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權利公約知多少？
--兒童人權宣導（學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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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護、家庭暴力、性侵害
暨性騷擾防治宣導

臺北市兒少保護工作小組提供



大綱

兒童權利公約(CRC)是什麼？

尊重他人、珍惜權利並負起責任

童權起飛—改變世界的孩子



一、
兒童權利公約
是什麼？



從柯札克開始：重視兒童權利

好心的國王：兒童權利之父—
柯札克的故事繪本影片(7分鐘)

1878年生於波蘭
1942年逝世於德國集中營
是醫生、記者、教育家

雅努什·柯扎克

兒童權利之父 •兒童與成人擁有相同權利

•大人應該尊重兒童的意見

•鼓勵兒童自己管理自己

•創辦青少年報刊

•兒童權利公約的訂定依循

了柯札克的理念，被譽為

「兒童權利之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9RKi0j0Nl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9RKi0j0Nlk


為了幫助全世界的孩子，

找回自己的權利，

並獲得保護和照顧，

聯合國在1989年頒布了

兒童權利公約。

算一算，
兒童權利公約
幾歲了呢？



兒童權利公約介紹

兒童版權利公約介紹(3min)
影片來源：臺灣好鄰居協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00E4pjq0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00E4pjq0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00E4pjq0Q


兒童權利公約介紹

• 聯合國於1989年頒布兒童權利公約。簡稱CRC。
• CRC中的兒童指的是「未滿18歲的人」。

• 目的是「保護兒童權利」、「讓兒童獲得良好照顧」。

兒童權利公約是什麼？

• 包含禁止歧視、隱私權、以兒童利益為優先考量、

生存權、表示意見並獲得考量、受教權、受保護權、

保障身心障礙兒童的權利等。(具體權利共有40條)

公約共有54條

備註：在兒少法中，兒童是未滿12歲的人；少年是12歲以上且未滿18歲的人。



兒童權利公約的四大原則

• 大人決定事情應為兒童著想。最佳利益原則

• 每個兒童都應該受到相同的對待，

不因為任何原因而被歧視。
禁止歧視

• 每個兒童都應該被妥善照顧，並

有受教育、休閒遊戲的權利。
生存及發展權

• 兒童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大人應

聆聽並尊重。
表意權

補充影片：梅林的童話兒童諮詢所，當童話
遇上兒童人權？｜臺灣吧 Taiwan Bar (9mi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nB6DpCDQYI&t=396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nB6DpCDQYI&t=396s


• 大人決定事情應為兒童著想。最佳利益原則

• 「兒童的事，大家的事」，

是什麼意思呢？

想一想

• 無論是政府機關、學校、
社會在決定事情時，都應
該為兒童著想。

大人應保障兒童的最佳利益兒童權利公約CRC
宣導動畫第9集：
兒童的事，大家的事。(3min)

https://youtu.be/NZlzpCx8tC8
https://youtu.be/NZlzpCx8tC8
https://youtu.be/NZlzpCx8tC8
https://youtu.be/NZlzpCx8tC8
https://youtu.be/NZlzpCx8tC8


• 每個兒童都應該受到相同的對待，
不因為任何原因而被歧視。禁止歧視

活動資料來源：
2011世界人權日教材包—零歧視從我開始
影片來源：
國際青少年人權協會

• 為什麼兩位隊長不找身高較矮的同學加入

足球隊？旁觀的人在做什麼？

• 影片結局是什麼？你學習到什麼？

請仔細觀賞影片，並回答問題：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ziFEpR2l0RTz5W38C7bQKbXy9icppMk/vi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16ZlvJPS7g&list=PL328DEA9EEE366B15&index=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16ZlvJPS7g&list=PL328DEA9EEE366B15&index=2


• 每個兒童都應該受到相同的對待，
不因為任何原因而被歧視。禁止歧視

偏見

不當

對待

歧視

【偏見】在不了解之前，就對某人產生反感。

【歧視】因為偏見而讓他人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個子矮的
男孩不會踢
足球。」

不跟男孩同
隊並取笑他。

個子矮的男孩因為同
學的偏見，而遭到不
公平的對待。



• 每個兒童都應該受到相同的對待，
不因為任何原因而被歧視。禁止歧視

• 每位兒童都不應受到歧視。

兒童權利公約第2條：

• 「不熟悉、不了解」容易產生偏見，造成歧
視。如果你是影片中的隊長，應該用什麼方
法選擇隊友呢？

做做看



• 每個兒童都應該被妥善照顧，並
有受教育、休閒遊戲的權利。生存及發展權

• 哪一個孩子看起來受到較

好的照顧？

想一想

• 每一名兒童享有生存的權
利，不受到任何虐待、疏
忽照顧和剝削。

大人應保障兒童的生存權

圖1來源:蘋果日報；圖2來源：pixabay

【剝削】長期用不公平的方式利用某人。
如利用小孩工作卻不給予足夠的酬勞就是經濟剝削。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 ealtime/20151003/704066/


• 每個兒童都應該被妥善照顧，並
有受教育、休閒、遊戲的權利。生存及發展權

• 圖1的孩子來自緬甸，在
礦坑工作；圖2的孩子來
自臺灣，正在學校學習。

• 兒童應該過怎麼樣的生活？

想一想

• 兒童也有接受基本教育、
休息、遊戲、參與文化活
動的權利。

大人應保障兒童的發展權

圖1來源：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圖2來源：親子天下

https://www.ilo.org/yangon/press/WCMS_63 1831/lang--en/index.htm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1187-/?page=1


• 兒童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大人應
聆聽並尊重。表意權

影片來源：
享基本人權!新規增設遊
戲場須納兒童表意權

• 屏東縣政府為什麼在設計公園遊戲場時，要
納入兒童的意見？

請仔細看這則新聞，並回答問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Hco6UL6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Hco6UL6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Hco6UL614


• 兒童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大人應
聆聽並尊重。表意權

• 兒童擁有表意權。對於與自己相關的事，有
「發表意見的權利」，大人應該聆聽並尊重。

兒童權利公約第13條

• 有許多事情的決定都應該參考兒童的意見，
你可以想到有哪些嗎？

做做看



兒童權利公約

其實與我們的生活

息息相關喔！



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

每天到學校上學。
你最喜歡上什麼課？

兒童權利公約第28條：
你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https://tinyurl.com/y9sf9aeb


兒童權利公約第6條：
你擁有生存與發展的權利，
應受到政府、家庭、社會的保護。

學校提供知識，讓你的發展更好。
你以後想當什麼呢？



課堂上常常有討論或發言的場合，
你喜歡上臺發表意見嗎?

圖片來源：未來親子學習平台

兒童權利公約第13條：
你擁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

https://futureparenting.cwgv.com.tw/family/content/index/5726


營養午餐很營養又兼顧健康，
你最喜歡什麼菜色？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兒童權利公約第24條：
你擁有接受最佳健康照護的權利。

https://news.ltn.com.tw/


下課時間好好休息或玩耍，
你最愛玩什麼遊戲？

圖片來源：親子天下
https://www.parenting.com.tw/event/kidspark/19

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
你擁有休息與遊戲的權利，



逛夜市是不錯的休閒方式，
你喜歡吃什麼夜市美食？

圖片來源：pixabay

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
你擁有休息與遊戲的權利。



政府用心為兒童規劃許多社教機構，
你知道是為什麼嗎？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
local/paper/1017613

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
所有關於你的事，都應該以你的
最佳利益為考量、替你著想。



二、
尊重他人
珍惜權利
並負起責任



尊重他人的權利

你擁有的權利，
其他人也同樣擁有。

你希望被尊重，
也請你尊重他人。

• 被尊重的感受是什麼？

想一想

影片來源：
國際青少年人權協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Gff0AYj0_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Gff0AYj0_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Gff0AYj0_o


珍惜權利並負起責任

社會
家人

學校

政府
警察 兒童權利得來不易

負起責任捍衛權利



三、
童權起飛
—改變世界的兒童



保護權利，使社會更好

圖片來源：
Pixabay

學習到了解自己的權利、尊重他人的權利後，
也要維護權利，讓社會變得更好囉！

• 不符合CRC第2條：禁止歧視。

美國同學說中文有口音，常被胖虎取笑。
你可以怎麼做？

• 不符合CRC第06條：兒童具有生存和發展權。
• 不符合CRC第19條：應避免兒童遭受任何不當對待。

發現同學受到家暴，你可以怎麼做？



馬拉拉(Malala yoursafzai)
1997年生於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家庭，父親是校
長、教育家。馬拉拉主張女性權利及女性受教
權。

• 在父親鼓勵下，公開
主張女性受教權。11歲

• 推動女性受教權，
獲國際兒童和平獎。13歲

• 遭塔利班份子暗殺，
促進政府教育改革。14歲

• 獲諾貝爾和平獎及世
界兒童獎。17歲

一個孩子，一位老師，
一枝筆，一本書，
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馬拉拉

小天下總編輯說故事《勇敢向
世界發聲－－馬拉拉》(3mi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7igd451w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7igd451w4


• 家中欠債約台幣223元被賣到工廠抵債。4歲

• 開始為自己發聲，幫助童工奔向自由。10歲

• 遭槍擊死亡。12歲
伊克巴勒

(Iqbal Masih) (圖文來源：Wikipedia)

(圖文來源：Wikipedia)魁 格
(Craig Kielburger)

• 受到伊克巴勒的啟發，成立解放兒童

組織，開始幫助世界各地的童工。
12歲

• 開始到世界各地了解兒童狀況，靠自

己募款、演講來賺取旅費。
13歲

兒童解放兒童，12歲魁格看新
聞發願 | 郝廣才在中視(5min)

共同捍衛生存權
及不受不當對待的權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3ELU7UZg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3ELU7UZgU


• 架設網站助老農上網賣水果。11歲

• 架設安安免費教學網站， 。12歲

• 成立草根台灣臉譜，走遍台灣，拍攝歷史影像、紀
錄口述歷史。14歲

• 有感果賤傷農，發起全民吃柳丁運動，促使政府制
定九五機制*，回穩價格，協助滯銷的各項農產品。15歲

沈芯菱
來自臺灣雲林的沈芯菱家境貧困，小時候與家人
居無定所，搬了十幾次家，甚至睡車上。

國小四年級時，媽媽典當了玉飾幫她買了一臺中
古電腦，從此改變其人生。

資料來源與更多資訊：台灣6.0希望工程
圖片來源：天下雜誌

*只要農產品價格低於直接成本95％時，
政府將進行採購。

維護兒童受教權

http://www.anan1.webnow.biz/main.htm
http://i2taiwan.blogspot.com/
https://www.twhope.org/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47330


人權音樂影片《團結在一起》
團結在一起是由19歲導演塔倫‧賴克斯頓及一群青少年

拍攝的音樂影片，融合許多權利概念！你有看到熟悉的

場景嗎？

影片：團結在一起(5min)
資料來源：國際青少年人權協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308&v=Lqe67CVYLx8&feature=emb_tit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308&v=Lqe67CVYLx8&feature=emb_title
https://yhritw.org/what-are-human-rights/united-m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308&v=Lqe67CVYLx8&feature=emb_title


在今天的宣導中

你學習到什麼？

可以將它寫下來，

傳遞給更多人!





The End
宣導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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