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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及成效評核實施計畫
壹、 計畫緣起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以下合稱兩公約）乃最重要之國際人權法典，亦
是國際上人權保障體系不可或缺之一環，其內容在闡明人類
之基本人權，並敦促各國積極落實，期使人人於公民政治與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上，享有自由及保障。為提升我國之人權
標準，促進人權發展，重新融入國際人權體系及拓展國際人
權互助合作，我國於 98 年 4 月 22 日總統令公布兩公約施行
法，並於 98 年 5 月 14 日由總統批准兩公約，自 98 年 12 月
10 日起施行。
依據 106 年 1 月兩公約第 2 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國際專家提出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14 點建議人權教育訓練
之推行應重視其妥適性及有效性；第 15 點建議政府當局應
優先關注提供相關且適合每個預期目標群的人權教育訓練，
並為公務人員安排在一般執行公務，以及特別在擬定、規劃、
執行與評估所有政府專案與活動上，採取關於以人權為本作
法的密集訓練課程。法務部爰研擬「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及
成效評核實施計畫」。
貳、 教育訓練
一、 統籌及主辦機關
(一)統籌單位：法務部
(二)主辦機關：行政院所屬機關（以下稱中央部會） 及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合稱各
級政府機關）
二、 實施對象：各級政府機關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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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所稱公務人員係指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第 2 點所稱
之人員。該要點 2 點規定：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院及所屬各機關（構）
、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 ）

三、 辦理期間：107 年至 109 年
四、 辦理方式
(一) 訓練目標
1. 促進各級政府機關公務同仁瞭解兩公約條文、一般
性意見與所負責業務之關聯性，學習將兩公約運用
於業務工作中，並引用兩公約作為擬定、規劃、執
行與評估政策、法律及措施之參考架構。
2. 訓練公務人員自行思考，如何將人權標準轉化為日
常業務操作及協助解決一線執法人員面臨之人權
問題，俾各級政府機關施政時避免造成人權侵害，
進而規劃促進人權保障。
(二) 訓練內容
1. 兩公約條文（含其他人權公約或宣言）
2. 一般性意見
3. 國內及國際兩公約人權相關案例
4. 各級政府機關業務與兩公約之關聯性
5. 如何運用兩公約於機關業務及施政
(三) 製作教材
1. 中央部會（107 年 12 月完成）
A.中央部會參考法務部出版之「法務部人權秘笈」
系列教材，依主管業務範疇，彙整編製與部
會業務權責相關之兩公約條文、一般性意見、
人權案例分析等作為機關內兩公約人權教育
訓練教材。
B. 教材內容可參酌兩公約國家報告、兩公約法
令檢討案例、人權團體關心議題及新聞報導
之下列人員：（一）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二）依法聘任、聘用及僱用人員。（三）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 前項機構不包括公營事業機構；前項第二款人員，不包括公立學校教
師。」

等，並應建立相關教材審查機制(如邀請專家
學者組成教材編纂小組或經人權工作小組審
議教材等)，編寫完成後公布於部會網頁，供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
2. 直轄市、縣（市）政府（108 年 3 月完成）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可自製教材或參考各中央
部會教材提供所屬機關所需教材，並可融入地方區
求及特色。
(四) 訓練方式
1. 種子師資培訓（108 年 6 月完成）
中央部會自行培訓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種子教師，
強化種子教師之兩公約人權專業知能、設計與教授
課程之能力等，培訓完成後，並將種子師資名單公
布於機關網頁，俾供所屬機關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延聘講師時參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亦
可自行培訓種子教師。
2. 人權教育訓練推動（108 年 7 月至 109 年）
各級政府機關應辦理人權教育訓練，並由種子教師、
人權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中遴聘人選擔任講座，訓
練以採小班制（50 人以下）方式進行並以小組問
答討論、案例研討分析、視聽教材、工作坊等方式
進行，深入探討如何改善或避免人權侵害案件之發
生，提升運用兩公約於研擬計畫案、法案及業務推
動之能力。
參、 成效評核
為評估各級政府機關辦理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之成效，
採量化及質化評估方式進行評核。法務部並得不定期前
往各級政府機關辦理稽核：

(一) 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課程參訓率(%)：
各級政府機關公務人員 108 年 7 月至 109 年 12 月
2

受訓覆蓋率 達 60% (含實體、數位課程，每人至少
2 小時)，且實體課程受訓比率須達 40%。
(二) 參訓者學習成效評估（含滿意度調查）：
為評估參訓者對兩公約人權知識之吸收程度及訓
練之有效性及滿意程度，各級政府機關對參訓人員
應施以問卷並進行測驗。108 年 7 月至 109 年 12
月實體及數位課程訓後成效測驗之平均分數達 75
分。
(三) 撰寫評核報告
各級政府機關就製作兩公約人權教育教材、培訓種
子師資及人權教育訓練推動成效等撰寫評核報告
（報告格式由法務部另行提供），並於 110 年 2 月
底前函報法務部彙整。
肆、 獎勵措施
各級政府機關編製教材、培訓種子師資成效良好者或辦
理教育訓練達成年度目標者，將另函請機關予相關人員
酌情敘獎。
伍、 經費：
經費：
由各機關編列經費支應。
陸、 本計畫經提報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會議討論
決議後實施，
修正亦同。
決議後實施
，修正亦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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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率係指各級政府機關實際受訓人數除以現有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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