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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運用內容分析法，檢視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課綱裡的 147條能

力指標，歸納出 30條隱含有「反霸凌」與「和平教育」共同核心概念的能力

指標。比對第一至第四階段能力指標後，研究發現反霸凌能力指標的涵括性

不夠、情意能力指標不足、各主題軸涉及之人類環境，其所涵蓋的能力指標

並不足夠。教師可以透過跨主軸式能力指標，例如 r 人與空間」、「人與時

ja' J 、「演化與不變」、「意義與價值」、「生產、分配與消費」、「科學、

技術與社會 J '自行來規劃校園反霸凌課程，最後，鼓勵教師可以開發新的反

霸凌能力指標;或採用同心圓方式，深化先前階段相關反霸凌能力拈標的延

展性;以及借用人權與性別平等教育等議題能力指標，來轉化反霸凌課程的教

學。

關鍵詞:社會學習領域、校園反霸凌課程、和平教育、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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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ttempted to transform the common connotations of the schoolanti

bullying and peace education into the Social Studies, Grade 1-9 Curriculum, and

to design the school anti-bullying curriculum to guide students with the concept of

peace. The content analysis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147 competence indicators

(CIs) in the Social Studies, Grade 1-9 Curriculum. The result illustratedthat 30 CIs

contained with the common concept of peace education and school anti-'bullying,
located in the four stages and in the nine topics axis. The findings shown the current

school anti-bullying Clsare not comprehensiveness and the insufficient of affective

indicators in school anti-bullying and peace education. The study encouraged

teachers to design the school anti-bullying curriculum beyond the original boundaries

of the nine topics axis. Three teaching strategies suggested for teachers, including:

(1) to develop their own school anti-bullying CIs, (2) to employ the concentric circles

method that contained the previous benchmarks into the next stages, in order to

deepen the anti-bullying CIs, and (3) to transfer the CIs of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into the school anti-bullying curriculum.

keywords: Social Studies, school anti-bullying curriculum, peace education,
competenc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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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反霸凌能力指標與課程之研究:以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中的反霸凌典和平教育概念為例

Study ofAnti-Bullying Competence Indicators and Curriculum: The Concept ofPeace Education in the Social§tudies,Grade 1-9 Curriculum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校園霸凌 J (school bullying) 問題已經引起各界的關切。從幼稚園至大專院校

各級學校校園，學生暴力犯罪與偏差行為事件從2010年的602件，快速增加到2011年

的1891件(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2011 ; 2012) 。在國外平均每

七分鐘就有一個孩子被欺負。在美國，每四個孩子就有一人被霸凌，其中有8%的學

生因為害怕被霸凌而一個月缺課一天;在紐西蘭約有75%的學生一年內至少被霸凌一

次;在英國則是約有21-27%是經常被霸凌的出氣筒(邱靖惠， 2006) 。

「見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在2011年調查顯示，臺灣約有六成左右的國小學童

曾經被霸凌過。 18.8%的國中小學生最近二個月內經常(兩至三次)被同學霸凌;有

10.7%的學生坦承最近二個月內，會欺負、嘲笑或毆打同學。其中又以「關條霸凌」

最為嚴重， 51.4%的被霸凌者竟然選擇隱忍，或轉而巴結霸凌者，構成所謂的「反擊

型霸凌」。

學界多從人際相處來解釋校園霸凌事件(盧玲穎， 2011 )、或認為是因欠缺生命

教育(簡國明， 2008) 、或因父權社會的性別氣質養成(游美惠， 2006) ;提出的解

決策略也多為營造友善溫馨校園、加強人權法治教育、實施生命教育、與性別平等教

育來解決校國霸凌問題(吳清山、林立生、黃建翔，2012 ;林麗玉， 2008 ;游美惠，

2006) 。卻忽略了校園霸凌中的「權力不對等」的本質，在不對稱的角色與權力關條

λf' 教師們經常不自覺地展現出「誘發霸凌」的心態(盧玲穎， 2012) 。

在諸多「名吉構性」霸凌事件中，也讓社會開始關注校園或教育本質上的「不和

平」。例如:學校在處理「霸凌」事件上，大部分都針對「施凌者」這類校園小霸王

下手，將行為偏差的孩子視為全校公敵，以嚴懲設法過止「霸凌」的再發生。人本教

育基金會 (2012 )最新調查報告即顯示，九成的國中、小學仍存在體罰現象;另有五

成的國中生與四成國小生表示老師會吉詞辱罵當事者，宛如再一次霸凌! (鄭語謙，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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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懲並未能使霸凌行為收斂。目前學校教育中鮮少引領學生深思如何面對與處理

因為戰爭、暴力衝突而引發的問題。教育工作者，不僅要阻止暴力以營造積極的課堂

學習環境，更還要幫助學生在內心確立起對維護和平的責任意識(甄曉蘭， 2013) 。

而「和平教育」恰好可以提供給教學者理論的基礎，去思考、去建構一個「跨科際」

(Trams-disciplines) 的反霸凌學習領域，引導學生廣泛且深入地去討論有關人權、環

境、國際關條、發展、以及他解衝突等議題(陳建甫， 2005)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首先檢視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課綱中147條能力指標，透過內容分析方

法篩選出隱含有「反霸凌」與「和平教育」二者共同的核心概念的能力指標。其次，

討論校園反霸凌的能力指標在與和平教育共同概念間的關條，以及檢視校園反霸凌能

力指標在社會學習領域中第一至第四階段的分布情況;另外，嘗試去建構跨主題式的

校園反霸凌課程與教學案例，最後，希望教師們能夠透過校園反霸凌能力指標，去轉

他教學或進行相關教學案例，讓反霸凌課程能融人社會學習領域課程中。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將回顧校園霸凌的成因與相關研究、和平教育理念與課程，去歸納出校園

反霸凌與和平教育共同的能力指標，提供給教師在社會學習領域不同能力階段，如何

建構跨主軸、或轉化能力指標、以及課程設計的參考。

一、校園霸;愛的成因與相關研究

校凰霸凌又稱為校園欺凌或校園暴力。Gini (2004) 認為霸凌為一種加諸於團體

中力量與權勢較弱的一方、會反覆出現且對受害者產生傷害的攻擊性行為。Olweus

( 1993) 認為校園霸凌是指一個學生長時間、重複地暴露在一個或多個學生主導的欺

負或騷擾行為之中，具有故意的傷害行為、重複發生、力量失衡等特徵。也就是在團

體裡，一方加諸於權勢於較弱者、反覆出現，對受害者產生傷害的攻擊性行為( Gini,

2004 ;鄧煌發， 2007 ;吳清山、林天祐，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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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霸凌是一種社會互動的形式 (Atlas & Pepl缸， 1998) ，其特徵包括:故意傷

害、長期發生、權力不均。依教育部界定的校園霸凌，其成立的五項要件，包括:

i 具有欺侮行為 ;2 真有故意傷害的意圖 ;3 造成生理或心理的傷害 ;4 雙方勢力(地

位〉不對等; 5.其他經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區，

2013 )

校園霸凌類型又可分為吉語霸凌、關條霸凌、肢體霸凌、網路霸凌、性霸凌、反

擊型霸凌六種 (Williams & Guera, 2007 ;李淑貞譯， 2007 ;張信務， 2007 ;黃哲彬，

2009 ;邱蜻惠、蕭慧琳， 2007) ，以及依附本身職權或重要他人影響力來霸凌他人的

「權勢霸凌J (陳敢榮， 2012) 。

校園霸凌事件的成因多從人際相處、欠缺生命教育、家庭失調、媒體失責、學

校失能等來解釋校園霸凌事件(盧玲穎，2011 ;簡國明， 2008) 。楊瑞麟 (2011 )認

為罷凌者多半缺乏尊重多元、同理心、法治觀念與解決問題能力的人格特質。因此，

校園「零霸凌」核心理念中的尊重人權、平等對待，即是「生命教育」的課題(吳清

山、林立生、黃建翔，2012) 。從霸凌者將受凌學生視為可操縱的「姐上肉J '並不

斷藉由言語挑釁以及肢體暴力遂行其掌控慾的滿足來看，即是「生命教育」的不足所

造成的校園黑洞(簡國明，2008 ;游美惠， 2006) 。

解決校園霸凌的策略則歸納營造友善溫馨校園、加強人權法治教育、實施生命

教育與性別平等教育等(吳清山、林立生、黃建翔，2012 ;簡國明， 2008 ;林麗玉，

2008)。游美惠 (2006 )認為和個人性別氣質的養成以及父權體系中的男性支配價值

緊密相關，欲有效改善此問題，絕不能脫離性別教育的實施，且應視為本土未來性別

育的理論與實際該積極推展的工作項目之一;而來自其他國家和文他背景的學生，

例如:新移民學生，在人學後較容易成為被霸凌的對象(Guerra & Smith, 2006 )

Coloroso (2008) 認為孩童若能越早學會同情、寬容的課題，就越不可能在進人

青春期與成年期後成為恃強凌弱的人。Kevin 、 Akilah & Bettina (2007) 強調專家、

教師與父母早期介人處理霸凌行為的重要性。霸凌事件必須由兩造當事人以及家長、

學校老師三方，在責任歸屬以及後續輔導方面作好完整的配套。Cowie & Jennifer

(200的認為欲有效防治霸凌，應該朝「修復式策略」進行，即教師必須讓霸凌者了

解他所造成之傷害，以及提供能讓其改變的機會下去省思自己的作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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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事件的兩造雙方都會經歷有關傾聽、正義、同理、寬容等課題的學習。王紹

先 (2009 )便建議以正義、尊重、平等的核心價值，結合法治教育，讓學生深人瞭解

人權、法治的概念，才能讓校園有愛零霸凌。由於霸凌牽涉之兩造雙方、旁觀者、老

師及家長來看，此類事件必須由兩造當事人以及家長、學校老師三方，在責任歸屬以

及後續輔導方面作好完整的配套(蘇明勳， 2010) 。

校園霸凌現象可說是社會的縮影，社會亂象與偏差的價值觀若不即時導正，以後必定

會付出極大的社會成本(洪蘭， 2008) 。因此防範霸凌的戰線應要從家庭延長至學校、社

會，每個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若孩童沒有體會過「和平」與學會反霸凌的素養，只教給

恐嚇、禁止或以暴制暴的叢林法則，孩子學到的終究還是「戰爭 J (呂政撞， 2011 )。

二、和平教育理念與相關議題探討

(一)和平教育理念與內涵

和平絕對不是「不要衝突」或是「卸下武力 J '而是在追求對差異的理解、尊

重，以及公義的實現(簡錫培、盧玲穎， 2006) 。事實上，和平研究早已脫離傳統強

調止戰或廢武來達至和平的國際政治的研究(莫大草， 2006) 'Galtung (1996) 曾經

批判目前大眾社會只關心「消極和平J (negative peace) ，也就是關注現場是否有直

接暴力，但卻容忍結構性暴力的存在，因此，主張使用非暴力方式，也就是「積極和

平」去實現衝突轉換。基本上， I和平」是永無盡頭的進程，是一種進行式的革命性

變革(陳建甫， 2004)

Reardon (1985) 指出教育是讓我學習如何思考與行為改變的過程，讓我們戚受

到我們應該可以成為什麼? (what might be) 以及我們可能會成為什麼? (what we

can become) 。當我們渴望透過教育課程去避免校園霸凌事件時，也反應出對和平

教育工作的渴望與實踐行動。因此，在和平教育的思考與技能學習過程中，包括:

傾聽、反應、問題解決、合作與解決衝突的能力(Ian Harris, 1996) ，是消萬人際衝

突、改善人類社會條件需求的一種教育(Johnson， 1998) ，不只教導大眾「何謂和

平 J '更教導大眾「如何違至和平J (Brock-Utne, 1996) 。

和平教育乃人類為避免人際衝突、種族紛爭以及國家間的戰爭與悲劇，欲透過教

育方式深植和平理念(施正鋒， 2003 ;李琪明， 2003) 0 Reardon (1999) 認為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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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的核心價值是:環境的持續性、文化的不同，人類的團結、社會的責任和性別

平等。本研究定義和平教育為:為避免人際與國族間的衝突，透過一系列統整、循序

漸進的課程，指引學生將公平、正義、多元文化、尊重等核心素養，深植人心，並在

群己關條中展現的教育。

(二)和平教育課程

Reardon (1988) 認為和平教育包括:合作、衝突解決、非暴力、人權、社會

公義、世界資源、全球環境、多元文化理解。Johnson (1998) 認為和平教育包括解

決衝突、合作、互賴、全球意識、社會與生態責任。在國際全球議題網絡學校協會

(ISAGN) 發展的 fK-12和平教育課程架構J (2012) 中，提出和平教育教學七項相

關價值與態度，分別是:1.人權與民主;2.合作與團結; 3.文化:欣賞世界文化遺產

與人類成就、戚知社會與文化變遷等。4.自我與他人:包括自覺、自信、自尊和自律

等 ;5國際主義:包括覺知公民的權利與任務;覺知全球議題及其和平解決方法;6.環

境保護 ;7 精神:包括追求內在的和平以及信仰自由，國家應公平對待各種宗教。

UNESCO (1996) 也闡述學校和平教育課程設計必須著重非暴力、和平文化、

寬容、團結、人權、性別平等、積極的公民權以及對環境的關照;全球教育、國際

教育、跨文他教育、人類關條教育、小型和平教育、發展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

育(國際和平教育組織，引自翁福元，2003) ;倫理教育及人文教育(黨德蘭，

2005) ;人權教育、環境教育、國際教育、衝突解決教育、發展教育(Harris &

Morrison' 2003) ;以及暴力預防、衝突解決、反偏見、社會公義、全球生態維護

(林妮燕， 2003) 。

。 f和平教育」核心概念可以歸納出:1.尊重;2 同理心; 3.欣賞差異; 4.公平、正

義; 5.關懷生態; 6.非暴力; 7.合作與團結; 8.人權與民主 ;9 發展教育(世界資源取

得平衡) ; 10.性別平等; 1 1.同情; 12 寬容; 13.和睦; 14 衝突解決; 15 多元文化;

16.國際教育。

(三)和平教育研究與社會學習領域課程

在甄曉蘭 (2013 )在〈和平教育理念與實踐〉中，收集有關和平教育相關課程的

理念與發展、歷史記憶的解構、教科書的重構以及推動和平教育的展望四大類型。在

歷史記憶裡，王雅玄 (2013 )以南非真想和解調查委員會 (TRC) ，如何透過解構與

December, 2015 Secondary Education 95



重建歷史的記憶來進行轉型正義;詹美華 (2013 )以巴衝突為例，討論年輕世代的國

家認同問題;黃春木 (2013 )以賽德克巴萊為例，反思、歷史教育中如何超越「我族中

心」的盲點。各國也從共構教科書的方式來他解歷史的衝突，例如:德法、以巴、東

亞三國共構歷史教科書的個案，不過由衝突雙方或三方共同撰寫教科書的做法，目前

只在民間教育機構或個人網路中進行，還沒有官方教育部共構教科書的案例。

這些和平教育與課程的研究，偏向以巨視的觀點，從階級、結構、國家與歷史的

角度，去看如何他解衝突。儘管社會學習領域是一個統整自我、人與人、人與環境間

互動關係所產生的知識領域，但相較之下，由和平教育檢視校園反霸凌的核心理念，

則比較偏向微觀的角度，也就是在自我與充滿多樣的價值判斷下，如何呈現出多元的

價值觀。

黃嘉麗 (2013 )在和平教育的教學與賞踐裡，將九年一貫課程中的語文領域、健

康與體育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以及社會領域的能力指標，依

照Harris & Morrison (2003) 主張解決衝突的「維持和平J (Peacekeeping) 、「製造和

平 J ( Peacemaking) 、以及「建立和平 J (Peacebuilding) 三種不同階段來加以分類。

在社會學習領域中，黃嘉麗歸納出30個能力指標，其中大多集中在維持和平與製

造和平兩類 (p.252) ，並建議教師在和平教育課程設計裡，可帶領學生經歷思考、溝

通、行動三個階段，以生活時事及重要議題作探討，引發學生在情境中做系統性的思

考，逐步透過釐清概念、進行價值澄清，進而達致反省與付諸行動的終極目標。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九年一貫課程社會學習領域中 147條能力指標為分析對象，透過內容分

析方法，比對與歸類具有反霸凌與和平教育共同概念的能力指標後，發現有68條屬於

和平教育(若包含重複者，共計101條指標) ，而有30條是屬於反霸凌能力指標(若包

含重複者，共計划條) ，有關研究方法與類目、分析過程與信度分析，簡單敘述如下: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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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與類目

校園反霸凌能力指標與課程之研究:以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中的反霸凌典和平教育概念為例

Study ofAnti-Bullying Competence Indicators and Curriculum: The Concept ofPeace Education in the Social ，~tudies ， Grade [-9 Curriculum

(一)研究方法

內容分析法，條運用於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上的一種多目標性研究方法，屬於資

料分析及資料轉換的一種方法，較屬於實證主義傾向，強調科學客觀的量化分析(李

文政， 1999 ;游美惠， 2000) ，其目的乃在於將語文的、非量化的文獻轉變為量忙的資

料，因此內容分析的結果，常以含有次數或百分比的圖表呈現，使其客觀、有系統的分

析傳播的內容，藉以彌補質的研究法在實證方面的不足(王文科、王智宏，2012) 。

(二)分析資料與類目

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裡的147條能力指標是本研究的分析對象。透過文獻整

理，經研究團隊三回合針對將一些可能有重疊與爭議的類目，進行語意與象徵概念的

討論，分別整理出和平教育16項核心概念比較後，整理出和平教育與校園反霸凌的13

個共同核心內涵。以下詳述各類目在本研究中的定義:

l尊重:包括自尊與尊人，瞭解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能同理並無條件的接

納任何人在不同的種族、宗教、政治意識、性別下所有的行為與戚受。

2.同理心:心理學上指能站在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去體會當事人戚覺的心理歷程。

3.欣賞差異 r差異」意指差別、不同，本研究中指包含文化、種族、思想、信念、

國家等之間的差異性。

4 公平正義:凡是符合政治與道德準則的行為可稱為正義(莊明貞，1995) ，本研究

指尊重每個人生命，不偏私，各人均擁有相同的發展機會。

5.關懷生態:指為使人類與自然環境和諧互動，進而產生關懷，以及對環境問題採取

。行動的態度與價值觀。
6.非暴力:如同春秋時代墨子的學說思想，強調不以各種暴力方式傷害周遭所有人與

環境。

7 合作與團結:社會是由各階層人員組成，社會各層面的進步須由各行各業的分立合

作才能達成。此種關條亦能由進及遠，推廣至國際問不同組織間的合作。

8 人權與民主:人權是指人的尊嚴，所有人生而平等，享有一致的權利，且不可被剝

奪(王芝蘭， 2010) 。國家主權屬於全國人民，國家施政以民意為準則，人民得

依法選舉民意代表，以控制國家政策的政治體制(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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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9.發展教育:地球上的生態系緊緊相繫，任何物種的滋絕皆可能造成生態平衡的崩

解，人類更應該盡全力追求經濟和生態的平衡。

10.性別平等:指男女在社會上的發展機會均等。

11 同情:指對於他人的遭遇，在情感上能夠發生共鳴，且對他人的行為表示理解。

12.寬容:指寬厚待人。

13.和睦:指與人相處彼此親愛和善。

14.衝突解決: r衝突」指彼此間所期待的想法無法達成，所謂衝突解決即解決彼此間

的對立情形。

15 多元文化:每個人都是多元的主體，有多樣的文化認同 u菁英惠， 2010) ，多元文

4七涵蓋的面向除族群外，尚包括語吉、性別、社會階層、宗教及個別差異等。

16.國際教育:指一個人的思想與觀念跨越政治文化的障礙，進而流通的一種概念

(Hayden & Thompson, 1995) 。或在全球化潮流的意識下，與全球議題相關的一

種教育( Barber,1997)。

二、分析過程

本研究運用內容分析法去檢視國內外文獻中對和平教育及校園霸凌的描述，取得

共同核心概念，再就九年一貫課程社會領域第一至第四階段能力指標之核心概念中，

與和平教育及校園反霸凌內涵相關部分作檢視，將反霸凌能力指標歸納於各共同核心

概念項下，並按序階排人。最後檢視反霸凌各核心概念之分布，是否有依循由低階至

高階的循序漸進原則。

三、評分者與評分者信度

(一)評分者相關背景

本研究團隊是跨領域專業的合作，由二位評分者一起檢視內容分析裡的信度。一

位是嫻熟和平教育、曾在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擔任社會課程教學的教授，另一位則是長

期擔任教科書編審，具有實務經驗的教育工作者，共同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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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分者信度

內容分析法的信度是指多位研究者對內容分析的內容是否可以歸納至相同類目

中，且所得結果一致(歐用生， 2000) 。信度的計算方式有評分者信度與研究者信

度二種，評分者的信度即如前述;而研究者信度乃指研究者在不同時間點將分析內容

歸類至同一類目的程度。若信度達 0.8甚至0.9以上，即可視為高水準的內容分析信度

(楊孝澡， 1991)

經過每個月 2次會議討論檢視原則，取得共識後，評分者於 2014年2月 5 日開始檢

視，將社會學習領域能力指標歸類於經由文獻分析所得之和平教育與校園反霸凌共同

核心內涵中，並於2014年6月 30日檢視完竣，來回共8次。

本研究採取的信度考驗，將包含「評分者信度」與「研究者信度」兩種方式，以

建構本研究的信度。信度計算公式如下:

1.評分者信度

(1)相互同意度= 2m/(nl +n2)

ill 兩人同意的核心內 j函數

nl :某一評分員所歸類的核心內涵數

n2:另一評分員所歸類的核心內j函數

(2)平均相互同意度=相互同意度總和/相互比較的次數

(3) 評分者信度=nx(平均相互同意度)/1+【(n-l)x平均相互同意度】

n 評分員人數

茲舉其中1次檢視結果為例，評分者信度計算方式如下:

o a 相互同意度:

2*24/25+27=0.9231

b.平均相互同意度:

2*0.9231=/2=0.9231

C.評分者信度:

2*0.923 1/1+0.9231=0.96

2.研究者信度

研究者信度=2x研究者相互同意度/1+研究者相互同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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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研究者信度檢定結果如下:

a. 第 1位研究者: 0.9901

2*0.9804/1 +0.9804=0.9901

b. 第2位研究者: 0.9905

2*0.981 /1 +0.9811=0.9905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校園反霸凌與和平教育共同核心概念之比較

從和平教育的視角來看校園反霸凌的核心理念，本研究歸納二者「共同核心概

念」計有:1.尊重; 2.同理心; 3.欣賞差異 ;4 公平、正義; 5.非暴力 ;6 合作與團

結; 7.人權與民主 ;8性別平等; 9.同情; 10.寬容; 1 1.和睦; 12 衝突解決 ;13 多元文

化(見表1 )。

在社會學習領域第一、二、四條課程目標與和平教育及校園反霸凌共同對應之核

心概念，計有「同理心」、「欣賞差異」、「多元文化」等三項之多，其中又全集中

於「多元文他」一項核心內涵中。這個發現與韓菊英、秦謀琦(2003 )之前對社會學

習領域的特性較強調「文化學習與國際理解」的發現頗為類似。這是因為校國霸凌事

件主要是以人際間的衝突形式呈現，教師可以對照社會學習領域第一、二、四條課程

目標實質內容，以轉化或其他教學方式，聚焦在類似校園霸凌議題事件上加以討論。

表I 校園反霸凌、和平教育與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目標

校園反霸 和平教育
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目標

凌概念 概念

尊重 尊重 六、培養瞭解自我與自我實現之能力。

同理心 同理J心 四、培養對本土與國家的認同、關懷及世界觀。

欣賞差異
欣賞差異 一、瞭解本土與他區的環境與人文特徵、差異性及面對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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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 公平、正 五、培養民主素質、法治觀念以及負責的態度。
-"

r

義 義
'1\---

(從缺〉
關懷生態 一、瞭解人與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之多元交互關條，以

及環境保育和資源開發的重要性。

非暴力 非暴力 九、培養表達、溝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合作與團 合作與團 八、培養社會參與、做理性決定以及實踐的能力。

結 結 九、培養表達、溝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人權與民 人權與民 五、培養民主素質、法治觀念以及負責的態度。

主 主

發展教育 二、暸解人與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之多元交互關條，及

(從缺〉
(世界資 環境保育和資源開發的重要性。

源取得平 四、培養對本土與國家的認同、關懷及世界觀。

衡)

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 六、培養瞭解自我與自我實現之能力。

七、發展批判思考、價值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同情、寬
同情、寬 六、培養瞭解自我與自我實現之能力。

容、和睦
容、和睦 七、發展批判思考、價值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九、培養表達、溝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衝突解決 t 、發展批判思考、價值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衝突解決
八、培養社會參與、做理性決定以及實踐的能力。

九、培養表達、溝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十、培養探究之興趣以及研究、創造和處理資訊之能力。

多冗文f七 一、瞭解本土與他區的環境與人文特徵、差異性及面對的

問題。

多元文化 二、瞭解人與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之多元交互關條，以

及環境保育和資源開發的重要性。

四、培養對本土與國家的認同、關懷及世界觀。

國際教育 一、瞭解本土與他區的環境與人文特徵、差異性及面對的

問題。

(從缺) 二、瞭解人與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之多元交互關條，以

及環境保育和資源開發的重要性。

四、培養對本土與國家的認同、關懷及世界觀。 \-..;----.1

值得關注的是，在和平教育裡提到的「關懷生態」、「發展教育」、以及「國際

教育」等概念，過去很少與校園反霸凌的概念有所連結;但從廣義的人與環境、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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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絕、地球暖花、生態、危機，北方與南方國家間的衝突、對弱勢團體、宗教、族群間

的衝突、殖民與後殖民、資本主義、金融風暴，以及近期發起反華爾街貪婪的佔領運

動，都與校園反霸凌裡所強調的公平、正義、團結與合作等概念有關。只是這些內涵

已經不再侷限於校園內，這種霸凌與被霸凌的本質，可能發生在城鄉、跨地區、跨階

級、跨物種、跨族群、超越國家，甚至擴及到不同的洲際當中。

二、校園反霸凌與和平教育共同核心概念在不同階段能力指標的關

連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訂定乃以「能力指標」為重心，而「能力指標」條指將學

生所應具備的能力項目轉他為可觀察評量的具體數據，藉以反映學生的學習表現。依

照13項校園反霸凌與和平教育共同核心概念，將50條反霸凌能力指標依其概念，按四

個階段加以分類並檢視其關連性(見衰2) ，四階段皆蘊含有相關能力指標者，僅有

「尊重」、「公平正義」、「人權與民主」三項. r尊重」之四階段能力指標又平均

分佈於第一至四階段 r欣賞差異」、「性別平等」、「衝突解決」、「多元文化」

之能力指標分佈較著重於第三與第四階段 r非暴力」一項亦僅分佈三條能力指標，

且均集中在第三階段;無一項核心內涵是按循序漸進原則分佈;而「同情、寬容、和

睦」則未分配到任何能力指標。

檢視各階段中的能力指標，又以第三階段所合能力指標(共21條〉為最多;其次

為第四階段(共17條) ;再次為第二階段(共7條) ;最後為第一階段(共5條)。突

顯出社會學習領域課綱中，有關校園反霸凌能力指標的涵括性並不夠。

而這些能力指標屬於情意目標者僅有四條( 2-2-2 、 3-2-1 、 4-3-4 、 9-4-7) I ，屬於

技能目標者僅有九條( 1-1-1 、 1-2-4 、 1-2-5 、 1-3-4 、 3-3-1 、 4-4-2 、 5-4-3 、 5-4-5 、 6-2

3) 2 ，使得社會學習領域十條課程目標中僅 1 ......， 3條認知層面得以落實，其餘7條課程目

標(情意與技能層面)無法透過能力指標加以落實，有嚴重偏頗情形。 c

r

1 r 2-2-2認識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不屬於和平教育與反窈 J愛的內涵。

2 其中 r 1-1-1辨識地點、位置、方向，並能運用模型代表了青物。」、 r 1-2-4測量距離、閱讀地圖、使

用符號繪製簡略平面地圈。」、 r 1-2-5調查居住地方人口的分布、組成和變遷狀況。」、 r 1-3-4利

用地圖、數據和其它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r3-3-1依自己的觀點，對一

組事』勿建立起分類和階層關緣。」、 r 6-2-3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庭和學校班級)所擁有之

權利和所負之義務。」上述都不屬於和平教育與反霸凌的內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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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反霸凌能力指標與課程之研究:以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中的反霸凌與和平教育概念為例

Study ofAnti-Bullying Competence Indicators and Curriculum: Tbe Concept ofPeace EducatioE in tbe Social§tudies,Grade 1-9 Curriculum

表2 校園反霸凌與和平教育共同核心概念在不同階段能力指標表

h
H
υ
r

ftt

臨T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5- 卜4瞭解自己在群 6-2-2舉例說明見童 5-3-4舉例說明影響 6-4-3 舉例說明各種

體中可以同時 權(包含學習 自己角色扮演 權利(如學習

扮演多種角 權、隱私權及 的因素。 權、隱私權、

色。 身體自主權 5-3-5 舉例說明在民 財產權、生存

9-1-2覺察並尊重不 等)與自己的 主社會中，與 權、自由權、

同文化間的歧 關餘，並知道 人相處所需的 機會均等權及

異性。 維護自己的權 理性溝通、相 環境權等)之

刊京f川IJ 互尊重與適當 間可能發生的

尊重 6-2-4說明不同的個 妥協等基本民 衝突。

人、群體(如 主素養之重要 6-4-5說明個人如何

性別、族群、 性 爭取保障及權

階層等〉文他 利、紛爭解決

與其他生命為 的機制及司法

何應受到尊重 系統的基本

與保護，以及 運作程式與原

如何避免偏見 則。

與歧視。

5-1-4瞭解自己在群 4-3-4反省自己所珍 5-4-2瞭解認識自我

體中可以同時 視的各種德行 及認識周圍環

扮演多種角 與道德、信念。 境的歷程，會

色 5-3-1 說明個體的發 受主客觀因素

展與成長，會 的影響，但是

受到社區與社 經由討論和溝

會等重大的影 通，可以分享

、 響。 觀點與形成共
同理J心

5-3-3 瞭解各種角色 識。

、

的特徵、變遷 5-4-4分析個體所扮

及角色間的互 演的角色，會

動關{怠。 受到人格特

質、社會制

度、風俗習慣

與價值觀等影

響。

4-3-2認識人類社會 4-4-2在面對爭議性

中的主要宗教 問題時，能從

與信仰。 多元的觀點與

9-3-2探討不同文化 他永，，-，，- 進行理性
的接觸和交流 辯 ，並為自

欣賞差異
可能產生的衝 己的、選擇與判

突、合作和文 斷提出理由。

他創新。 7-4-2 瞭長解在人類成
的歷程中，

社會如何賦 1692

各色種與人機不會昀 i

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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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舉例說明個人 5-2-1 舉例說明自己 5-3-2 瞭解自己有權 6-4-2透過歷史或當

-_.:-" 或群體為實現 可以決定自我 決定自我的發 代政府的例c

d
其目的而影響 的發展並真有 展，並且可能 子，瞭解制衡

可
』可 l • 他人或其他群 參與群體發展 突破傳統風俗 對於約束權力,

體的歷程。 的權利。 或社會制度的 的重要性。

6-2-3實踐個人對其 期待與限制。 6-4-5 說明個人如何

所屬之群體 6-3-4列舉我國人民 爭取保障及權

公平、正
(如家庭和學 受到憲法所規 利、紛爭解

義
校班級〉所擁 範的權利與義 決的機制及司

有之權利和所 務。 法系統的基本

負之義務。 運作程式與原

則。

7-4-2 瞭解在人類成

長的歷程中，

社會如何賦予

各種人不同的

角色與機會。

9-3-2探討不同文他

的接觸和交流
h

可能產生的衝

突、合作和文

他創新。

9-3-4列舉當前全球

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

環境保護、生

物保育、勞工

保護、飢餓、

非暴力 犯罪、疫病、

基本人權、經

貿與科技研究

等
5-3-5舉例說明在民

主社會中，與

人相處所需的

理性溝通、相

互尊重與適當

妥協等基本民

主素養之重要

性

5-2-2舉例說明在學 9-3-2探討不同文化

合作與團
習與工作中， 的接觸和交流

結
可能和他人產 可能產生的衝

生合作或競爭 突、合作和文

世闕 , 的關像。 化創新。

L

J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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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反霸凌能力指標與課程之研究:以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中的反霸凌與和平教育概念為例

Study ofAnti-Bullying Competence Indicators and Curriculum: The Concept of Peace Education in the Social~tudies ， Grade 1-9 Curriculum

9-1-2 覺察並尊重不 6-2-3實踐個人對其 6-3-3 瞭解並遵守生 5-4-5在面對個體與

同文化間的歧 所屬之群體 活中的基本規 個體、個體與

異性 p (如家庭和學 車巴。 群體之間產生

校班級)所擁 6-3-4列舉我國人民 合作或競爭的

有之權利和所 受到憲法所規 情境時，能進

負之義務。 範的權利與義 行負責任的評

k
6-2-4說明不同的個 務。 估與取捨。

人、群體(如 9-3-4列舉當前全球 7-4-2瞭解在人類成

性別、族群、 共同面對與關 長的歷程中，

階層等)文化 心的課題(如 社會如何賦予

與其他生命為 環境保護、生 各種人不同的

何應受到尊重 物保育、勞工 角色與機會。

與保護，以及 保謹、飢餓、 9-4-5探討當前全球

如何避免偏見 犯罪、疫病、 共同面對與關

與歧視。 基本人權、經 心的課題(如

人權與民 貿與科技研究 環境保護、生

主 等) 物保育、勞工

5-3-5舉例說明在民 保護、飢餓、

主社會中，與 犯罪、疫病、

人相處所需的 基本人權、媒

理性溝通、相 體、經貿與科

互尊重與適當 技研究等)之

妥協等基本民 間的關連性，

主素養之重要 以及問題可能

性 的解決途徑。

6-4-5 說明個人如何

爭取保障及權

利、紛爭解

決的機制及司

法系統的基本

、
運作程式與原

則。

9-3-4列舉當前全球 9-4-5探討當前全球

共同面對與關 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 心的課題(如

環境保護、生 環境保護、生

物保育、勞工 物保育、勞工

保護、飢餓、 保護、飢餓、

性別平等 犯罪、疫病、 犯罪、疫病、

基本人權、經 基本人權、媒

貿與科技研究 體、加經貿與科

等) 技研究等)之

間的關連性，

以及問題可能

的解決途徑。

Decemb缸， 2015 Secondary Education 105



咀

9-3-2探討不同文化 5-4-6分析人際、群
司

./..jr •

的接觸和交流 己、群體相處
I;~

\ J 兩已
可能產生的衝 可能產生的衝

、 1
、

突、合作和文 突及解決策

他創新。 略，並能運用

9-3-4列舉當前全球 理性溝通、相

共同面對與關 互尊重與適當

心的課題(如 妥協等基本原

環境保護、生 則。

物保育、勞工 9-4-5探討當前全球

衝突解決
保護、飢餓、 共同面對與關

犯罪、疫病、 心的課題(如

基本人權、經 環境保護、生

貿與科技研究 物保育、勞工

等) 保謹、飢餓、

犯罪、疫病、

基本人權、媒

體、經買與科

技研究等)之

間的關連性，

以及問題可能

的解決途徑。

9-3-2探討不同文化 9-4-3探討不同文化

的接觸和交流 背景者在闡釋

可能產生的衝 經驗、對待事

多元文化
突、合作和文 物和表達方式

他創新。 等方面的差

異，並能欣賞

文化的多樣

性

「同情、寬容、和睦」等校園反霸凌概念缺乏適當的能力指標。

除針對課程綱要分析詮釋外，教師可針對領域內能力指標不足或不周延處，配合

學生的學習需要、社會變遷與科技的發展，加以適切補充(高新建， 200幻，以及適

時增添情意能力指標，轉化為學習內涵，主動就生活中取材，從尊重學生開始，讓學

生從小透過境教的潛移默他，習於彼此間的尊重與關懷，健全培養其同情、寬容與和

睦的情懷。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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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跨主軸述的校園反霸凌課程

校園反霸凌能力指標與課程之研究:以九年一貫社會學習續域中的反霸凌與和平教育概念為例

Study of(\nti-Bullying Competence Indicators and Curriculum: The Concept ofPeace Education in the Socialβtudies ， Grade 1-9 Curriculum

(一)校園反霸凌能力指標與九大主軸間的關係

教師在設計統整課程時，應儘量以真實世界中具個人與社會意義的問題，連貫

相關知識內容，並提供學生以多元觀點看待事物的機會，俾利學生能獲得完整學習經

驗，使其面對問題時，能作整體性的考量，不偏執一方(甄曉蘭， 2004) 。社會學習

領域包含各相關學科知識，又涉及人類所處各層面的環境，因此，相關議題的討論應

可結合其他層面知識領域來探討，包括跨越時、空以及知識、經驗與社會的統整。

若從能力指標在各主軸中分佈結果來看(如圓心，可以發現大部分能力指標集

中於第五、六、九主題軸中;其中第一、二、三、八主題軸未分佈任一指標;而第七

大主題軸則僅分佈三條能力指標，且集中於第四階段。

9
9

'8
7

7

6 一- ﹒第1階段

5 5
一4一一 .第2階段5

'14
4 戶 .第3階段

←--一
3 3 ←.第4階段

3
2 呵‘, 呵必, VfAd irAW/h 2

2

。。IKEE 】區 • •-
000 0 .0 •000 0 000 0 000 0 o 0 0

。

圓 l 社會領域九大主題軸契合校園反霸凌與和平教育共同內涵之比例圖

人類環境中以「生活」、「生命」層面與和平教育的相關性最高。依據九年一貫

‘課綱中對社會學習領域所對應學科的人類環境層面描述(教育部， 2008) 以及社會領

域課綱小組對各主題軸對應學科的分析(秦存在琦， 2002) ，理論上，各主題軸相對應

的學科與涉及之人類環境層面中(如表3) ，涉及「生活」、「生命」的主題軸(第

三、四、五、六、九主題軸)理應涵括和平教育的能力指標在內;然而，在第三大主

題軸卻無任何一項與和平教育相關之能力指標，連帶地也不可能出現任何反霸凌能力

指標;第四大主題軸分配的指標數亦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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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社會學習領域各主題軸與相關學科、人類環境對應表

主題軸 對應學科 對應之人類環境

1.人與空間 地理學 生存

2.人與時間 歷史學 生計

3 演化與不變 歷史學、社會學 生計、生活

4 意義與價值 哲學 生命

5 自我、人際與群己 心理學、社會學 生活、生命

6.權力、規則與人權 政治學、法律學 生活

7.生產、分配與消費 經濟學 生計

8 科學、技術與社會 自然科學 生存

9.全球關連 統整以上8個主題軸 生存、生計、生活、生命

(二)校園反霸凌課程在不同主軸之可行性研析

為使學生能習得整體、連貫的知識，且與個人、社會、自然相互連結並呈現多

元面貌，以應付多變的社會，在人與自然、環境以及各類事物互動的關{約里，任何主

題課程的能力指標要從那個主題軸切人，端看教師的專業背景、教學經驗而決定。建

議教師於此可試著從相關主題軸中擷取適合的內涵，從而列舉轉化教學示例，並自行

研發相關適宜之能力指標。研究發現與和平教育及校園反霸凌關連性較少的計有，第

一、二、三、四、 t 、八大主題軸，以下將依照這六個主題內涵，提供真體案例供教

師參考。

1. r 人與空間 J :

包括位置、地方、區域以及人和環境的互動等。由於「自然與人文可以形成空

間的各種特性 J '教師可衍生說明人也會因背景及所處環境的不同，而造就不同的個

性與價值觀。例如:在不同國家社會中會有不同的意識型態與價值， 2012年14歲的巴

基斯坦女孩馬拉拉 (Malala Yousafzai) ，因為要求政府正視女生有到學校受教育的權

力，慘遭神學士游擊隊槍擊。該事件引發國際人權團體的關注，讓巴國政府不得不出

面鎮壓游擊隊，並恢復已被催毀的學校，聯合國更將遭槍擊的 11 月 10 日訂為， r 馬拉

拉」日。要學生體會地區與空間裡，會存有差異與衝突，以引導出包容與欣賞差異的

美德，同時扣連表2較缺乏之「同情、寬容、和睦」、「欣賞差異」的核心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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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反霸凌能力指標與課程之研究:以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中的反霸凌與和平教育概念為例

Study ofAnti-Bullying Competence Indicators and Curriculum: The Concept of Peace Education in the Social Studies, Grade 1-9 Curriculum

2. r 人與時間」

在時間因素下，除了與人有關條外，尚包括與之相關並互動的事件。由於「價值

觀念、社會制度和經濟活動會隨時代變遷，也間接影響時代變遷 J '過去、現在與未

來社會中，婦女在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面貌。過去社會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孩

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只能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然而，現在社會的女性不

僅可以接受教育、出外工作賺錢，有些單親家庭的婦女，甚且母兼父職負擔家庭子女

教養責任，顯見未來社會中性別已經不是決定家庭分工與職業的唯一選項。因此，教

師可採長期的歷史觀點，檢視不同時期的性別角色多元概念，教導孩子以多元觀點，

尊重他人的性別取向，從小去除性別刻板印象，同時扣連「性別多元」、「多元文

他」、「同理心」、「人權與民主」、「公平正義」的核心內涵。

3. r 演化與不變」

不同的時空下，事物的演變構成了複雜動態的過程。社會變遷的速度超過以往，

知識半衰期也己縮短為三到五年，十倍數或更快速知識累積的時代更是超越過去人類

所想像。電腦科技的演變就是簡單的例子， PC時代早已成為過去，現今「數位原生世

代 J (digital natives) 裡，只有網路、遊戲、手機與社群，早已超越傳統、面對面、

人際網絡的時代，因此，教師應讓學生了解霸凌的場域不再限於發生面對面衝突的場

合，還可能發生在網路或遊戲當中。教師也應以正面角度，鼓勵學生勇敢回應與解決

才是面對社會快速變動的原動力。透過社會變遷的焦點扣緊「同理心」、「公平正

義」、「同情、寬容、和睦」、「非暴力」、「多元文化」的核心內涵，來降低結構

或社會變遷的霸凌事件。

r 意義與價值」

「意義是對各種價值的再反省，能在不同的時空中被塑造，亦能在群體的溝通、

分享和理解中延續」。校園霸凌問題多起因於教師、家長與學童，對霸凌行為的定

義不清楚，無法立即糾正與拒絕，因而縱容霸凌行為(雷新俊，2008) ，此即「壞習

慣」得到「消極激勵」而逐漸形成「暴力行為J (鄭崇趁， 2011) 。霸凌並不是只有

拳頭、肢體或言語的霸凌，它可能是一種權力、經濟、文他、制度、體系等，在意識

上、關條間或結構上的不公平對待，宰制與被宰制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讓學生從個人

的自我察覺、自我表達和自我反省中瞭解霸凌的本質，透過群體的溝通、分享與理解

December, 2015 Secondary Education 109



來處理霸凌問題。或從同理他人、欣賞異於自己觀點的人、事、物來瞭解不同形式的

霸凌。

5. r 生產、分配與消費」

全球貿易或商品供應鍊已經成為現代社會重要的商業模式，韓國為因應進口知名

品牌的競爭，不斷地在技術以及科技產品上精進;相較之下，臺灣企業因技術無法提

升，或受限於產業結構鏈處於微利端，只能以降低生產成本或凍結薪資作為應付商業

競爭的手段，結果卻造成國內消費市場緊縮，國內平均薪資不僅沒有成長，甚至有下

降的趨勢，形成薪資與跨世代的結構式霸凌。過去由生產者掌握的市場機制也逐漸地

發生改變。 2012年國際綠色和平組織( Greenpeace)就透過消費者與網路的力量，針

對目前還使用對環境有污染疑慮之染料的國際服裝品牌，進行全球性的消費者串連與

抵制運動，讓跨國企業無法迴避問題，一個月後黯然承認錯誤，跟社會大眾致歉。

6. r 科學、技術與社會」

「科學、技術與社會J ( 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 STS) 是美國史丹福大學通

識教育課程重要的科目，希望學生明瞭現代社會需要憑藉新的科學發現或創新科技，

才能解決相關問題、快速進展，也就是「科學、技術和社會生活之間相依相生，互為

因果」。教師可舉美國年輕人發起佔領華爾街運動，爭取經濟民主化為例，讓學生了

解在這波貿易全球他浪潮下，科技與資訊協助資本家的資金，在不同國境間快速流

動，衍生出許多不同以往的投資行為或模式。此種金錢遊戲只對掌握大量資本或充足

資訊的大企業主有利;經濟果實卻未能由全民共享，待金融危機出現，國家害怕企業

垮臺所引發的連鎖效應，卻透過修法，來讓全民買單(陳錫菁、吳銘彥， 2011) 。需

警惕此經濟霸凌事件，有可能也會在自己身上發生。因此，不只要關心此議題，體會

受霸凌者的傷害，更要挺身而出，一起為遭受經濟結構霸凌者，尋求解決方式，以彰

顯社會公義。

四、討論:反霸凌課程的設計與轉化教學
(]

以「反霸凌」議題運用在和平教育課程設計方面，教師須先於課前讓學生對「同

理心」、「霆異」、「非暴力」、「性別平等」、「人權」等概念有基本認知，並進

而瞭解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引導學生在生活中經歷上述相關課題的學習，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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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漸進地將公平、正義、尊重等反霸凌核心素養深植心中，並在生活中實踐，讓愛

與尊重處處洋溢於社會中每一角落。配合上述行動課程規劃模式，以下將提供社會學

習領域作為教學案例(表 4)

教師可以採取自行開發增補反霸凌能力指標;或採用同心圓方式，深化先前階段

相關反霸凌能力指標的延展性;以及借用重大議題能力指標等方式，循序漸進地分配

反霸凌能力指標。以下就人權教育與性別平等教育等重大議題能力指標為例，加以說

明:

1. 1 同情、寬容、和睦」在校園反霸凌議題中，屬重要核心內涵;但在社會學習領域

內卻毫無任何能力指標可供教師評量學生在該核心內涵中的學習情況，欲解決此困

擾，可從重大議題一一「性別平等教育」或「人權教育」課綱著手，找出與該核心

內涵可以相通之能力指標，直接取代。

(1) 1 同情 J 可避取「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 12-3-7同理與關懷受到性騷擾或

性侵害者。」、「人權教育」能力指標 11-4-2瞭解關懷弱勢者行動之規劃、組

織與執行，表現關懷、寬容、和平與博愛的情懷，並尊重與關懷生命。」

(2) 1 寬容 J 可選取「人權教育」能力指標 11-4-2瞭解關懷弱勢者行動之規劃、

組織與執行，表現關懷、寬容、和平與博愛的情懷，並尊重與關懷生命。」

12-4-1瞭解文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異。」、「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之權利。」

(3) 1 和睦 J 可選取「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 12-4-5去除性別刻板的情緒表達

'促進不同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2 校園霸凌即校園暴力， 1非暴力」核心內涵有其重要性，不應被忽略。目前社會學

。習領域中僅有三條能力指標歸屬於其下，觀諸重大議題一一「人權教育」能力指標

11-4-4瞭解、遵守團體的規則，並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與「性別平等教育」能

力指標 12-2-5認識性騷擾與性侵害的類型。」、 12-3-10瞭解性別權益受侵犯時，

可求助的管道與程序。」可直接取而代之。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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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反霸凌課程教學示例 R

J\ 國中社會領域

尊重、同理心、性別平等、暴力等

校園暴力相關期刊、簡報、日多啦A夢卡通影片

講述法、角色扮演、小組討論評析

l 了解「和平」的意義與終極目標。

2 能理解多元文他、性別平等、人權教育、生命教育的意義與重要性。

教學目標 13 學會傾聽、寬容，並懂得欣賞他人的差異。

4 能從多元文化的觀點，了解並尊重不同語言、不同族群的文他與習

俗。

6-4-3 舉例說明各種權利(如學習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權、自由

權、機會均等權及環境權等)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

6-4-5 說明個人如何爭取保障及權利、紛爭解決的機制及司法系統的基

本運作程式與原則。

5-4-2 暸解認識自我及認識周圍環境的歷程，會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

但是經由討論和溝通，可以分享觀點與形成共識。

5-4-4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受到人格特質、社會制度、風俗習慣

與價值觀等影響。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論，並

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理由。

對應之能力1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的歷程中，社會如何賦予各種人不同的角色與機

指標 | 會。

6-4-2 透過歷史或當代政府的例子，瞭解制衡對於約束權力的重要性。

5-4-5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爭的情境時，

能進行負責任的評估與取捨。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保育、

勞工保護、飢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

究等)之間的關連性，以及問題可能的解決途徑。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運

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基本原則。

9-4-3 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經驗、對待事物和表達方式等方面的

差異，並能欣賞文忱的多樣性。

1 觀看日多啦A夢卡通影片。

2 找出影片中的暴力吉語與行為。

3.分組討論引發暴力事件的起因。

4.分組查閱相關期刊與網路資源，找出理想解決方案。 I(I)
5.討論近日國內相關社會新聞(如網路霸凌) ，並思考解決之道。 I

6教師總結並給予學生一同反思。

的
一
卅
一
向
前

教學進行

程序

3.社會學習領域較強調多元文化的學習與國際理解;但在「多元文化」核心內涵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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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指標分佈上，卻只有 2條能力指標的對應，可從「人權教育」能力指標 r 1-2-1欣

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J '以及 r ，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

r 1-3-4理解性別特質的多元面貌」、 r 2-1-1 辨識性別角色的科板他印象。」、「

2-1-3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戚受，不受性別的限制。」中直接取代。

4.校園霸凌與性別氣質養成有關， r，性別平等教育」在學校教育的推動上，應著重協

助學生認知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引導學生探究性別權益相關議題，此部分可逕自重

大議題一 r，性別平等教育」課綱中擷取適合之能力指標，作為教學評量之參考。

恆、結論興建議

校園霸凌事件層出不窮，促使教育界開始正視教育環境本質上的不和平，並思考

相關解決之道。本研究透過歸併社會學習領域相關能力指標於校園反霸凌與和平教育

共同核心概念下，提供現場教學教師作轉化教學，最終目的是希望教學現場的教師透

過融人式的校園反霸凌課程，不論是透過課堂活動或角色扮演(如情境式的學習活動

或演練) ，讓學生將所學落實在生活當中，建構校園反霸凌課程教學方案。

社會學習領域能力指標在校園反霸凌與和平教育共同核心內涵之分佈並不充足。

呼籲教授社會學習領域課程者應更謙卑地學習與省思，以尊重喚起自尊，以包容他

解衝突，以同理達成和解，以關愛拉近彼此距離，讓「尊重」成為社會上人人追求的

「顯學」與真正的價值。教師可以自行發展能力指標;或以同心圓方式深他處理相關

缺乏之能力指標;或從重大議題課綱中找解藥，擷取適宜之能力指標，直接取代。另

朴建議教師在設計相關能力指標、規劃反霸凌課程時，尚需注意跨主軸式的建構與

連結。

「校園反霸凌」議題並非九年一貫課程的重大議題，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設計

者也並非著眼於「校園反霸凌」議題來規劃相關能力指標，加上每一位教哥王作者對

每一條能力指標的「概念面向」、「面向要素」是否符合課綱編輯者的本意，都值得

商榷。其次，對重大議題的界定以及是否全部都要融人教學當中，仍需加以釐清。例

如:因宗教介人校園與家庭，引發高中生遭虐殺事件;或因網路霸凌而致受書者自殺

事件，雖然可以透過重要議題方式討論，但仍需要教師在旁統整學科相關知識，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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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培養出解決問題的能力。最後，操作實務上需藉由教學現場之教師配合學生身心發

展歷程、年齡與學習階段，將「校園反霸凌」核心概念、價值及相關議題，需分段融

課程設計，由低階至高階，逐步引導學生建構「和平」的理念。

本研究建議後績的研究者可以討論以下三個主題。首先，社會學習領域中較強調

「文化學習與國際理解」的基本能力再深入分析;若能轉換成其他議題的融入，是否

與本研究處理校園反霸凌議題結果雷同。其次，有關反霸凌共同核心內涵之對應，若

轉成教學實踐時，其相關能力指標之序階排列，是否與原先課綱安排者相同?教師可

依憑身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認知，配合自己的專業背景與教學涵養，因時因地加以調

整。最後，除了人際衝突所產生權力霸凌事件外，中學生，特別是出生在數位原生的

世代，在新科技或網路社群推波助瀾下，會出現不同型態的網路霸凌事件，將成為未

來中等教育需要關心的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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