你的準備嗎？ 
丙A：不會，因為我自己都在看足球。 
Q：縱使說現在國內這麼樣的熱鬧的政治氣氛，還不如足球對你的吸引力？ 
丙A：因為其實有一點厭惡了吧？ 
Q：厭惡？ 
丙 A：就都是你來我往，可是其實真正在講的那些人，自己也沒有多麼有內涵，

或什麼的，所以其實很多時候講的就是報導出來的，都其實是沒什麼價值沒

什麼意義，我沒有興趣，所以我最近特別就不是很想看新聞。 
Q：最近不喜歡新聞。 
丙A：就是很煩，像我想要看一些，像我因為我想要讀社會學系，像我會想要看

一些社會方面的新聞，像社會各階層的新聞，可是一直都在報政黨怎麼樣，

政黨怎麼樣，然後現在又怎麼樣怎麼樣，就覺得很煩，而且新聞是二十四小

時都在播那個東西，幾乎是沒有我想要看的新聞，所以我最近就不是很喜歡

看新聞，所以沒有受到什麼影響。 
Q：你回家之後有再去觀看新聞，過去有這樣的習慣嗎？ 
丙A：有，通常有就是回到家，大概十點多放鬆的時候，會轉一下新聞台，看一

下。 
Q：就了解一下。 
丙A：知識。 
Q：知識…..那一個人看？還是會跟家人一起看？ 
丙A：對。 
Q：一個人看⋯，那你還會看報紙嗎？ 
丙A：會，因為學校有報紙啊，所以每天到學校下課時間就會翻一下。 
Q：翻一下，好，你們學校的報紙就班上自己選的？ 
丙A：沒有，就是學校放的，我不知道是好像是有免費送還是怎樣，有兩三份吧！

有自由還有中時.然後有兩份的。 
Q：兩份的，那就自由跟中國這樣，那你除了看新聞，另外就是看報紙，現在所

有的報導出來，你會比較相信或是說比較信賴哪一方面給你的訊息。 
丙A：因為我們家啊，就是還有奶奶，我們通常家人在奶奶家一起吃飯，然後看

新聞，我這個年齡比較親一些家長，像是叔叔，就會問他們。就會講一些比

較有道理的，那種話然後就說感覺誰比較好，然後像我的知識就是建立在他

們的給我的印象，就是說誰比較像是有深度內涵的人，然後那些有深度內涵

的人講的話，我會比較受那個影響，會比較重視，像一些可能是他們批評過

有一些不是很認同的時候，我就會受到影響，就是會覺得可能叔叔他們說的

對，他沒有真的那麼好。 
Q：所以你會除了透過電視媒體報紙，還有你家裡面的長輩，他們的一些談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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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妳這樣聽了之後，那你大部分只聽？還是會跟他們做討論？ 
丙A：也會討論。 
Q：也會討論，所以你也有了自己的看法了嗎？ 
丙A：有一點。 
Q：在我們這個言論自由的教案裡面，對哪個上過課的教案你比較有印象，上課

的什麼內容妳現在印象很深刻的。 
丙A：我想一下喔，我們有上過滿多就是有關大法官的，然後有討論過幾個案子

就是有關頭髮、那些髮禁。然後還有有關年輕人用自己來表達，自己用行為

打扮上來表達自己的訴求，就是表達自己的看法，我們有討論過髮禁是否該

開放，如果說髮禁是一種言論自由，頭髮造型是一種表達意見的方式的話，

那髮禁是不是跟憲法有牴觸，因為憲法不是規定說我們人都有言論自由，所

以說我們有討論過：假裝我們是大法官，然後就是要解釋這個案子，我記的

那時候我們班討論的還滿熱烈的。 
Q：滿熱絡的，會覺得就頭髮的問題，假使學校他去做要求的話，那你會站在什

麼樣的看法，對這樣的事情做意見表達。 
丙A：我會，我會覺得可以適度的要求，可是不可以太過分，就是像以前現在好

像也是就是男生還要斜推，我就覺得有必要嗎？而且男生頭髮又規定說要長

度，什麼耳下，我是覺得這就是沒有這個意義啊.我覺得頭腦就是頭皮以下的
東西，比頭皮以上的東西重要，我覺得學校要重視的應該是學科方面，而不

是說我們的行為打扮，反而現在大部分的學校都是注重於說學生打扮那方面.
反而沒有考慮到自己學校有沒有在學術這方面，真正有給我們我們需要的這

些東西。 
Q：可是你們學校現在頭髮不是幾乎都不管了嗎？ 
丙A：對啊，可是以前因為我是國中部的，我以前有被管過。 
Q：所以從以前國中部那個時候有管，然後到現在大家都沒管了？ 
丙A：對、對！ 
Q：那就我們談話的現在，學校對國中部的頭髮也都不管了嗎？ 
丙A：有，比較沒有那麼管。 
Q：也就不管了？ 
丙A：就隨著高中開放，也就因為其實那時候高中也是有在規定，然後就是最近

幾年好像就是前陣子有個什麼「髮禁開放」。 
Q：對！根據教育部的立場認為：「不再要求」，就開放這樣子。 
丙A：所以說學校好像也就跟著開放了。 
Q：也就不管了。 
丙A：對，就不管了。 
Q：那頭髮這個樣子的話，現在我看你也都沒有燙啊，雖然說長度比較長了一點。 
丙A：對，就是說我以前有過，以前曾經有過比較有想要抗議，有過比較叛逆的

時代，然後現在就有一點，現在會去看以前，也會覺得自己以前有一點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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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可是那也是一個必經的歷程，然後到現在就是已經有點看開，所以有點

反璞歸真的感覺，就是一種改變吧！ 
Q：所以你就不會想在頭髮上面再去做一些其他的變化。 
丙 A：會啊還是會很 CARE 頭髮就是怎麼樣，不過現在不會把它弄得很誇張.就
是那種龐克頭或是什麼的，就是不會再那樣以前，曾經有過。現在走到人生

另外一個階段就也會重視，但是不會去做以前那種花樣。 
Q：那假設你的同學們裡面，有人在頭髮上面特別的去做一些改變，那他這樣子

的作法，學校特地去跟他要求必須跟大家一樣的話，那好比說女生她去燙或

者說顏色很特別，或是說男生他在髮型上面好比說剪了一個一半，一半有一

半沒有，那這樣的髮型，學校對同學們去做一些髮型的規勸，希望他們再改

正回來的話，你的意見？ 
丙A：我是覺得不用啦，我覺得它可以規勸，可是規勸如果最後，那個學生他沒

有改回來，以致他被處罰的話，我是覺得沒有這麼做的必要。 
Q：沒有這個必要？ 
丙A：因為可能在以前那個年代，就是那時候可能祭出這個處罰，可能是當時的

社會可以接受，然後覺得合理，可是時代一直在變啊，我們也跟著在變啊，

所以到現在這個時代來講，就是這個懲罰是沒有這個必要的，就是這樣。 
Q：可是我印象中，學校過去有一個案子還滿有名的，就是好像有學生特地穿紅

色鞋子到學校來，這個你有印象嗎？ 
丙A：我不知道這件事情。 
Q：它就是說學生他穿紅色鞋子，只是為了要表達他的不滿或是抗議。對這樣的

鞋子顏色有要求嗎？ 
丙A：現在沒有。 
Q：現在沒有要求了？ 
丙A：以前好像曾經有過，有要求，然後會不會是因為那件事情，然後現在就變

成沒有要求了，因為現在是沒有要求。 
Q：就都不要求了。 
丙A：對啊，反而我覺得國高中這個階段，其實很多學生會為反對而反對，所以

說你特別去限定他，他反而會覺得說這樣比較酷，我為什麼不能這樣，然後

就會故意去挑逗，挑戰那個界線。 
Q：挑戰那個權威。 
丙A：對，如果說教官反而一直這樣，或是學校一直去限制，或什麼其實反而讓

他們有表現的那種感覺。 
Q：你越管他越有表現的那種感覺。 
丙A：對，因為就國高中這段，學生就很叛逆啊，所以就一定會有這樣的。 
Q：還是這樣的喔！ 
丙A：對。 
Q：那像你們班跟導師或是上課老師的互動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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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A：喔，還不錯啊，其實怎麼說互動，其實台灣的教學，就是老師在上面教，

你就在下面學，其實比較少會像公民課，就比較不一樣，就是會反反覆覆一

直討論，像其他國文，數學，就是老師一直在跟你講知識，然後你就一直在

收集那個知識，然後把它記下來變成自己的。 
Q：所以公民這次上課的內容他的方式跟其他科目⋯？ 
丙A：不太一樣。 
Q：不太一樣，那有可能說，用這樣的教學方式在別的科目上面使用嗎？ 
丙A：像我有在國外唸過書啊，因為那個學校有那個比利時的團，去國外參加遊

學，就是當交換學生。因為我們有去上他們的課，感覺就真的很不一樣，像

他們上經濟學那一類的，就很像我們通常會用知識來看待的那些東西，可是

他們老師就會丟問題給他們，要他們思考，然後想一想，想一想再給他答案，

就這樣反反覆覆很像這次的公民，當時是覺得真的不錯，然後你想一想，如

果在台灣，他是一個很好的教學方式，但是對台灣這個社會來講，就現在來

講還是需要一些時間，讓學生和老師來接納這樣的方式，因為其實台灣從小

到大都是這樣的一個方式，然後突然做一個很激烈的改變的話，很多人應該

都會不適應，可是如果從以前就慢慢開始有一些稍微的改變的話，就是可以

變的啊，就是可以做一些不一樣的作法。 
Q：你社會組嘛，那前一陣子有在研議說，以後要把「公民與社會」這樣子的考

科列為指定考科範圍，那你覺得好嗎？ 
丙A：我覺得公民，就現在來看它是有他的知識在，可是他有許多就像你們所講

有許多不確定處，就是沒有標準答案，然後我覺得這方面確實是可以考，是

可以接受，可是如果很多灰色地帶的東西，也要拿來當考題來寫標準答案的

話，是有一些難作答，因為答案都太模稜兩可了，然後硬是給他套個解釋可

能也不太正確，所以可能會變成很多爭議。 
Q：爭議…那你就純粹就科目本身，可不可以考，該不該考試，適不適合考，那

假設說公民科他本身有一些滿明確的答案的，我們把它做這樣的澄清，就他

是會有明確答案的，但是有沒有可能會造成你們準備上的壓力？ 
丙A：喔對，因為我還沒有想要指考，因為我準備只打算考學測就好。 
Q：啊，學測…不是學測完之後，假如說有些學校，他有那個指定考科，還是要

考才能夠申請不是這樣嗎？ 
丙A：可是那是比較少學校吧？ 
Q：對啊，有些科目會是這樣。 
丙A：現在的學生也不能說壓力很大，因為以前的學生壓力也很大，聯考啊。 
Q：對啊對啊！ 
丙A：你多準備一科，學生自然會反彈，一定會反彈，可是就是看大人怎麼安排

吧！ 
Q：看大人怎麼安排，可是你們的想法呢？ 
丙A：對我來說是還好啦，因為這方面像指定考科，是你申請的學校需要那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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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才要考，就是說如果對這方面本身就有興趣的人，他準備這一科應該自然

不會是太痛苦的事情，可是像我是社會科的，然後叫我去考物理化學的指

考，就痛苦的跟什麼一樣，就完全看不懂他在寫什麼，就要如果要自然組去

考什麼公民，一定很痛苦，如果叫社會組的來考，應該也只有社會組的會需

要申請到，這個應該是不會太…對我來說不會太怎麼樣。 
Q：對啊。 
丙A：可是其他學生應該因為像某些學校，就是像外文系他居然也要看社會的成

績，所以這方面他們可能會覺得說，我明明是要唸外文為什麼我要去考這種

東西，所以可能就是學校去界定他們需不需要這個科目時，會有一些爭執，

應該是學校，他就是這個科系，他要不要決定這個考科，要做審慎的考量之

後我們再考。 
Q：那像你上完課之後，課程裡面的內容，你有沒有覺得你的校園生活，就你剛

剛說的那個頭髮之外，還有沒有你覺得是跟你有相關的，而你覺得過去從來

沒有那麼想過，在上了這次的課程之後才突然恍然大悟的，有這樣的內容

嗎？ 
丙A：還好，有關於學校的題目，是比較少一點，他很多是有關社會上的一些糾

紛，是佔比較大多數的，所以可能是對於那些地方會有一些知識上的建議吧。 
Q：我這樣子觀察，我覺得你們學校在各方面跟學生的互動，或是一些規範的要

求上面，好像都還滿合理的，所以你們並不會有任何表達意見受到壓力的這

種狀況，有這樣的例子嗎？ 
丙A：以前可能有吧，可是最近是沒有。 
Q：就沒有？ 
丙A：那時候我高一剛進來的時候，曾經有一次，是因為教官有一個女教官是新

來的，那時候他就是因為她可能不是很熟悉我們學校的校風，然後她會就學

生來講不可以戴粉紅色的東西，然後就引起很多女學生的反彈，然後後來就

有小小的一個抗爭，就是那時候升旗，她都在升旗的時候檢舉嘛，就後來有

人在網路上連署說，那天升旗大家都戴粉紅色的東西，有這麼樣的一個行

為，但是那次後來好像也沒有怎麼樣，就沒了，就沒事…那個教官自己好像
也有體認到這個學校的校風，後來也就改變很多，她也沒有像以前：不可以

戴粉紅色或是怎麼的，她就反而會變得很像朋友這樣。 
Q：感覺上很自由開放的環境底下，學生可以表達他自己的想法是一種很健康的

環境。 
丙A：嗯、嗯！ 
Q：嗯…我們本來是期待說，教案本身它是除了學習之外，也可以在行為上面去

付諸實現，那這方面你覺得你們既然已經在原有的環境裡面，很健康了，可

能要用的機會還不太大。 
丙A：還好，因為以後到了社會上，一定會有遇到。 
Q：是啊，你現在看喔，昨天因為前陣子幾天，罷免案要表決了，所以有一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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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激進的民眾，他有很多的的行為或是手法，可能是衝撞警察啦，或是說互

相都拿著對方的肖像或人偶啊，實施攻擊的行為，那你看到社會上這種現象

之後，你對他們這種行為的判斷，你又用什麼標準去衡量他們這種行為？ 
丙A：我是覺得不成熟啊，我覺得表達意見是可以，但是你自己要知道限制在哪

裡，因為你自己表達自己的意見是可以，但是你不可以去影響到別人啊，像

什麼衝撞，這樣你是傷害到別人，這樣你就失去你要表達意見的意義啊，這

樣已經變成一種傷害，然後反而人家會注重你這個傷害，不是你想要表達意

見，這個原來的出發點，所以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反而那些人沒有很冷

靜很成熟。 
Q：那…焚燒人偶呢？ 
丙A：焚燒人偶我覺得那是一種，我覺得是不太好啦，我覺得就某方面來講，他

有一點那個…侮辱的感覺，因為人偶畢竟是有肖像的感覺，這樣不是很好，

因為這樣其實是有傷害到那個人的自尊方面的，所以這基本上應該是有違反

從小到大的人倫建設。 
Q：那包含拿著對方的照片打水球？ 
丙A：這我覺得也不太好。 
Q：回到學校校園裡面，如果這個校園裡面學生餐廳的衛生管理並不是很好，經

學生反應了好幾次之後，改善的幅度非常有限，還是會經常可能在菜裡面

啊，環境上面沒有要求到衛生的這種標準，學生到後來他們採取到餐廳裡面

敲盤子表達意見，你是非常同意，同意，還是無意見，還是不同意？ 
丙A：嗯，我覺得我是無意見，因為我覺得既然是這樣，他們已經有做過多次的

反應了，可是校方卻沒有制止的話，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表達意見的方式，我

覺得是校方自己該做到本份的地方沒做到，所以才引起學生有這麼一個反抗

的行為，所以並不是他們一開始就覺得好髒喔，就做出這樣的一個行為，他

們有經過反應之後沒有受到理會才做出，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比較可以理解

的吧！ 
Q：無意見，你是採取中立，你不支持也不反對？ 
丙A：是。 
Q：那同樣的狀況，同樣的情形，你會採取怎麼樣的表達方式？ 
丙A：我嗎？ 
Q：對，對，就你的話，好比說你現在是學校的學生代表，學生議會代表，然後

反應了，然後都沒有結果，同學都好幾次都來問你說怎麼回事，我們意見都

沒有得到回答，那你是繼續採取溝通，還是你會採取更有效的方式？ 
丙A：我會繼續採取溝通，就是如果這個階層不理，那我就去找更高的，直到大

不了找到校長，校長一定會理，不行的話那就找教育部啊，都還可以往上一

層。 
Q：妳有多方面的管道，這邊有個例子，它是講說因為跟別人的意見不一樣，那

她就戴口罩，表示他的不滿意，假設對某一門課老師的教法不滿意，學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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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用戴口罩的方式，她也沒有吵老師。就你的判斷，在我們的校園裡面，

接下來會有什麼樣的衍生情況？ 
丙A：我們學校嗎？ 
Q：就你們學校來講。 
丙 A：老師或班導可能會去詢問，然後如果那個老師很生氣，跑去找教官的話，

教官就會來探查，然後他們會跟我們講大道理，可是學生心理面會有一個

尺，就是到底該怎麼樣，聽了會很有限啦，可能接下來，就可能老師自己也

會生氣吧，可能就自己會不教了，那學校可能會派另外一個老師。 
Q：可是剛剛跟前一個那個就是戴粉紅色的教官，你們就集體地去戴了粉紅色的

東西，或是裝飾來的話，那跟這個戴口罩的例子，兩個相來比較的話，就是

你剛剛說規定非常嚴格的教官，那後來怎麼樣？有沒有老師支持教官的要

求？ 
丙A：可能有吧，可是老師也是自己在開會講，他們也不知道老師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學校校風是這麼久以來奠定的，所以其實也不是說一個教官來，說

改大家就都會跟著改。 

Q：所以假設縱使有同學們戴口罩的話，導師或是教官還是會來了解狀況？ 
丙A：可是應該不會採取什麼處罰吧，因為這也只是一種意見表達啊！ 

Q：對啊，我只是表達一點我不一樣的看法，應該還 OK吧，學校有沒有校刊社？ 
丙A：校刊？ 
Q：校刊社！ 

丙 A：有。 
Q：那校刊社的同學你有認識嗎？ 
丙A：有有，我們班有。 
Q：那他們審查文章該不該刊登的標準有哪些？ 
丙A：我們學校是都會有一個投稿的時間，然後你投的會經過老師來評斷說，優

勝還有佳作那些的，所以應該是基本上如果被那些評審老師青睞，如果是佳

作優勝之類的，不管是怎樣都會刊登。 
Q：那看來並不是校刊社同學自己決定了，是老師自己決定了？ 
丙A：不是，老師通常都會請學校外面的，不是我們自己學校的老師。 
Q：那是學生去請的？ 
丙A：是學生去請的。 
Q：學生去請的，然後從那投稿文章裡面去選擇優勝的來刊登，那他們去邀請這

些老師們的標準？ 
丙 A：我不知道。應該是邀請在寫作界比較有名的吧，像之前好像有請到小野。 
Q：喔，請到小野。 
丙A：對還有九把刀，也是有請過一些比較有名的老師來評審。 
Q：幫忙作評審，篩選這些文章，喔，那好，假設說經過這些老師們評斷的文章，

假設文章裡面同學們開始描述斷背山，你覺得這樣子的文章刊登的機率高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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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丙A：應該會被刊登吧 
Q：會被刊登？ 
丙A：我覺得會因為他們應該沒有權利，只因為他的內容就決定不刊登。我們學

校校刊應該滿自由的。 
Q：滿自由的，那冒昧的問一下，那我們學校，不管男生 v.男生、女生 v.女生有
這種斷背或是 Lesbian得這種行為嗎？ 

丙A：有啊！ 
Q：也有啊，你有看過？ 
丙A：有。 
Q：那同學們對他的觀感呢？ 
丙A：大部分就是還好。我自己的話，我不會討厭，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斷背山

這部電影。 
Q：喜歡斷背山，你是因為情節喜歡，還是因為導演喜歡？ 
丙A：都有，我覺得它有改變一些我的看法。 
Q：怎麼說？ 
丙 A：以前我可能會有一些老觀念的感覺， ，但是看完這部電影之後，我覺得
那就是只是一種愛而已，為什麼要因為人，或是生理上來規範，然後我覺得

就是看了這些  後，我覺得不會反對。 
Q：這樣子的行為，你也可以認可他在社會上存在？ 
丙A：嗯！ 
Q：那同學呢？ 
丙A：一般同學喔，還是會有就會覺得怪怪的。 
Q：有人在談這個嗎？ 
丙 A：通常是，試著大家都不知道，有些就是地下，然後知道的就是好朋友嘛，

但是還是有些會覺得猜忌或是覺得奇怪之類！ 
Q：還是會有嘛！ 
丙A：還是會有，可是其實很多會覺得他們的事情，又不干我的事，他們會覺得

說又沒影響到我，又沒有關係。 
Q：那種會唉唷的人啊，他們有沒有可能會集結成一個壓迫的力量，然後去影響

週遭的人？ 
丙A：應該是不會，因為他們佔少數。 
Q：唉唷，是佔少數喔？ 
丙A：對！ 
Q：是整體的少數？還是知道的人裡面少數會？ 
丙A：知道的人裡面，少數會。 
Q：會這樣，唉唷一下？ 
丙A：因為通常我們大部分的學生，都會覺得就像我剛剛講的，他們自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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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想怎樣就怎樣，又沒有影響到我，我自己可以選擇要或不要，可是他們

自己的事情是他們自己的選擇，不干我們的事。 
Q：真正感覺到不一樣了，愈跟年輕的同學們這樣在聊的時候，會發現所有的東

西有在不一樣的方向做一些轉變，其實是健康的方向，其實也是好的啦。抗

議的狀況，他是那麼激烈啦，那我們站在社會治安的立場上，妳覺得這樣子

造成附近人家上下班遲到啦，交通不方便啦，那我們的馬市長為了要維持交

通秩序，然後就限制這樣子的抗議活動，你會持什麼態度？ 
丙A：我會持就是支持的態度，因為我是覺得發表意見或什麼，就是所有的意見

表達，就是以不侵犯到他人為原則，就是你在自己的行為上做出表達，可是

你不可以影響到別人，就是不可以去踰越到別人平時的一些作息，去影響到

他人。你沒有必要去要求別人，一定要跟我一樣。然後不要去做一些因為意

見表達，然後去傷害別人的行為。 
Q：那簡單講，就是不要影響到別人的，今天在總統府前面舉行示威抗議，影響

到交通的話，妳覺得這樣子的行為不 OK？ 
丙A：嗯，對啊，如果影響到交通，前提是影響到了社會秩序，然後如果說他是

有申請有被認可，然後沒有做出其他走到其他路，走到其他沒有被申請的地

方，然後影響到其他那邊的交通的話，我覺得這樣子是不可以，可是正常的

話，是可以接受的。 
Q：在那個申請的範圍之內，縱使是有影響到交通？ 
丙A：有申請的話可以接受。 
Q：你覺得這套教材你覺得用什麼樣的呈現方式是你們這個年紀會更容易理解

的，或是說你覺得用什麼樣的方式讓你去學這些東西，你會覺得更容易，或

是說更想朝那個方向來學習？ 
丙A：就是像可能像故事的感覺。 
Q：故事的感覺。 

丙 A：對，因為像我們這個年紀可能會常常閱讀一些課外讀物，然後常常會吸取

到一些其他的知識，這些知識對我們比較有吸引力，卻在課本裡沒有教，也

可能因為她是課外，你自己休閒讀的時候，在輕鬆的狀態下去了解到，這些

會真的覺得去用頭腦想，可是如果很正經八百去上課的話，反而會是一種壓

力。 
Q：教材如果是用故事方式來呈現的話？ 
丙A：會更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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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丁的訪談 

Q：你在家裡面會看新聞嗎？ 
丁A：不一定耶，要看那一陣子的新聞，像最近就會播一些足球特別報導，你看

過球賽就可以知道，就會比較有感覺。 
Q：你現在看新聞是看足球？ 
丁A：有些新聞是比較溫馨的，可能拜訪老奶奶那種，我覺得那種比較值得看耶，

那其他比較重要比較熱門的，我就看看標題在講什麼就算了。 
Q：關於罷免案的新聞？  
丁A：罷免那個其實不用看，也知道不太有可能過。 
Q：過的可能性不高！ 
丁A：對啊，不大吧。不要瞎起鬨吧，不要一頭熱，要適可而止吧，要去想最終

極的目的，像我們自己人民要去想你最終極要的是什麼，而不是那些帶頭者

他們要的東西，我不是哪一方也不是籃的或綠的，其實站在自己的立場想的

話，是一定的只會想要是安定什麼的，那你這樣子在那邊鬧，那就不算是民

主表現，可能有點像是社會暴力，然後就要花很多資源去什麼的，然後媒體

要爭相報導，如果是報導或是看到論壇新聞的話，其實我覺得說不是真正很

有那個，你一直去炒那些弊案什麼的，雖然說該繩之以法還是要繩之以法，

可是我們要知道在這件事情中真正要學到的是什麼，而不是只讓我們看到那

些東西而已。 
Q：政論性節目是你轉的還是家人轉來看的？ 
丁 A：就是平常你如果在看偶戲劇什麼的，在轉就會轉到。而且炒的很熱， 只
要你有看電視的人就是不想知道都很難。 

Q：一定會？ 
丁A：對，可是我已經很少開電視了，我只有六日才會開電視.但是還是會看到，
所以說代表他已經是那種… 

Q：很氾濫的那種狀況。 
丁A：對。 
Q：所以你看新聞比較喜歡看球賽啦，那種比較有趣的。 
丁A：對。 
Q：那平常看不看報紙？ 
丁A：報紙有啊，我最喜歡去圖書館看報紙耶，因為會留圖啊，大部分的人都在

看書，圖書館有各個的報紙，我覺得這樣比較好，我覺得報紙不要只看一家。 
Q：那你都看哪幾家？ 
丁A：就是學校有放的報紙，翻一下， 頭條一定是最重要的， 有些是頭條放一
下，後面寫得比較仔細，看對題目有沒有興趣，前一陣子是水災。  

Q：妳會看那幾家報紙？ 
丁A：聯合、中國，另一間早報忘了名字， 經濟日報也許， 聯合報比較綜合性，
內文太專業的也會看不懂。 



-- 107

Q：經濟日報是記載財經消息。 
丁A：我看大標題知道大概有發生什麼事，有些是和自己有關，例如教育部要改

什麼….那我就要去細讀內容或上網看一些電子報， 打進去看自己想看的， 
電子報我也看大標題。 

Q：那指考「公民與社會」的新聞？ 
丁A：可是我覺得那個我考不到， 你要現在公佈， 我要考碰不到！ 
Q：那可是為妳學弟妹著想，妳有沒有弟弟妹妹？ 
丁A：沒有， 我覺得考試如果真得考了，那你也只能認了。 
Q：只能認了， 那個消息妳有去 follow一下教育部為什麼考那個東西？ 
丁A：我覺得理由就真的是理由。 
Q：他公佈了理由， 妳看到了什麼？ 
丁A：很多在吵說要不要考。 
Q：要不要考！對。 
丁A：我覺得考或不考都一樣， 考試制度就是那樣。 
Q：少考一科就不要準備它了呀。 
丁A：像公民大家把它當成倫理看，覺得它很簡單，可能考試前看一看，不過裏

面有些東西仔細唸，可能生活中碰得到， 這不只限…我覺得這樣太狹隘了， 
就算數學英文很重要，當你要用卻沒辦法用就白唸了，我們現在是法律那些， 
乍看之下你會覺得要背很多，可是你知道有一點點東西，即使沒辦法像律師

或法律系的人知道很詳細，起碼知道標題，然後出事的時候才知道去那裏

找，裏面很多事情是我們會碰到的，一些糾紛啦，即使走在路上可能不小心

發生車禍不幸，當下處理我們都要學會。 
Q：都要學。 
丁A：對呀，當然就有點像白學了，就是浪費時間上公民課，自己權利…要維護
自身權利呀。 

Q：「言論自由」人權的課程，整個課程應該不止梁老師上？ 
丁A：還有另外兩個老師。 
Q：這幾位老師輪流向妳們講述這種觀念，在課堂中妳對那部份的東西印象很深

刻？ 
丁 A：校規…就是在講我們要自己當大人物，我們要自己去釋憲。….是小組討

論，….之前在吵髪禁和體罰的，那我們並不覺得是適當，適當去抓那個標準，

因為太過也不好，太放我覺得雖然是一種自己表現自己意見的方法，雖然染

頭是一種方法，可是礙於校規久而久之，還是會有學生覺得穿制服好呀，頭

髪乾淨整齊就好，不需要一定太極端。 
Q：妳們上課，利用校規讓妳們去討論規定的合理性。 
丁A：講說你對髪禁那一些方面，有些覺得應該是錯的東西，可是其實並不完全

是大家說的錯。 
Q：那妳能不能講一些妳們同學在討論前的想法和後來有改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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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A：我覺得髪禁吧，當然大家一開始在那邊討論，我覺得髪禁解除之後有些人

會 太偏激，我會覺得不是很好，都已經有一定的年紀了，也要學會控制自

己，雖然法規沒有強制你要幹麻，可是自己要去判斷一些東西，並不是說頭

髪染成怎樣的人一定是怎樣的人，就是跳除這狹隘的想法。 
Q：妳坐車來學校也蠻長的距離喔，在車上有外校的學生上上下下吧，那妳觀察

到的呢？ 
丁 A：有國中生頭髪都變了，以前你看到國中生就是國中生，因為都剪國中頭，

那現在已經沒有所謂國中頭，…有些會染得像櫻花那種…他可能在某方面他
想要展現出他自己啦，我們可能多看一眼就算了，那是他的頭髪，我是覺得

還好。 
Q：妳們學校學生的頭髪都很 OK，都沒有太多的變化。 
丁A：其實在開放髪禁之前，我們學校的髪型就沒有要求，只是你要整齊乾淨自

己要好弄，…有些私校真的太嚴苛，對我們學生是恰到好處，你自己自由，
你也不會違反法規就 OK，就還是會有比較特別的，可是還好，就看著他自
己覺得舒服…然後不傷他自己整體，那我覺得 OK呀，看久了就習慣了。 

Q：那上完這門課以後，就教材而言，妳有沒有覺得什麼樣的內容對你們很實用

的，它講的東西，髪禁這樣的東西只是他個人表達他意見的一種方式，假設

這個妳過去不知道然後現在知道了，有沒有因為這幾個老師上課講述什麼樣

的觀念，日後對妳有那方面的幫助？ 
丁 A：言論自由的內容裏面，我覺得想要效法以前人像北大學生大家一起聯名

上…，有些時候學生也有學生的言論自由可以發表出自己心裏面的意見，…
如果我們有什麼意見我們可能先表達給學校知道，這樣會比較好，以前就會

覺得算了，放棄呀，就是交給學生會…久而久之自己連發表的權利都……..。 
Q：都沒有 
丁A：就是要適時的說出來，可能會帶動其他人心理都想說，表達不定就是值得

採納的東西。 
Q：可以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那在班上有沒有過去不會，而現在會？ 
丁A：我覺得我們班上比較會表達自己的意見，可是就僅在於課堂上，就是可能

私底下自己的一些小事情。 
Q：有沒有什麼具體的例子？ 
丁A：具體的例子喔….改善環境吧！ 
Q：改善環境？ 
丁A：就是都從環境之類的改起。 
Q：就是班上整潔。 
丁A：對，可能就是為了大家打掃乾淨吧，可是有些人會想要舖墊子呀，因為舖

了墊子大家就會有些爭論，比如說錢那，舖了墊子之後清潔呀，那大家是否

還是再舖一次，你想改變環境，可能就是你高三要待在學校唸書，你想要把

學校弄得更適合，就是讓你可以待十幾個小時吧，…可能變得上課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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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會勇敢，就是臨時動議之類的就會提出來，班會其實還好，不常開了吧。 
Q：這件事情其實妳們從高一就會了吧，比如說在利用班會的時候表達自己的想

法？ 
丁A：可能很多在私底下，在自己的朋友圏裏面表達，或透過寫週記之類。 
Q：有因為上過這幾門言論自由課而改變嗎？ 
丁A：不知道，還好。 
Q：目前好像還沒有立即的。 
丁A：沒有那種大家聽完之後，就那好！我們就去凱道之類的吧！ 
Q：不會吧？ 
丁A：沒有這麼熱血吧！ 
Q：那學校給你們的這些規定，有什麼不合理的地方嗎？ 
丁A：不合理？ 
Q：就是說..不需要這樣管啊，有這樣的例子？ 
丁A：還好耶，..其實也沒有抓那麼緊啦…不就像襪子之類的。 
Q：你麼學校襪子有規定嗎？ 
丁A：有。 
Q：規定什麼？ 
丁A：顏色，不要白色..我現在有點不合格 
Q：怎麼說？ 
丁A：太短了。 
Q：太短喔..太短不行..那太長呢？ 
丁A：太長？ 
Q：到膝蓋？ 
丁 AOK啦但是很熱耶..應該不會有人到膝蓋..因為太熱了。 
Q：對喔？ 
丁A：可是到膝蓋還是 OK啦，不會因為到膝蓋而被記過。 
Q：嗯嗯…可是我又不是赤腳..我有穿了啊？ 
丁A：當然不能赤腳，赤腳會被罵。 
Q：赤腳當然不行，為了衛生的問題。 
丁A：可是如果在教室自己的位置上，你不要走動…可能又下雨啊，你裹的那麼
緊..就會很悶啊！ 

Q：我剛剛要說的是，不穿襪子就穿鞋子，這樣可以嘛？ 
丁A：不行，會被抓。 
Q：會被抓？ 
丁A：應該會，這樣不太好。 
Q：可是這是我的事情啊？ 
丁A：可是這樣不太好啊..我覺得襪子跟頭髮一樣！ 
Q：就拿你來說好了，你說現在你的襪子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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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A：對，會被說太短，所以經過教官前我必須拉一下。 
Q：那會不會教官哪天就跟你說，ㄟ，你的襪子會不會太短啦？然後你再這樣子

穿的話，就會怎麼樣怎麼樣，那，你覺得咧？ 
丁 A：太短是就視覺來講，我會跟教官說：「如果規定是這樣，那我就盡量不要

這樣穿，不會讓教官難做人」，…這是比較柔性的，但我也會適時表達我的
意見，看學校有沒有什麼適當的場合，譬如說學生會希望我們學生可以表達

意見讓他們跟學校商量，這個時候我可能會很用力的把它表現出來..。 
Q：我想請教妳，你為什麼要穿那麼短？ 
丁 A：因為現在市面上賣襪子很多都這種襪子，有些時候你也是看便宜買的啊.
因為一般的襪子沒有特價，如果有特價我就買特價的了..。 

Q：對啊，就是方便啊！ 
丁A：而且這樣就是比較涼快，如果長的回家脫下束的地方就一球一球的，而且

真的很悶。 
Q：對啊，所以說穿短襪子又怎麼樣呢，我又不是赤腳！ 
丁A：對啊，我覺得重點就是乾淨啊，又不是看起來你不舒服不喜歡，我覺得就

跟髮禁一樣。 
Q：那我們就聚焦在這一點上，如果學校跟你們說不行，如果下次再讓我看到你

穿那麼短的襪子，那我就通知家長，或是找你來如何又如何…你的方法是怎
樣？ 

丁A：朝會不要穿啊.我還是想表達出來..因為像是髮禁那些，一開始也是規定不

行，但是後來又改變，代表一定是有人出聲，才會去研究那些法律守則，我

覺得如果去看那些先例，之前髮禁解除的過程是怎樣。 
Q：因為教育部說… 
丁 A：對啊，教育部說 OK，那誰讓教育部說 OK的啊？那就去慢慢找啊，一定
是有個頭啊不然教育部也不管啊，之前他也不管學生在不在意頭髮，就是因

為有了聲音出來啊。 
Q：所以現在頭髮不再被管制的原因是什麼？ 
丁A：因為頭髮怎樣不代表這個學生的人怎樣，就是一種刻板印象吧。 
Q：就跟你的襪子一樣啊.襪子我愛怎麼穿就怎麼穿，我有自制能力。 
丁A：可是我穿這樣也不會因為這樣穿而妨礙到你啊。 
Q：不會啊，我坦白講我不會特別去注意到你的襪子。 
丁A：襪子的目的是為了要穿舒適，一般人穿短襪子是為了要舒適，並不是說我

因為怕你檢查所以要穿給你看吧！ 
Q：你剛剛講說，你會透過機會跟家裡面講一些這種觀念，你會跟家裡面講說，

你在學校最近上了什麼課程？ 
丁 A：會啊，或是遇到一些事情，比如說開罰單之類的，如果你覺得不合理啊，

就應該找地方申訴.我覺得如果不好好反應，就會被政府坑了…如果你每次都
有私底下的正義，那還不如去表達看看，因為說不定那個路本來就不應該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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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設計…就會害人右轉，但是爸媽他們雖然嘴巴上會抱怨，但是最後還不是

繳罰單了，所以我認為可以告訴他們，雖然有點難，但還是要讓他知道…所
以我覺得公民課很有用！ 

Q：公民課很有用啊？ 
丁A：某些地方。 
Q：這邊有個題目是這樣說，假設某個學校的學生餐廳的餐盤或是菜色，不是那

麼衛生，經過學生幾次反映後卻不見改善，所以學生最後採取敲餐盤的方式

來表達意見，你認為如何呢？你的意見贊成不贊成，或是沒意見？ 
丁A：我覺得有另一種方法耶，大家可以去抵制，你不要消費，大家不去就賣不

下去了…因為那是我們自己要付錢買的東西，就有選擇的權利，如果你們不

改善我們就可以不買吧？可以這樣去抵制，甚至打壞廣告，不要去學校買，

怎樣怎樣的…而且我覺得要去敲盤子太辛苦了，你還要跑去那麼髒的地方，

然後去敲那麼髒的東西。 
Q：有道理耶！ 
丁A：我覺得這樣的方法也可以表達啦，不過校方一定也會認為你們在鬧事，你

還要這樣特地去敲，我覺得不如抵制你，就不買吧，像是外面的商品都會下

架，學校應該也會出面干涉了。 
Q：好方法，那我們現在看 20題。 
丁A：其實我們學校有碰到類似的問題，因為之前髮禁還沒開放的時候，學校有

新上任的女教官，因為有規定不能代有顏色的髮圈，然後有人被抓，於是大

家群體抗議，在升旗時所有女生都戴上了粉紅色的東西.短髮戴髮圈，長髮戴
髮箍，一片看過去所有女生都是粉紅色的，讓教官也沒話說。 

Q：那你們學生之間怎麼去聯絡彼此啊？ 
丁A：每個班都有班代啊，班代彼此之間也有聯絡的方法，當然同學互相之間有

會認識，我覺得這種方法是最快的，因為大家都說好了，那種連鎖效應會很

快…甚至有同學怕大家忘記，還帶了一捆，有人忘了就說沒關係我借你…因
為我覺得這是學生的權利啊，如果這麼樣的事情也要管，就太約束學生了。 

Q：所以你們有這樣表達過自己的想法？ 
丁A：一年級啦。 
Q：是只有你們班嗎？ 
丁A：不是，是全校女生，因為女生已經不多了，而且又是女生班，所以放眼望

去就全部是粉紅色的…到後來教官也沒有說什麼，主任也沒有說什麼，校規

也沒有規定不能用粉紅色髮帶。. 
Q：那你覺得學校老師們上課都 OK嗎？任何科目的老師。 
丁 A：不可能啦.不可能每一門科目都能接受啊.要試著去調適，有的可能會是老

師的問題，但也有的是你自己的問題.以我的經驗可以看全班的表現，如果這
堂課全班都在睡覺，或是全班都很認真，那自然很有可能影響到你上課的精

神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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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你的科目裡哪一門課的老師上課你是有意見的嗎？ 
丁 A：意見還好耶，不大，就是還可以接受.因為每個老師上課都有可取和不可

取的地方，如果一直去看他不可取的地方，其實沒有什麼好處耶…你可以記
取他可取的地方， 他不可取的地方你可以跟他建議，他一定會改進啊.很少
遇到老師聽到學生的意見而不去改，很少這樣的，沒有遇過。. 

Q：那你們之前去反應之後，老師做調整改變，那你們覺得有幫助？ 
丁 A：嗯，像是之前的英文課，老師用投影機而不是抄板書，都掃一下就過了，

所以大家會跟不上，後來跟老師說過以後，他改抄板書了，大家就可以跟得

上.因為老師上課也是上給學生聽，而不是上給自己聽的.我覺得現在的老師

都還滿開明的，可以接受學生表達意見.也要看學生表達的方法，有人會以睡
覺抗議啊，或是態度很不好，老師怎麼上那麼爛⋯。 

Q：你們班會有這種？ 
丁A：沒有啦…只是有些會，上課很公然地不尊重他，相對的我想他也可能不會

尊重你給他的意見，所我覺得是，彼此尊重吧。老師和學生都有自己的權利，

而不是只在一邊，所以互相要尊重吧…這樣才能達到最好的。 
Q：假設說，有同學以戴口罩的方式來抗議老師不寫板書，那這樣的表現在班上

或是在學校，在社會中會得到怎樣的反應呢？ 
丁A：不一定耶，看是他戴口罩是針對哪些…如果有些人覺得說我上課讓你覺得

不舒服的話，可能私底下會跟他約談，說不定在約談過程中他的問題就解決

了.如果有些沒有的話，他這樣就算是要表達自己的意見吧，就會默默的…可
能假裝是自己身體不舒服。 

Q：是感冒了，感冒自己戴口罩是很有公德心的。 
丁A：對啊，應該要表揚耶…或是說怕粉筆灰吧，因為他坐第一排，我說今天這

麼熱幹麻戴口罩，他說是因為怕吸太多粉筆灰.但是粉筆沒多久就變成無灰
的，因為老師自己也受不了，他第一個吸，然後第一排再吸…大家都會反應
所以有改進吧。 

Q：可是英文老師因為不想吸粉筆灰所以上課才用投影片啊！ 
丁 A：可是這個粉筆灰是很久以前的事.如果老師真的在意粉筆灰的話，我們大

家可以提供一盒沒有粉筆灰的粉筆。 
Q：這是一種想像的例子啦.還不錯！你之前提出的方法是老師還可以來關心學生

的意見，讓問題可以正向地解決，所以你認為這樣戴口罩的行為………..。 
丁 A：我覺得可以耶，反正他不影響到別人.因為他沒有做什麼去傷害人家的事

情，就只是戴口罩…有些人也許不想用說的或是文字方式表達，我覺得要尊

重他的表達方式。 
Q：那像是我最近國內的政治現象，他們在那邊示威遊行…….。 
丁A：有申請吧？ 
Q：有申請啊.但那勢必會影響到周圍的鄰居，像是台大醫院的那些病患們啊，假
使公車原本會經過那些地方，現在都要繞路，照這樣行為來看的話，雖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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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申請，但是還是對其他人造成影響，你怎麼看？ 
丁 A：我覺得要取得一個平衡點耶，比如說中正紀念堂也很近，那就去那邊吧，

有足 夠的地方，也不會影響到交通，因為已經在廣場裡了.第一個方法就是
改地方，一樣是很鄰近的，第二個方法就是不能太長，不能每個禮拜都來一

次啊，覺得就是要停滯，要控制好，而且要能夠自制，不能抗議結束後就留

一些布條。 
Q：可是你有想過說，他們之所以選擇在總統府前面的原因是什麼？ 
丁A：我覺得是因為要把事情鬧大吧，但是表達事情有很多方法，不一定要那麼

極端…新聞都一直報，這樣久而久之大家也都會不想看。 
Q：那就像你說…去中正紀念堂，會有同樣的效果嗎？ 
丁A：我覺得要看他表達的方式吧…因為現在的人已經比較懂的民主，可以接受
一些比較靜態的抗議活動，如果是那種太火熱的，有些人反而把它當笑話

看，覺得看過就算。有些抗議的方法雖然比較低調，卻反而讓人刻骨銘心，

讓人覺得好像也有這樣的問題，我應該也要去表達我的意見…這樣也比較有
幫助.如果是那種互打，或是隔街對罵那種方式，就會覺得害怕，反而感受不

了他們想表達的。因為他們也只是想要表達自己意見，也希望有跟自己相同

意見的人能站出來，但是我想這樣反而會有反效果。 
Q：反效果喔？那如果改去市立動物園呢？ 
丁A：市立動物園很臭耶……⋯。 
Q：就外面那個，動物園捷運站後面那邊很空曠啊，沒有要進去那裡面。 
丁A：我覺得就是要合法啦，在法則上 OK，不要太過份我都 OK啊。 
Q：就是他想要吸引一般民眾對這個議題的注意。 
丁A：我覺得這很正常，因為你提了一個意見，除非他真的是少數人的意見，那

應該要有更多人的參與和討論，這是適當的.如果你覺得它是一個問題，卻只
有少數人在討論的話，這樣反而不是很好，如果你的意見真的是一個問題，

那就應該讓大家都參與討論，這樣比較好。 
Q：好，我懂，最後一題，馬英九市長因為認為你們在那邊太吵了，所以就不准

遊行，不要示威了，你去集會遊行申請，他也不同意………..。 
丁A：那就…釋憲！ 
Q：哇…釋憲都出來了，可見，真的有學到喔！ 
丁 A：對啊…….如果我今天在法規當中，可能說要幾天或幾個禮拜前，要依什

麼我都做到了，如果行政單位還是不允許的話，那就請憲法吧……..。 
Q：這是那個老師講的？ 
A：X老師！ 

Q：講得那麼好啊？ 
丁A：我有在上課啊！ 
Q：老師在講你有在聽，對不對？ 
丁A：對啊，不然那幾個小時不就白耗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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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不錯不錯，很厲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