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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人權種子教師研習營」活動簡章 

 

一、活動緣起 

  國家人權博物館自民國 100 年成立籌備處以來，持續進行白色恐

怖文物史料蒐藏、研究、展示及教育推廣等工作，並致力於景美、綠

島兩處歷史場域之保存與營運。鑒於參訪人權園區之各級學校團體及

青年學子數量日增，人權館於 101 至 106 年間陸續於全臺各縣市舉辦

「人權種子教師研習營」，吸引許多有志於投入人權議題推廣的教師

參與，歷年研習課程內容規劃亦更趨豐富。 

  今年適逢國家人權博物館正式揭牌成立，將擴大辦理教師培訓計

畫，發展為二階段課程，本次種子教師研習營（前導課程）主題為

「人權、空間與歷史記憶」，期望結合人權哲理與空間場域，並融合

歷史經驗及當代實踐，帶領有意願從事人權教育的各領域教師，透過

聽講、思辨、討論、工作坊及實地參訪體驗等，轉化為具體的教學產

出，並協助教學現場的多元運用。（其後將接續辦理「人權教案設計

工作坊」，提供專家帶領及教案實作進階課程，鼓勵跨學科之合作交

流，相關訊息請密切關注本館網站） 

 

二、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國家人權博物館 

協辦單位：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新北市國小人權教育輔導團 

承辦單位：史多禮股份有限公司 

 

三、參加對象 

  以國內各級學校現任教師（社會科優先）、教育文化行政人員以

及有意願帶領學生參訪人權場域之文教工作者為優先錄取對象，每梯

次錄取 40名為上限，額滿為止，詳見報名及錄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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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 臺北梯次： 

107年 10月 13日（星期六）至 14日（星期日）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兵舍Ｅ研習教室 

231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 131號 

(二) 臺中梯次： 

107年 9月 29日（星期六）至 30日（星期日）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敬業樓 2樓歷史科專科教室 

404臺中市北區育才街 2號 

(三) 高雄梯次： 

107年 10月 13日（星期六）至 14日（星期日）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藝文教室 

830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1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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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習課程內容 

◎臺北梯次： 

時間 行程內容和主題 

107年 10月 13日（週六） 

09:15–09:30 報到 

09:30–10:00 前導課程簡介、學員相見歡 

10:00–12:00 臺灣的白色恐怖與人權發展 

講師：陳翠蓮（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文學中的人權風景 

講師：楊翠（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委員） 

15:00–15:15 休息時間 

15:15–17:15 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 

紀錄片：高山船長：高一生 

引言人：周婉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與談人：高英傑（政治受難者家屬） 

17:15 本日課程結束 

107年 10月 14日（週日） 

09:45–10:00 學員報到 

10:00–12:00 人權場域參訪：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音樂中的人權風景 

講師：吳志寧（音樂製作人，929樂團主唱） 

15:00–15:15 休息時間 

15:15–17:15 教案分享：從全聯中元節廣告談起－在高中課堂討論轉型正

義與言論自由 

分享人：葉桑如（中崙高中公民科教師） 

主持人：柯志賢（新北市頂溪國小校長，新北市國小人權教 

        育輔導團） 

17:15 本日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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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梯次： 

時間 行程內容和主題 

107年 9月 29日（週六） 

09:15–09:30 學員報到 

09:30–10:00 前導課程簡介、學員相見歡 

10:00–12:00 戰後臺灣自由民主與人權發展 

講師：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財團法人二二八 

       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記憶與見證：我的那十三年 

紀錄片：蔡寬裕口述歷史影像紀錄 

引言人：陳彥斌（臺中新文化協會執行長） 

與談人：蔡寬裕（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 

15:00–15:15 休息時間 

15:15–17:15 壞掉的人，藏起來的傷：陳千武、施明正、舞鶴 

講師：朱宥勳（作家） 

17:15 本日課程結束 

107年 9月 30日（週日） 

09:15–09:30 臺中一中門口集合，09:30乘車前往霧峰林獻堂先生文物館  

10:00–12:00 人權場域參訪：林獻堂先生文物館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大時代裡的小人物：《白話》劇本講座 

講師：蔡格爾（讀演劇人藝術總監，《白話》編導） 

15:00–15:15 休息時間 

15:15–17:15 教案分享：百分之一的生命故事 

分享人：林秀珍（臺南女中國文科教師） 

    楊素芳（臺南女中公民科教師） 

主持人：柯志賢（新北市頂溪國小校長，新北市國小人權教 

        育輔導團） 

17:15 本日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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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梯次： 

時間 行程內容和主題 

107年 10月 13日（週六） 

09:15–09:30 學員報到 

09:30–10:00 前導課程簡介、學員相見歡 

10:00–12:00 戰後臺灣人權發展與白色恐怖－ 

以「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與雷震等案為中心 

講師：蘇瑞鏘（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30 記憶與見證：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下的學生運動 

紀錄片：方振淵口述歷史影像紀錄 

主持人：吳榮發（高雄中學退休教師） 

與談人：方振淵（政治受難者） 

14:30–15:00 搭乘高雄捷運前往鳳山招待所 

15:00–17:00 人權場域參訪：鳳山招待所（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 

講師：顧超光（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副教授） 

17:00 本日課程結束 

107年 10月 14日（週日） 

09:45–10:00 學員報到 

10:00–12:00 寫給獄中父親的信：白色恐怖時代的柯旗化，跟他的兒女們 

講師：謝仕淵（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桌遊 X人權：教學新嘗試 

講師：阿普蛙工作室 

16:00–16:10 休息時間 

16:10–18:00 教案分享：百分之一的生命故事 

分享人：林秀珍（臺南女中國文科教師） 

    楊素芳（臺南女中公民科教師） 

主持人：陳俊宏（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  

18:00 本日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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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講師名單（依筆劃順序排列） 

朱宥勳  作家 

吳志寧  音樂製作人，929樂團主唱 

吳榮發  高雄中學退休教師 

周婉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林秀珍  臺南女中國文科教師 

阿普蛙工作室 

柯志賢  新北市頂溪國小校長，新北市國小人權教育輔導團 

陳俊宏  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 

陳彥斌  臺中新文化協會執行長 

陳翠蓮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楊素芳  臺南女中公民科教師 

楊 翠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委員 

葉桑如  中崙高中公民科教師 

蔡格爾  讀演劇人藝術總監，《白話》編導 

薛化元  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會董事長 

謝仕淵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 

蘇瑞鏘  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顧超光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副教授 

 

政治受難者及家屬 

方振淵  政治受難者 

高英傑  政治受難者家屬 

蔡寬裕  政治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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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名及聯絡方式 

(一) 報名時間： 

自即日起開放報名，每人以報名一梯次為限，每梯次錄取 40 名，

額滿為止。錄取名單將於國家人權博物館網站公布，並於研習營前

七日以電子郵件個別通知。 

(二) 錄取篩選： 

以擔任現職教師、未曾參加過歷年研習營者為優先錄取對象，各縣

市政府教育行政人員、文化領域相關人員則依序錄取。 

(三)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請至 https://goo.gl/forms/KgCZ1p7rGPGifjuA3填寫報名

表單，或由國家人權博物館網站活動頁面報名

（https://www.nhrm.gov.tw/）。 

其他方式：可自行下載報名表，填妥後 email 至以下信箱 

     2018nhrmworkshop@gmail.com  

     或傳真至 (02) 2218-2436（吳小姐）。 

(四) 費用：研習活動全程免費，無須繳納保證金。 

(五) 活動當日若現場有空位，可開放旁聽，惟不提供午餐。 

(六) 如有其他相關問題，請洽本活動專案負責人吳小姐。 

電話：0965-491-452 

Email：2018nhrmworkshop@gmail.com 

執行單位：史多禮股份有限公司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 因不可抗力因素，本館保有更換課程及上課地點權利。 

(二) 爲響應環保，請與會學員自備紙、筆、水杯、餐具等。 

(三) 全程參與之學校教師，研習時數將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辦理

登錄，公務人員核予終身學習時數，時數核實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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