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度友善校園
「人權環境評估作業」
線上問卷施測系統說明

http://humrig.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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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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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方式

施測時，若有問題隨時反應。

系統若有狀況，會立即公告於系統首頁。

行政問題諮詢：學輔校安科顏季柔科員
辦公室電話：2991111轉8615
網路電話：99519

Email：finok23@tn.edu.tw

系統功能諮詢：億載國小王盈霖教師
辦公室電話：2932371#815

Email： ivan@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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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學校承辦人需先登入管理者頁面，下載學生之身分認

證帳密。

2、學生依上開認證方式登入（與校園生活問卷同帳密）

3、施測結果(含是否填答成功) ，各校承辦人可隨時於

系統管理者頁面檢視。

4、填答後請自行於管理者頁面向度統計表中，查詢施測

數據，據以撰寫分析報告！

5、請依規定對象及人數，於時限內完成施測！

6、分析報告上傳僅接受單一檔案，且為Word檔（.doc

）或PDF檔（.pdf）或OpenDocument檔（.o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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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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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說明1

一、人權環境評估線上問卷
1、實施期間：即日起至6月24日(一)
2、組別：國中組、國小組
3、施測對象：學生、教育人員、家長
4、實施方式：至施測網站填答
5、填報結果：以下指定身分得隨時線上檢視

（學務主任、學務組長、學生活動組長、訓育

副組長、訓育組長、訓導主任、生活教育副組

長、生活教育組長、生活輔導組長、 教導主

任、訓導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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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說明2

6、施測網站：http://humrig.tn.edu.tw/

7、請務必先至本系統管理者頁面下載學生帳號密碼

，並請於時限內安排學生於電腦課或合適時間完

成施測作業。

8、進入施測網頁後，依照所屬身分進入填答。問卷

分為國小版及國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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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說明3

9、填答頁面共計3頁，請依序作答，1頁完成後按下

一頁，若無法順利至下一頁，表示有題目未填

寫，請檢視題目右方，會出現該題未填。

10、最後一頁填寫完畢請按下「送出」按鈕，等待系

統回應「我們已經收到您的資料，謝謝您！」，

表示已經完成填報。

11、題目約60題，請給學生充分時間填寫，以免

因隨意作答，成為無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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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說明4
二、施測對象：「學生」
(一)國小：5、6年級學生。
(二)國中：1 、 2、 3年級學生。
(三)學生施測人數：為應施測班級數的5倍。

可以每班5人接受施測，或擇部分班級施測。
(四)範例：
1、可愛國小5年級(3班)＋6年級 (3班) ＝共6班，

所以可愛國小應安排30位學生施測。
可自行選配，如：選5年1班全班30人施測，
或6年級每班10人。

2、活潑國中1至3年級共43班，則活潑國中應
施測學生數 2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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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說明5

三、施測對象：「家長」、「教師」

(一)施測標準：以受測學生班級之家長及教師

優先抽選，並由導師協助提供家長名單。
(1)全校班級數6班以下：

每校家長和教師至少各3位受測為原則。
(2)全校班級數7班-29班以上者：

每校家長和教師至少各5位受測為原則。
(3)全校班級數30班以上者：

每校家長和教師至少各10位受測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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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說明6

(二)家長施測方式：

（1）由家長直接至施測網站施測

（2）或由學校依教育階段別印製家長版紙本問

卷，交由導師轉發予家長填寫，回收後

由學校協助至線上問卷施測系統代為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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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說明7

(三)教育人員施測方式：

（1）直接至施測網站施測。

（2）請盡量鼓勵貴校全體教職人員踴躍進

行施測，以提供寶貴意見，供學校改

進參考。（至少達簡報第9頁規定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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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分析報告與改進策略

讓數字會說話：
一、請先下載分析報告格式範例，依據系統數據
統計（最下方的表格）複製於報告格式後，

針對各向度逐一檢視、分析、填寫。

二、若有去年的數據，可併同今年度數據，進而
分析比較。

三、請各校對數據呈現不理想之向度，推測可能
之原因並據以撰寫改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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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施測系統
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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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本系統分為管理者、學生、教育人員及家長
四部分：
1、管理者：有5項功能。
（1）學生帳號管理
（2）刪除問卷異常資料
（3）產生向度統計表
（4）下載分析報告及改進措施(空白範本)

（5）上傳分析報告及改進措施

2、學生(需認證)。

3、教育人員(不須認證,不記名) 。

4、家長(不須認證,不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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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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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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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點選畫面右上方後，

選擇所屬學校，

再登入帳號密碼，

可進入管理者5項功能區。



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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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匯出學生帳號密碼

請學生據以登入本系統

( 1 )



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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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問卷可由此刪除

也可查詢哪位學生未填
報，或填報情形。

( 2 )



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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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可瞭解學生填答與否



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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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本問卷共計10個向度，

＊最下方為「整個問卷調查
統計數據」，將此貼至分析
報告中，據以分析。



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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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此處有分析
報告的範例，
請各校依據
統計表的數
據來完成此
分析報告。



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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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分析報告完成後，請用

「單一檔案」上傳至此，

檔名僅得使用doc或pdf或
odt檔。

＊檔名請命名為：

「OO區OO國O」



【學生】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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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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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登入之身分

點選「學生」

請學生依據管理者

匯出之帳密輸入

再按最下方-學生登入

進行登入與填答



【學生】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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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三頁，

請學生依序填答

本頁填畢請按下一頁

繼續作答。



【學生】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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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法進入下一頁，

即該頁有未填答的題目，

請學生檢視頁面最右側，

將有該題「未填」之顯示，

填完才可按下一頁。



【學生】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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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頁是最後一頁了

填答完畢後按送出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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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確認學生電腦顯示本頁面，

才表示已完成問卷。

※學校管理者也可從管理人頁

面確認是否已完成填報。



【教育人員和家長】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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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教育人員或家
長後

需選擇所屬學校,但不記名

再按下方登入



【教育人員和家長】操作步驟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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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為黃
色標題，家長
為粉紅色標題。

一樣有3頁需填
答，施測系統
操作與學生相
同，僅題目略
有不同。



人權環境指標評估
意義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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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環境指標」評估的意義1

•學校進行校園「人權環境指標」自我評估工
作過程就是教育人員人權教育啟蒙，人權教育
學習的過程。

•為了要建立以人權文化為基礎的普世倫理
(Universal ethic) ，必須對校園中的人權教育
環境做一檢視從中發現問題之所在，進行改善。

「相信所有人類都能擁護共同的價值如：尊重
生命、自由、正義與平等、互相尊重、關懷與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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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環境指標」評估的意義
•每一個人都需要不斷進行人權再教育，因為
人權的理念與內容乃是與時俱進的（演化）。
（馮朝霖民95）

•學校人權環境之整體評估工作的意義並不是
對學校進行考核，而在於提供改善學校經營
的重要參考，作為實現友善校園的基礎性前
提，故請用眼、用心檢視。

•期待所有學校能為增進人權環境做努力，透
過這樣的一個活動，校園的人事物更能趨近
於友善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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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環境指標」評估的意義

校園違反人權事件最常見的情況

•分數的歧視

•教師扮演嚴厲的法官或警察的角色

•教師慣以管理和體罰的方式對待學生

•對學生慣以命令口吻發號施令

•漠視兒童平等受教權

•不適任教師損害學生學習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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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報告與改進策略
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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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環境評估問卷向度

•一、安全的校園環境

•二、友善的校園氛圍

•三、平等與公正的對待

•四、權利的維護與申訴

•五、尊重多元與個別差異

•六、民主的參與和學習

•七、教師專業自主權的發展

•八、學生學習權的維護

•九、人權教育的條件

•十、被愛與幸福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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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分析報告與改進策略

37

此頁面

會先依序列出

每個向度中各題
的滿意度。



撰寫分析報告與改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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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面拉到最下方之統計
表格，為全部向度滿意度
的總和。

將此數據貼到分析報告中，
據以分析撰寫報告。



感謝大家，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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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項問題或建議,請不吝指教,謝謝。

行政問題諮詢：學輔校安科顏季柔科員
辦公室電話：2991111轉8615
網路電話：99519

Email：finok23@tn.edu.tw

系統功能諮詢：億載國小王盈霖教師
辦公室電話：2932371#815

Email： ivan@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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