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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法治及品德教育 
 

法務部保護司副司長朱坤茂 94.5.17 

 

壹、前言 

 

    品德教育是法治教育的基礎，並與法治教育相輔相成，而法治的目的即在於 

    保護人權，人權、法治和品德教育可從許多不同的面向討論，但為了淺顯易 

    懂，並使青年學生有閱讀或聽講的興趣，本篇將以日常發生的案例，作為討 

    論的題材，並比較外國人與我國人民，及我國人民在不同的場所，在遵法、 

    守法上觀念的差異，同時就橫行多年的詐騙集團，和日益增加的垃圾郵件， 

    說明嚴重侵害民眾隱私權的情形，最後再試以核心個案管理的思維，提出對 

    偏差行為學生輔導的建議，期藉著有趣案例的解說，使青年學生對人權、品 

    德及法治教育有粗淺的認識。故難以有限的篇幅探討人權法治及品德教育的 

    各個面向，合先敘明。 

 

貳、從法治社會談遵法與守法－外國人能，我們不能

嗎？ 

     

    一、他們為什麼要放棄那條魚？ 

  

        有一位美國人利用週末帶著九歲的孩子去釣魚，河邊有塊告示牌寫著： 

        「釣魚時間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止。」一到河邊，父親就提醒孩子要 

        先讀清楚告示牌上的警示文字。 

        那位孩子很清楚只能垂釣至下午四點。 

        父子倆從上午十點半開始垂釣，直到下午三點四十七分左右，突然間孩 

        子發現釣竿的末端已彎曲到快要碰觸水面，而且水面下魚餌那端的拉力 

        很強，他大聲喊叫父親過去幫忙，這種情形顯示應該是釣到了一條大魚 

        。 

        父親一邊協助孩子收線，一邊利用機會教導孩子如何跟大魚搏鬥，兩人 

        經過一段時間的拉、放之後，終於將一條長約 65公分、寬約 22公分、

重約七、八斤的大魚釣了起來。父親雙手緊緊捧著大魚，跟孩子一起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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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著，孩子顯得非常高興又很得意。不料突然之間，父親看了一眼手錶， 

        收起笑容對孩子正色地說：「親愛的，你看看手錶，現在已經是四點十 

        二分了，按照規定只能釣到四點正，因此我們必須將這條魚放回河裡去 

        。」 

        孩子一聽，趕緊看著自己腕上的手錶，證實確是四點十二分，但卻很不 

        以為然地對父親說：「可是我們釣到的時候，還沒到四點啊！這條魚我 

        們應該可以帶回家。」 

        孩子一面說，同時露出一臉渴望的表情，加上懇求的語氣看著父親，可 

        是父親隨即回答說：「規定只能釣到四點，我們不能違背規定。不論這 

        條魚上鉤的時候是否在四點以前，我們釣上來的時間已經超過四點，就 

        應該要放回去。」 

        孩子聽了之後，再次對父親要求：「爸爸，就這麼一次啦！我也是第一 

        次釣到這麼大的魚，媽媽一定很高興。這裡又沒有人看到，就讓我帶回 

        家去吧！」 

        父親斬釘截鐵回答說：「不可以因為沒有人看到就說要帶回去。不要忘 

        記，上帝在看啊！祂知道我們做了什麼。」說著，隨即與孩子捧起那條 

        魚，將它放回河裡去。孩子眼裡含著淚水望著大魚離去，沒有再說一句 

        話，默默跟著父親收拾起釣具回家了。 

        十多年後，這個孩子成為一位口碑很好的律師。在他的事務所會客廳裡 

        掛著一幅匾額，寫著：「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再 

        多說便是出於那邪惡者。」（出自聖經馬太福音五:37）每 個來找他辦 

        案的人，他都要求當事人必須先讀一次這句話，然後對他們說：「若是 

        被我發現你有隱藏案情，或是不誠實，我會立即拒絕為你辯護。因為我 

        無法替不誠實的人伸冤，那會違背我的信仰良知。」 

        這位律師名叫喬治．漢彌爾頓（George Hamilton）， 在紐約市執業， 

        他最出名的一句話是：「我從不強辯，只照實說出事實真象，因為上帝 

        知道我所說的每句話。」 

        這個故事取材自聯合報，我的經驗顯示它不是虛構的。有一回去加拿大 

        西岸的溫哥華島旅遊，當我駐足海邊欣賞美景時，不遠處有幾位青少年 

        正在垂釣，但見一人釣起一隻螃蟹，並未立即收入盛裝魚穫的器皿，而 

        是拿出尺來丈量一番以後，出乎我意料地將螃蟹投回海中。我好奇地走 

        近一探究竟，但見海邊豎立著一塊告示牌，上面寫著：「限釣十五公分 

        長度以上的螃蟹！」不問即知，原來剛才釣到螃蟹的那位少年，拿尺為 

        螃蟹量身，發現它的長度不滿十五公分，即自動將螃蟹放生回大海去了 

        。 

        由上述兩個案例，讓我們見識到西方先進國家人民在生態保育和守法精 

        神上所樹立的典範，展現出他們的教育與公共道德水平，這是我們台灣 

        人遠遠比不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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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是那位釣到大魚的孩子的父親，會要求孩子把魚放回河裡嗎？還 

        是可能會有另外一種情形，因為孩子在學校裡聽到老師的教導，要守法 

        守規，而打算將魚放生之際，您卻反過來告訴孩子：「沒關係，我們是 

        在四點以前釣到的，而且又沒有人看見，這條魚應該是我們的。」以我 

        對台灣人的信心，相信多數父母是會這樣做的。 

        如果您是喬治．漢彌爾頓律師，會放著找上門的顧客、送上門來的鈔票 

        不賺，而要求他們說誠實話，您自己也自我要求憑良知為他們辯護嗎？ 

        這樣做豈不是要放棄大多數業務機會，跟自己的荷包過不去？ 

        去過加拿大溫哥華十餘次，不論天氣冷暖，我都有在那裡晨間散步的習 

        慣，也可以說是掌握在台灣享受不到的一種福氣。散步中，經常碰見一 

        些溜狗的白人，我注意到他們手上大多拿著一個塑膠袋，或是一團舊報 

        紙，遇有狗狗在路旁大便，隨即將糞便用塑膠袋或報紙包起來帶走。與 

        此同時，部分地區人行道旁也設有一些狀似信箱的鐵盒，內置供溜狗人 

        盛裝狗大便用的塑膠袋。有如此重視公德心的國民，加上這般提供良好 

        公共設施的政府，難怪溫哥華在全球公認最適宜人居住的都市中，總是 

        名列前茅。 

        反觀在台灣，我所經營的幼稚園前後門外的街道旁，幾乎每天都有狗大 

        便必須清掃，而且當我外出撞見正讓狗兒在幼稚園圍牆邊大便的狗主人 

        ，這些人竟然都還一幅老神在在的模樣，一點也沒有不好意思的表情， 

        似乎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最近兩年搬到台北住了之後，經常可以看到 

        溜狗的人士用報紙或塑膠袋為她的愛犬檢拾大便，讓我感到外國人能， 

        其實，我國人也能。所以，我們衷心的希望為人父母者，請效法故事中 

        的父親，以身作則教導孩子做一個誠實的人。身為企業經營者，請效法 

        喬治．漢彌爾頓律師，依循正直的原則從事交易，賺取有道之財。身為 

        上司者，也請效法喬治．漢彌爾頓律師，以身作則教導部屬，不僅學習 

        經營之術，還得修練處世之德。不如此，一個國家的國民道德水準如何 

        提升？一個企業如何長期獲得顧客信賴，並且基於信任而擴大授權，加 

        速事業觸角與經營地盤的擴張？ 

 

    二、排隊真的很困難嗎？ 

 

        台北的大眾交通工具有公車，有台鐵，有捷運，經常搭車的人，可以輕 

        易發現搭捷運的旅客，自然而然的會排隊等候列車進站，並會魚貫上車 

        ，但搭台鐵或公車的時候，卻很少人會排隊，甚至車子進站後，便蜂擁 

        而上，為什麼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情形？有的人說，捷運的列車停車的 

        時候都停在定點，台鐵的列車或公車，則沒有一次停在定點，或許，真 

        的如此，使得乘客覺得沒有排隊的必要。但如果你有出國的經驗，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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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會發現在歐美國家，人們在吃飯等候時會排隊，飯店結帳會時排在等 

        候線後面，買東西也會排隊，到處都可以看到排隊的情形。相較之下， 

        我國國民的排隊是有選擇性的，而非像歐美國家的國民，已經養成排隊 

        的習慣。 

 

    三、小結 

 

        排隊雖然不是什麼大事，要我們不去獵取野生保護動物，也不是做不到 

        ，但最大的問題是我國的國民通常在有強制力監視時，會守法，在沒有 

        強制力監視時，往往就會以為沒有人知道或不在乎，而將法律或規範拋 

        諸腦後，而沒有將法的規範變成習慣或視為當然。 

 

參、從詐騙集團和垃圾郵件談隱私權與財產權的侵害 

 

    一、詐騙的案例－調虎離山計 

  

        某陳姓在某家電訊公司上班的朋友，和妻子結婚五年多，育有一個三歲 

        大的女兒，為了養家活口我努力工作，終於在前年底買了房子，還花了 

        十幾萬裝潢，當時真是心滿意足，覺得努力有了回報，沒想到過年時卻 

        遭竊賊利用「調虎離山計」大搬家，辛苦成果都成泡影。 

        除夕前幾天，陳姓朋友收到一份大賣場寄出的信封，裡面寫著感謝社區 

        居民平時照顧，現在抽籤分送中部某家遊樂休閒區門票，而我們就是其 

        中幸運的一員。信內附送四張門票，使用期限是年初三，我心中直叫幸 

        運，正好可以趁帶老婆回娘家時順便玩一玩。 

        他們一家就在年初三到休閒區玩了一天，想不到回到台北打開家門，家 

        中竟一片凌亂，不但老婆的珠寶、零用金不翼而飛，連我新買的沙發、 

        冰箱、音響、電腦也都消失無蹤，最離譜的是七、八尺的大衣櫃也被拆 

        走，他和妻子癱坐在地上對眼前景象無法置信。 

        他算了算，現金珠寶被偷走近十萬元，電腦、音響等家具價值也有十多 

        萬元，而門票不過才兩千元，這下損失可大了！我和妻子哭喪著臉過了 

        個悲慘的新年。 

        為了避免類似的情況發生，於接到招待券時，應先向賣場查證，因為通 

        常這種情形是竊賊先花小錢買遊樂區門票，偽裝大賣場中獎通知寄給民 

        眾，並隨門票的使用期限鎖定偷竊時間，有些小偷還乾脆左鄰右舍一同 

        發放，來個「大掃街」。民眾收到此類獎品，應先打電話或親至賣場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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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若票券來路不明，不妨向警方報案，請警方甕中捉鱉。 

 

        但詐騙案件層出不窮，花樣一再翻新，就如最近聽到好幾個朋友說都接 

        到：「爸，來救我，爸，來救我」的電話；也聽到某位老師說她接到詐 

        騙電話之後，毫不客氣的指責對方：「詐騙集團，無恥」，卻在幾分鐘 

        之後，接到對方再來電，問她：「妳是不是就是某某某」，她答：「是 

        」，又再問：「妳是不是住在台北市中山區徐州路ＸＸ號？」，她說： 

        「是」，對方就說：「妳還敢罵我，妳給我小心」；如果跟其他的引起 

        對方不高興，就送你幾盒的披薩，讓你破費，或叫葬儀社送冰箱到你家 

        ，詛咒你的情形，是好多了。但都顯示詐騙集團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地 

        步。 

 

    二、垃圾郵件 

     

        垃圾郵件不斷增加，全球每天有超過 30億封垃圾郵件狂撒你我的私人信 

        箱，塞爆你的信箱。Lycos 的歐洲網站 Lycos Europe 推出對付垃圾郵件 

        的絕招，該網站提供免費的屏幕保護程序供用戶下載，用戶若收到垃圾 

        郵件，則軟件會主動收集發出垃圾郵件的服務器地址，並通過 Lycos 所 

        擁有的服務器，將垃圾郵件退回原網址，讓發垃圾郵件的服務器受到反 

        DoS(Denial of Service)攻擊。 

 

        垃圾郵件的惱人程度已是舉世皆然，打擊垃圾郵件也是總動員，美國參 

        議院已通過對濫發垃圾郵件者每封最高處以 10萬到 50 萬美元的罰款，

韓國也從 2002 年 7 月開始對濫發垃圾郵件處以最高約合 4000 美元罰款

規範，以嚇阻垃圾郵件。 

 

        我國刑法於 92年 6 月 25 日修正時，已於第 358 條規定無故輸入他人帳

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

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十萬元

以下罰金。 

         

    三、小結 

 

        這些肆無忌彈的「全民公敵」曝露出什麼問題？為什麼詐騙集團知道你 

        的姓名、電話、住址、電子郵政信箱？你什麼時候洩漏了你的資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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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上網購物時，要你填寫你的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E-Mail 地址？你參加抽獎時，是不是也是如此？事實上，不論你 

        申請信用卡、申請電話、銀行開戶等等都在透露你的個人資料。照理說 

        你填的這些資料應該要保守秘密，但為什麼又被人家利用，甚至被拿去 

        賣呢？司法機關固責無旁貸，應從嚴查緝這些不法分子，但我們每一個 

        人也都應注意儘量避免洩漏自己的個人資料，更重要的是對於詐騙集團 

        的行騙手法，要深知「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務必冷靜，千萬不要上 

        當；對於垃圾郵件，則除了使用軟體攔截之外，與對付詐騙集團相同， 

        都要勇於檢舉，提供線索，全民共同打擊犯罪，才能徹底遏止全民公敵 

        的不法行為。 

 

肆、從法律觀點看父母與子女間之關係 

 

    一、爸爸的 2000 元－一個孩子省思的故事 

 

        〔爸～我要出去玩！給我兩千塊！〕 

        我一邊看著電視一邊說著。 

        〔昨天不是才給你了嗎？怎麼又花完了！〕 

        我爸露出些許無奈的神情質問著我。 

        〔你到底給不給嘛？你若是不給我的話，我就去偷去搶！〕 

        我翹著二郎腿叼著根煙，一邊抖腿一邊說著。 

        〔唉～〕 

        我爸嘆了一口氣後，從口袋裏拿出幾張鈔票，準備數兩千塊給我，而我 

        看見後迅速站起身來，將他手裏的鈔票全部拿走，頭也不回的離開家中 

        ，立即騎著我爸買給我的機車，準備去享受我的夜生活。 

        在撞球場和我朋友撞球時，我朋友突然問我：〔你爸是做什麼工作的啊 

        ？〕 

        我聽到後有些羞愧的不敢回答，只因我爸是賣烤香腸的，而我以我爸的 

        工作為恥，所以，我在我朋友面前絕不提起我爸，因為我並不把他當成 

        爸爸。 

        不知不覺中，已經凌晨３點多了，於是我和我朋友準備離開撞球場，想 

        繼續到 KTV 喝酒玩樂，可是當我們從２樓撞球場走到樓下時，卻聽到了 

        吵鬧聲： 

        〔你錢到底要不要拿出來，不拿出來我們就打給你死！〕 

        而另一個聲音又傳了過來： 

        〔我錢是不會給你們的，這是我辛苦賺的血汗錢，是要養我家人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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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絕對不會給你們的，你們再不走，我就要報警了喔！〕 

        突然間，樓下傳來了一聲怒喝：〔乎你死！〕 

        當我和我朋友走到樓下時，發現４、５個少年圍著一個中年男子拳打腳 

        踢的，還有一個人拿著棍棒猛揮那個中年男子的身體，眼看著，那個中 

        年男子倒在地上已經快不行了，可是他手中仍然緊握著，他今天賺的兩 

        千多塊，不肯鬆手讓另一個少年搶走，我朋友看到這個場面後，拉著我 

        趕緊離開現場，叫我不要管太多，可是在我離開之前，我忍不住回頭看 

        了那中年男子一眼，卻驚愕的發現，他竟然就是．．我爸！ 

        我愣在原地看著他們繼續毆打我爸的場景，與我爸緊握著鈔票不肯鬆手 

        的畫面，又突然想到我爸平時都無怨無尤的給我兩、三千塊，而現在， 

        他竟然可以為了兩千多塊，性命都可以不顧，再看到他賴以為生的香腸 

        攤，已被敲毀散落滿地，頓時間，我不自覺的掉下一滴淚，大聲哭喊著 

        ：〔爸！〕 

        立即衝入人群中，用身體守護著我平時看不起的爸爸，任由棒棍拳腳襲 

        擊著我。而我身上立即一點一滴的傳來我爸剛才所承受的痛楚，可是我 

        卻感覺到我的心，比這些痛楚還要痛，因為，我對自己以前的行為真的 

        感到無比的痛心啊！ 

        幸虧不久後，我朋友立即衝上來替我解圍，而警察在不久後也到了，可 

        是我在細看我的傷勢時，竟然發現我爸頭上流著血，失去意識暈厥過去 

        了，讓我急慌的哭喊著 

        〔救護車！誰趕快叫救護車來啊！快～我爸他．．嗚．．誰快來救我爸 

          ～〕 

        在救護車來到之後，我立即跟我爸進入了救護車，而醫護人員卻發現我 

        爸左手緊握著兩千塊，仍然沒有鬆手，於是我在一旁哭泣著： 

        〔神明啊！求你一定要讓我爸平安無事！求求你！要是我爸真的平安無 

          事後，‧‧‧‧我一定會學好學乖的，絕對會好好的孝順他，不會再 

          讓他生氣難過了，求求你，‧‧‧‧我知道以前我錯了，你要懲罰就 

          懲罰我好了，我還年輕，你要我幾年壽命都沒關係，‧‧‧‧我只求 

          你讓我爸平安無事就好，求求你！神明！求求你．．嗚．．〕 

        突然間，我爸呻吟了一聲，隨即微微的睜開雙眼。 

        我驚喜般的看著他：〔爸！〕 

        我爸仍有些意識不清：〔這裏．．是哪裡？〕我喜出望外的對他說： 

        〔爸！這裏是救護車裏面，你剛才暈了過去，害我好擔心你～〕 

        我差點又哭了出來。 

        他忽然微舉起左手，張開了緊握的兩千塊對我說： 

        〔啟明！這是爸今天賺的兩千塊，你拿去吧！等一下回家之後，你先買 

          東西自己吃吧！爸還不餓！〕 

        我聽到後立即紅了雙眼，緊抱著我爸大聲哭泣著，一直哭一直哭，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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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自覺的濕透了我爸的衣衫，也濕透了一旁醫護人員的雙眼。 

        我們之中有些人總是有著有這父母的無微不置照顧,也總是沉溺在茶來 

        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中。但我們都不知道！不了解！ 

        被我們所花掉的錢是父母花著自己的生命、青春、體力、汗水所換取來 

        的。 

        他們為了我們不惜一切，讓我們快樂, 滿足我們的需求，而我們呢？卻 

        不知道，也不了解，只是一昧的玩樂，從不曾想過，也不曾體會‧‧‧ 

        看完了這篇文章，在難心深處有沒有很深很深的感想呢？好好思考，你 

        會明白的。 

 

    二、另類思考－為自己投保，但受益人是父母就是孝順了嗎？ 

 

        以下是網路流傳的父子間有趣的對話，頗令人省思： 

 

        父：不要一天到晚學人家飆車，讓父母擔心，一點也不知道孝順 

        子：那有，我可是有保險的。 

        父：孝順和保險有何關係，別扯開話題子。 

        子：當然有關係囉，因為受益人是您ㄚ，我可是一天到晚在製造孝順 

            您的機會呢？ 

        父：嗯‧‧‧‧那什麼時候要孝順我ㄚ，我已經等不及了 

        子：‧‧‧‧（接不下去了） 

 

    三、小結 

 

        民法固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扶養的義務，但亦規定有保護與教養 

        之權利義務，一昧的順從子女的要求，不見得完全有利於子女，前述所 

        舉的兩個案例，相信都是事實，但前一則故事，是偶然的發現平常不屑 

        一顧的父親偉大的一面，並親自歷慘痛的教訓，才恍然大悟，痛定思痛 

        ，痛改前非；後一則故事，孩子的偏差思維，是不是因此改正，則尚在 

        未定之數。因此，在父母給予子女無止盡的愛的同時，也要想想自己法 

        定的保護與教養義務。更何況，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最基本的品德和法 

        治教育就是從家庭的機會教育開始。 

 

伍、從歐洲的法治觀念看品德與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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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逃票－為什麼歐洲許多先進國家還是很富強？ 

 

        歐洲某些國家的公共交通系統的售票處是自助的，也就是你想到哪個地 

        方，根據目的地自行買票，沒有檢票員，甚至連隨機性的抽查都非常少 

        。一位中國留學生發現了這個管理上的漏洞，或者說以他的思維方式看 

        來是漏洞。他很樂意不用買票而坐車到處溜達，在留學的幾年期間，他 

        一共因逃票被抓了三次。 

 

        他畢業後，試圖在當地尋找工作。他向許多跨國大公司投了自己的資料 

        ，因為他知道這些公司都在積極地開發亞太市場，可都被拒絕了，一次 

        次的失敗，使他憤怒。他認為一定是這些公司有種族歧視的傾向，排斥 

        中國人。最後一次，他沖進了人力資源部經理的辦公室，要求經理對於 

        不予錄用他給出一個合理的理由。 

 

        下面的一段對話很令人玩味。 

 

        先生，我們並不是歧視你，相反，我們很重視你。因為我們公司一直在 

        開發中國市場，我們需要一些優秀的本土人才來協助我們完成這個工作 

        ，所以你一來求職的時候，我們對你的教育背景和學術水平很感興趣， 

        老實說，從工作能力上，你就是我們所要找的人。 

 

        那為什麼不收天下英才為貴公司所用？ 

 

        因為我們查了你的信用記錄，發現你有三次乘公車逃票被處罰的記錄。 

 

        我不否認這個。但為了這點小事，你們就放棄了一個多次在學報上發表 

        過論文的人才？ 

 

        小事？我們並不認為這是小事。我們注意到，第一次逃票是在你來我們 

        國家後的第一個星期，檢查人員相信了你的解釋，因為你說自己還不熟 

        悉自助售票系統，只是給你補了票。但在這之後，你又兩次逃票。 

 

        那時剛好我口袋中沒有零錢。 

 

        不、不，先生。我不同意你這種解釋，你在懷疑我的智商。我相信在被 

        查獲前，你可能有數百次逃票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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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罪不至死吧？幹嗎那麼較真？以後改還不行？ 

 

        不、不，先生。此事證明了兩點： 

        一、你不尊重規則，不僅如此，你擅於發現規則中的漏洞並惡意使用； 

        二、你不值得信任，而我們公司的許多工作的進行是必須依靠信任進行 

            的，因為如果你負責了某個地區的市場開發，公司將賦予你許多職 

            權。為了節約成本，我們沒有辦法設置複雜的監督機構，正如我們 

            的公共交通系統一樣。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僱用你，可以確切地說， 

            在這個國家甚至整個歐盟，你可能找不到僱用你的公司。 

 

    二、小結 

 

        一個人會不會守法，跟他受的教育無關，也就是說不一定受過高等教育 

        的人一定會守法，也不能說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一定不守法，要不要 

        守法取決於一個人自己的決定。但品德教育良好的人，基於法律只不過 

        於最起碼的道德標準的原則，應該比較懂得守法。 

        但守法的性格，除了個人的自我要求外，其實，在學習過程中，以相互 

        激勵的方法，養成守法的習慣，亦為重要的教學課程。如前所述的案例 

        ，如果這名留學生不要自作聰明，不貪小便宜，遵法、守法，他早就是 

        各大公司爭相錄用的人才，但卻因自己思慮未周，致徒然喪失大好的機 

        會，實在令人惋惜。國外如此，國內亦復如此，許多企業不願意僱佣有 

        犯罪前科的人，所以，在學生尚未踏出學校大門之前，就應該教導學生 

        正確的守法觀念，才能確保光明的前途。 

 

陸、從核心個案管理談學生輔導 

 

    一、核心個案管理與學生輔導 

 

        一般說來，絕大多數的學生都是好學生，只有少部分的學生有偏差的行 

        為，需要關懷或輔導的學生，惟偏差行為仍有輕微、嚴重和最嚴重等不 

        同的差異，學生需要輔導的次數和內容可能都不相同，如果對偏差行為 

        的學生都要齊頭式的輔導或注意，會讓輔導人員累得人仰馬翻，但如對 

        這群偏差行為學生，依嚴重程度區分為不同的層次，分別定出輔導的次 

        數與內容時，輔導人員的負擔便會大大的減少，而有足夠的精力針對最 

        需要輔導的學生，並真正做好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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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落實輔導的重要性 

 

        每個偏差行為學生的問題不盡相同，造成偏差行為的背景因素更可能有 

        顯著的差異，輔導過程必須因人而異，但對於從未獲得掌聲的偏差行為 

        學生而言，給予少許的鼓勵，就可能會有相當的激勵。也唯有在與這些 

        學生促膝密談中，瞭解真正的問題所在，才能找到真正的切入點，並從 

        一再的激勵過程中，讓這些學生領悟新的生命。 

         

    三、小結 

 

        周弘先生所寫的「賞識你的孩子」，給我很大的啟示，雖然，書中的方 

        法不見得都適用於所有的學生，但「愛的鼓勵」誠值參考。又如能對學 

        校中的偏差行為學生區分輔導的層級，對於輕微偏差的學生，編排於優 

        秀的學生中，以染缸效應使之仿效學習，對於較為嚴重的偏差行為學生 

        ，則由導師給予適當的輔導，對於最為嚴重偏差行為的學生即所謂的核 

        心個案，才由專任輔導人員給予密集的真誠的輔導，才能真正落實輔導 

        的工作，和改變學生的偏差行為。 

 

柒、結語 

 

    美國曾經做過一項實驗，將一部汽車停在白人區，把引擎蓋打開，另一部汽 

    車停在黑人區，把其中的一扇車窗打破，經過 24小時之後，觀察的結果，停 

    在黑人區的汽車所有的車窗都被打破，但停在白人區的汽車，則完好如初， 

    直到實驗人員自己打破其中的一扇車窗之後，其餘的車窗才被人打破，這就 

    是破窗理論的實驗，證明有犯罪的環境，就會滋生犯罪，沒有犯罪的環境， 

    原則上就沒有犯罪。 

    透過學校與家庭的品德教育，培養學生守法的情操，建構法治的社會，不讓 

    我們的社會產生破窗的環境，不但可以保障人權，犯罪不再增加，更可期待 

    我國的治安，將來會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