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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教案已實際教學實施
教學主題

修復式正義

適用年級

高一、高二

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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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施時間: 107.09.27 第 3.4 節
(2)實施課程名稱：
聰明學法律的 18 堂課
⬜ 2.本教案仍未實際教學實施
1.具備國中第四冊「法律與生活」
之基本法律概念。
學生
2.了解高中第一冊「校園人權」中
先備知識
關於「霸凌」的定義、種類以及
霸凌行為所侵害的人權內涵。

教案實施
情形

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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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實施之必要性：
「友善校園」是教育部十年多來積極推廣的校園政策，在現今校園霸
凌頻傳之下，法務部於 2010 年挑選部分地檢署試辦「修復式司法」，其
中台南地檢署結合修復式正義與教育，在台南地區的國小推動以修復式正
義處理校園霸凌的計畫，是校園修復式正義的濫觴。
近年來，各地教育主管機關透過「修復促進者種子人員」培訓、相關
講習、校園實務運作課程等方式，不斷精緻化修復式正義於校園運作的目
標，以期校園內能在司法處遇之外，能關心「如何修補傷害」，使學生能
夠自主反省並積極面對和承擔行為帶來的傷害與責任。
防治校園霸凌，除了使學生了解行為觸犯相關法律的法治教育之外，
若僅僅是了解相關刑責，難以使學生理解霸凌行為對他人造成的傷害。因
此，修復式正義引進校園，透過行為人與相對人在促進人引導之下的對話
平台，能使行為人同理相對人受傷的情緒與結果，進而理解到自己行為所
帶來的後果，並願意主動修補這段受傷的關係。
對學生來說，理解相關行為的法律責任以及直面行為的負面影響，都
是幫助學生融入社會以及培養良好人際關係不可或缺的重要事項。全國法
規資料庫涵納全國的法規命令資訊，學生能簡單且快速地查詢相關法律，
了解各個法律責任；而修復式正義又能帶領學生同理他人處境並認知行為
錯誤，進而修復關係，回到團體之中。若能結合二者設計相關課程，對於
校園修復式正義之推動應能有所助益。

設計理念

是以，本課程「以法治『霸』，理情解『凌』」，先以「全國法規資
料庫」為重要學習工具，幫助學生有能力搜尋相關法律資訊，判斷霸凌行
為的法律責任；再運用多媒體教學法引導學生認識修復式正義的重要概念
以及運作方式；接著透過結合「善意溝通板」、「修復式對話」、「對話
圈」等工具，帶領學生同理案例角色的感受與需求，進而親身實踐校園霸
凌案件中的「修復式正義」。期許藉由本課程，學生能將在課堂中「被同
理」的感動延伸至生活當中，讓「修復式正義」不只是口號，而是學生能
實踐的重要價值。
二、 單元主題概念：
在單元主題的部分，第一節「法亦有『法』，『霸』亦有責」做為開
端，藉由操作全國法規資料庫的教學以及運用 Kahoot 挑戰測驗，使學生
學習搜尋法律的「方法」，面對生活的法律問題時，有意願且有能力自行
搜尋資訊，判斷其法律責任，並理解霸凌行為有觸法之可能，不應為之。
第二節接續以「法中有『理』，修復正義」帶出修復式正義的理論與
概念，透過影片、圖片、教師講述搭配教學簡報的內容，使學生能分辨修
復式正義與應報式正義的不同，並釐清學生對於「修復式正義」的迷思。
再透過介紹修復式正義運作方式及「善意溝通」的內涵，使學生融入與分
析案例中的角色，練習善意溝通與同理的重要技巧。
第三節「法外有『情』，對話解『凌』」使學生透過角色扮演，實際
操練修復式正義的對話圈，因「解鈴還需繫鈴人」，當雙方皆能彼此同
理，就能夠修復關係，不再霸凌。並以全國法規資料庫搜尋與「修復式正
義」相關之法律，了解現行法律中亦帶有「修復式正義」的理念。並透過
校園外修復式正義案例的介紹，破除學生對於「修復式正義僅能用在輕
罪」的迷思。以期學生在實際感受過同理與被同理之後，不僅明白霸凌所
帶來的傷害，對於修復式正義的理念更為理解，也願意實踐於生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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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與評量方法：
本課程透過多媒體教學法、分組合作教學法、角色扮演法等方式，納
入全國法規資料庫的使用、修復式正義的概念、善意溝通技巧以及實際演
練等內容，並藉由多元評量，了解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理解程度，以及對
於修復式正義的看法。
1. 多媒體教學法與案例教學法：
運用全國法規資料庫網站、google 調查表單、平板、圖片、歌曲
MV、新聞專題報導影片、改編實際校園霸凌案例以及教學簡報，引導
學生學習法律資訊的查詢方法、修復式正義的內涵與操作方式、以及
善意溝通的技巧。
2. 分組合作教學法與閱讀理解教學法：
透過小組合作的方式通過 Kahoot 的關卡；並以小組共同閱讀與分
析案例，並扮演案例角色，討論與同理角色感受與需求。
3. 角色扮演法與戲劇融入法：
學生將扮演校園霸凌案例中的角色，在分析角色的觀察、感受、
需求與請求後，與扮演促進者的教師一同實踐修復式正義中的「對話
圈」，期許學生透過戲劇角色扮演，能練習同理、善意溝通以及感受
到「被同理」的感動，進而願意於生活中實踐修復式正義。
4. 多元評量：
本課程首先透過前測問卷，了解學生對於「全國法規資料庫」的
認識，以及對修復式正義的看法；再透過教師口頭提問、Kahoot 挑戰
關卡來評量學生是否了解全國法規資料庫的操作方式；並透過案例、
角色分析單、角色觀察單以及對話圈的實際操練，評量學生理解「修
復式正義」的程度，與「善意溝通」的技巧；最後透過課程後測問
卷，了解學生對於「修復式正義」價值的認同程度。
社-U-C1
具備對道德、人權、環境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健全良好品德、提升
公民意識，主動參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核心素養
綜 V-U-B1
具備自我覺察、同理與尊重他人的素養，並培養合宜的語言、肢體與情緒等表
達方式，以建立良好的人際互動素養。
1. 認知：
1-1 了解「全國法規資料庫」的功能
1-2 了解「霸凌行為」可能觸犯的法律規定與處罰
1-3 了解「修復式正義」與「應報式正義」的差異與實際應用情形
1-4 了解「善意溝通」的內涵與重要性
2. 情意：
教學目標
2-1 遭遇日常生活法律問題時能主動搜尋相關資料
2-2 能同理霸凌者與被霸凌者的處境，並避免發生
2-3 願意在生活與校園人際衝突中實踐「修復式正義」
3. 技能：
3-1 能利用「全國法規資料庫」找到需要的法律資訊
3-2 能判斷新聞報導或生活法律案例可能涉及之相關法律
3-3 能換位思考與發表個人感受、意見，以及傾聽他人意見
輔助教具 iPad、投影機、教學簡報、Kahoot、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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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流程
第一節課：法亦有『法』，『霸』亦有責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
資源

全國法規

評量
資料庫資源 備註
方式
運用

一 課前準備
、 1. 教師製作前測卷與後測卷，測驗學生在課前與
準
課後針對法規資料庫的操作與修復式正義的概
備
念了解程度，並於課前與課後進行施測。
活 2. 教師事先改寫一個霸凌新聞案例、設計相關提
動
問與教師解答。
3. 教師先運用 Kahoot 網站設計與全國法規資料庫
操作的相關提問，並試作一輪。
4. 教師設計霸凌情境案例、修復式正義引導扮演
學習單、角色分析表、個人觀察表。
5. 教師設計全國法規資料庫與修復式正義的上課
簡報。
6. 教師預先申請平板，課前領取並確認可用性。
7. 將學生分成六組，採學習能力異質性分組，並
課前公告給學生。
引起動機 教師利用改寫之霸凌新聞，請學生用自 5 分
己可以想到的方法查詢相關法律內容，並思考這
樣的查詢方法是否有效率，教師進而介紹全國法
規資料庫網站。
1. 教師請學生按照組別就座，並發下平板。
2. 教師請學生操作 iPad 進行前測卷的測驗。

圖片內容：課程前測卷(詳細內容見教學心得
與省思，教師可依需求自行設計)，讓教師能
先初步了解學生對於法規資料庫的使用情形與
對修復式正義的認識。
3. 教師概要說明課程目標與教學內容。
4. 教師詢問：各位同學當你平常遇到法律相關疑
問時，你是如何解決疑問的呢？
(學生回應：使用 google 查詢關鍵字、問老師
或同學、查線上法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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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參考
全國法規
資料庫網
站的內容
進行教學
內容設計

平板

安置
式評
量
學生利用
全國法規
資料庫網
頁與其他
資源查詢
新聞相關
的法規內
容

5. 教師說明：請同學閱讀簡報上的案例，並利用 2 分
iPad 自己尋找案例的問題答案，可以用任何方
式查詢。

6. 請同學與同組夥伴互相分享與討論答案，並作 2 分
修正。
7. 教師抽點學生回答答案並公布答案，並詢問以 3 分
下問題：
(1) 各位同學在查找學習單的答案歷程中是如何
知道或尋找相關法律與罪責等相關資料？
(學生回答：用搜尋引擎鍵入題目關鍵字、
以前就知道)
(2) 各位同學在查找的過程曾經遇到什麼困難，
你會如何解決？
(學生回答：查詢的關鍵字無法有效查詢、
不知道如何下手、查詢法規資料過時)
二
、 全國法規資料庫教學 介紹有效率的查找辦法—使
發 用全國法規資料庫網站
展 1. 教師顯示前測卷的回應內容並詢問：從你們剛 1 分
活
剛回答的前測卷中顯示你們大部分的人聽過全
動
國法規資料庫但是未操作，是什麼原因呢？(教
師隨機抽點學生回答)

2. 教師說明：大家遇到法規疑問時通常都會使用 1 分
網路搜尋，但運用網路引擎搜尋法律知識雖然
簡單，可是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法規更新速
度很快，而許多網路資料會因為法規更新而不
適用，因此老師現在要介紹一個非常好用的搜
尋法規工具，即法規會隨時更新並具有便利性
的法規搜尋網站—『全國法規資料庫網站』。
3. 教師利用簡報與電腦介紹與實際操作全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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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平板

口頭
評量

資料庫的使用方式，並讓同學同步操作。
4. 教師指示：請同學同步操作 iPad 打開瀏覽引擎
鍵入『全國法規資料庫』，並瀏覽該頁面。
5. 教師說明：同學們可以先大致瀏覽一下全國法 1 分
規資料庫的網頁內容，最引起你注意的是哪個
功能呢？

平板

6. 請同學點選網頁右上方的『青少年版』，並說 2 分
明一般民眾版和青少年版的差異：

(1) 基本查詢功能如最新資訊、法規類別、法
規檢索、司法判解、條約協定、兩岸協議
等兩個版本都有。
(2) 青少年版面較活潑可愛，亦有法規時事漫
談、生活全都 law 等與學生相近的法律相關
案件使學生可以從中獲得法律常識或邀請
檢察官來錄製短片來說明個人權益保障或
生活相關法律常識。

教師說明
一般民眾
版與青少
年版兩種
版本的差
異

7. 教師介紹各種法規查詢功能：先從大區塊功能 2 分
先行概略介紹，再進行各功能詳細說明。

全國法規
資料庫的
主要搜尋
區塊

(1) 教師引導學生瀏覽整個網頁，並由上而下
介紹各區塊內容：上方選單、法律時事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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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生活全都 Law、最新法規訊息、法規查
詢/通俗用語輔助查詢/智慧查找、網站說
明。
(2) 『法規類別』功能：區
分為組改前與組改後法
規，兩者是因為行政院
改造後依機關層級(三層
級)來區分。

優點：同一機關類別法
規找尋容易。
缺點：如果不知道相關
類別，會較難查詢，此時可以利用『法規
檢索』或『綜合查詢』功能。
2分
(3) 『法規檢索』功能：較進階版
的查詢，可鍵入更細項的檢索
字詞、日期、項目等找尋相關法規資料。

例如：在檢索字詞內鍵入含有「著作權」
且含「期間」，並點選法條內容，可以查
詢出 10 筆內容，再進行更細部查詢。

(4) 『司法判解』功能：可查
2分
詢大法官解釋、各級法院
判例等資料，除了用關鍵
字查詢外，期間與字號亦是可鍵入查詢的
內容。判例是最高法院的裁判中持有重要
見解，經民事或刑事會議庭決議後送請司
法院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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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評量

全國法規
資料庫的
法規類
別、法規
檢索、司
法判解、
條約協
定、兩岸
協議、綜
合查詢等
功

(5) 『條約協定』功能：可查
詢我國與其他國家所簽署
的條約協定，可查詢中文
版與英文版。

2分

例如：鍵入「權利」此關鍵字，會出現兩
公約的協定內容。

1分

(6) 『兩岸協議』功能：針對
我國與中國之間的協議為
查詢。

例如：鍵入「貿易」此關鍵字，會出現我
國與中國之間各領域的貿易協議。

(7) 『綜合查詢』功能：若無法無法知道法規 1 分
的類別，可以此功能作綜
合查詢，或是同樣的關鍵
字的不同類別可於此一併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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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最新法規訊息』：法規更動速度很快， 1 分
因此同學能在該區塊看到目前最新更動的
法規等資訊。例如：點選最新法規訊息的
『法律』，點選修正空氣汙染法，即會連
結到新修正的空氣汙染法的全部內容。

(9) 『法規查詢』功能：屬於簡便快速版的查 1 分
找功能。
優點：只要鍵入
關鍵字查詢，相
關法規就會出
現。
缺點：但前提查
詢者要對法規具有相當的熟悉度。
1分
(10) 『通俗用語輔助查詢』功能：
有時難以知道自己鍵入的關鍵字是否為法
律常用字眼，因此鍵入通俗用語系統便會
連結至相關法規內容，便利查詢。
優點：只要鍵
入通俗用與即
可查詢。
缺點：通俗用
語的範圍過
廣，相對應內
容可能偏誤。
例如：鍵入『不見』，點選『妻子不見
了』，會出現『失蹤』的選項；或鍵入
『同學』，點選『把同學鎖在教室』，會
出現四個選項選擇。

9

全國法規
資料庫之
最新法規
訊息功能

全國法規
資料庫法
規查詢、
通俗用語
輔助查詢
功能

全國法規
資料庫智
慧查找功
能

(11) 介紹『智慧查找』功能：此為主題式功 1 分
能，針對關鍵字
點入後，會針對
關鍵字主題出現
相關法規內容，
供查詢者了解。
8. 教師小結：同學們！
大家應該都大致熟悉全國法規資料庫的運作了
吧！先給大家一分鐘的時間再熟悉一下全國法
規資料庫網頁的運作，等下老師要作小小驗收
喔！
三
、 全國法規資料庫網頁操作驗收
總 1. 教師請學生以小組為單位使用 iPad 登錄 kahoot 3 分
結
網站，教師並告訴學生一組需要 2 人登錄並參
活
賽，其他同學需要幫忙以全國法規資料庫網頁
動
查詢資料，以測試學生對於全國法規資料庫的
使用方式了解程度。

多元
平板
案例學 評量
習單

2. 教師發給各組案例學習單（附件 1），請同學 1 分
先預備好，等下會有題目從案例出題。
3. 教師等待並確認學生都登錄後，進行暖身題測
驗，讓學生熟悉 kahoot 的操作。

17 分
4. 請同學操作 iPad 來回答 1~7 題。
(1) 下列哪幾種版面是全國法規資料庫網頁上
可選取的？
正確解答：一般民眾版/青少年版。
(2) 下列哪些版面是青少年版所獨有的區塊？
正確解答：法律時事漫談/生活全都 Law。
(3) 晴晴想要查"下毒"的相關法規，請問她可以
使用何欄位作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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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法規
資料庫版
面差異

正確解答：通俗用語輔助查詢。
教師解釋：下毒並非法律專業用語， 因此
可查詢通俗用語輔助查詢。

(4) 請問至今為止，大法官於 107 年共作出幾號
大法官解釋？
正確答案：共作出 8 號解釋。
教師解釋：可從兩個地方查詢，其一從司
法判解鍵入日期查詢；

全國法規
資料庫通
俗用語輔
助查詢功
能

司法判
解、最新
法規訊息
查詢功能

二從最新法規訊息點選大法官解釋查知。

(5) 洋洋在高一學過聯合國的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若可以到哪邊查詢相關條
文內容？
正確答案：法規檢索/條約協定
教師解釋：於條約協定內鍵入「婦女」為
關鍵字，即可找到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
視公約，並點入確認。

(6) 請問目前最新修訂的法律為何？
正確答案：空氣汙染防制法
教師解釋：點選最新法規訊息的法律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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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檢
索、條約
協定查詢

可以查知 2017/8/1 所修正的控器污染防治
法是最新修定的法律。

(7) 當我們在「法規檢索」輸入"含有"民事與"
且含"公平的字詞後，並選擇"法條內容"為
查詢範圍，請問下列哪部法規不在搜尋結
果範圍內？
正確答案：公平交易法
教師解釋：可從查找出來的結果中發現並
無公平交易法。

法規檢索
功能

5. 請同學先閱讀案例一來回答第 8-9 題：

(1) 第 8 題：B 和其他同學拖 A 到廁所毆打並拍
攝裸照的行為，A 向學校檢舉時請問學校必
須於幾日內受理並受理後需幾天內送交相
關委員會調查處理？(查：性別平等教育法)
正確答案：20 天/3 天
教師解釋：若法條太多時難以得知在哪裡
是自己要找尋的答案，可以點選「編章
節」進行初步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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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透過
全國法規
資料庫網
頁來查找
相關法規
正確答案

如本題，可以查找「申請調查與救濟」的
章節查詢，可在第 29、30 條分別找出答
案。

(2) 第 9 題：

正確答案：B
教師解答：
(A)按性平法第 2 條應為性霸凌。

(B)A 在網路上說 B 為『抓耙子』符合刑法
第 310 條誹謗罪所述之毀損他人名譽之
罪。

(C)根據民法第 187 條，父母應負連帶賠償
責任。

(D)依據刑法第 352、357 條得知毀損罪是告
訴乃論罪，因此檢察官不得直接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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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同學先閱讀案例二並回答第 10 題：

第 10 題

正確答案：C
教師解釋：
(A)根據個資法第 5 條可知 C 並非同意
(B)因為 C 為限制行為能力人，根據民法可
知 C 的父親為其法律代理人有權利替其
要求下架。
(C)依個資法第 28-29 條，可知答案正確。

(D)根據個資法第 30 條規定，損害賠償請求
權因 2 年不行使而消滅。五年是自損害
發生時起計。
7. 頒發給積分最高的小組，並勉勵其他同學。
8. 教師小結：同學們對於全國法規資料庫的搜尋 3 分
功能使用越來越熟練，現在老師告訴大家一個
14

介紹法規
知識王競
賽活動，

關於使用全國法規資料庫的比賽可以參加，進
入門檻的還可以有機會獲得獎金喔！

並鼓勵學
生參加！

介紹法規知識王競賽
1. 教師打開法規知識王的競賽網頁的網頁，請學
生點進去作答，並鼓勵學生參賽。
2. 學生點入法規知識王網路闖關比賽試賽。
3. 教師總結：經過這一節課針對全國法規資料庫
網頁的使用可以協助解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遇
到的任何與法規相關疑問，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相關法律疑問需要解惑時，可以自己查詢
全國法規資料庫來解決相關法律疑惑。
4. 教師請學生於下課前再看一次案例：剛剛玩
kahoot 所使用的案例請大家再拿出來看過一
次，等下兩節課老師需要使用此案例操作，如
果看完案例的同學可以先下課！
第一節課結束

第二節課：法中有『理』，修復正義
教學活動
一
、
準
備
活
動

時間

教學
資源

全國法規

評量
資料庫資源 備註
方式
運用

課前準備
1. 製作角色分析單（附件 2）、善意溝通大補帖
（附件 3）、教學簡報（附件 6）。
2. 教師預先申請平板，並事先領取。
3. 事先將學生分成六組(兩組 4 人四組 5 人)，採學
習能力異質分組。
10 分
引起動機
平板
1. 帶領各組使用『全國法規資料庫』查閱案例一
與案例二中霸凌者行為的可能刑責：
(3) 案例一：
A. 網路謾罵：刑法第 310 條公然侮辱罪
B. 影射有偷竊慣習：刑法第 311 條誹謗罪
C. 破壞作業：刑法第 352 條毀損罪
D. 毆打：刑法第 277 條傷害罪
E. 強押至廁所：刑法第 302 條私行拘禁罪
F. 強逼脫光衣服：刑法第 304 條強制罪
G. 拍攝裸照：刑法第 224 條強制猥褻罪
H. 恐嚇不能聲張：刑法第 305 條恐嚇罪
(4) 案例二：
A. 射橡皮筋：刑法第 277 條傷害罪
B. 在手臂上寫「吃屎」、吐痰在便當裡：
刑法第 310 條公然侮辱罪
C. 割爛鉛筆盒：刑法第 354 條毀損罪
15

實作 查 詢 霸 凌
評量 行 為 涉 及
法條

D. 將被欺負的影片上傳至臉書：兒童及少
年福利法第 43 條。
2. 提問學生：根據上述刑法規定，處罰了行為人
後，受害者的
痛苦是否有被
理解並彌補？
法律是否解決
了所有問題？

投影機

3. 播放 MV《兇手不只一個》4 分 53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1DAlpfC4Gg
4. 教師提問：為何影片中說「兇手不只一個」？
（隨機點選學生回答）
參考答案：霸凌
事件中，加害者
與被害者的角色
往往相互轉換。
旁觀者的冷漠也
成為殺手之一。
5. 教師提問：法律若無法完全解決這樣的問題，
是否有其他解決
方式？這也是修
復式正義希望能
夠解決的問題。

二
、 修復式正義介紹
發 1. 教師說明修復式正義的起源：
展
活
動

10 分

加拿大安大略省的艾美拉案例。當時一位觀護
期間的少年，酒後鬧事破壞社區的汽車與房
屋，引來社區居民的憤怒與抗議；該位少年的
觀護人決定嘗試印第安部落處理爭議的方式：
請雙方就此事對談，使行為人了解該行為帶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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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損害並道歉請求原諒，也使受害人抒發心情
以及提出真正需要的賠償方式。一開始社區居
民不願意，但經過觀護人陪伴少年一家家道
歉，居民也逐漸軟化，最後以和平方式收場。
2. 教師說明修復式正義與應報式正義的差異：

3. 教師說明修復式正義的迷思：
(1) 教師展示課前的調查結果：（此部分可由
教師根據學生的迷思特別加強說明。）

(2) 教師一一說明各條目的迷思：

A. 修復式正義並非以原諒與和好為目標，
而是提供一個對話平台，使雙方能夠透
過同理彼此來修復人的關係。

B. 修復式正義並非以居中調解人來提出方
案，而是讓雙方當事人自行溝通，促進
人僅是幫助雙方澄清事實及引導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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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降低再犯率是實施修復式正義後的附加
結果，但不是主要的目的。
D. 修復式正義無法取代現行法治體制，因
為人權的保障仍然需要仰賴法律制定。
但修復式正義可以協助處理目前司法較
難處理的「關係修復」，以及讓相對人
加入修復過程。
4. 教師說明修復式正義的理論基礎：修復式正義
認為當人犯錯時，若社會能將他的人與行為分
開論處，那麼他就有機會回歸社會；但如果社
會將其與行為連結，予以汙名化、貼標籤時，
將可能導致該行為人自暴自棄，遠離社會。

因此透過對行為人的「同理」，使其知道被否
定的是「行為」而不是「個人」，如此一來，
行為人就能同理受害者的痛苦，對自己的行為
感到羞恥後，而有勇氣承擔責任來修補彼此的
關係。

5. 教師說明修復式正義的運作方式之一：對話圈
(1) 事件當事人、相關旁觀者與促進者圍圈圈
坐下，由促進者開場(儀式)，讓大家預備
心面對接下來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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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只有拿到發言信物的人才可以說話，說話
順序可以是順時針，也可以是交錯隨機。
未拿到發言信物的人，只能尊重聆聽他人
發言。
(3) 促進者不必拿發言信物也可以說話，主要
必須引導對話的進行，提供對話方向。
(4) 最後對話的結果是一個經過大家討論後的
共識決定。
(5) 說明對話圈要遵守的守則。

善意溝通
1. 教師說明修復式正義的對話須注意善意溝通。 10 分 善意溝
通大補
2. 教師說明善意溝通中應避免的事項：
帖
(1) 避免 4D 語言：避免以命令句、否認事實、
評斷他人以及認為對方「活該」的方式與
他方溝通。

(2) 避免負面肢體語言：避免讓對方認為自己
心不在焉或反對其對話，營造安心的對話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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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說明善意溝通的對話內容：

(1) 觀察：客觀描述事件的發生，須注意要釐
清學生對於「主觀」與「客觀」的差異。
(2) 感 受 ： 描 述 主 觀 的 情 感 ， 可 請 學 生 參 考
《善意溝通大補帖》所列舉的情感描述。
但須注意釐清學生對於「感受」和「判
斷」的差異。例如他人瞪了自己一眼以後
轉身離開，讓人覺得自己被敵視/討厭，這
是個人判斷他人，但不是感受。此處的感
受可能是「難過」或者「委屈」、「憤
怒」等等。
(3) 需要：情緒的反應往往是因為某部分的需
求未被滿足，因此需要釐清個人的需求是
什麼。請同學參考《善意溝通大補帖》所
列舉的需求內容。
(4) 請求：為了滿足需求，將其轉換為請求說
出來。應注意的是不能夠以命令的方式提
出請求，而是要確切告訴對方希望對方做
到的事情。
4. 教師說明溝通善用「我訊息」和「你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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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復式正義的演練 I：角色分析
18 分 角色分
、 1. 教師說明角色分析方式：
析單
實作
總
評量
(1) 各 組 抽 取 角 色 信
結
學生
封，兩組案例分別
活
是否
有「行為人」、
動
理解
「相對人」及「同
善意
班同學」。
溝通
(2) 教師說明請學生按照抽到的角色，每組討
的內
論後共同完成《角色分析單》，可參考
涵
《善意溝通大補帖》的內容填寫。
2. 學生討論並完成《角色分析單》。
2分
課程預告
1. 下次課程，各組須選一名代表上台，按照各組
抽取的角色，一起進行對話圈的演練。
2. 提醒學生可透過《角色分析單》多揣摩該角色
的個性與需求，以利下次上課的對話圈演練。
第二節課結束

第三節課：法外有『情』，對話解『凌』
教學活動
一
、
準
備
活
動

時間

教學
資源

課前準備
1. 製作教學簡報（附件 6）、角色觀察單（附件
4）、發言信物。
2. 教師預先申請平板，並事先領取。
3. 事先將學生分成六組(兩組 4 人四組 5 人)，採學
習能力異質分組。
4. 課前將前兩橫排座位往兩旁推，騰出講台空
間，並在講台處擺放 4 張椅子呈半圓型面對學
生座位。
5分
引起動機
1. 教師帶學生回顧案例一與案例二的故事，並再
次提示學生扮演的角色，以及各組完成的角色
分析單。
2. 各小組再一次複習與統整角色分析單內容。

二
、 修復式正義的演練 II：對話圈
2分
發 1. 教師說明對話圈進行方式：
展
「行為人」、「相對人」以及「同班同學」組
活
各派一人上台為代表，與教師進行對話圈。請
動
各組要遵守對話圈的規則。

21

全國法規

評量
資料庫資源 備註
方式

《 角 色 實作
分
析 演練
單 》 、 學生
《 角 色 對於
觀
察 善意

運用

單》

2. 教師發下並說明《角色觀察單》撰寫方式
3分
(1) 觀察對象：案例一演練時，案例二的「行
為人」、「相對人」與「同班同學」分別
觀察案例一的「相對人」、「同班同
學」、「行為人」；案例二演練時，觀察
者與被觀察者角色對調。

(2) 記錄方式：觀察者要透過對話，寫出觀察
角色所認知的事件過程、觀察角色的主觀
感受、需求以及請求事項。並記錄對話過
程中有無妨礙善意溝通的言行出現。
7分
3. 案例一對話圈演練：

(1) 教師依照順序提問如下：
對行為人：
A. 發生了什麼事？（詢問霸凌的事實）
B. 當時在想什麼？（說出感受與需要）
C. 事發以後的想法是什麼？（現在的感受
與需要，及是否有達到目的？）
D. 你認為你的行為對誰產生影響？
E. 對他人如何影響？
F. 對於相對人提出的補償，有什麼想法？
對相對人：
A. 發生事情時當下的反應？（客觀事實）
B. 有什麼感受？
C. 整個事件最難受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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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
與對
話圈
的掌
握程
度。

D. 你的家人及親友聽到事件後有什麼反
應？
E. 希望行為人做什麼來補償你的傷害？
(2) 並根據學生回答，引導學生能說出該角色
認知的事實、主觀感受、需求以及請求。
(3) 原則上對話不超過 7 分鐘，若雙方對談有結
論，可提早結束。
4. 案例一觀察回應：
3分

(1) 案例二的各組分別派代表發表觀察到的內
容，包含觀察角色所認知的事件過程、觀
察角色的主觀感受、需求以及請求事項，
並說明對話過程中有無妨礙善意溝通的言
行出現。
(2) 教師詢問觀察組所觀察到的是否與自己的
角色分析相同？
(3) 教師提醒各組盡量避免 4D 語言出現。
7分
5. 案例二對話圈演練，步驟同 3.。
3分
6. 案例二觀察回應，步驟同 4.。
15 分
三 修復式正義的真諦
、 1. 教師總結上述的練習在現實中曾經幫助霸凌者
總
與被霸凌者和好。
結 2. 教師播放影片：【霸凌者的告白 放火：「對不
活
起，當時的我缺乏勇氣」】6 分 14 秒
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xWUJuHu3lE
3. 教師透過影片內容，提醒學生修復式正義主要
的目的並非在於強制雙方和好，而是提供對話
平台，讓雙方說出彼此的想法，並再次統整修
復式正義與應報式正義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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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學生利用平板使用「全國法規資料庫」查詢
目前法規有哪些與修復式正義相關。（提示：
從「道歉」關鍵字查出刑法第 74 條緩刑、少年
事件處理法第 29 條、刑事訴訟法第 253-2、
299、451-1、455-2 條，以及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25 條之規定）

5. 教師透過上述法條說明目前法律的修復式正義
相關設計，包含社區服務、向被害人道歉、以
及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
(1) 教師說明刑事案件緩起訴、緩刑的目的在
於讓加害人有機會彌補被害人的損失並道
歉，而不是僅以刑罰處罰。
24

平板

實作 查詢修復式
評量 司法相關條
學生 文規定
是否
理解
修復
式正
義概
念，
以及
法規
資料
庫的
操作

(2) 教師說明少年事件處理法對於少年犯罪的
處遇，傾向教育矯治而非刑事懲罰，因此
在審理程序上與一般刑事案件不同，且亦
有讓少年向被害人道歉並賠償的規定。
(3) 教師說明性別平等教育法在規範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與性霸凌事件的懲處，得命加
害人道歉，也是基於修復式正義，希望加
害人能確實理解被害人的恐懼與傷害。
(4) 教師透過法務部網站說明目前我國正施行
「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的內容。

6. 教師釐清修復式正義的適用案件並非限於輕微
案件，即使重大案件也有成功的案例。
(1) 列出學生前測調查問卷的結果：

(2) 教師以《寬宥之南》所述的性侵案例中，
雙方和平談話的過程，說明即使性侵案件
也有運用修復式司法的可能。

四 7. 教師總結，希望學生透過本次課程了解修復式
正義的內涵，並了解修復式正義與現行法律制
、
度並非完全相衝突。
課
後
活 1. 完成角色觀察單，當天放學前請小老師收回。
動 2. 後測問卷（參附件 5）。
第三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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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心得與省思
一、學習成效分析
（一）問卷分析
為回應教學目標與確認學生是否對於法規資料庫與修復式正義有更進一步認識，本
課程前後皆請學生填寫前後測問卷，問卷主要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針對全國法規
資料庫的使用；第二部分是針對修復式正義的內容；第三部分是針對本課程的感想。希
望透過學生填寫問卷的結果來修正與反思自己的教學內容與方法，以下為學生的問卷內
容分析：
#全國法規資料庫的使用


課程前：

可從以上的數據看出，學生在授課前對於
全國法規資料庫的運作是陌生不熟悉的，
因此課後對於全國法規資料庫是否熟悉就
可以判斷學生在學習後是否能對全國法規
資料庫的搜尋功能得心應手。



課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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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四個問題中可以察知，學生對於全國法規資料庫的資料查詢功能有一定認
識，並且能順利操作尋找資料，並對於參加法規知識王競賽有幫助。
 對照課程前後學生對於全國法規資料庫的熟悉度，會發現學生對於全國法規資料
庫的使用不再陌生，面對法規相關問題能夠熟練地運用全國法規資料庫進行搜
尋，並願意將來遇到相關問題時不單用搜尋引擎來查找資料，而是用全國法規資
料庫來查找資料。
 學生對於全國法規資料庫的眾多功能最受到吸引的是：通俗字詞查詢、最新法規
內容，前者是因為學生對於法律關鍵字較不熟悉，使用通俗字詞查詢會較易找到
欲查之法規；後者學生在於對最新的法規訂立或修正相當有好奇因而吸引。
 參照教學目標 1-1、2-1、3-1、3-2，學生於課堂表現與後測卷中皆展示了學生在透
過課程學習後，對於全國法規資料庫的搜尋運作熟悉且能利用該資料庫進行法規
查詢，但從學生的後測卷中也可以發現學生多反應還需要多學習，詢問幾名學生
後發現，可能是課堂時間讓學生獨立操作的時間不夠多，學生反映沒有辦法馬上
熟稔操作，所以還需要再多些時間習慣並操作。
#修復式正義
 課程前，學生有 81.5％未曾聽過修復式正義，而對於修復式正義的看法如下圖，多
數認為修復式正義著重了解釋事情真相，並療癒情感傷害；但也有不少同學有「修
復式正義以原諒與和好為目的」，以及「修復式正義透過居中調解人以第三人的角
度拋出中立的和解方案」的迷思。僅有少數同學認為修復式正義可以取代現行法治
體制。





多數學生在課前即表示認同「其所認為的修復式正義」，理由多為「修復式正義
用於生活能降低更多衝突」、「此一過程可以幫助被害人度過難關，釐清事情真
相」、「可以增進社會和諧」、「給予犯人機會」、「可以處理法律無法處理的
情感方面問題」、「藉由釐清真相，使得每個人都能被理解」，以及「修復人際
關係」等等，顯示多數學生能理解修復式正義的目的與提倡價值。
也有少數同學課前並不認同修復式正義，理由為「不懲罰則有可能再犯」、「不
論表面如何和解，心裡都一定還是會有一小塊芥蒂」、「防患未然永遠比亡羊補
牢好」，顯示有少數學生擔憂修復式正義的成效，以及不可能取代應報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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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後，多數學生能破除迷思，了解「修復式正義」的內涵；但也有少數人勾選修
復式正義的相關迷思；但同學均認為修復式正義不能取代現行法治體制。





針對在校園人際衝突，比較喜歡修復式還是應報式正義的問題，24 位學生中有 18
位學生認同採用修復式正義的方式，有 3 位同學認為還是採取應報式正義較為直
接（另有 3 位未回答）。
從上述調查顯示，多數學生在課程結束後，不僅更加了解修復式正義的內涵，對
於修復式正義的認同感也增加。

#針對課程的感想
 學生多對於課程中播放的 MV『兇手不只一個』深有感觸希望自己除了不要當兇
手以外，亦不要成為旁觀的「加害者」；亦對於修復式正義可以處理霸凌的傷害
感到訝異，學生透過學習與實作修復式正義的對話圈，正式到自己的感覺不代表
他人真正的想法，衝突就是在誤解對方的行為或是將自身誤解置入對方身上而產
生的，因此需要一個場合解決衝突，才能正視問題核心並解決問題。
（二）學生學習記錄
本課程除設計全國法規資料庫的運用，也希望讓學生實際操練修復式正義的過程，
因此觀察以及溝通技巧也是本課程需要評量的重點之一。以下針對學生的角色分析表以
及個人觀察記錄表，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學生多能分析出角色的感受、想法以及需要：


在針對「行為人」的角色分析表中，學生能具體寫出行為人霸凌的動機與感受，
但就行為人的需要部分多以單詞表達。顯示在體認行為人需求以及請求的部分，
需要教師多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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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對人」的角色，學生較能同理相對人被霸凌時的感受以及需要，再請求的
部分也能寫出較具體的內容。顯示學生對於「被害人」被遭霸凌時的心情較能揣
摩與理解，但可再引導學生思考針對相對人被霸凌的起因（例如遵守職責記同學
遲到），多描寫相對人對於這個起因的想法與感受，有助於溝通時與行為人的對
話，以及同理行為人。



就旁觀者「同班同學」的角色，學生多會站在第三人角色評斷行為人與相對人的
互動，但也有學生會猶豫是不是應該要去幫忙被霸凌者，對於班上發生霸凌行為
也會感到遺憾，希望班上是可以和諧與穩定的氣氛。特別的是，最後關於同班同
學請求的部分，有同學寫出會願意去協助被霸凌者、找老師協助，也想和霸凌者
說是否可以與被霸凌者好好相處。

#部分學生能寫出觀察角色的動作和說話內容，但較難分辨出妨礙溝通語言：


學生能在對話進行時，透過
對話了解各個角色的想法，
也能記錄角色後續的行為以
及情緒，但在分辨對話時是
否有出現妨礙溝通的動作/語
言時，或許因為專注於對話
內容，因此較難立刻發覺
4D 語言。建議之後教師可
多強調 4D 語言的意涵，並
在觀察時，讓學生各組分別
觀察（例如分別察說話內容
和 4D 語言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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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省思
 找回學生學習主體性
傳統教學通常以講述型教學為主，鮮少讓學生自己動手查詢資料。本課程設
計讓學生自己動手查詢相關資料以後再進行有效查詢的教學，學生會因為之前查
詢的錯誤而更提起對於法規資料庫的認識興趣，並於課程中同時讓學生操作，讓
學生能夠馬上學以致用，若發生問題可以隨時詢問，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於教
學之後的 kahoot 也讓學生能聚焦剛剛學習的內容，促進學生後設認知，讓學生能
延伸之前的學習，也讓教師能得知學生在哪一環的功能查詢是較弱的。
 正義不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釐清事實才會獲得真正理解：
修復式正義內強調釐清事實後的同理，並強調應把不好的行為與行為人個人
的人格予以分開評價，才更能使行為人「被同理」以後，進而有能力去同理相對
人的處境以及受到的傷害。這樣的概念若能夠在校園中貫徹，不僅是學生間的霸
凌事件，即使師生間的衝突，若能運用修復式正義以及善意溝通，相信對於友善
校園會更佳有幫助。
 學生後設認知修復式正義的真諦
學生在課程中經驗的修復式正義並不會因為課程結束後就完結，而是能夠透
過上課時操作的角色扮演來熟悉對話圈的模式，並認知到衝突的解決應該要透過
有效對話來解決問題，而非用暴力、不理性的態度來面對霸凌事件。在學生未來
學校生活中將能減少不理性、不對話也不溝通甚至產生無法挽回的傷害事件。同
時，亦可透過課程中將修復式正義的適用範圍延伸到其他領域，並思考在刑罰中
是否有運用修復式正義的可能性，與討論修復式正義的相關措施的運作可能性。
三、課程檢討與建議
 課程時間延長，幫助學生同理角色：
因本次選擇的主題為修復式正義，採取的活動角色扮演，對過去沒有相關經
驗的學生需要較長時間去同理並分析案例的角色，但囿於時間限制與課程屬性，
學生並沒有太多時間好好揣摩被分派案例角色的心理需要、感受並指派角色想要
的行動等策略。同時，因為教案實施於特色課程中，特色課程的組成來源非來自
同班，即學生來自高中二年級各班，除了對於彼此較不熟悉外，學生的背景屬性
等，使得進行角色對話活動時會比較含蓄與害羞，不敢闡述太多自己的意見。
 對於角色同理能力需再增強：
學生過去對於類似課程經驗較少，因此在操作過程需要相當多的指引，教師
需要透過大量的引導內容讓學生進行焦點談話，也必須時時引導學生撰寫學習
單，即了解該組別自身要分析什麼角色內容，才能進一步進入對話圈的練習；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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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對話圈活動的實踐也需要靠老師一步一步引導才使得對話圈運作較為完
善。因此，未來在課前可以嘗試多多訓練學生的同理分析能力，讓學生透過分析
與角色扮演來進行情感面的同理練習，再嘗試類似課程時學生會較易上手。

未來推廣規劃
一、跨領域學科的協同合作課程
全國法規資料庫與高中公民與社會科的課程結合並非不常見，因此若全國法
規資料庫網頁的運作除與公民與社會科結合外，能與其他領域學科的合作，可以
讓全國法規資料庫能被推廣更遠。如本次教案主題為「修復式正義」，與綜合領
域輔導科的課程內容作結合，除讓學生可以理解霸凌行為會產生的法律相關問
題、可能違反的法規外，同時也讓學生透過對話圈的角色扮演操作理解，有效正
面的對話會真正解決衝突問題，並可能修復原本僵硬的人際關係，甚至可以讓自
身在遇到未來衝突時能停下來同理對方的處境並解決一蹴即發的衝突。因此，若
教師能跨科目或跨領域進行課程協同教學，讓各領域的教師可以落實法治教育，
並可以讓全國法規資料庫在校內各領域課程可以呈現更加多元化、能動性強與靈
活被操作使用。
二、持續推廣『法律知識王網路競賽』
教師持續鼓勵學生運用全國法規資料庫並參加每年舉辦的法律知識王網路競
賽，除了以獎金吸引學生參加外，亦可讓學生在參賽過程運用全國法規資料庫與
對於法律的內容更加熟悉；學校亦可舉辦以年級或全校性的相關比賽（如個人、
組隊、班際法規知識王比賽等）來促進學生親近全國法規資料庫，並活化使用全
國法規資料庫。
三、多元運用全國法規資料庫
提供學校與相關單位將多元的課程單元活動（如：反霸凌、反毒、性別平權
等議題）結合全國法規資料庫來設計相關內容（如：透過遊戲、有獎徵答、限時
競賽等），亦可設計闖關活動或是密室逃脫等益智題目，讓學生透過情境化或是
遊戲包裝使學生熟悉並能熟練操作全國法規資料庫來查詢相關資料。
亦可結合其他法律相關活動設計課程（如：透過冤案改編設計活動），除了
讓學生透過全國法規資料庫查詢相關法規外，落實適宜的法治教育，並讓學生反
思現行法規是否有修正的空間及如何修改。
四、建立教師社群共備
與校內或校外老師進行專業社群共備，透過教學研討論進行全國法規資料庫的
教學，並共同研發適合在公民與社會科或是跨科目與領域的課程設計，並將其課程
設計為能使所有老師都能操作的課程，或是由老師們互相協同教學，以使教師社群
成為具有人權意識與法治教育的專業教師社群。
由於生活上隨時都會遇到相關法律問題，法治教育並非公民與社會科的專屬課
程內容，而是一種法治素養。因此，可以於其他領域的教學研究會中，與其他領域
的教師共同分享全國法規資料庫的操作，並鼓勵老師們在遇到相關法律問題時，可
以從全國法規資料庫搜尋相關答案，以充實學校同仁之法治素養，期以將之法治價
值於課堂中教授給學生。
五、本課程將持續於特色課程中實施
本課程第一次實施係於校內特色課程時段，因鄰近教案截止日期，因此僅能
實施一次；惟因本課程融入法規資料庫的操作以及修復式正義，對於學習法律來
說是重要的工具以及對「刑法謙抑性」的認知，因此本課程擬在 10 月至 11 月之
間，於另一個特色課程班級再次實施，不僅能持續推廣全國法規資料庫，亦能讓
更多學生理解修復式正義的內涵及實際操作，最重要的是可以使本教案有更多調
整的機會，使教案可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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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學生參與 Kahoot 活動

學生專心聆聽教師講解 Kahoot 題目

學生小組集思廣益查詢法條

學生仔細閱讀案例，並查詢相關法律

教師提示學生分工合作查詢法條

教師帶領學生仔細閱讀案例

學生專注觀賞霸凌歌曲 MV

學生專注聆聽教師解說修復式正義
與應報式正義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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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案例角色分析

學生向教師提問關於角色分析的困惑

教師確認各組角色分析單的撰寫狀況

教師將發言信物交給學生並引導發言

學生們對彼此的回應感到十分開心

教師對學生提問：發生時你的感受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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