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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維探討公共議題所要解決的問題以『校固倫理』為討論方向，將分成五個子題來
論述：校固募品、師生衝突、師生戀情、校固霸凌、地區教育差異

以下為五個子題及其意涵：
校風毒品：校圉韭品使用年紀逐漸下降，你認為造成原因是什麼？說說你的看法。

(107103102 賴智堅）
師生衝突：現今師生衝突事件越來越多，導致這樣的原因為何？該如何解決師生之間相待的問題？
請舉例說明？

(109103107 李亻中凱）
師生戀情：大學校園中帝會有師生戀出現，試問目前法律是否允許，你贊同師生戀嗎？

(109103117 鄧百里）
校囯霸凌：對於面對校園霸凌的事件，如果是你，你會去找人驁忙，還是自己去處理？

(109103132 蔡明諺）
地區教育差異：台灣學校和歐集學校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價值襯，試問其共同性與
差異性何在？

(109103144 萘人中）

P.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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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間題陳述與分析－內容簡介
--、校圄韭品－國內新聞 （賴智堅）
屯昱墨些注肜｝年吸瘡／阻入門瘡品掃校固綱絡 2021 -07-14 0 1: 28 聯合赧／記者李奕昕／台北赧埠

钅方去年查獲少年涉募一二七六人次，以旄用三、因級募品四四五人次最多，常是喝瘡品咖啡包 。警政署擔憂瘡咖啡成為「 入門毒品」 ，誘使少年吸食危客更大的安非他命等一、二級瘡品，要求掃除校困壽品銷售網絡，並追查上游毒販，強化跨國合作。

國內毒品大宗是二級瘡品安非他命，募癌難戒，近年旄用人藪變化不大，警方防堵瘡品新生人o, 分析關鐽在少年首次碰毒容易接觸的壽咖啡。

钅政墨去年七月超指示加強掃除校屆］供毒苲道，員警查獲｝少年、學生販漬耳戈販毒給少年、學生，每名犯嫌增核嘉獎 一次 ；過去警方以境內查痕韭品量、犯嫌數論功行賞，但抓到上游韻頭，或提供情資給國外攔截瘡品，未必能在境內查獲大量壽品或犯嫌，卻可団堵毒品操散，例如大梅祟「屏束王」林孝道前年落網後，打亂國內三成韭品市場。
扣政靼檢討~~-毒策略，前年八月新增「以人為本」、「拒瘡海外」獎勵，加強多層溯源查獲韭品犯罪網絡，並與境外執法機閭合作。

官苓說， 壽品走私集困維織龐大，金主出資給大毒魚捅盤，由仲介接觸國外貨源，還要「交通」成員，以漁部走私為例 ，有舟瑾、岸上接貨、運輸、倉儲丶出貨等分工，若貨滙輸入，有人頭成立公司進貨或利用合法公司夾帶，須逐層追查瓦解。毒品供愿「
近年毒販多從

全球化」，緬甸、寮國、泰國交界的金三角是我國尋品主要來源，警方去年更查獲遠從巴姜斯垣來台的K他命 ；大陸輪入原料在台製成安非他命，再銷日本、韓國、澳洲及紐西蘭，皆須跨境交換情資壓制 。

資料來源：htt s://udn.com/news/stor /7315/5599709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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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問題陳述與分析－內容簡介
--、校圄韭品－國外新聞 （賴智堅）

►新閭焦點：英中小學毒品泛濫數百學生涉募被查
新揭靄的教據縣示，英國中小學校蔡牣濫用問題嚴重，甚至有8歲孩子被查獲搞帶禁第上學 。

根據英格藺和威甾士警方的藪據顧示，校囷袤查獲的違法籐物包挂海洛因 (heroin) 和快客可卡因 (crack cocaine ) 
等A級蔡物。警方數據表明， 2011年至2014年底有超過2,000超校困違禁籐品事件。

1人M:-警方提供的實料包括查禁違法籐物的種類和救量，等同價值金額，違禁事件所在學校的種類（小學或中學），以及
達禁者的實料。 實料縣示，在625起校困違禁籐物事件中查複大麻， 27超案件中查獲可卡因。其他查獲的違禁籐勃包挂
LSD, 安非他命 ( amphetamines) 和搖頭丸 (ecstasy) 。

llll-只有4起校困查獲禁原的事件中有未滿11歲的兒童，分別是一名 8歲和一名 9歲兒童，兩名 10歲兒童。另外有231
超套件是11 至14歲兒童，其中一名 14歲少年被抓到持有價值500英鎊的海洛因。 241超案件是15至16歲青少年，其中一名
16歲少年被抓到持有價值330英鎊的海洛因。其餘校困禁蔡案件涉及到學生家長和學校職員，包持清潔工和困藝工人 。

三－教師工會的負責人克里斯·濟慈 (Chris Keates) 說，「在校困內發現違禁禛勃的任何事件都令人憂心，
這通帝是冰山一角 ，而且反映出孩子在校外所面臨的遭遇。」「老師和校方隨時注意學生可能涉及第物和酒精濫用的風
險。」她說 ，最近幾年，許多協助學校鶿助學生遠離毒品的專門項目都因為經費削減而被迫取消 。

• 料： ht s://www.bbc.com/zho en/trad/uk/2015/04/150423 uk dru u ils P.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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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
弋、問題陳述與分析－內容簡介
二、師生衝突－國內新聞 （李仲凱）
噠遘匱~:學生拿鐽盤癌老師「頭冒血」 因「不想站著唱歌」 a 士l 
台北市一間國中發生學生攻擊老師事件! 11/22下午3點多，一名學生不滿被要求要

跟蕃大家一超玷著唱歌，竟然拿超鐽盤就朝老師身上猛砸，事後他跟學生也沒有表示道
歉，讓差點被打到腦震盪的老師氣得提告；校方則指出，這名學生的哦有情緒控管上的
問題， 之前曾玻壞公物，但打人真的是第一次。

這名學生幾年前，在其他學校不適應，才會轉學過來，家庭狀況還算正常，但因為
有情緒控管問題，學校也向教育局申請巡迴輔導老師跟教師助理，另外也安排個管以及
輔導老師 ， 4個人力特別照顧他。

校長．「 這個年紀的小孩子都需要友情，那同學對他也都蠻包容的。」
不同的身心狀況，其實都能體諒，但失控到把人打傷、差點腦震盪，老師維護自身權益
決定提告 ，只希望這類事件不要再發生。

-· : htt s: / / tw. news. ahoo. com/%E5%AD96B8%E7%94%9F%E6%8B%BF%E9968D%B596E7969B%A4%E796A096B896E89680968 l 96E596B896AB%E996A096AD96E5%86%92%E8%A1%80-%E5%9B%AO-%E4%B8%8D%E69683%B396E7%AB969996E8%919697%E59694%B196E696AD968C- 104448345.html 

P.07 



貳、問題陳述與分析－內容簡介
二、師生衝突－國外新聞 （李仲凱）

~1~~~~、三瓚
►新聞焦點：拖課到餐…皿生衝講台「打，女老頭 同厚怨：餓到忍無可忍
湖南邵陽市日前網上流傳一則「學生暴打老師」的影片，邵束市城區二中一

名男學生午休期間突然衝上講台，噹場暴打女老師。事後同學私底下抱怨，男學
生突然暴走的原因，是這名女老師經當講課都拖到午餐時間，讓這名男學生餓到
忍無可忍，最後才失控出手。

從網上流傳教室的監視器畫面頫示，噹時正在上課，一名男學生突然從位置
上玷超來，大步跑上講台，對女老師揮拳痛毆。多名同學見狀，隨即衝上前將該
男生拖住控制。

參考資料：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1124/2130785.htm 

P.08 



貳、間題陳述與分析－內容簡介
三、師生戀情－國內新聞 （鄧百里）

►新聞焦點：女國中生直播驚爆師生畸戀荒唐導師誘上床拍性愛影片

台中市一所國中的數學老師阿仁雖已有女友，卻誘騙國二女學生小芳大搞師生
戀，發生4次性關係，荒唐的是，他還拍下兩人性交過程，並發訊息「再來我要射了 ，
射進去了， 我要看」，誘使小芳自拍下體不雅照給他，小芳於去年10月直播時，透
靄曾跟専師親吻擁抱，襯眾通報學校而嚗光，台中池院審理時，導師願賠償80萬至
100篙元， 但仍沒獲得小芳與家人原諒，台中地院依與未滿14歲少女性交罪等罪名判
刑3年10 月 ，可上訴。

判決書挂出，小芳（化名）就讀國二，阿仁 (30多歲，碩士畢業、化名，已解
聘）是數學老師兼任導師，去年某天小芳請假，阿仁有核准權力，遂於完成請假手
續後，將小芳載到住處，發生4次性關係，第4次性關係時，他還手持密錄器拍下係
交過程， 之後又傳訊息給小芳，指自己要手淫，「再來我要射了射進去了我要看」 ，
教唆小芳自 拍下體照片傳給他。

參資料：htt s://news. ltn.com.tw/news/societ /breakin news/3663643 
P.09 



貳、問題陳述與分析－內容簡介
三、師生戀情－國外新聞 （鄧百里）

►新聞焦點：到府課輔教到床上去女師啪啪15歲男學生還拍片

美國佛州邁阿密41歲女教師與15歲男學生發生不倫性關係，上週遭警方逮

捕，事後更透露自己已經懷孕，不過她拒絕透露孩子的父親身分。警方調查發

現，卡爾薇去年底到噹事男學生家中進行課業輔導，兩人開始變得親密，時常

透過聊天軟體傳情，警方也在男學生的手機裡頭發現卡爾薇的不雅照片和兩人

性愛影片。 此外，警方也找到一段錄音襠，得知男學生曾要求知情的同儕保密，

接受警方訊問時也要鼕稱所有性行為都是雙方你情我願，沒有所謂的受害者 。

罪證璫鑿後，卡爾薇本月 7 日被警方逮捕，拘留期間說自己懷有身孕，但

她拒絕透露懷孕週數與孩子的爸爸是身， 9 日以3.9篙美元（約新台幣109萬元）
交保。

奎https://news. ltn.com. tw/news/world/breakingnews/370321~ P. 10 



貳、問題陳述與分析－內容簡介
四 、 校圄霸凌－國內新開 （蔡明諺）

＞新閭焦點：淡江女高中生遭霸凌批教官冷處理校方還原事件始末

有民眾投訴， 其妹妹就讀新北市的淡江高中音樂美術班1年級，不料，開學沒多久卻遭同學一連串 霸凌 ， 桌
子丟沿垃圾、 飲料倒到抽屜等，通報後教官仍態度消極，僅說「不知道是誰做的無法處理」。校方表示 ， 此事件
接我迢赧即依照霸凌法定程序處理，可能學輔人員表達不清楚造成家長及學生誤會，全案仍在調查中 。 民眾指出，
妹妹間學第 1週與同學相處良好，直到某次身體不舒服請假回家，第2週到校時就看到桌子都是同學丟的垃圾、口
呈、紙屑， 放在抽屜的文具、衛生紙被翻出來，把飲料倒到放置書本、琴譜的抽屜，甚至帶酒到校栽贓給妹妹。
民孟表示，符知霸凌情事後通報學校，沒想到老師態度消極，教官更回應「你希望我怎麼做？當面跟妳道歉瑪？
不知道是誰也沒有辦法處理，爸爸怎麼打電語都沒有用。」另有班上其他同學私下向他透露，不只他妹妹被這楳
肄，甚至有其他同學因被霸凌不敢到校，跟學校反慮，老師僅要加害者自己承認就無下文。淡江高中指 出， 11
月 1 日學輔人員得知此事，即依照霸凌法定程序處理。針對教官回應「不算霸凌」一事，學輔人員有向學生說明，
羞凌不能由單方面認定，需依照程序由防治霸凌因應小紐依法認定調查，可能表達上不清楚造成誤會 ， 校方已責
請學持人員注意表達方式。淡江高中表示，因噹事學生無法說出霸凌對象，學校本荅勿枉勿縱原則， 會同導師在
碉查中。針對同 班另 1位學生被霸凌到不敢上學，此學生為學校特別關懷與慧助學生，因牽涉學生隨私不方便說
弭。針於加害者帶酒到校栽贓給妹妹，此事件發生於9月，已經完成調查，並有租閭輔導與懲處，如有疑義可提
出翟塤。該校3 日 已進行校安通報，並請家長及學生到校詳談及說明事件，家表噹日向學校提出調查申請，後漬
將依相闕規定啟動校固霸凌事件處理程序進行調查。

參考資料： https://news. ltn.com. tw/news/life/breakingnews/3725801 
P. 11 



貳、問題陳述與分析－內容簡介
四、校固 霸凌－國外新聞 （蔡明諺）

►新聞焦點貴族女校學生遭霸凌，竟被校方勒令退學

去年底， 在加拿大一間非常知名的私立女子學校，有位家長表示他就讀二年級的女兒被
班上女同學霸凌（家長表示女兒被霸凌者毆打臉部，也曾被毆打至流鼻血），向校方提出抗
議要求處理 結果，該校卻認為這位家長「
「逐出學校

行為不當」，並將這位疑遭長期霸凌的女兒
」， 不準她繼績在該校就讀。這件事情，因家長控告校方、提出鉅額民事訴訟而

廣為周知：根據加國新聞報導，被霸凌者的父親提出法律訴訟，並向校方求償 550 萬加幣
（ 約新台幣 1. 2 億元）。這位父親表示，提超法律訴訟的原因，是他的女兒不但長期被霸
凌、多次向校方反應後均未獲處理，他在不斷向校方抗議後卻被指為「騷擾師生（疑似霸凌
者 ） 」 ，校方甚至為此「懲罰受害者」 直接將她的女兒開除。至於這間知名女校的說法
則是： （ 疑似） 霸凌事件的兩方是從幼稚圉至今都是「朋友」，校方在獲報霸凌事件後已嚐
試將兩人在課堂、 班上分開，但一到下課或放學時間，（疑似）霸凌受害者卻會主動接近
（疑似 ） 霸凌者與其朋友。至於（受害者）家長不斷在無證據下激烈控訴校方與學生，已對
該校校譽與 （疑似霸凌者）學生和其家長，甚至校方諸多員工造成嚴重困擾，因而 「不得不
作出此 （退學）決定」。

參考資料：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3897 
P. 12 



貳、問題陳述與分析－內容簡介
五、地區教育差異－國內新聞 （戶的
►新閭焦點：夏學理襯點：台灣高等教育的崩盤倒數！

去年 ( 2020) 3 月 21 日，我在《風傳媒》發表〈「Who Cares? !」的台灣高等教育與「七零八落」的世界
排名 〉 一文，探究台灣入同世界前50強的大學「學科」，從2018年的26個，大跌至2019年的 18個，再慘摔
到2020年的只剩下 11個。而 18個月後的今天，如果以「 2021 」+「 QS」+「台灣」十「學科」十「世界前
50名 」 做為捕鏈字，對「 QS」於今年3月公布的第 11年度世界大學「學科」排名進行搜尋，則保證遍索不署
任何由台灣發出 的相關資料或報導，能夠具體（或誠實）地顯現： 2021年，台灣進入世界前50強的大學
「 學科 」， 到底還有幾個？答案是：……「不告訴你！」這種比「Who Cares? 」還更為寡廉皮厚的態度 ，
就是字可擦脂抹粉地只報喜不報憂，好讓大家集體陷入國際高等教育資訊匱乏的流沙裡。
在被 「 QS 」 列入評比的全球1440 所大學、 5大學術領域、 51個學科 (2020年為48個學科）專業，免在2021
年 ， 被 「 世界列強」殲壓到……，只倖存8個「學科」，還能進入「世界前50名」。 26 、 18 、 11 、 8' 多麼
遺棫，這並不是「 四星彩」的幸運數，而是台灣高等教育的崩盤倒敦。短短3年、不到 1100天，台灣全部共
140所大學校晓（ 已扣除12所專科學校）的總能量，免能從「 26 」直直落到「 8」。而更可惱的是， 2018年，
不但是台灣 「 七
古

向教深耕5年計畫」的元年，也是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延攪國際項尖人才—一－玉山學者計
」 的元年。這股因極度反差，令人不由得睦目結舌的困頓丶反胃與窘迫戚，只能用「錢雨灑三秋，未聞
元間期，案牘勞形恨 ，滿目萘凋零」來嵯噗。

https://www.storm.mg/article/3969713 P. 13 



貳、問題陳述與分析－內容簡介
五、地區教育差異－國外新聞 （萘人中）

►嶧焦點：美國教育部通令各級學校尊重學生如廁自由楫

碚且來納卅 ( North Caro 1 i na State) 政府與聯邦政府因設置使用跨性別空間引發爭執， 12 日，美國教育部通令各級學
校， 13 日是「在聨邦法律的規託下，必須允許學生在與其性別認同一致的情況下，使用廁所與更衣室」，此舉無疑升而了聯
抨政府與地方卅政府的緊張闕係，更使得「跨性別空間」的討論浮上檯面。

事和預其補助－從｛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與（今日美國） (USA Today) 所獲得的訊息，這封由教育部助理部表拉夢
(Catherine Lhamon) 與司法部副助理檢察總表古普達 (Vanita Gupta) 聯合薯名的信件，已發至全美各級學區，信中闃明：
「當學校只有提供強制性別隔離的活動與場所時，跨性別學生必須允許在與其性別認同一至的情況下，使用設旄與參與活動 」。

這封被稱為「指導信」 (guidance letter) 的信件中，除了要求校方亢容處理學生的性別認同外，同時引用 1974年 （家
庭教有與思私法）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 FERPA) 的規範，禁止校方公開跨性別學生的身分 ，並要
求進行不同約身分註記。

此外，信中直指，若校方明頫違反 {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 (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 of 1972) 
約規定，將取消聨邦政府對學校的補助。

北卡記來納明HB2法案－「跨性別者 (transgender) 究免該使用符合生理性別的廁所，或是符合自身性別認同的廁所？ 」這個
問題，近來已經引発共國法界和政壇熱蟻。

＂上，類似約爭或在近年來，可以說是層出不窮。 2016年3 月 23 日，美國北卡聶來納州 (North Caro 1 i na) 議會否決該
卅最大城市夏洛特市 (Charlotte) 通過的公共場所性別平椎條款，並通過 (HB2) (House Bi 11 2) 法案，要求學生使用「符
合生理性別」的廁所，壓迫LGBT社群（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人椎，引發各界燁然。

https://www.storm.mg/artic1e/ll7855?page=l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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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題陳述與分析－民意與情
一、校閬韭品－專家評論 （賴智堅）
反毒不能光靠加重刑責－楊永年
}一，校団染毒問題最重：由於吸毒致死平均不到廿八歲，這表示很多吸壽者在校固時就染上惡習，或這問題係從校固染毒開治 。 不久前，黃昆辉教授教育表金會針對校困安全所進行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全國家長呆擔心的是毒品入侵校囯 ；這某徨袞度也凸甌或符合台灣棄品氾濫與入侵校困的嚴重問題。這現象符合「家長」的憂慮，或者，很有可能校11l 染毒的情形， 比痣住的還妻最重。

箔二，求助或求救實訊不足：對於和道毒品訊息者，包拉吸毒者、吸壽者親友、吸毒者社區（鄰居 ）、吸壽者師長與同學，也許他們需要進一步求助或求救，卻因不銣如何求助或求救，或擔心通赧毒品訊息可能造成更最重後杲，所以喪失了反毒或戒毒鈤先機。也就是說， 如果能設計友善的機制，壤吸毒成癌者有友善的戒治環境，也就是建立求助或求救的予道 ，讓求助者有正中約梠道與實訊，戒毒、 防毒或反毒的成效可以強化。

紊了之，我們（政府）可能要重新思考，如何針對前述問題設計多元化的反毒政策；特別是如何從側重防毒或戒毒作為反毒主操， 未來才有希望降低涂品對社會的危客。首先，針對校困染毒，作者認為可以從強化校困反毒防鑊網若手。而比較有效或可輝作法，或許可鼓勵以學校為單位，向縣市政府或教育部提校困反毒計畫，籍由個案或問題導向的方法，協助學生與家表進行反毒； 再由縣市（教育局 、社會局、警察局）與教育部（法務部、衛福部）提供必要之資源，才能真正對症下蔡．楮決或桌瑄校囝毒品問題。

參考育料： https://talk. ltn.com.tw/article/paper/1145148 

P. 16 



貳 、問題陳述與分析－民意與情
二、師生衝突－專家評論 （李仲凱）

莫茲婷建議，如果遇到師生衝突事件，學生干萵不要單打獨鬥，在現實生活
中尋找專業、客觀、有經臉、可支持學生的困體（如學生會），而非上網求助 。
尤其是理性、了解學校生態丶又有處理經瞼的學生，會比不認識的網友更能提供
實際幫忙。在無助狀況下，如學生有足夠支持性的圍體陪伴，比較有機會可以慢
下來，探尋積極的解決方法。

如果孩子在事件中有心理創傷的反應（如做惡夢等）出現，莫茲婷建議學生
要尋求專業協助，如身心科或心理師，一方面可以處理孩子的心理創傷，一方面
也可以給學生
考慮得合

專業溝通上的建議。學生在與支持性圉體、專業人士對語過程中 ，
曰比較全面，又可以將傷害降到最低，並抓準溝通的眉角。處理師生衝突

約過程容易讓學生受挫，很多受傷的情緒會累積，比方求助無門、反而被拉 責來
找磴， 學生除了顧及小孩，也要適時的照顧自己的心情，才有能量把事情圄滿處
理完 。

參考資料： https://www.parenting.com. tw/article/5076780 
P. 17 



.,. .、問題陳述與分析－民意與情;i\ 
三、師生戀情－專家評論 （鄧百里）

桃圄一名高中女生在小學六年級時因崇拜、愛慕一名男老師，在不知如
何反愿下遭老師性侵，進而發展出一段長達4年的畸戀，最後因老師疏遠及
戀情嚗光而情緒低落跳海自殺。台灣照顧管理協會理事長張淑慧指出 ，為人
父華者可從孩子的臉書出現愛情元素、情緒超亻犬大、手機訊息變多等徵兆，
來察覺孩子心理變化；即使得知出現師生戀，也先別急著去禁止和責怪 ，應
試蕃隨機教育並引導孩子學習辨識欣賞和愛情之間的不同、教導孩子避免身
體的侵害，鼓勵參與多元活動。

台灣照顧竺
都有微兆可循

g 理協會理事長張淑慧指出，孩子和老師發展 「師生戀」通常

和父毋多說語
，包括噹孩子有陣子很愛講某一位老師，突然變得沉默 ，不願

容裴扮 ，問她有關老師的事，會逃避或沒耐心回答；孩子注意自己儀
，當對著鏡子左顧右盼，尤其當日有某一位老師的課時，特別顥著 。

三. ltn.com. tw/news/life/breakin陌iews/37071 21 P. 18 



弋、問題陳述與分析－民意與情貝

四、校圄霸凌－專家評論 （蔡明諺）

本文目的在對校圉霸凌知覺嚴重性的相關畊究進行探討，聚焦於釐清霸凌頻率
及和覺嚴重性的闢聯丶擡清師生對不同霸凌行為的知覺嚴重性及介入意願丶探討知
覺最重性可能會受到那些因素的影攀等三大議題。妍究方法採文獻分析法。分析結
臬甌示：一丶霸凌頻率和知覺嚴重性乃是不同構念，兩者之間僅有低度到中度相閼。
::...、師生間對霸凌行為的知覺嚴重性及介入意願存有落差，教師認為肢體霸凌較嚴
重，較願意介入肢體霸凌；中學生則認為關係霸凌較嚴重，小學生認為肢體霸凌較
最重，而學生較願意介入言語霸凌。三、學生對校圉霸凌的知覺嚴重性評估，似乎
會受到力量失衡、意圖、行為結果等因素的影零。文末提出三項建議：一、不宜混
用霸凌頻率及知覺嚴重性，不宜測量霸凌頻率來作為霸凌嚴重性的判準。二、中學
生認為闢係霸凌最嚴重，但教師卻認為關係霸凌不嚴重、較不願介入，學校宜閽注
關係霸凌對學生的潛在傷窖。三、霸凌事件的發生，不論旁觀者覺得嚴不嚴重，不
論其發生脈絡、 意圖或行為結果為何，均應立即制止，以免對學生身心造成亻芻害 。

~/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6068300-201701-201702030031-20170203003l - l82- l94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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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題陳述與分析－民意與情Ji\ 
五、地區教育差異－專家評論~ （禁人中）

以「升學途徑」來看，體質仍然沒有改變，標準化測臉 (standardized test) 仍竹是升學的考核關鐽，有些大學雖開出
「特殊還才」的名額，讓偏才的學生能夠多投資一些心力參加特殊活動，用人格特質、潛力丶特定領域表現來脫穎而出，但有
杉少同學才能在顧好學業的情況下，還能拿出校內外得獎丶志工參與的資歷？

目此，它連帶彩塔著教室中老師的思維，而本能判斷出「成縝」才是教學成效之彰顯。再者，因為「特殊選才」的名額並
不多， 大多教學生還是需要拼學測分教，因此考試仍是領導課程方向的主軸。

以「師實」來說，我認為「校本課程」、「多元還修」的課程內涵、品質仍在草創階段，多數開課老師對於「核心素溱導
嶧程 」 仍是霧裡看花；課程設計丶內容、教材、教學法、進度、再到考核方式，大多是趕鴉子上架，甚至是敷衍了事的作品 。
幸達的語可以作為招生的利器，退一步回來說，至少期限內計畫交出就已經過了教育部那脯。

再加上傳統教學法根深蒂固的關係，我們的教育環境似乎不需要老師在自己領域裡的某個方面特別專精（以英文科來說，
就是教文法、句型了，即便曾擁有文學、翻譯、語言學或商用英文的專業背景，銣識也沒有在更新）；因此，選修課程的方向很艱跟大學丶某至是就業接軌。

總而言之，台灣的高中教有要轉型還有＊目當大的空間。我們總希望在課程內把學生所需的都準備好，結果是什麼都準備不好；程度拉得特別難丶卻特別不實用，也沒有辦法讓學生有多元的發展。
反襯美國的高

佟
中把學生所需學習的內容調配得剛剛好，其他時間、空間孩子可以去發展興趣；課業照顧得好的語，可以預

， 一點大學諜程。 1曷立思考、邏輯分析這些技能我們升到大學才開始培育，有些學生甚至出了大學還沒具備這些能力，但是美國 大學早在入學申請時就已經考慮在內了。

參考實料：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2862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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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問題陳述與分析－爭議焦點貝

-、校園韭品－爭議問題 （賴智堅）
【正面論述】－大痲

严
比超其他毒品，像是32%的菸草使用者會上痕，海洛英使用者會有23%的上癒情況 。而古柯鹼、酒精的
上痣率則分別是 17%與 15% 。然而，放棄吸大麻會比放棄收抽雪茄還容易得多。

曰
目箭的斫究資料無法正時抽大麻會直接導致肺部病變。有抽大痲的人，大多有抽菸的習慣，即便沒有畸，也沒有明顧證據證實對健康的危害。並且由下列娛樂蕪物危害性趼究顥示，比超酒精、菸草，
大麻的危害性低。

3. 犯罪率不受影攀

大麻自由化的彩竽：美國監測未來的證據。自由化批評者預測的許多結杲，如青少年吸毒和青少年犯
罪行為的增加，都未能在大麻自由化之後實現。

參實料：htt s://sunshine2141. ixnet.net/blo / ost/21570749l?utm source=PIXNET&utm_medium=Hashta article 
P.22 



貳、問題陳逑與分析－爭議焦點
－、校園募品－爭議問題 （賴智堅）
【反面論述】－大麻

乜
這 1096使用娛樂大麻的人會因吸食大麻造成無法專心工作等情況，其成癌性比其他上述籐物較低不少

L旦
美國銍濟趼究院＿闢於休閒大麻合法化和交通事故死亡的早期證據從2013年到2016年，全國 筵同內至少有一名為駛員檢測到THC陽性的致命事故的比例在全國范圍內平均增加了 10% 。然而，由於存在顧培的渴雜因素，因此難以嚀定因果效應。

訂謹迏

以房祺民案件為例， 110g可以捲250根大麻。 lg一千元為例，需要花費 110000 。平均一根440 元 。

參實并： htt s: //sunshine2141. ixnet. net/blo I ost/215707491 ?utm_source=PIXNET&utm_medium=Hashta article 
P.23 



;;, ..、問題陳述與分析－爭議焦點氐
一、師生衝突－爭議問題 （李仲凱）, 
【正面論述】
小文依照老師的指示去拿英文書時，不小心碰到書架，使書架上的書全翻落下來。

她哭了。 老師說：「小文，書既然已經掉下來，我們必須撿超來。 」 「我糟蹋了在學校
的一整天，每件事都不對勁。」 「你今天夠倒楣了，是嗎？」小文回應： 「的璀是！你
想要貼我發生過的事嗎？」 「說吧！」老師一邊幫小文撿書，一邊聽她述說當天發生的
一切倒楣事，但是小文講完之後，似乎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結束在這一次愉快的交談
上 °

這件事上，老師的處理方式對孩子有幫助，她沒有苛責過失，只是點出該做的事 ，
並且願意傾聽、表示同情，讓學生威覺他是真正被了解的。

聆聽與晤談，主要是在表達自己願意聆聽的態度與適時回應恰當的訊息。要積極的
聆鏸與適度的回饋，以了解自己所接受道的訊息是否正堢，並適時修正自己所接收到的
訊息。

參考資料： https://blog.xuite.net/oooso. tw/twblog/114546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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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題陳述與分析－爭議焦點
二、師生衝突－爭議問題 （李仲凱）
【反面論述】
老師的情緒控制若不噹，則可能在學生犯錯的時候引超自己情緒的不快或憤怒，在這樣的情緒狀態之下，對待事情便沒有辦法很客襯的處理，對學生的指責也容易 流於情緒化，或是不當的缸評（如攻鼕其人格特質），如此則容易造成彼此心理上的陰影與不愉快。
曾經有個案例是這樣：孟娜沒準時做好功課，老師說：「你懶惰、稈心 ，又沒責任威。」下誤後，孟娜對老師說：「顯然你不太了解我。我既不懶惰也不桿心，我非常塌歡學校的功課，我莽盡最大能力在學習。我來你這個班才不過短短幾天，因此你可能不像別的老師那樣了解我。」老師的反應是：「你是個狂傲的小女孩，你就是這種人！而且你真是尖嘴免舌。跟你毋親說，我要在學校見她，和她討論這個大嗉門的女兒。」孟娜哭培回家。
「辱駡」是教學上的一個禁忌，它只教孩子如何辱罵，而且製造憤恨情緒，孩子經帝透過老媯勺眼睛看自己，因而老師給他的評價具有深遠重大的影攀力。上述那位老師箝能支持孟娜積極約自我念像 ，結果會大不相同。她可以這麼說：「謝謝你告訴我，你喜歡學校裡的課業 。我對你約評語或許下的太匆促了些。」如此這句語必然恢復和平，而且產生善意。

參考資料： htt s://blo .xuite.net/oooso.tw/twblo /114546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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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題陳述與分析－爭議焦點
三、師生戀情－爭議問題 （鄧百里）
【正面論逑】

L 戀愛是一種教育丶一種正面的力量，可以學習、可以使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
人，應該教育學生如何談戀愛， 而非以公文方式禁止師生談戀愛，這才是
「教育」的目的。

2. 大學有的助教、老師與學生年齡相當的還不少，古今中外有很多師生戀佳語，
很多老師的太太也都是他們以前的學生、助理。況且，大學生大多數已經成
年，有獨立判斷的能力，教育部這種禁止師生談忠愛的規定，明顯是管太多 。

3. 談戀愛本來就不免有傷害，這不是師生思所獨有的，從忠愛的傷害中成長及
學贊本來就是人不斷成熟的一個過程，人要成熟，只能透過經驗和學習，
不會在拿到名為「畢業證書」那張紙的那一刻突然變成熟。

而

參考資料：https://newtalk~ 也些氹竺匹埜曇埜臨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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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題陳述與分析－爭議焦點
三、師生戀情－爭議問題 （鄧百里）
【反面論述】

l. 師生之間因存在不對等權力關係，因此無法發展出正常丶對等的兩性戚情，一般也認為不宜發展不噹親密關係；如果師生發生戀情，站在「柔性規勸」立場，在兩害輯目權取其輕原則下，應將該學生調離該名老師的班。
2. 禁止師生戀是校園中基本倫理道德的再教育，碁於雙方立場的不同，禁止師生戀是既「保護學生」，也「維護師道」的舉動，更有助於師生間關係的再氂清。
3. 老師應該以傳道、授業、解惑作為主要職責，專心在授課上，也必須樹立專業的權成， 和學生談戀愛則會破壞這項權威戚，甚至在評量學生成績時加入個人暮好，有失公正客觀。

叄考資料： https://newtalk. tw/debate/view/28/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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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陳述與分析－爭議焦點

' 园、校圄霸凌－爭議問題 （蔡明諺）

【正面論述】
兒童青少年霸凌他人原因的論述，隨著研森

靑）年霸凌他人的主要論述，兒童與青少年攻擊他人
九的累積被重新檢視 ，社會技巧與認知能力不足是兒童

al., 1 986)' 霸凌同儕的人沒有協商能力
是因為缺乏建立與維持關係的技巧 (Dodge, et 

，解決社會問題淮－的方法就是攻繫 (Crick, 1999) ; 兒童
靑少年認知能力不足會扭曲接收到的社會訊息
1998 ) ' 認知能力不足的兒童青少年不具備從他

，放大問題、或對模糊的情境負面歸因 (Coie & Dodge, 
人觀點瞭解他人戚受與同理的能力 ，無法預期自己行

為逵成的後果及對他人的影零，因此對他人暴力棓向（ Feschbach & Feschach, 1982; Kaukiaines et 
al., 1999, Mehrabian, 1997) , 由於判斷力不佳，伴隨衝動性格（
青少年出現攻擊與暴力行為。社會技巧不足模式解釋霸凌行為，

Berkowitz, 1993) , 所以兒童與

一段蓁力攻整，霸凌是重複、持續，針對特定對象的傷害行為
或許不如假設中合邏輯，霸凌不 同於

禱等，畊究發現通噹會選擇沒有朋友的人或是人緣不好的人
，攻擊傷人者與目標對象間存在著推力

人恪特質的人如身心照礙、個性退縮容易成為目標對象，
(Sutton eta 1. , 1999) , 某些生理或

換言之霸凌的目標對象經過謹慎選擇不是隨
栻 (Swearer et al. , 加09) , 很難用自我控制不足。

https: I lreur 1. cc/ jgLq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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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陳述與分析－爭議焦點

' 四、校固霸凌－爭議問題 （蔡明諺）
【反面論述】
訌杲說今天的校固暴力值特特別重視，應是它的惡質化。不但亻告人的程度比以前嚴重，更不可思議的是學生

孓長搗風點火，把暴力帶入校困，使符社會暴力與校困暴力有同流合污的趨勢。

缽団暴力出現的頻率而言，小學與大學的校固暴力遠低於中學。換而言之， 13 、 14歲到 17 、 18歲是校固暴
力的重其年齡層。為什麼呢？

虯竽一個中學生行為的各種力量大約可歸納成為五個：個人的特質、家長、友伴、師長及社會的風尚。如果
這五種力量傾向暴力，那我們可斷言這個學生的行為會傾向暴力。反之亦然。如果這五個力量方向不一致，那各
力量之消長及不同方向的力量相互抵消後的最終方向與力量就左右這個同學的行為。這五種力量中，家長、師表
和社會風尚，才目對學生的年齡而言，是棓噹穩定的。但是學生本身的特質和同伴的影攀在中學階段有明願的變化。
和先我們看一下青少年的特質。人類一生中有兩個階段成長變化最快，一是出生後的二、三年裏，一是十一、二
如以後的三、四年裏。發育期的成長變化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體能大幅增加。人類一般成長皆循荅
蘋 （ 或更正堢的說是腦）先體後的原則。所以嬰兒出生時頭的比例較成人為大，因為頭發展的速度快。但發育期
約成長例外，反倒是四肢末端（亦即手、腳）先變大然後才反方向的成表。所以少年發育之初，手腳有不成比的
坩大。這個現象頠示發育期的變化是以體能為主，智能的變化反倒不明顯。其後果是青少年在體力上充滿了爆發
力，連帶使他們有「無敵金剛」的氣勢。這是體能充沛的人當有的威覺，死亡對他們而言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

https: //reurl. cc/ jgLq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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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題陳述與分析－爭議焦點
五、地區教育差異－爭議問題 （萘人中）
［正面論述】
缸1大多教都是非常努力的學生
．時間和精力是大量的，這培秦了

，學校的課業是沉重的，他們花在讀書丶寫作業和補習上的

升學闃區的工程師們加班丶
他們將來在工

熬夜的故事
作上努力、盡力、打拚的精神。我們噹噹聽到

事。雖然，過分辛勞是不應該被鼓勵的，
，也聽到年輕人隻手創業、不休不眠、刻苦耐勞的故
但我們培秦出來的年輕人是能吃苦耐勞的。

2 他們大多款都是聽從老師、父毋丶
．將來在社會上成為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長輩挂尋的年輕人，老師怎麼教就怎麼做，這也培秦他們

聽語的乖乖牌，但是
在工作上恪守岡位，噹然我們並不是要他們成為過分

讓座、禮貌和容讓，
，我認為臺灣一般年輕人的公民教育和職業道德是足以自豪的，從排隊、
或是服從、尊重等，都能看到教育的成果。

3. 考試要考一百分丶以第一名畢業
強調一百分、第一名的缺失，但是，

，這當然不應該是教育的目標。我們的教育制度難免有過分
追求卓越是一股值得培養的原動力，不輕易接受第二名，

也是值得培秦的心態。選舉排第二就是落選，科學發現排第二就只是验證而已。只要對第－
名、一百分有健康正堢的定義和觀點，考第一名、考一百分不是一件壞事。

4. 考試制度讓公平公正這個概念得到認同，大家都會同意我們的考試制户
的制度，也因此讓眾人體會到公平競爭的重要性［養成杜絕旁門左道

之的哦是一個公平兢爭

門的做事態度和方法。
、相信只有正門沒有後

參考資料：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 tw/careers/blog/16似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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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題陳述與分析－爭議焦點
五、地區教育差異－爭議問題 （禁人中）
【反面論述】

1. 第 一丶目前的考試制度將學生的知識視野局限成非常片面和狹窄，知識是棓通、租關連的， 但是，不考不教的做法硬是切斷了這些間連。我聽過一個例子，國中教三角函數時 ，老師只教sine(sin) 、 cos ine(cos) 和tangent( tan) 這三個函藪，另外三個函藪cotangent(cot ) 、 secant(sec) 、 cosecant (csc) , 因 為不考，所以就不教了 。 片面和狹窄的知識不但大大減低了功用，更大大減少了追求新知的樂趣，甚至是危險的 。
?. 第二、目前的考試制度秦成了學生「任何題目都只有一個標準答案 」 的心態，是非題和選擇題都沒有任何討論空 間， 在廢大的學術領域裡，不單是哲學、文學和社會學這些領域，即使在精準的科學裡，許多 問題或者
根本沒有答案，或者會有好幾個答案，不能迷信單一的標準答案 。

3. 第三、目前的考試制度泰成了學生只追求短期結果的心態，反而忘記丶甚至不知道長遠的目標是什麼 。 許多
學生將學習的過程看成只不過是一連串的考試，學習的目標只是把下一次考试考好，只在學測和碁測前好好
衝刺。 我過過幾個書讀得很好的學生，他們努力的目標似乎就是進建中、進臺大醫學系， 也有幾位因為幾分
之差， 沒有進入醫學系而沮喪。他們沒有詳鈿思考過進建中、進臺大的目的 ，甚至覺得沒有思考這個問題的
必要 ， 這的堢和古代科舉制度裡狀元是淮－的目標相似 。

4. 第四丶 目前的考試制度側重強記而輕忽理解，考試題目往往缺乏深入理解的必要 ， 更缺少導引 丶 申論的空間 。
在70至 1 00分鐘的考試時間裡，做五、六十道選擇題，把標準答案塞在腦子裡， 考試時再從腦子裡複製出來，
是必勝的祕訣。我認為理化、藪學的結果不需要死背 ， 可是大家偏偏努力去背，因 為考試要考；我認為文學
诗祠愿該背誦，可是大家偏偏都不背，因為考試不會考 。參考育料：https:// www.businessweekly. com. tw/ careers/ blog/1 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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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間題陳述與分析－腦力激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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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題陳述與分析－爭議焦點
之、校圉募品－腦力激盪 （賴智堅）

肆吏用年紀逐漸T苴已」各莖為造成原因是什麼？說說你的看褚二

A: 抵相闕媒體引述國家衛生妍究院2016年的報告，發現臺灣募品使用的平均最小年

紀已經向下探至12.5歲。對於校園募品使用的年齡逐漸下降，我認為與長輩們給予

孩子們的壓力有相當的關係，不僅是募品的使用人數增加，就連校園自殺的案件也

屠出不窮，再加上各級學校對韭品的宣導不夠完善，使得這些孩子對於使用募品的

役果不夠了解，若是能夠讓孩子找到抒發壓地個管道，並且使他們更加了解募品的

怎害，肯定能讓他們遠離募品。

P.33 



貳、間題陳述與分析－爭議焦點
::-、師生衝突－腦力激盪 （李仲凱）

Q: 現今師生衝突事件越來越多，導致這樣的原因為何？該如何解決師生之間相待的

問題？請舉例說明？

化師生之間的衝突，會影零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成果，對於班級氣氛也會產生不良的

嶧，因此師生的衝突是需要解決的。然而衝突的成因，大部分是因為兩者在行為

上或認知上著差異，要消除彼此間的差異，最好的辦法便是由溝通來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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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問題陳述與分析爭議焦點
Z 、師生戀情－腦力激盪 （鄧百里）

琵中當會有師生燈盅曌辶墊四且前法律是否允許，你贊同師生長尸醒

＼：師生戀指的是教師與正在任教的學生談忠愛，不論有否性行為，或何種性傾向，或是

琫差距多少的問題，師生戀已引超社會討論，和個人反思 。在大學及妍究所中雙方

彗成年，若教授與學生萌發師生戀關係，在法律上一般視為合法，但如果這段師生戀

蟑強迫的，仍有可能涉及權力不對等而被阻止。師生戀如果兩情相悅，我是贊同的，

夸一個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力，不過這段戀情會非當的艱辛，親戚都會不看好。如

素是被強迫的則是強力反對這段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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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陳述與分析－爭議焦點
召、校囯霸凌－腦力激盪 （蔡明諺）

囯囯霸凌的事~堡主堡4各會去找人幫忙，還是自己去處理？

A: 我的襯，點而言，跟老師或是家人求助並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畢免他們並不是一直都會在

籙身邊，相信這點很多人都知道，反而你必須想辦法去自己克服，必須自己學會反擊，也

贛學會交友，讓自己的周圍形成一個圄子，好讓人知道你不是好欺負的。因為現在的學

生非噹容易因為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就去霸凌別人，讓自己交友形成一個圈子，好偽裝自

己。至於為什麼要學會反擊，則是保護自己不受到傷害，如果你不反擊，那麼有的人可能

令變本加厲變得更嚴重去霸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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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題陳述與分析－爭議焦點
五、地區教育差異－腦力激盪 （禁人中）
Q: 台灣學校和歐美學校有很大的不同

曰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價值觀, , 試問其共同性與差

A: 

台灣教育目的好像是為了塔秦優秀的人才，期望培養每個學生都是十項全能的人，
屮小學教育目的只是為了上大學。

美國基礎教育目的只是提供給學生基本的應該有的知識，不放紊每一個學生注重
學生品行，上大學與否不是學校教育的目的，如果學生有特殊才能的學校也會提供機
會學習。

美國教育重視個人特質，台灣教育重視分數跟學位，連工作也是，畢業找工作還要
媺上成績單，在美國很少公司看你成績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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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動方案及落實
－解決問題的方案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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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行動方案及落實－解決問題的方案或方法
＇麿 ,J領域方法解決人生或公共性問題-1
i ;\虹議題：校固韭品
I ; .ri『乜：全責主人 （賴智堅）

我們的校圉成了吸募天堂了嗎？高雄市有高職生禁體吸韭，還有女學生因為缺錢買壽 ，到酒
訌班賬取皮肉錢，警方抓到一個夜校班級內四十名學生，免然有三十個人都涉嫌吸募，華視新聞也
粹到一名，就是從這間學校的夜校，畢業兩年的學生，他說這種現象，在學校早就見怪不怪 ， 他自
己以前就帶在教室內看見同學吸韭，他估計，當時班上有50人，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都有染募 。
為該是求學的場所，兗然成了吸壽的地方，高雄市的高職學校，被警方查出夜校生集體吸募，一

珅40位同學裡，有 30位涉嫌吸韭，其中有十多名女同學，還因為沒錢買韭品，一下課就到酒店脫衣陪
洹賬皮肉錢 ，這些女學生甚至從吸韭變成販韭，把募品賣給同班同學，讓整個班級幾乎淪陷 ，華視新
職到這位截幪子染金髮的小洪，他畢業的地方就是警方查出大韭窟的那間學校 。他說這一點都不意
外， 他還說大家早就見怪不怪，一個班級50名學生裡，就有 10多名學生有染瘡，女同學為了買募下海
隸更是稀鬆平帝。

這些離譜的情節，對小洪來說是學校裡不少人都知道的祕密，噹我們想再一次跟學校求證，但校
方卻選採迴避不願意回應，如今最讓人擔心的是，這些本來該是最單純的教育場所，現在卻慢慢被壽
耳染色，這樣的就學環境，怎麼令人安心。

－ 料： htt s://news.cts.com. tw/cts/societ /201004/2010042304572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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钅
看動方案及落實－解決問題的方案或方法
＇頜域方法解決人生或公共性問題-2
l、表議題：校閬毒品
b 囝域：全責主人 （賴智堅）

對於我們自己的選擇造成的後果，是自己所需要承擔的，因為我們
支自己生活、行動以及跟外面世界接觸的領域的主人。在面對課業壓力
峙如果選擇錯誤的方式只會造成自己的身心更多的困擾，若是能夠選對

方法，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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钅、行動方案及落實－解決問題的方案或方法
苴＇慣領域方法解決人生或公共性問題-1
縴議題：師生衝突
麿 ,,J領域：使命樂囯 （李亻的凱）
得統的教師，具有相當的權威，老師教什麼，學生便學什麼，學生對老師不敢有太多的意見，對

老師也桔鉭的尊敬。老師教導學生多以單向來進行，且對老師的要求，除了學業上的 「老師」以外，
退汪重精神道德上的「人師」。因此雖然看超來老師具有相當的威嚴，學生與老師之間有一段距離，
船是在精神理念上卻是相噹契合的，故師生之間並沒有太大的衝突。
而現今的師生關係，學生看待老師的眼光也同以往不同，昔日的學生看待老師可以說帶點 「景仰」

約味道， 不只學習老師的知識，也亦步亦趨地跟隨老師精神上的教導，是以教師在學生心目中的地
位是桂噹崇高的。然而，在現今升學主義掛帥及校固倫理結構的改變，學生只重在追求分數上的成就，
面各個科 目也是由不同的老師來一一教導，且一般老師所優先強調的，也是學生在課業上的表現 ，而
非人性品格上的蕉陶。師生間的衝突，是當今教育中的一大問題，所謂衝突，簡單來講就是彼此之間
存在培不協調，包挂心理上的及行為上的。前者較為內斂，只是內在的思想矛盾丶心情不愉快 ，表現

盅來的是消極的不合作態度。後者則是外在的言語攻繫，甚至肢體衝突，且有較長期之爭鬥 。

參考資料上上旦_2__s://blog.xuite.net/000s0. tw/twblog/114546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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钅
看動方案及落實－解決問題的方案或方法
＇領域方法解決人生或公共性問題-2
縴議題： 師生衝突
龔卻城：使命樂固 （李仲凱）

時代在變，所有人的思為不應該停留在以前那種老師就是天的時代。現代的小孩

羞本上都是爸媽手上的寶，沒有幾個家長會讓自己的小孩在學校受到老師的毆打 ，一

打下去通噹都是一筆官司。所以我覺得大家最好是都各讓一步，以免造成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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钅、行動方案及落實－解決問題的方案或方法
苴 ,tJ領域方法解決人生或公共性問題-1
縴議題：師生戀情
,, 慣頜域：全責主人 （鄧百里）

雲林地區 1名在國中任教的未婚男老師，利用教學機會與1名不滿14歲的女學生發展出不倫師生戀，男師居然

在l俏月內 3度帶女學生上汽車旅館「喂咻」 ，窖女方懐孕，女學生父親氣得報警提告。

判決指 出，這名國中男老師於2020年1 月 19 日上午到同年2月 12 日下午 ，這段期間 3度開車截女學生到雲林地

鈺汽車旅館開房間發生親密性關係。這3次嘿咻就讓女學生 「 珠胎暗、結 」， 女學生父親得知女兒懐了校內男老

卑5種，氣符向警方報案、法辦這位亻湯害涉世未深少女的男師。

男師從檢警調查到一、二審的審理過程都坦承犯行，並在二審時賠償小女友及其父親共70萵元，達成調解。

台南高分院合議庭調查，男師曾在2016年犯公共危險罪被判刑2月蒞定，之後再犯本件性交少女案，構成累

犯，且男師是利用女學生懵懂無知丶進而在1個月內與其發生3次性行為，雖已賠償女方與其父親共70菡元，但男

為也祖於2015年間犯下才目類似案件，被檢察官緩超訴堢定，之後再犯此案，顧見男 師不珍惜檢方給的自新機會，

未其正悔過， 沒有可憫恕的特別情狀，因此對性交幼女3罪各判3年1 月徒刑、 合併判刑3年4月，期勿再犯。

據了解， 這名國中男師性交少女狼行嚗光後已丟掉教職，後來在汽車回收廠工作，回收五金零件、什麼都做，

月收入掉到剩兩篙多元 。

參考資料： htt s://news. ltn.corn. tw/news/ societ /breakin news/375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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钅 、行動方案及落實－解決問題的方案或方法
苴＇慣領域方法解決人生或公共性問題-2
縴議題：師生戀情
｀領域：全責主人 （鄧百里）

這名老師必定知道這件事太超過的後果會如何，但還是精蟲衝腦地

不顧後果去越線，既然我們是自己與外界接觸的主人，那就要為了自己

當下所做的去負全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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钅
看動方案及落實－解決問題的方案或方法
科 ·tl頜域方法解決人生或公共性問題-1
硃議題：校圄霸凌
槿彰域：使命樂圉 （蔡明諺）

l 新北某私立學校今下午傳出校圄霸凌事件，過程被一旁囝襯同學拍下並上傳網路，
玨該彩片迅速被刪除，但仍遭備份。新北教育局指出，已督請學校進行調查，雙方家
長也預計明到學校晤談並召開個案輔導諮甯會議。該學校今下午有班級教室發生肢體衝
戾， 即片中能見到，一名男同學先推遭霸凌的同學頭挽牆，再以膝蓋踢擊，一旁卻有學
生喊篷「 沒拍到」，動手的男同學則再以拳頭揮擊受窖學生頭部，隨後再次推頭挫牆。
迂毆打的 同學被接連揮拳顙得痛苦不堪，不過動手的男同學仍不罷休，更以手肘鎖住脖
子壓剖在地，最後再以右手拳頭連打遭毆同學的頭部2次；整段霸凌影片約 10秒鐘 ，不少
月學都在同觀，卻未阻動手的男同學停止霸凌。新北教育局表示，學校已完成校安通報
並與當事人聯繫說明校園霸凌事件相闢處理程，教育局已要求學校依相關規定辦理 ，紐

成霸凌事件調查小維進行調查。教育局說，對於學生不噹行為將責請學校妥適進行學生
驛，並加強校固法治及品德教育，同時提醞學生若遇到霸凌事件絕對零容，呼籲社會

大眾及家長與教育局，共同防制校固霸凌，建立友善和諧的學習環境 。

奎s://udn.corn/news/story/6885/542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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钅
看動方案及落實－解決問題的方案或方法

科＇慣領域方法解決人生或公共性問題-2
硃議題：校圄霸凌
＇嶧城：使命樂囯 （蔡明諺）

時代已經過去了，所有人的思為不應該還停留在以前那種可以靠老

算以及父毋的年代。必須想好要怎麼去克服霸凌這個課題，而不是想箸

廎他人，或只會逃避，人性之所以善是因為有良好的正墟覷念，人性之

筲以惡則 是沒有人教導以及讓其繼續錯下去，越走越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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钅、行動方案及落實－解決問題的方案或方法
嶧慣領域方法解決人生或公共性問題-1
公共議題：地區教育差異
誓慣領域：全責主人 （葉人中）

台灣的教育部已成為全球最大綁架焦困，只要有孩子在唸書的家庭，全都長期被綁架，
孩子在教育工作者的手裡，任人宰割，要你繳多少錢，你就得繳多少錢，有誰敢吮羌？國民
義務教育的口號講得很零亮，卻從未真正去做，所謂的國民義務教育，就是從國民小學一年
級到高中畢業 12年級，不僅都是完全免費，而且還必須加上強制性(Compulsory) 義務教育，
我們表面上上都說國民義務教育，卻總是有多繳不完的費用，全都是以巧立名目詐取家長的

血汗錢，第一家長怕輸，第二家長擔心孩子在人家手，最可惡的是所有的高官、民意代表丶

百大企業主丶中小企業主、教育界、媒體界、醫界、演藝界、文化界等，它們的孩子都送到

外國受教育，所以丶台灣這一套教育，全都在騙那些弱勢者，因此、我說台灣人真的有夠可

憐，表期都被當作白老鼠。

最令人痛心和忿恨的是，政府每年編列龐大預算供教育部這麼多官員，這麼多各單位主
管，各學校校長主任級等人，以及各級民意代表出國考察，到底是在考啥咪琬糕？我僅一般
平民百姓，出國考察花的都是己的錢，都能蒐集這麼多各國訊息，您們到底在做什麼？您們
不覺得愧對全國納稅人嗎？為什麼您們不覺得臉紅？良知何在？

－ 料： htt s://www. eo lenews. tw/news/5c07ccbd-d57b-4557-8252- adf5d347b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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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钅 、 行動方案及落實－解決問題的方案或方法
囿魯慣領域方法解決人生或公共性問題-2
公共議題：地區教育差異
麿慣領域：全責主人 （萘人中）

人才來自教育，但教育不一定來自國家。公平的說，教育部變成「升學交

迢部」 ，一半也是父毋家長所促成；台灣的教育部 ，不過是台灣父毋家長腦中

價值襯念的投射。這裡又不得不提那個讓很多家長不快的觀點：台灣父毋對子

女的「 愛」，還非常中國。中國式的家長愛，把子女當成父毋成就的指標，把

學歷噹成子女成就的指標。這種「愛」的根深蒂固，免然使得台灣父毋看不到

台灣已經充斥的「流浪學士」、「流浪碩士」 、「流浪博士」的現實。我們必

須負超責任，將教育的本質能夠正璀的傳達給學生，讓台灣後代能夠自由的學

習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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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動方案及落實
－行動落實或具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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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動方案及落實－行動落實或具體結果
真善美劇場－影片內容介紹-1

片名：【 102年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杜絕校固霸凌紐第二名臺南高商－原諒】
一開始三人（李、暕、胡）發譬要噹一輩子的好朋友，但因為忌妒李有好人緣，使得三人之間的闃係

登生變質，發生了霸凌，一開始是畢旅分房排揸，雖然開頭時暕是想要跟李一間房的，但後來還是被威
俞拉攏跟胡一超。後來是其他人把風，兩人在廁所霸凌李且對她酸言酸語、潑水、拖出廁所用水龍頭沖
頭。

後來陳發生事情不對勁，發現沉默也是一種霸凌，去棲梯間關心李、找回李一超上課，後來另外2位
同學也良心發現自己做鐠事，一起找李和 F束打排球，胡看到後上前阻止，卻被在場其他同學要求對李道
歉，之後不了了之。

後來胡疑似被搭訕準備被帶走，李卻不顧之前的事情上前救他，不過胡卻絲毫不領情直接狠狠的回
｀，覺得自己被討厭的對象拯救很丟臉，可是李聽到胡說的這些語後還是伸出手想和胡和好，後面的
故事就留給觀眾自行想像了。

-- ~ 

P. 50 



_.... 

參、行動方案及落實－行動落實或具體結果
真善美劇場－超連結

鄖3年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杜絕校固霸凌紐第二名 臺南高商－原諒

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31Pt2Lpcu0E&圄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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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丶結語
－公共議題學習心得
－本課程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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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結語~

公共議題學習心得 （賴智堅）

上網搜尋資料，讓我接觸到了很多過去從未涉及的領域，校固募品在

我小時候就時有聽聞，深入了解之後才知道，其實學生使用募品的總人口

款是極為龐大的。

找尋解決這樣狀況的方法有很多，什麼是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我

在前面的討論中已有提出，但還是需要各個政府機構互相配合才有辦法達

到，毒品的使用者常以壓力大、使用愉悅為由去吸食韭品，但我相信所有

人都知道還有更多更好的方式可以達到上述的兩個理由，只希望未來的校

町能夠真正比遠離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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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結語
公共議題學習心得

（李仲凱）

師生的衝突，多來自行為或意見上的不一致所導致的。要消除這樣
約歧見唯有靠良好的溝通，與雙方都願意成長的積極態度才有辦法。

當今社會變遷快速，老師若不能與時推移、適應時代修正自己的覬

念及態度，則勢必容易衍生出許多師生間的問題。因此老師也應噹保持

一顆活潑的心與積極學習的態度，方能不斷的進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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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公共議題學習心得

（鄧百里）

在找尋報告資料的過程中， 我了解到校固各方面潛藏的問題 ，例如校

卧師生的戀愛使得其他學生權益受損，或是轉變成性侵害，雖然這問題不
乜，但只要出現便會出現許多撻伐磬。

之前我對於這種戀情的想法比較沒有想太多，但這次課程後使我了解

其他人的想法，為何有人反對？反對的立場是什麼？為何有人贊同？贊同的理

由又為何？讓我了解事情的一體兩面都必須要去了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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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結語
公共議題學習心得 （蔡明諺）

經由上網搜尋，我覺得校圉霸凌是近年來越來越嚴重，不論是排揸或是肢體上

以及辱廌，都越來越嚴重，導致父毋以及導師都很難插入，甚至這對被霸凌的人來

說是一個很難克服的課題，加上之所以會霸凌可能因為當事者覺得好玩，或因父毋

及身邊的人沒有教導正確的覬念所導致，不但讓受害者有心理陰影甚至走不出來，

反而還讓加宮者繼續錯下去，或是越走越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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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語
ij:共議題學習心得 （禁人中）

台灣歷年來的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官員，都被世界評為學歷最高，出身世界顯赫的學府，

遲楫上或是理論上，台灣應該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結果不但沒有，反而讓我們的生活越

來越難過，薪資退回到20 多年前，問題就是出在品德不佳，欠缺同理心的良知。

世界各國的外國學校早已覬覦台灣教育市場這塊大餅，遲早都很難避免讓它們的登陸，

台灣教有當局卻因為考量自己教育品質經不超挑戰，深怕一開放勢將導致泰半本國學校面臨

嶧，一味以技術性手段頑劣抗拒外國學校登台良性兢爭，加上近幾年來自然生育率逐年明

傾下降，諸多本國學校無不憂心重重，面對這種世界潮流嚴唆的挑戰，倘台灣主事者噹局，

特別是教育部若是再不下定決心，痛定思痛，大力改革，勢將面臨更嚴峻的衝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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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孓謀程學習心得 （賴智堅）

， 訌道主題中我學到了什麼？

我勺這一鉺所負責的倫理議題為 「校困倫理 」 ，正如同許多師長們所說的 ，校囷即
葬合約縮影 ， 社會上所發生的事，都以不同的形式在校固中呈現，我們要如何去改善，
豸是升是我在這門課學到的 。

？．從老師上課設計中我學到了什麼？

奈了我們這一維的議題之外，透過其他小紐的報告，我也獲取了很多過去不曾思考
逞约議題 ， 得到了不少的思考機會。

3. 從學生創意活動中我學到了什麼？
在製作創意有筌書的過程中，我了解到分工合作以及和維員多方溝通的重要性，合

理且正嚀的討論能夠事半功倍，但錯誤的討論則會使進度停滯不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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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
姓汪,,,a l1口

璆程學習心得 （李仲凱）

虞本維主題中我學到了什麼？

我學習到了如果在學校有甚麼疑問就是要跟老師反應 ，你不反應沒有人知
逞你在想甚麼。別人不是你心裡的蛔蟲，衝突什麼的議定要講開，不然會越積
影大沱。

2. 從老師上課設計中我學到了什麼？
我覺得打分數這方面老師很有想法，不是像傳統的老師自己評分，而是各

鉦同學像陪審圍一樣一超打分數。這個想法讓我覺得很新奇 。

3. 從學生創意活動中我學到了什麼？
如何在課後時間整理資料，也透過這些資料了解到許多在課堂上學不到的

知識，增廢見聞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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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結語
本課程學習心得 （鄧百里）

l. 從本維主題中我學到了什麼？

我了解到學校的維如大家所說，就是一個小型社會，未來在社會過到的事物，
可可能在校圉中就先過到了，現在我們還在學校有同學、老師們可以協助我們，
但我們未來在社會中只能靠自己，所以我們必須要在學校就學習未來在社會的求
生之道。

2. 從老師上課設計中我學到了什歴？
老師在各維都有不同的題目，大家學習的知識都不 同，這樣讓我們可以學習

自 己維的知識後，在報告時在分享自己所學習的知識給其他維別，互棓學習 。

3. 從學生創意活動中我學到了什麼？
在這次分維的創意活動中，我了解分工合作的重要，可以提升效率，也可以

在這個維別裡面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去努力做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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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結語
璞程學習心得 （蔡明諺）

l. 從本維主題中我學到了什麼？

我們這一維所負責的倫理為「校圄倫理」，校固為現代
社會的縮彩，社會上

俇發生的事，都以不同的形式在校圄中發生，我們要如何
去改善 ， 去提升，去改

見是我在這堂課所學到的一個知識。

璞老師上課設計中我學到了什麼？

除了我們這一維的議題外，透過其他小維的報
告分享，讓我也得到了許多新

的智慧以及問題該如何思考，以及去克服他。

3. 從學生創意活動中我學到了什麼？

在這堂課我學到了圍隊以及分工有多麼重要，讓我
知道困隊合作是一件非當

棒的事情，共同討論以及共同思考來完成課堂上的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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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語

本課程學習心得 （萘人中）

l. 從本維主題中我學到了什麼？

我們這一維所負責的倫理議題為「校固倫理」，透過這次的課程，我理解

到了學校中的人倫規範。包挂師生、教職員、學生及學生家長之間的人際關係，

郝必須互棓尊重與理解。

怎從老師上課設計中我學到了什麼？

自己搜尋資料並整理成報告，與其他維在台上互相交流，增加了思考的機

會，了解自己有甚麼沒注意到的錯誤，並學習他人帶給我們的新知識。

3. 從學生創意活動中我學到了什麼？

透過這次的課程，我理解到了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學會如何分工合作，

才能讓現在與未來的工作效率有所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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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丶附錄－知識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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祗 、附錄－知識補給站
r 、倫理社群與校風的營造－重點摘要 （頼智堅）

鷂箇倫理逐漸式微之際，校固內產生了人際闃係的物化與暴力衝突等現象；
今日校囹 亟應以「人文」和「關懷」，來促進新時代校固人際關係的活絡化 。

1. 訂定人性化的學校領導方式。

2. 規劃教育性的校圉潛在課程。

3. 增進良性化的校圉互動交流。

4. 建立仁愛且互重的校圉人倫。

5. 營造認同具特色的校園文化。

引自歐陽教（民75b) : (德育原理）。台北：文景（修訂版），第 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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祗 、附錄－知識補給玷

z 、倫理社群與校風的營造－心得 （賴智 堅）

譴去相比，校圉內的師長與學生的相處模式有相當程度的不同，不同年

聶的價值覬也有不小的差異，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建立屬於新時代師生們

約相處模式。對我來說要解決這件事是非當不容易的，如同先前所說的，

每個新時代所需要面對的問題只會增不會減，學業問題 、 教育方法、家長

閂題…等，涵蓋的範圉決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綜上所述師生的相處方式

需要因應時代不斷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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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 、附錄－知識補給玷

；、情威聯繫與上下椎力－重點摘要 （李仲凱）
譴倫理的變遷的三大定律

一、師生請威聯繫的斷裂

二、上下椎力關西的解維

三、校圉人際闢係的物化

P.66 



「
伍、附錄－知識補給站

乏、情威聯繫與上下椎力－心得 （李仲凱）

我國政府為了幫助個人達到自我實現，建立自由民主理性的社會，提升
國家兢爭力，大量的興建學校機構，積極的推展國民義務教育。但是隨著科學
技術的進步，社會急遽的變遷和資本主義的盛行，我國逐漸進入後現代主義的
氛同 ，學校充滿多元化、差異化和自由化的思想，造成傳統校園倫理的式微。

各級學校面臨校固和諧闢係不易建立、校固安定力量難以維持、學生違規行為

日漸增多、師生關係發展日漸淡簿和教育理想價值很難堅持等挑戰，為了解決

這些校固倫理的問題，我國教育主管噹局應該建立新的校圉倫理規範、實施教

育倫理課程教學、舉辦各項親師交流活動、加強師生倫理規範宣導、建立正喵

同儕倫理觀念、落實學校道德教育活動和形成優質美好校困文化，才能建立校

圄倫理的觀念，面對知識經濟時代校園倫理的挑戰，促進我國各級學校教育的

篷勃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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祗 、附錄－知識補給站
；、校固的真情與悲情－重點摘要 （鄧百里）

l. 學校便是一個小型社會，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如此純淨，而是充
滿署強權丶廬偽丶貪瀆……等。

2. 有教育熱誠的老師只是少數，大多數老師怠惰、推卸、悖離教育
理念的老師為多數。

3. 一昧池要求學生樣樣皆通、照著教師自己的意思走，使得學生博
而不精、梧鼠之技。

參考資料：顧淑暮譯(S.R.Covey原若）（民80): (與成功有約：全面造就自己）。 台北：天下，第 246 頁

_I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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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 、附錄－知識補給玷
三、校圄的真情與悲情－心得

（鄧百里）

現在的校圄進去如抽籤一樣，遇到對教育熱忱且熱心的老師不容
易， 許多老師只是把他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完而已，甚至一下課就人間
蒸發找不到。

有部分的老師要求學生只能夠照著自己意思走，老師不知變通使

教學變得死死的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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朊 、附錄－知識補給玷
g 、學校總體營士泛之精神－重點摘要 （蔡明諺）
為了達到有效溝通，

地表達出來．也
我們必須意識到自

要鼓勵對方
己的每個想法與戚受

, 
面是一種生活方式。在有效溝通下

這麼做。因此，有效溝通不只口
，並能帶著同情心清晰

文把正哦的語語串連在一超，

算對方，進而產生更多安全威與連廷丶
，就能坦然說出心裡的語，彼此發揮同理心，更加了
、．這。我們每天都在互動，

言語或文字，都能垮養「有效溝通」的能力
不斷在溝通，不管是透過

。但實際上我們都是開啟自動導航模式在與
人互動，所以在有意無意間都會對他人造成負面影零。許夕夕人在生活中帝與人發生衝突 ，
長期下來挫折威很重，主要原因都是出於無效溝通。交談一直不順暢，人難免會覺得精
疲力竭丶不滿一直累積，對於這段關係也不抱持希望。 人與人之中總會有誤解，溝通時
鈿節也交代不夠清楚，問題從未獲得解決。不同種族、民族、宗教或社會群體在一個共
同文\¾J~ 體或共同社會的框架下，持續並自主地參與及發展自有傳統文化或利益並且互相
尊重以及互租學習丶交流丶合作。在多元社會中，不同族群相互間展示尊重與容納，許
多人認為多元是現代社會的最重要特徵之一，也是科學、社會、經濟等發展的關鐽性推

動力量。

李琪明（民90): 《兩岸德育與意識形態）。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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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知識補給玷

3 、學校總體營造之精神－心得 （蔡明諺）
對於知識補給玷，我威覺關懷．主動．溝通．夕

嵊是言語，而言語會讓人形成矛盾，
夕元這四個段落都有一個共通點，

也會形成溫暖，也會讓人團結，也會造成負面的
崍， 我們必須意識到自己的每個想法與威受，以及對方的戚受和想法， 這樣才不
令造成傷窖，為了達到有效溝通，我們必須意識到自己的每個想法與威受，並能
急著同情心清晰比表達出來；也要鼓勵對方這麼做。因此 ，有效溝通不只是把正

蓮的語語串連在一起，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在有效溝通下，就能坦然說出心裡的

語， 彼此發揮同理心，更加了解對方，進而產生更多安全威與連結戚。互租尊重

以及互相學習、交流、合作在多元社會中，不同族群相互間展示尊重與容納，從

而使他們可以安樂共存、相互間沒有衝突或同化。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真心

尊重每個人，人人獲得自信並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社會必能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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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知識補給玷

五、人際關係與教育價值－重點摘要 （禁人中）

I. 校固，本是最單純，清淨做學問、求知識的環境，也是最富

「人文」氣息的世外桃源。

2. 「升學主義」與「文憑主義」等覬念的誤導與誤用，抵曲了教

育原有的求知精神。

3. 教育，是一種傳遞價值與劍造價值的過程，而校圉正是提供這

一過程與行為的最佳場域。

歐陽教（民75b): (德有原理）。台北：文景（修訂版），第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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阯、 附錄－知識補給玷
i 、人際關係與教有價值－心得 （禁人中）

文憑主義即是根據正式的合格證或學歷證書來決定某人是否有資格在某領域

t工作，或以「権威」的身份來發表意見。

學生雖然有那個學歷，但卻不擁有那樣的實力，因為大學廣設，教育資源的

嶧又十分集中，形成學生素質的不均衡，導致職場對於大多數學生的不信任，

本來大學文憑的價值，漸漸被「名校文憑」所取代。任由台灣目前文憑主義繼續

発展下去，我覺得對學生未來的發展與國家競爭力有一定的影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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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丶附錄－本維工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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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阻 、附錄－本維工作分配情形
i作分配表

班級 學號－臨時座號 姓名 工作分配情形
' 

討論~i ,'報浩~,印刷

電機2A 109103107-04 李仲凱 找圖、提供建議
＇．．，＇＂＇＇＂＇，＇＇＇日: .,_"'I' 

:1t(l~f加8訌平注｀ 卫" , ..)r _.,.'.'' :ni: ..-.'- --- ---i•...lL--,.·-- : 

譯

｀：「鄧''·'·•u,. n,o 

電機2A 109103132-23 蔡明諺（維長） 找資料丶督促維員
JlT'T I' • .'丶 ·•,u,o,'丶,·,,. ,·,- ,. 

校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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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丶附錄－參考書目或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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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參考書目或網址
【印題－：校困毒品］之參考實料
啤曰函news/story/TI._1苹咢珥（國內訢間）
啤虱~bbc. com/ zhon和血逗醢閑15/04./150'123 uk drup: pupils(國外訢閭）啤alk. ltn.com. tw/article/paper/1145凐（專家評論）
~ ://sunshine2lill. ixnet. net/blo / st/215707491?utm source=PIXNET&utm medium=Hashta article(爭汛問題）bt ://news. cts. com. tw/cts/societ /20\00i\./20100'1230'157273. html (~-!J .. 也）
【塤題二：師生衝突］之參考育料

ht :// t11. news. ahoo. C01D/%E5%AD%B8%E7%9邲禕瞬卿讜9沏D%B5耶7%9B%M%E7%AO%B8血%80%81%E5耶8"AB-%E9%AO%心5%86%92瓿B"A\%80卡E5%9磷0-

~006認3如耶禪%99殞8%91%9禕5%94耶1%E6%啊-104448345. html(國內新聞）
匝!_tlls://www.ettoday . net/news/2021112'1/2130785.htm( 國外析開）
忠ttps: //blog. xui te. net/oooso. iw/twblog/11'1546596(爭沮問題）
ilttps://blog.xuite. net/oooso. tw/twblog/11'15'16596( 翌慣傾域）
【塤題三：校圉戀情】之參考實料

https: / / news. l tn. com. iw/洹専醞旦y/breakinimews/3663643(國內訢閣）
https: / / news. l tn. 嗨上匡~血辜~in即叨s/3703219(國外紅間）
ht苹： //news. l皿啤上竿珥珥螠辜硏霹ws/3707121(專家汗論）
https:/ /newtalk卫啤卑已逗學厙辜嚀c-t-1Ar-i 題）
htt茵 ： //news. 嗎竺孚辜霆這正竺洫ews/3755061( 嘻慣傾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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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參考書目或網址
【議題四：校圉霸凌】之參考資料
戸//news. l匝竺旦血~ws/1 ife/breakin即ews/3725801( 國內新聞）
也：//crossi哩4涇~土w/article/13897( 國外新聞）
htt s: / /www. airi ti l ibra . com/Puhl ication/alDetai ledMesh?docid=16068300-201701 -20170203003 1-20170203003曰82-194(f家評掄）

四s://reurl. cc/ jgLqny_(爭蟻問題）
胆ps://udn.com/news/story/6885/5420707( 習慣領域）

【議題五：比區教育差異】之參考資料
https: / /www.storm.mg/article/3969713( 國內新聞）
https : //www.storm.mg/article/l l 7855?page=l( 國外新聞）
呾茵：;;~s.com/article/92862(專家評掄）
怛I /VIJ!!. 啤羋迤辜芪ekly.com. tw/careers/blog/16037(爭蟻問題）
ht1ps://www. eo lenews. tw/news/5c07ccbd-d57b-4557-8252-adf5d347b252( 習慣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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