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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加拿大的人權發展向來廣受推崇，然而其執行面的創新與成果卻較少受矚目。

為因應法規與需求的改變，加拿大的人權教育專家設計各式訓練課程，協助人

權政策及立法相關人員培養所需技能與知識，且政府各層級、大學院校及公民

社會團體皆積極落實人權教育。本文旨在探討加拿大的經驗與啟示，並透過個

案研究使這些心得能生動地呈現。

關鍵字

公務人員的人權培訓、人權教育、加拿大經驗

引言

台灣正式與國際人權標準接軌，實施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實為可喜可賀。落實國際公約的首要之

務，便是讓主責公約遵循的公務人員接受完善的人權教育培訓，此訓練之重

要，絕不容忽視。

公務人員需具備執行人權法律及政策之必要技能、知識、動機，不僅在台

灣是如此，其他國家亦然。加拿大除簽署上述兩公約，亦是許多其他國際人權

文件的締約國。加拿大從自身經驗中發現，人權培訓必須納入國家政務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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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而且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也必須持續評估更新。此外，加拿大的經驗也

包括一些具體的觀察，或可供台灣借鑒。

加拿大的人權發展向來廣受推崇，然而其執行面的創新與成果卻較少受矚

目。為因應法規與需求的改變，加拿大的人權教育專家設計各式訓練課程，協

助人權政策及立法相關人員培養所需技能與知識，且政府各層級、大學院校及

公民社會團體皆積極落實人權教育。本文旨在探討加拿大的經驗與啟示，並透

過個案研究使這些心得能生動地呈現。

人權教育需要遠見

人權教育應屬長久基業，不僅限於單一世代，且應凝聚政府、學界及公民

社會的力量共同推動，此當屬加拿大經驗中最重要的啟示。若以二十五年為一

世代，四個世代便為百年，加拿大經驗顯示，要深入瞭解並改革人權教育，最

短應以一百年為時間單位。

全球的人權法規與政策變動的速度極快，幅度也相當巨大。世界銀行

（World Bank）曾於 2011年預測，至 2025年，全球 60%的經濟成長會來自
六大新興經濟體：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韓、印尼，而各界預期屆時

中國便會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面對這樣的局勢，在當前及未來

對人權保障有所承諾的國家，其公務員都必須培養執行人權政策法令所需的知

識技能，其付出的努力亦應獲得充分回報，推動的作法與過程需可靠、透明，

這些目標並不易達成，但皆是能否成功推行人權計畫的關鍵。

加拿大經驗的十個啟示

一九四○年代晚期，加拿大人約翰‧漢弗雷（John Humphrey）領導來自
世界各地的有志之士（見 Humphrey, 1984），共同起草《世界人權宣言》，是
時以還，加拿大便陸續加入許多聯合國的公約與協定，並於加拿大憲法的《權

利及自由憲章》以及其他法規政策中落實前述公約協定的承諾（Black, 2010; 
Rae, 2010）。由此可知，加拿大跟台灣同樣將人權視為國家訴求的首位。

加拿大的公務員人權教育培訓經驗帶來十大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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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權教育必須與公務員日常職務結合，透過實務參與增進學習效
果，絕非一成不變，亦不可侷限於教學理論層面

推動及發展人權教育的方式多不勝數，但是加拿大與許多其他國家給我們

最重要的啟示在於，人權教育必須結合公務員的日常工作內容。純知識層面的

教材當然是所有人權教育的基礎，基本的人權知識絕不可少。但是，公務員也

需瞭解這些人權原則與標準對其職務有何影響，他們在各部會中該如何各盡其

職，協助推動人權保護。這對主責人權維護與推廣的公務員尤其重要，也適用

所有參與公民、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官員。因此，實用

教材是人權計畫中非常重要的元素，雖然哲人蘇格拉底的演說一直是重要的傳

統人權教材，但加拿大經驗發現，對於實際執行人員而言，課堂討論、個案研

究、實務文件分析、小組問答、視聽教材等教學方式，效率遠高於傳統教材教

法。這種參與導向教學法的啟發主要來自於知名教育家弗雷勒（Paulo Freire, 
2006）以及女權專家邦曲（Charlotte Bunch, 1992）的論點。

（二） 國內外的相關團體必須建立網絡、共同合作：應鼓勵人權倡議者、
政策制定者、民間人士、與學者持續密切合作（即使並不容易），

才能長期推動人權計畫，而學術機構亦能在其中扮演積極創新的

角色

加拿大推行人權教育的經驗中，發現由公民社會的專家、政府官員、法律

專家與學者共同合作，才能提供最有效且廣受歡迎的教育課程，若可延攬教學

與科技專家參與，更能提昇課程價值。此外，政府內部與外部皆需設有專家小

組，以正式及非正式的方式研討各項議題，以確保關懷人權的聯繫網絡能持續

運作，不致在快速的政治變革中淹沒。人權議題往往在發展初期頗受關注，相

關的計畫也廣受各界響應，然而計畫順利推行之後，如何延續這份對人權議題

的關懷，便是一大難題。因此，人權的訓練課程一定要納入公務人員專業發展

與進修的必修課程，舉例來說，加拿大外交部已將人權基礎課程列為外交人員

的必修學程。

（三） 各部會的人權訓練課程應能互相補足，避免課程內容不必要的重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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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瞭解哪些事務？」加拿大經驗顯示，這是設計公務員人權教育課

程時的核心問題。人權課程教材與內容、工作坊、線上問答、小組討論、實務

指導等研習活動，都必須針對學員的實際業務設計，並依據其職責與國內外相

關法規標準遵循作業之間的關聯安排課程。這表示訓練課程應包含兩部份，首

先是基礎核心課程，所有參與人權事務的公務人員皆應參與，其次，便是針對

各部會職務所需而提供的特定人權知識與技能課程，這種設計方式有助避免課

程內容不必要地重複，能確保各部會人員具備基礎人權概念，也能保障課程品

質。後續便能針對各部會職責提供額外的訓練教材及課程，比如，警政公安部

門人員應接受人權原則與標準的基礎課程，並瞭解政府對各項原則的承諾，再

針對接受特定課程與訓練，以便在執行勤務或與社會互動時，實踐前述原則標

準。

（四）公民社會團體的人權教育是學習典範

加拿大經驗顯示，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等能提供許多精闢分析及觀

點，尤其是制定一般政策，或在訓練過程中針對特定議題、個案或解決方法進

行討論時，他們都能提出寶貴意見。這些公民社會團體一旦參與其中，推行成

敗與否便與其相互攸關。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貢獻極為寶貴，往往能協助找出

真正關鍵的議題，這項經驗能讓所有參與者了解到與公民社會團體合作不僅可

行，還十分有益。非政府組織的訓練課程通常十分完善，且以系統的方式整理

許多人權教育的相關知識，以便對社會大眾宣導（範例請見 1998年《國際特
赦組織年報》）。

（五）使用電子資源提昇學習效率 
加拿大的公務人員人權教育課程中，訓練方法日益多元，以便將觸角延伸

至更多學員。舉例來說，加拿大目前已預備推出線上課程，解釋國際人權概況

以及政府參與的情形，而授課教室裡不僅運用各式視聽教材，也提供網路讓學

員存取各式文件資源。我們瞭解每個人偏好的學習方式皆不同，便致力提供多

元化的教學型態，包含：a) 閱讀 b) 閱讀結合筆記或摘要 c) 專家講師演講 d) 講
者會談 e)小組互動學習 f) 小組辯論學習 g) 影片、錄音帶等視聽材料或是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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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工具，如線上影片、共享檔案、即時通訊等 h) 可配合學員時間與程度的
線上課程 i) 實例個案探討 j) 實作學習。我們目前正在開發電話會議的教學方
式（如 Skype 線上會議），讓無法到班上課的人也能進修學習，且成本經濟實
惠。新媒體對於教育與專業發展可說助益良多，而人權教育講師也必須要與時

俱進，適時運用這些新的教學策略。

（六）將社交媒體視為人權倡議的有力工具

隨著智慧型手機、電子郵件、Twitter、Facebook、YouTube、衛星傳輸、
即時影像技術等新科技與媒體的盛行，人權運動的推行方式也大為轉變。近來

全球各地引爆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幕後推手便是各種即時通訊工具、

評論、揭密照片，長期的人權困境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傳達至世界各地，引起

全球矚目，帶動巨大的政治與社會變革。現在阿拉伯世界的動盪還方興未艾，

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這場民眾自主發起的改革風潮中，社交媒體的力量絕不可

小覷，曾報導「阿拉伯之春」的記者（Palmer, 2012）指出，現在連獨裁強人
都架設個人臉書專頁！社交媒體影響之廣大，可見一斑。近來加拿大亦體認到

其重要性並開始加以運用，這類社交媒體已永遠徹底改變人權運動的推行與策

略。

（七） 人權培訓課程絕非一成不變，必須因應人權議題與優先順序調整
修正

這幾年來，加拿大公務員的人權培訓課程設計與實施方式歷經大幅改變。

與人權事務相關的政策規劃較為複雜，採用當面討論或共同分析的方式往往較

有助益。一旦新議題成為政策關注焦點時，人權教育體系便必須迅速掌握這些

議題。比方說，與貪腐等國際議題有關的課程該如何規劃？貪腐對平民百姓的

生活又有何影響？少數人的賄金利益衝突，就可能讓百姓面臨基本物資短缺、

被迫奴役、當成人肉盾牌、流離失所、褫奪公權等窘境。必須在課堂中尋求這

些議題的創新解決方式，才能有效將創新擴展至相關政策的規劃作業，培訓課

程不但應隨時掌握最新脈動，將各式議題與案例納入課程中，讓主責該議題政

策的公務人員，能以實際、有效、低成本的方式執行規劃解決方式。



台灣人權學刊  第一卷第三期

60

（八）善用內外部評估持續修正改善課程內容

每項訓練或學習課程皆需搭配相關評量措施，以便持續改進課程內容、促

進學習效果。進行內部評量，可讓學員覺得自己的意見受到重視，也顯示講師

確實關心學員是否達到對課程的期望。我們的作法是，針對整體及個別課程訂

立明確的目標，讓學生評量時能有所依循，每次課程結束前，會在課堂上進行

不記名評量，讓學員就各項問題提供建議與看法，如：各課程優缺點為何？講

師的教學方法是否有效？是否提供能促進學習的環境？教材運用是否適合學員

的學習方式？是否與學員需求密切結合？此外，課程期中或各階段結束時，會

另外舉行獨立的外部評量，此類評量著重於期中成效，涉及的課程設計面向較

廣，更能反應學習歷程與未來課程設計的基準，顯現課程內容不足之處，有助

找出改善之道，可說是評估學習效果的絕佳方式。

（九）運用講師培訓課程有效增加學員人數

多年來，非政府組織與公民社會團體一直致力於人權教育的講師培訓，以

確保有充足師資，能設計、教授相關課程。政府機關也可採用相同策略，培養

一群具備專業知能的講師，即使並非人人皆參與課程設計，但重要的是能確實

傳達課程內容。講師培訓課程可挹注教學新血，能讓更多從事人權工作的人接

受妥善訓練，針對特定部門提供的特殊課程，也可善用這種策略，以快速提昇

部門員工參與人數。

（十） 遠見卓識、有效領導、充足資源三者皆備，再輔以機構合作，才
能持續發揮人權教育的最大效益

政府最高層級對人權教育課程的支持，不僅須具體實踐，更要公開展現。

高層官員的親身參與，足以顯現該課程對部門的重要性，以及高層的重視，而

中階官員亦應出席，某些課程甚至必須列為基層官員的必修課。為維持課程持

續運作不中輟，應安排充足的預算及人力，此外，無論是初階或進階課程，踴

躍參與的學員也應予以獎勵，各部門應讓學員有時間準備、修習課程，並分享

學習心得，課程結束後，可頒發結業證書或其他專業認證，以表彰學員的學習

精神與成果。在加拿大，有些參與課程的機構，學員會成立非正式的線上社群，



61

公務人員人權教育與培訓

如討論群、論壇、實作小組等，以便延續課程學習、分享資源、彼此討論實際

工作中遇到的議題，這類網絡也需要充分資源，並以機構為基礎進行運作，才

能讓參與其中的公務員時刻保持對人權培訓的熱忱及動力。

個案探討：學以致用的可能性

當然，對政府官員來說，瞭解人權課程的重要與在日常工作中實際推行人

權，仍有一段距離。公務人員是否能運用課堂所學，在政府體系中推廣人權？

是否能扮演好忠誠人民公僕的角色，同時又對人權計畫保持高度熱忱？而在一

些加拿大公務員的經驗中，已經發現如何在每日繁忙公務之餘，兼顧部會中人

權推廣的方式。下文以一位公務員為代表分享經驗談，但其中涵蓋多名公務員

的實際經驗。此個案是外交部服務的中階官員，在本文中稱為李先生，他在人

權部門中的職務較為複雜，主要關心議題為婦女與少數族群的人權，目前剛上

任的長官希望能推展民主、法治、人權，所以他得面臨來自政治與政策相關部

門各長官的指示，這種情況下，多方協調顯得特別重要。

李先生的主責範圍如下：

1. 婦女懷孕致死議題—在法律或實務上屬歧視議題，加拿大就此與聯合國人

權理事會的專家小組（類似聯合國特別報告員，但共有四名成員）建立合

作關係。

2. 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議題—負責與加拿大許多政府部門人員密切合作，

包含：法務部、衛生部、公共衛生局、公共安全、人權委員會等，共同處

理此議題。

3. 愛滋病人權相關議題。

李先生針對這些議題分析國際行動的影響，與國內遵循相關法規的情形，

並發起討論、準備談判事宜，多年來已累積豐富的實務經驗，他認為每次活動

都是學習和「教育」他人的機會，他表示，難免會碰到時程延遲或進程緩慢的

惱人問題，以及其他難題考驗，但只要看到計畫有一絲進展，他便會深受鼓舞。

此外，李先生在公務之餘還在三個領域持續耕耘，以補其公務觸角的不足：

1. 經驗傳承方面，他在研究所擔任客座講師，教授人權課程，於鼓勵公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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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大學殿堂上探討各式議題，而年輕學子能從講師豐富經驗中獲益良多。

2. 私人贊助方面，他長期資助一個加拿大境外的非政府人權組織，該組織對
流離失所的各國難民直接提供救援協助，李先生不僅踴躍捐款，並提供即

時、長期策略供該組織參酌。

3. 自我學習方面，他訂立個人學習計劃，透過大量閱讀、課程修習與講授、
線上訓練課程與研討會，促進自我發展，這也是他所屬部門所訂立並支持

之目標。

此個案重點在於，李先生找到在政府部門內外推行人權，同時又可兼顧專

業成長與部門職務的方式

個案問與答：

（一）擔任政府公職，有可能同時在國內或國際間推行人權保護嗎？ 
當然有可能，如在政策制定單位，往往需要作大量研究，可經由深入探討

各類政策文件、備忘錄、多方觀點、舉行相關討論與研討會、借鑒他國經驗的

方式推行。而在執行計畫的單位，便可透過實行前導計畫、支持相關組織團體

的方式進行，過程不僅需建立信任，有時亦須承擔風險。

（二）不是律師，也能當稱職的人權事務員嗎？

只要接受相關訓練，非法律背景的人更能提出切要的多元觀點、不同背景

資訊、以及超越法規層面的分析。

（三）政府官員如何在部會中發揮影響力？

有許多方式可影響政策或計畫方向，如可建議部會以國際守則為遵循依

歸；或開啟特殊協商、採取行動、支持其他推行人權的計畫；或透過外交或決

策管道達成目標；或尋求法規機制的支持或甚至發起創立相關法規機制；或透

過同部門內或跨部門的委員會發揮影響力；或積極傾聽非政府組織的建言，並

與其建立合作關係；或透過個人宣導；或鼓勵人權弱勢族群參與計畫，甚至用

他們推行措施，更能促進提昇人權計畫的效益。



63

公務人員人權教育與培訓

（四）政府如何開創風氣，鼓勵公務人員積極推行人權計畫？

為了促進人權，加拿大從經驗中發現，政府部門高層必須鼓勵部屬勇於諫

言，並明示即使是逆耳之言也願意仔細聆聽，和顏納諫，換言之，要培養勇於

對強權說真話的風氣。必須讓部屬能安心發表其精闢建言，自由提出各式建議

選項和意見，而無須擔心言論會遭到審查或招致批評。也必須讓公務員接受完

善的人權訓練或具備相關背景，才能對此議題深入理解，以專業與自信推動相

關計畫。另外，政府應鼓勵各部門進行合作、推動非正式交流或分享以及策略

協調等等，避免無謂的資訊保密或競爭。

（五）公務人員推行人權的最大挑戰為何？

一般而言，政府部門處理的人權議題，若非問題存在已久，便是內容極為

複雜，或牽涉層面極廣，然而同時又需要儘速解決的問題，但是在官僚體系的

大型部門中，決策和執行的過程往往曠日費時，很少能迅速到位，要推動一個

新政策或新作法，甚至需要花上好幾年，即使是有心人，也難免意興闌珊。但

是要改善現況、建立可長可久的機制還是可行，可與其他推行類似議題的團體

合作或建立網絡，或同時擬定長短期計畫，或是培養自身與他人的領導與合作

能力，讓推行作業更加順利。

對台灣的啟示

這些經驗對台灣的人權推行能有何啟示？加拿大是與世界強權美國為鄰的

小國，又採開放經濟的制度，推行各種措施作法都必須加倍付出努力，人權的

推行也不例外。同樣的，台灣自身的人權發展，應由領導階層、高級官員、學

者與公民社會團體共同決定，努力發展創新的教學策略，徹底落實相關措施。

其實，只要有機會參與學習、協助釐清施行方式、持續支持人權政策與實踐，

公務人員都非常願意協助實現政府的人權承諾，不只是在加拿大或台灣如此，

放眼全世界皆然。另外，政府應鼓勵公務人員獨立發展專業知能，並與上級進

行開誠布公的討論。

結論

全世界的民主法治國家中，公務人員皆須接受充分完善的人權訓練，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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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有效執行人權法規與政策的能力，台灣正逐步施行國際公約，這些加拿大經

驗或許可供借鑒。且從互惠角度而言，台灣日漸積累豐富的人權教育經驗，未

來亦能為加拿大與世界各國提供寶貴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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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nada’s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implementation is well respected, but its rich 
innovation and accomplishments are not as widely described or particularly 
well-known. As the country’s laws and needs have evolved, human rights 
educators have developed training programs to build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capacitie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and policy. This 
work has occurred inside the government apparatus at various levels, in 
universities, and in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some 
of the lessons learned in the Canadian experience, and will offer a case study 
to bring some of these lessons to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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