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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人權教育圖譜：從普世化人權價值談起（綱要） 

黃默 2003/11/22 

 這篇文章試圖為台灣的人權教育勾勒出一個圖譜，一方面回顧過去幾年來的

努力，另一方面也對今後的發展作一初步的描述。這篇文章分三個部分，第一部

份討論人權價值的普世化；第二部分討論人權保障與人權教育的關係；第三部份

轉而檢視台灣人權教育的現況及未來的展望。 

 

一、人權價值的普世化 

 人權的促進與保障逐步成為普世價值，已是不爭之議。這樣的說法並不表示

人權的價值沒有受到挑戰，也不表示在生活上已經充分落實。用最簡單的說法，

人權指的是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與自由，在西方文明的發展

過程當中這樣的想法歷史悠久，如果我們不回溯到古希臘，最少也有三百多年的

歷史。早在十七世紀中葉，霍布斯把每一個人恐懼暴力死亡，追求自保視為每一

個人最最基本的權利，十七世紀末葉，洛克提出生命、財產與自由，被視為是對

人權價值的論述最有貢獻的一位思想家。十八世紀歷經美國及法國革命，每一個

人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已經確立，十九世紀以來又有經濟、社會與文化權的倡導，

也逐步在憲法及法律上得到保障，二十世紀聯合國成立以來，一方面是人權的國

際化，從歐美逐步擴張到亞非世界，對亞非國家構成一個很大的壓力，另外一方

面，又有一些新的權利的提出，如環境權、和平權等。以當前的情況來看，人權、

和平及發展已被認為是密切相關、相輔相成。 

進一步來說，權利是一種訴求、是一種主張，與我們之所以作為一個人息息

相關。美國學者 Joel Feiberg認為人權的主張，尤其在受壓迫的時候挺身而出做

這樣的主張，就是人的尊嚴的表現。英國學者Maurice Cranston又把權利分為道

德和法律的權利，道德的權利指的是那些可以用道德的語言來證成，來說服大家

的訴求。法律的權利指的是經由立法得到保障的權利，也就是國家應該透過強制

力量保障的權利。許多道德上的權利並沒有受到法律上的保障。譬如說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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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是被做為道德的權利提出來的，許多思想家提倡性別平等，認為男女不平等

在道德上是不被許可的，經過多年的抗爭才成為法律的權利。言論自由也是同樣

的情況。進一步來看，人權可以說是最普遍的道德上的權利，每一個人都應該享

有的權利，但在許多社會裡，這些權利並沒有受到應有的保障，還有待爭取。這

種情況我們只要稍微回顧過去二、三十年台灣的經驗，當不難理解。 

當前國際社會的共識，可以從《世界人權宣言》看出端倪。聯合國在一九四

八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討論的時間歷經兩年，共有五十九國參與，中國代

表張彭春對人權宣言的修訂貢獻良多。宣言第一條明確宣稱，人人生而自由，在

尊嚴及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也

就是開宗明義的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與生俱來自由而平等地享有最基本的尊嚴

和權利。我們享有權利也要尊重別人的權利。這個看法當然是受到傳統天賦人權

的影響，但也做了一些修訂，放棄了傳統造物主與自然法的觀念。當時的討論引

起不少的爭論，例如美國的代表最早提出「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文字。

但遭若干女性代表抗議，認為傷害女性權益，另外「create」這一個字也隱含造

物主的意思，受到其他非基督教國家代表的質疑。當然五十九個國家不同的國情

必然造成許多爭論，最後算是達到共識，認定宣言是全人類追求的目標，不具法

律上的拘束力量，然而其後五十年的發展，譬如說有些國家在法院判決時援引本

宣言，而使得宣言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宣言第二條明確表達權利與自由的享有不因種族、性別、語言與宗教等不同

而有所差異，也就是說權利與自由的享有是大家平等的。第三條到二十七條列舉

各項的權利與自由，在討論時最早的想法是在每一個條文中列舉國家或政府應該

承擔的義務，如每一個人享有工作權的時候，國家或政府應負有什麼義務，但這

樣的構想並沒有得到大多數政府代表的同意，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相

持不下。然而大家也認為只列舉了權利不提義務似乎是過分抽象空洞了，妥協的

結果就出現了宣言中第二十二和二十八條，二十八條尤其值得重視。第二十八條

所說的是為保障每一個人享有宣言所列舉的權利與自由，我們有權利主張一種社

會秩序與國際秩序，也就是說我們有權利對國際及國內社會的結構提出主張。在

當時此條文似乎沒得到重視。但是五十年來大環境的改變，科技的進步，這一個



 3 

條文對人權保障發揮很大的作用，許多學者認為女性權益的提升，發展權與環保

權的主張等等都可以從此條文中引申出來。 

 雖然如此，人權的普世價值卻一再受到挑戰，以過去三十年的情況來講，有

兩次的挑戰值得進一步的探討。在七Ｏ年代，親西方的伊朗沙皇政權被基本教義

派推翻，伊朗新政府在政教合一的原則之下挑戰人權的普世化，把《世界人權宣

言》視為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產物，試圖建立另外一個價值體系。然而事與願違，

伊朗的原教義派也不能不面對國內及國際社會的壓力，逐步修訂政策，往開放及

民主的方向跨出一步。另外一次挑戰當是九Ｏ年代所謂《亞洲價值》的爭辯，在

一九八Ｏ年中期，鄧小平對人權普世化持有不同的意見，在幾次短暫的談話中一

再重申中國人有不同於西方世界的人權觀，不願意接受人權普世價值的想法。這

一個主張得到另外若干亞洲國家領導人的同情與支持，尤其是新加坡的李光耀與

馬來西亞的馬哈地，被看成是《亞洲價值》的代言人。簡單來說，《亞洲價值》

強調亞洲文化、歷史背景與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於西方社會，因之自有其特殊的價

值體系。在一次有名的訪問中，李光耀十分強調亞洲文化當中對家庭的重視，對

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期期以為不可。他與馬哈地都對美國社會的情況，尤其是

高犯罪率以及性生活的開放，視為社會失序的表徵。然而，隨著九Ｏ年代中期的

亞洲金融風暴，亞洲價值論的影響力量似乎在逐步衰退中。中國大陸一步一步走

向資本主義，新加坡也為了追求競爭力開始放鬆對社會的嚴加管制，馬哈地也已

經退出政壇，馬來西亞的政局也開始鬆動，在在表示個人權利與自由普世化的力

量難以抵抗。 

 上述伊朗基本教義派與《亞洲價值論》對人權普世化的挑戰，可以說都是以

特殊的價值來對抗普世價值，前者是回到中古世紀的一個教派，後者卻是建立在

世俗的民族主義基礎上。如果這個看法沒有錯，這兩次挑戰的力量都有其限制，

難以持久。 

 在這裡，我們十分容易想到前蘇聯集團解體以前的情況，可以與伊朗基本教

義派及亞洲價值的挑戰作一比較。那時候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容對人權

普世化的事實也有其不同於西方社會的解釋。他們強調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經濟、社會、文化的權利優於公民與政治的權利，而集體的權利優於個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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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此來對抗西方國家的立場。在五Ｏ年代西方國家經常以言論自由來攻擊前蘇

聯社會主義陣容，而蘇聯及其附庸國家則以美國國內的種族不平等反擊，六Ｏ年

代以後蘇聯集團極力支持亞、非、拉丁美洲的民族主義運動來對抗西方國家。簡

單的說，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集團是以一個對人權普世的詮釋來對抗西方的另一個

普世詮釋，也可以說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詮釋來對抗西方國家自由主義的詮釋，這

個情況與伊朗原教義派及亞洲價值的挑戰迥然不同。 

 再以人權的促進與保障而言，現實上仍然有許多的障礙，放眼世界，充分保

障人權的國家少之又少，這當然牽涉許多的因素，比如說經年戰爭及內戰的情況

之下人權的保障可說是緣木求魚，又許多國家經濟落後、社會僵化、文化又十分

保守反動，這對人權的保障勢必構成非常大的傷害。然而，許多國家的政治領導

階層及精英，私心為用、貪污腐化，也不能不負一大部分責任。我們說人權普世

化並不表示在世界各國人權已經得到充分的保障，而是說在二十一世紀初已經沒

有那一個國家的政治社會精英敢於公開的反對人權的理念，在大多數情形他們都

是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述來掩飾他們的惡行。 

 

二、人權保障與人權教育 

 早在聯合國設立之初，有識之士已經深刻體會到人權的促進與保障有賴於人

權教育的實踐。一方面，受教育權被認為是基本的人權，而另一方面教育的目的

是為了人權的促進與保障。在四Ｏ年代，人權教育的目標較為簡單，不外在於推

動尊重與包容，對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包容，鼓勵個人挺身而出主張自己的權

利，並支持聯合國追求和平的政策與措施。然而，到了九Ｏ年代，人權教育的內

涵逐步的擴張，兼及對環境的保護與如何回應新科技的挑戰等。在一九九五年，

聯合國提出「人權教育十年」的時候，人權教育的目標已經被概括定為人權文化。

人權教育內涵的擴張看來是與過去五十年來人權內涵的擴張同時並進的。一九九

六年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公署提出一份全面而具體行動綱領，企圖建立一個全球

性的人權文化。聯合國人權中心、教科文組織等也十分活躍，若干政府與非政府

組織也都盡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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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就人權教育的形式而言，正式的學校教育自然是其中核心的部分，但不限

於這範圍，社會、家庭的教育也應該並重。如果說學校裡的教育比較容易掌控，

只需要透過教育體系就能達到目的，社會、家庭的教育也不可或缺，比如說法官、

警察、律師等專業人士的人權教育與人權的促進與保障息息相關，影響每一個人

的生活。最後，教育的工具也十分多樣，不限於傳統的文字書寫，卡通、影片、

戲劇等都是教育工具。 

 雖然聯合國對人權教育的提倡在四Ｏ年代已經開始，但限於傳統的價值觀念

與客觀的條件在許多社會寸步難行，回教基本教義派統治的社會不能容忍人權教

育，或是對人權有其特殊的詮釋，這是大家所理解的，即使在基督教的社會，不

少保守的力量也不願意接受人權的普世價值，對性別的平等、種族的平等都十分

抗拒。我們的社會也是如此，這在下面還會談到。究其原因，我們或許可以說人

權教育實在是價值體系的革命，是造就一個嶄新的個人與社會的大工程。如果一

個人接受了人權的觀念，他必然是一個有自尊心、對自己有信心、開放、有活力

的個人，但也同時關切他人的處境、關懷弱勢族群、關懷自然的環境。一個人權

價值主導的社會，也必然是一個政治民主化、經濟上趨向平等、均富，而在文化

上多元、活潑的社會。面對這樣一個革命的大工程，保守力量群起反對當然不足

為怪，雖是如此，這些年來人權價值的普世化、人權教育的推動或多或少已經有

了一些成績。 

 

三、台灣人權教育的現況與展望 

在台灣，人權教育的起步比較遲，只是這幾年的事情。早期雷震主導《自由

中國》，並進而組織民主黨，人權的觀念才開始傳開，其間張佛泉與殷海光教授

的論述尤具力量。七Ｏ年代以後黨外的運動或多或少也涉及到人權的倡導。但比

較嚴格的說，人權教育的推動只是九Ｏ年代中期以後的事情。當時東吳大學首先

開授有關人權的課程，推動研究並協助國中、小人權課程的規劃與師資的培訓，

並設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二ＯＯＯ年，民進黨執政提倡人權立國，對人權教

育較為重視，在教育部設立「人權教育委員會」，比較有系統的推動人權教育。

具體來說，這個委員會的運作是透過四個小組的分工合作，分別是：研究發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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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小組、師資人力培訓與課程規劃小組、社會推廣與宣導小組與校園環境小

組。各小組平均有五到七人參加，設召集人一人，統籌小組的工作。 

這兩年來，「研究發展與評鑑小組」推動了不少的研究事項，如各國人權教

育的比較研究、國內國中、小師資對人權的瞭解程度，以及有關人權教育、兩性

平等教育、法治教育與環境教育的整合工作等。當前這個小組十分關心今後四年

的人權教育的發展，已經初步討論如何與其他三個小組共同起草一個四年計劃。 

「師資人力培訓與課程規劃小組」重心在於擴大推動「國中小種子教師工作

坊」，每年分別在全國的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舉辦。一般情況，每場參加的

國中小教師約五十到一百人，為期一天到三天，課程分為兩部分，一部份是人權

觀念與歷史的講授；另一部份是經驗的交流，使他們回到學校後能把所學融入實

際教學工作中。又為了引起學員們對各類人權議題的瞭解，每次工作坊也都會放

映一兩部電影，如「舞動人生」、「老師的黑板」及「費城」等，以引起討論。分

組討論與電影講評都由早年參加過工作坊的國中小教師負責輔導。 

「社會宣導推廣組」工作十分努力，尤其是關注「人權婚禮」的推動，兩年

來舉辦過多次，包括在總統府、勞委會、原委會、教育部，針對個別的族群，如

勞工、原住民及教師等。「人權婚禮」的觀念來自柏楊的倡導，在他看來如果能

把人權的觀念帶進婚姻，也就帶進了家庭。柏楊也建議拍攝十三部紀錄片，來回

顧台灣人權的歷史，並就今後的發展作一客觀的評估。另外一項工作是推動社區

大學的巡迴演講。為宣導人權教育理念，「社會宣導推廣組」在一九九九年委託

「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組織了一個三十多位專家學者的講師團，與北部地區（基

隆市、台北縣市）之社區大學合作，以巡迴講座的方式傳達人權理念，以期人權

教育能在社區紮根。 

「校園環境組」牽涉的問題很多，一方面是硬體的設備，如無障礙環境的落

實，另一方面是有關管教辦法，如操行成績的評估及校園申訴制度的建立。「人

權教育委員會」的成員，在這兩方面都有共識，尤其對過去粗暴的、威權式的管

教辦法，非常反對，認為必須改正，同時也認為申訴管道的建立是當務之急。最

近「校園環境組」推動人權校園的選拔，希望藉助對人權校園的鼓勵可以帶動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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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環境的改變，已經有不少的學校參與這次的活動。 

 以近幾年的經驗來看，在台灣推動人權教育十分的艱難，一方面是傳統觀念

的牽制，另一方面是資源的缺少。上面提到《亞洲價值論》，雖然這個論點已經

式微，但在台灣也有少數人或多或少持有相似的觀念，認為人權教育是西方的觀

念，我們應該堅守傳統文化的立場。另外一些人雖然沒有這樣的食古不化，但基

於對人權教育的瞭解甚少，也不願意邁開大步，比如說有不少教育界的人士，包

括校長與老師，深恐提倡人權教育會帶來校園的動盪，引起對威權的挑戰。從另

外一方面來看，這幾年來師資的培訓、教材的編撰以及學校硬體設備的規劃都需

要不少的資源。如果教育當局不願意撥出較多的經費，而企業界、社會團體及基

金會也不願意提供補助，人權教育的推動必定受到很大的限制。 

 展望將來，台灣社會退回威權專制體制的可能性低之又低，人權保障逐漸成

為共識，人權教育也必定一步一步展開，但成長的程度及速度則有待大家的努

力。其中最關鍵的可能是觀念與價值的釐清，尤其是怎麼樣釐清與另外同樣是當

今社會所追求的價值之間的互動，如法治、和平、性別平等、生命的尊重等。換

句話說，也是一個有關公民教育或是價值教育的整合。上面提到教育部設立「人

權教育委員會」，推動人權教育的工作，但這並不是唯一推動公民或是價值教育

的單位，教育部同時也設立「兩性平等委員會」與「生命教育委員會」，最近一

年來這三個委員會召開過兩次的聯席委員會，試探整合他們的工作，一方面在理

論上尋求重疊與互補，推演出一個比較完整的論述，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應付現實

的需求，減少各個學校工作上的負擔。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進一步來探討人權教育、法治教育、民主教育、和平教

育、兩性平等教育及生命教育之間的互動關係，可能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人權教育的意涵，上面已經簡略的提到，如果用一句話來講，那就是對權利

的堅持，也就是主張自己的權利，但也尊重他人的權利，這也是與其他公民或價

值教育的分野。具體來講，法治教育跟人權教育的關係十分密切，但法治教育所

關心的是現行的法律，尤其在過去幾年來的經驗，似乎過分強調法條而不關心法

治，這可能也是為什麼許多人認為法治教育在一個程度上是失敗了。人權教育也

與民主教育關係密切，我們可以說人權是民主政治的目的，而民主政治是追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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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機制。放眼世界各國，實行民主政治的政府大體上來講是最能充分保證人權

與自由，而不民主的政府大部分談不上人權與自由的保障。這不限於是公民與政

治的權利，如言論自由等，即使是經濟的權利，如勞工階級的權益等也是如此。

再以兩性平等教育而言，兩性的平等或是性別的平等，一步一步已經被認為是核

心的人權訴求，與人權密切相關，更進一步來看，傳統人權的觀念受到性別與社

會階級的影響，可能難以百分之百的涵蓋女性的權益與訴求，尤其是身體自主這

一部份的權益與訴求，這也是當代基進女性主義對傳統人權觀念的挑戰，也是人

權論述不能不嚴肅面對的議題。 

 和平教育所帶出來的問題不多，從一方面來看，和平是人權保障不可或缺的

條件，在戰爭狀態當中，人權的保障是不可能的事。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和平是

一項權利，是每一個人享有和平生活的權利。當代的共識，和平已經不只是沒有

戰爭的狀態，它也包括廣義、積極的和平概念，也就是不受戰爭威脅，充分廢除

軍備，不參與任何戰爭行為的權利。從這個觀念來看，人權、和平與發展的關係

可說是三位一體了。 

 最後，生命教育與人權教育也有不少重疊。生命教育同樣主張對生命的尊

重，但在許多生命教育的教材中，十分強調心靈的修養及對死亡持平的看法，這

與人權教育的偏重就有些不同。人權教育不可能反對心靈的修養及對死亡持平的

看法，但它關心所在是個人權利的確保，而後才有能力來追求個人的心靈修養，

權利是每一個人應該平等享有的，而心靈的修養以及對死亡持平的看法卻是比較

高階、抽象的追求，恐怕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的。這裡涉及到的只是一個先後

的問題，不是一個不能並存的衝突。 

 總結來說，台灣的公民或是價值教育已經到了應該整合的時候了。怎麼樣整

合才能有助於台灣面對未來，邁向一個公平、正義而開放的社會，這就是當代教

育工作者的重任。一方面，當代教育工作者必須瞭解他們社會的文化歷史背景，

對傳統的價值作一個篩選與評價，另外一方面他們也必須掌握將來世界發展的脈

絡，並進而對普世性的人權價值有所理解。只有這樣台灣公民或是價值教育的重

整才能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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