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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的主旨，在於為巴西聖保羅市政府建構人權教育計畫的程序提出報

告。全文描述及反思聖保羅市採取的參與式協調程序，此一程序為該市的公共

服務政策建立規範性的人權教育典範。這套規範由市政府 2016 年第 57.503號
條例所確立。此外，本文也討論聖保羅市史上首次成立的「市府人權與公民事

務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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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巴西人權教育

本文闡述巴西聖保羅市政府以參與式公共政策建構人權教育計畫的經

驗。1 聖保羅市是巴西的商業、文化、政治與社會中心，不僅開發程度高，且高

度工業化，是巴西非常重要的都市；但該市仍存有貧窮、不平等、暴力、社

1 有關其理論性方法，請參閱 Bittar（2016:	81–102）。該計畫更完整的協調歷程敘述，請參閱 Bittar
（2017）。.

* 作者於 2013—2016 年擔任聖保羅市立人權與公民事務秘書處人權教育專員、2008—2010 年國家

人權教育諮詢委員會—人權秘書處（Secretaria Especial de Direitos Humanos）成員。亦是國家人

權協會會長（ANDHEP， 2007—2010 年）、巴西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委員會（CNPq）的 N-2 研究員

（2017—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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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公義等問題，這便是本文的研究背景與切入點。本文主旨並非在於形成

相關理論，而在於闡述聖保羅市政府制訂人權教育公共政策的經驗。首先需

要說明的是，該政策的制定是以 2006 年頒布的「國家人權教育計畫」中所揭

櫫的整體目標——在建構正義、公平的民主社會過程中強調人權的重要性——

為指導原則（Comitê Nacional de Educação em Direitos Humanos, 2006: objetivos 
gerais, b）。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聖保羅市人權教育計畫」（以下簡稱「市

人權計畫」）的建構目標是讓人權教育走向制度化，並採取參與式作法制定該

公共政策，例如動員市府公部門與公民社會團體中重要人物參與其中。2

依據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1993 年《維也納公約》及 2005 年聯合國

「世界人權教育方案」（World Programme f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巴西

於 2003 年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這對「市人權計畫」影響最鉅（Viola, 2010: 
26）；而接下來 2006 年的「國家人權教育計畫」、2009 年「第三項國家人權計

畫」（7.037/2009號法令），以及「國家人權教育準則」（01/2012/CNE-MEC 號

決議），則進一步讓人權教育更為制度化與規範化，其發展也獲得聯邦政府、

州政府與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這些人權發展成果的背後，是巴西軍事獨裁政府垮台後三十年來的荊棘

路，因此人權教育對於當前巴西社會的意義格外重大。此外，巴西是拉丁美

洲的指標性國家，而人權教育又是鞏固人權文化的核心。2011 年通過的《聯

合國人權教育與培訓宣言》第 1 條第 2 項：「根據人權的普世性、不可分割和

相互依存的原則，人權教育和培訓是促進人人享有的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得

到普遍尊重和遵守的關鍵」，肯定人人都有權接受人權教育，藉此提升全世界

對於人權的尊重，這一點激勵聖保羅市政府推展更多具有明確目標與方向的計

畫，肯定智利、阿根廷、巴拉圭、巴西等拉丁美洲國家推翻專制政權的成就

（Magendzo, 2007）。

貳、聖保羅市的人權教育

巴西哲學家兼教育學家弗雷勒（Paulo	Freire,	2002a;	2002b;	2002c）認為，

2 2016 年 12 月 6 日，市政府第 57.503號條例。

26



巴西聖保羅市的人權教育計畫：以參與式途徑建構人權教育規範性典範的經驗

教育是自由的實踐與意識的解放。這個理念幫助聖保羅市政府走過人權教育政

策制定之初的摸索期。但在實務層面則是仰賴一個政府內部成立的特別工作小

組——聖保羅市府人權與公民事務秘書處下設置的人權協調辦公室——才得以

克服種種困難，3 打破以往處理人權教育議題時常見的「各行其政文化」，營造

新的「公開政策文化」（Bucci, 2002: 249）。這種新文化深植於聖保羅市各地

人權教育計畫草擬的參與者心中，此理念在計畫中持續獲得確立且系統化的論

述。

聖保羅市的人權發展，特別能展現「市府人權與公民事務秘書處」以及

「市府教育事務秘書處」共同合作的成果。前述兩個單位經過熱烈的政治辯論

後，於 2015 年 9 月 17 日頒布聖保羅市市政府第 16.271 號條例，該條例確立

未來 10 年的長程教育計畫（2015–2025），其中第 2 條第 7 目與第 10 目規定

的內容分別為推動人權教育，以及推廣人人平等與尊嚴原則，並抵抗一切形式

暴力的原則。

此外，值得肯定的是，法規制定也大力推動了人權的進展。聖保羅市議

員 Jamil Murad 提出第 261/11 號法案，並於 2016 年 6 月 18 日通過市政府第

16.493號條例，規定將人權教育納入聖保羅市立國民小學總體課程規劃。該條

例第 1 條規定：「聖保羅市立國民小學歷史／地理課程應納入人權特定議題，

鼓勵學生進行討論，促進學生對基本人權的認識。」

「市人權計畫」的制定，歷經地方上各方面的質疑，然而透過許多草擬計

畫的參與人積極合作參與，並在巴西「國家人權教育計畫」頒布後， 2015 年

「市人權計畫」的草案便已經完成。第一版草案出爐後，政府便推出一系列措

施，促進政府機關與公民之間的社會參與合作，共同建構符合聖保羅市社會脈

絡需求的人權教育計畫。

這個過程中，需針對聖保羅市調整 2006 年「國家人權教育計畫」內容，

調整其準則、主軸、方針，以符合聖保羅市的特性與公共服務性質。「市人權

計畫」的草擬過程嚴格遵循準則，且透過參與式民主方式進行，讓計畫涵蓋的

3 依據 2013 年 5 月 27 日通過的市政府第 15.764號條例第 242 條第 2 目規定，成立「人權協調辦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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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社區族群都能參與其中，提升公民意識；從聖保羅市民關心的議題出發，

由各個草案參與人的在地觀點集思廣益，讓人權教育計畫融合各方差異、價

值、論述與意涵。

經過漫長的修訂過程，市政府第 57.503號條例的制訂終於 2016 年 12 月 6
日完成。「市人權計畫」拍板定案，象徵眾人團結的力量，堪稱市府人權教育

政策的規範性里程碑。其實聖保羅市人權教育政策自 2013 年以來便持續階段

性發展，推行 6 大組織主軸：基礎教育、高等教育、非正規教育、政府部門人

權教育、司法體系與都市安全的專業教育，以及教育與媒體，分別聚焦於不同

領域，清楚規劃出市政府部門未來實施方向。

人權教育計畫逐步邁向成功，讓人權教育在聖保羅市走向制度化，挑戰過

去傳統思維，真正落實《世界人權宣言》第 26 條第 2 項：「教育的目的在於充

分發展人的個性並加強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參、聖保羅市的人權教育政策

相較於前述「市人權計畫」的制定，2013 年—2016 年聖保羅市人權教育

政策的研擬過程更加曠日費時，涵蓋範圍也更廣泛深入。政策制定初期因為

人權教育被視為市府施政的首要之務，因而獲得支持；而且為向人民負責，聖

保羅市在「2013 年市政目標計畫書」中更列出相關目標，包含將人權教育納

入市政府教育體系（目標 63），以及安排 6,000 名市政府警衛隊人員（武裝警

察）接受人權培訓、2,000 名人員接受衝突調解培訓（目標 39）。

聖保羅市人權教育政策由數個工作小組實行，從一開始，核心任務便聚焦

於基礎教育，首要目標為正規學校體系的國民人權教育、將人權教育納入學校

課程，以及為專業教育人員提供相關培訓。4 依據其特性與目標，工作小組推行

的各項措施可歸類為 4 項主軸：

教育：落實將人權教育納入正規教育的公共政策，由「市府人權與公民事

務秘書處」以及「市府教育事務秘書處」共同負責。5

4 市政府採用相同程序推動高等教育階段的人權教育，請參閱 Bittar（2014:	375–396）。
5 以下列出教育主軸的多項成果：透過各種管道培育 6,265 位人權教育的教育人才，包含商請聯邦

聖保羅大學（UNIFESP）／巴西 ABC 聯邦大學（UFABC）（GDE;	EDH	–	MEC-SECADi）提供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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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文化議題中，增進民眾對於人權公共教育政策的關注，由「市府

人權與公民事務秘書處」以及「市府文化事務秘書處」共同負責。6

公共安全：在都市安全的專業人員培訓課程中推廣人權教育公共政策，由

「市府人權與公民事務秘書處」以及「都市安全事務秘書處」共同負責，並與

市政府警衛隊訓練中心合作。7

協助；辦理 2 次市政府研討會（2014 年，集中辦理研討會，共計 182 位與會者；2015 年，分散

辦理研討會，共計 1,394 位與會者）、規劃課堂教學與遠距課程、辦理「絕對要尊重！」訓練課

程、辦理發表會、座談會等等活動；連續四年在聖保羅市學校體系舉辦市政府人權教育獎（2013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鼓勵各方人士積極參與，累積獲獎計畫方案達 40 餘種，來自

於 13 個聖保羅的區級教育部門，獎項分為以下類別：學校組、教師組、學生組，而第四個類別

是用以表揚人權教育與人權相關的各領域教育機構所推動的措施，計畫主題多元，旨皆在於促進

人權（如反暴力、永續、記憶與真相、國民營養、兒童種族歧視、童年、民主行政、城市交通、

種族歧視、平等、藝術與文化、多元化等）；政府承諾在「聖保羅市教育計畫」（PME，市政府

第 16.271號條例，2015 年 9 月 17 日）中納入（SME;	SMDHC）市府教育秘書處的行動準則，以

及 2 條針對人權的市府教育準則，該條例確立聖保羅市未來 10 年的長程教育計畫，其中有兩項

準則與人權有關：第 7 目「推動人權教育」、第 10 目「推廣人人平等與尊嚴原則以及抵抗一切形

式暴力原則」；推動 4 個人權教育中心的制度化（SMDHC;	SME/	SDH-PR），推廣人權教育，包

含北區的加丁姆保利斯塔市中心（CEU	Jardim	Paulistano	–	João	Eloi	do	Nascimento	Collection），

南區的卡薩布蘭卡市中心（Casa Branca）、東區的聖拉菲爾市（CEU	São	Rafael	–	Brayan	Yamarico	
Collection）、西區的佩拉瑪羅市中心（CEU	Pera	Marmelo	–	Seu	Souza	Collection），透過以下人權

教育主軸推行：民主行政、地區性匯集、講述教學 / 教學法的教材之設計、訓練教育專業人才，

以及在各人權教育中心建立人權教育相關書籍資料的館藏（包含超過 5,400 種書籍與其他人權相

關資料）；由阿育王愛創家組織（AshokaChangemakers）贊助並舉辦「人權在拉丁美洲：推動改

變！」比賽，共有來自 16 個國家的 346 件計畫作品參賽。

6 以下列出文化主軸的多項成果：所有相關部門（SMDHC;	SME;	SMC;	SPCINE）共同舉辦四次人

權短片主題影展（2013 年：「改造」；2014 年：「文化公民」；2015 年：「城市教育」；2016：「難

民」），在許多人權培訓課程中播放，計有 2,062 名學員曾觀賞影片，再加上所有的展覽場次，觀

賞人數估計有 32,000 人，這些展覽在聖保羅市內各個文化與教育中心展出，展出地點集中在市

郊（2013 年 45 場；2015 年 57 場；2016 年，20 場），政府頒發 22 個獎項給予影片導演與文化製

片。經由 55.759/2014法令與市府條例 037/SMDHC/2015，創立「保羅 • 埃瓦里斯托 • 阿恩斯主

教人權獎」，聖保羅政府藉此向顯然曾奮力捍衛或發揚人權的人民與機構團體致上萬分敬意，這

些影片也在國際人權日（12 月 10 日）的相關活動中定期播放，並邀請三位曾在聖保羅市的人權

奮鬥史上擔任重要角色的人物到場：Carlos Alberto Libânio Christo OP (Frei Betto)、Luiza Erundina 
、Fr Jaime Crowe。

7 以下列出本主軸的多項成果：共計 6,420 名市府警員接受人權訓練，4,547 位執法人員接受衝突調

解培訓，且持續在市政府警衛隊訓練中心（SMSU;	SMDHC）參與循環式訓練（13 種人權主題課

程），市政府警衛隊訓練中心辦理人權相關活動，透過各種策略在該機構文化中建立人權理念，

包含：與國立調解學院 ENAM/MJ、SMSU、人權與公民事務秘書處 SMDHC 簽訂夥伴關係、規

劃衝突調解訓練、都市安全訓練中心的課程重新設計（EQP 課程時數從 4 小時增加到 8 小時）、

研議重新規劃都市安全訓練中心成人教育課程的學習科目、修改 2,000 名新進執法人員的雇用合

約、都市安全訓練中心的學術委員會推動措施、發放主題學習包、講解教學法內容、加強都市安

全訓練中心與規畫主題訓練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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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公部門的人權教育公共政策推行，由「市府公共政策管理秘書

處」執行。8

聖保羅市人權教育政策的建置並非從無到有，事實上，聖保羅「市府人權

委員會」（Comissão Municipal de Direitos Humanos, CMDH）早已紮下人權教

育的根基，該市也具備在教育體系中推廣人權的經驗，對於聖保羅市內許多重

要的人權倡導者、各種公民機構與非政府組織的努力，市政府也深表肯定。然

而，推動人權教育政策遇到的種種困難、阻力與障礙還是不容忽視，而且政策

實施方式必須配合現實需求，而非讓現實情況遷就政策，幸好，在 2013 年的

第一場協調會後，聖保羅市人權教育政策的推行逐漸展現成效，尤其自 2014
年以來更是漸入佳境，2015 年加強推行力道，2016 年進入鞏固階段。

最後，為了凸顯這次人權教育公共政策的焦點，聖保羅市政府選擇在

2016 年 12 月 3—10 日的人權週頒布「市人權計畫」，時值聖保羅市第 4 屆人

權節。9 這個計畫為人權工作提供一個完善架構，確保各項正在推展、執行與實

施中的人權工作能夠永續運作，讓聖保羅市持續在教育、文化、社會安全、公

部門等領域打造領先群倫的人權經驗，更象徵性驗證市政府過去 4 年來推動規

範性措施，苦心經營的成果。

肆、聖保羅市政府以參與式程序建構人權教育計畫

「市人權計畫」的參與式建構過程，與 Nancy Flowers 所主張「社區參與

顯然是打造『體驗』的核心」之理念相符（Flowers and Shiman, 2007）。聖保

羅市政府人權與公民事務秘書處的人權教育協調辦公室在 2015 年至 2016 年間

8 以下列出本主軸的多項成果：因應人權與公民事務秘書處的行政人員訓練需求，設計出針對市府

公務人員的訓練課程，與聖保羅市政學院（EMASP）及市政府行政秘書處（SMG）合作，以創

新教學方式（簡報、主題論壇、實際體驗、電影辯論、演講、研討會、公務員訪談等方式）進

行，共有來自 18 個市府秘書處的 190 位公務人員參與課程，建立具備明確架構的課程、教學方

式，培育出永續公部門人權主題課程（聖保羅市政學院自 2016 年起推行「基本人權與公民素養

訓練課程」，學習時數共 24 小時，「人權 EAD 課程」，學習時數共 90 小時）的講師。

9 成果羅列如下：參與式運作成效卓著（一年的諮詢期間當中各階段皆有不同參與人）；依據「國

家人權教育計畫」中的條文，調整「聖保羅市人權教育計畫」，讓最終版本內容更為系統化；市

政府第 57.503 號條例的頒布（2016 年 12 月 6 日頒布），是市政規範的里程碑，透過六項結構性

主軸六項主軸（基礎教育、高等教育、非正規教育、政府部門人權教育、司法體系與都市安全的

專業教育、教育與媒體）讓聖保羅市的人權教育政策更為一致、更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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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策畫，花了整整一年設計出參與式建構程序，劃分為多重階段，並讓各界

人士參與其中。為了發展出「市人權教育計畫」，市府人權與公民事務秘書處

透過人權教育協調辦公室建立一個公部門與公民社會間的聯繫網絡，也成立數

個公私立機構，旨在為聖保羅市打造人權與人權教育的文化。

從《聯合國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第 7 條第 1 項：「國家以及適當情況下

的政府相關主管部門負有促進和確保人權教育和培訓，並本著參與、包容和負

責的精神加以發展和實施的主要責任」可知，推動人權必須講求民主，並採取

參與式的實施方式。要達到這一點，必須慎重考慮是否落實以下各階段：

1.	 人權教育的制度化

2.	 建立聯繫網絡

3.	 具體研議各項措施、參與人、運作情況、參與族群等資訊

4.	 實施公共政策

5.	 評估成效

6.	 持續不斷與各方參與人維持密切聯繫，了解運作情況

7.	 參與式過程中進行對話

8.	 公共政策推行成效的可信賴性

因此，市政府針對不同的社會參與方式構思出許多策略，確保在程序中的每一

方都能確實參與其中。程序步驟如下：

1.	 提交計畫初稿至秘書處進行審核

2.	 2016 年 3 月 10 日至 3 月 31 日間，在「聖保羅市公開資訊網」（São 
Paulo Aberta）上徵詢公眾意見

3.	 鼓勵辦理研討會，廣徵提案與建議

4.	 向市府各相關秘書處諮詢意見

5.	 針對曾參與推行人權的各機關團體徵詢意見

6.	 將計畫內容呈予秘書處人權教育跨部會小組的成員

7.	 提交計畫以進行審核與各地討論。包含聖保羅市教育體系中的 4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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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教育中心，以及由人權教育跨部會小組、民間促進人權教育的機構

（Nuclei for Education in Human Rights）所辦理的內部研討會，在過程

中持續鼓勵針對計畫內容進行討論，積極取得技術性進展。

市府收到來自各方眾多的建議與修改建言後，人權計畫方告彙總完成，最終版

的內容經由明確的司法程序成為市政府條例。

以上每個階段都是確保最終計畫內容品質的關鍵。民主不只是政府的事，

應該透過共同經驗加以改造，針對普遍存在的社會與教育難題，思考如何與社

會大眾建立互信。聖保羅市政府的作法特別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大

眾的互動，在這次政策制定過程中，此層面是直接汲取自具體經驗。

在此次人權教育政策的制定進入辯論與實施程序前，相關的倫理社群也許

尚未成形，但是在過程中持續進行訓練、導入各種資源、不斷擴張茁壯，因此

在政策制定的最後階段，倫理社群已經連結足夠資源，可以派代表人員在各公

開會議中參與討論、表達意見，也促成人權教育計畫的最終定案。我們無時無

刻都在與他者共建共存，如何動員他者的力量便是成功的關鍵，俾使眾人齊

力打造出人權教育計畫。在建構計畫的過程中，多虧各方發揮調解作用，讓每

一天的任務都能順利進行，而注重建立關係、群體交流互動、各種角色的相

輔相成，則有助凝聚整個社群，共同發展出以公共利益與社會正義（Sobottka, 
2009: 158）為優先的共識。

民主程序與人權的真意，兩者不可分割。由社群主義觀點中的民主概

念來看，人權教育的目標應著重於「公民社群」（civic community）的概念

（Benevides, 2009: 323）。在推動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上，這是非常重要的理

念，能引導公民如何衡量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Putnam, 2006: 101）。可以確

定的是，政府基於需求而提倡公民積極參與，在各個領域（正規教育、非正規

教育、第三部門、市政府公務人員）大力推動公民積極參與社會事務，這個作

法對於提高人權教育計畫定案內容的品質而言，確實發揮關鍵力量。不僅如

此，鼓勵公民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措施更整合至後續程序，締造更豐碩的成

果，嘉惠所有聖保羅市民（Putnam, 2006: 103）。當然，原先聖保羅市內各公

民機關團體、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公務員、熱心回應號召的市民等，也提供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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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支持，為政策的制定做出貢獻。

在人權教育發展的各個前哨站，市民彼此間的關係更加鞏固，所有合作夥

伴也因而能更深入參與，在計畫建構的各個階段與特定共同任務中都能扮演積

極參與者的角色，因此，十分強調民主方法的運用，而激發了在這個參與過程

當中的學習動機。哈伯瑪斯提出所謂的參與式民主，不僅是出現在「結果」，

或是各項措施、計畫或公共政策的「最終產出成果」。

因此，為了讓整個計畫逐漸走向客觀化，並為聖保羅市建立規範性的模

式，便必須在人權教育議題中發展互惠互利的關係，且不受干擾或時間限制。

而這種互惠互利的關係讓社會資本成為提升市府公共政策品質的決定性因素，

這一切都建立在彼此互信合作的基礎上（Putnam, 2006: 160），各方共同承擔

面對為聖保羅市開創規範的責任，這也讓參與其中的公民與公務人員成為政治

哲學家佛斯特（Rainer Forst）所指稱的「創建法制的公民」（legal citizens），

即藉由他們行使權利，基於此，公民成為權利與正義的主人（Forst, 2010: 
313）。以上的具體經驗明白顯示，參與式民主能有效打擊暴力、喚起大眾意

識，也是確保人權與人權教育能順利發展的關鍵因素。

伍、聖保羅市人權教育計畫的發展主軸

「聖保羅市人權教育計畫」包含 6 項主軸，由聖保羅市政府人權與公民事

務秘書處的「人權教育協調辦公室」與「市政府人權教育委員會」主責監督與

實施的工作（市政府第 57.503號條例第 2 條）。條例的附錄中詳細列出「市計

畫」的介紹、實施方法、整體目標與行動方案，以及 6 項主軸（基礎教育、高

等教育、非正規教育、政府部門人權教育、司法體系與都市安全的專業教育，

以及教育與媒體）。

人權教育計畫更廣泛的目標包含以下 11 項任務：

1.	 在建構自由正義、多元民主、團結一心的社會中鞏固人權

2.	 著重組織的策略性角色、強調人權教育的規劃，並強化建構一個社會

民主的法治國家

3.	 依據各地域的差異與特殊需求，協助實現中央與地方的承諾，將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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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融入家庭生活、人際互動、工作職場、教育與研究機構、社會運

動、公民組織、文化表現等各個面向的形成性過程當中

4.	 在人權教育政策的實行中鼓勵國內外進行合作

5.	 加強教育與人權公共政策的橫向連結，推動各領域的制度內與跨制度

的發展（包含教育、健康、通訊、文化、安全與都市交通、運動休閒

等領域）

6.	 市政府的教育政策以建立尊重人權的文化為目標

7.	 設立人權教育各相關計畫與方案的施行目標、準則、行動方案

8.	 鼓勵針對人權教育進行反思與研究，優先考量議題包含：公民權利、

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與文化權利，以及尊老愛幼、跨世代關

係、消費意識、記憶與真相、移民、遊民、性別、種族、宗教、傳統

民族、性取向、身心障礙和資賦優異等主題

9.	 鼓勵建立從人權教育觀點出發的市政公共論壇、討論中心與平台、機

構與政策

10.	明確設計出各項計畫、方案與行動的評估與監督策略機制

11.	支持聖保羅市教育體系中的 4 個人權教育中心，包括南區的卡薩布蘭

卡市中心、北區的加丁姆保利斯塔市中心、東區的聖拉菲爾市與西區

的佩拉瑪羅市中心，這些是人權教育計畫中 6 項主軸在各地的指標性

中心。為了具體實現這些目標，人權教育計畫中提出七項行動方案：

（1）規範性與制度性的發展、（2）產出資訊與知識、（3）辦理活動集

會、（4）撰寫並發布各種文件教材、（5）針對專業人員進行增能訓

練、（6）各種計畫與專案的行政經營、（7）執行計畫運作機制與設備

的監督、評估與更新工作

由以上各項任務來看，如果說人權計畫的參與式建構程序已經困難重重，實際

執行的過程將面臨更艱鉅的挑戰。

就架構與層次而言，人權教育計畫的 6 項主軸內容皆完備各項指導原則與

組織嚴密的行動方案，如果有需要則可一次呈現一種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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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教育

本主軸包含 26 項綱領措施，旨在持續進行培訓工作，其中包含設計人權

教材，以及發展制度化的參與式機制，促使人權納入正規教育課程。預計培訓

約 8 萬名現職的專業教育人員，共計約 1,451 間聖保羅市教育體系內的學校參

與，本主軸著重於課程發展、政略化教學計畫、培訓專業人才與師資、建立制

度性對話機制、落實師生自治、並鼓勵發展各種相關措施、計畫與程序。

（二）高等教育

本主軸包含 10 項綱領措施，涵蓋聖保羅市內許多州立、聯邦、私立大

學，期許高等教育體系能發揮潛力，透過教學、研究與延伸計畫推動人權教

育。然而，聖保羅市並不需要為巴西州立或聯邦大學的制度化發展擔負法律責

任，因此這些綱領措施旨在促進各項計畫的整合、建立交流網絡、規劃實行措

施、鼓勵舉辦研討會以及培訓課程。

（三）非正規教育

本主軸包含 15 項綱領措施，著重在強化市民自主意識，採取非官方措施

在正規教育中宣導人權，並規劃聯繫網絡、建立人權倡導者的對話機制。

（四）政府部門人權教育

本主軸包含 4 項綱領措施，主要由聖保羅市府學校行政處負責，該處共有

167,331 名市府公務人員（分屬健康、住房、運動休閒、環境、交通、教育、

文化、都市安全、衛生、建築、行政部門），這些措施旨在確保市府公務人員

能依據人權原則獲得完善的人權訓練。

（五）司法體系與都市安全的專業教育

本主軸針對司法體系的專業人員（即市政府檢察官）設計 2 項綱領措施，

主要透過市政府司法執行準則課程加以訓練並推廣。另有 25 項針對都市安全

專業人員所擬定的綱領措施，因市府警衛隊在保護市民權利事務中扮演重要角

色，因此市政府警衛隊訓練中心為 6 千名市政府警衛隊成員持續提供訓練課

程，確保每位成員都能遵照都市安全原則行事，持續讓專業人員接受循環訓

練，並針對都市安全實務開發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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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與媒體

 本主軸包含 19 項綱領措施與目標，旨在鼓勵擴增溝通管道，在主流媒

體推廣人權的方式，針對人權文化發起宣傳造勢、辦理各式活動、設計方案與

機制。

陸、聖保羅市公共政策與公民意識之解放

建構人權教育的市府政策實是一大艱鉅任務，堪稱困難重重，過程中遇到

許多現實情況的挑戰，以及與巴西政府部門相關的難題，幸好在執行過程中能

逐漸落實最初所預期的目標，形成完善的政策，整體進展在 2014 年與 2015 年

漸露曙光。各項計畫方案透過民主對話、專業承諾、群體合作的方式讓社會大

眾接受，大眾也認同公共議題的必要性，但建構過程還受到其他複雜因素影

響，受制於政府部門機構間迥異的運作與工作模式。然而，所有參與者受到人

權教育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民主交流互動方式的激勵，仍是充滿動力，而人權

教育本身在聖保羅市就是一項革新，這也表示人權計畫未來的實施階段將充滿

關卡，執政者要準備迎接下個 10 年的挑戰。

除此之外，所有的方案計畫都是與各地社群、參與者與公民共同構思的

成果，討論會議的地點涵蓋範圍很廣，因為聖保羅市的地區十分多元，地區

差異性甚大，甚或互有敵視，居民往往需面臨各式棘手難題，需要奮力爭取自

身權利。而在這次建構市政府政策的過程中，各地遇到的特定問題不僅都獲得

尊重，在政策制定中、在人權教育實踐重新定義身分的認同中也發揮參考作

用。10 唯一的結論就是，為了讓人權教育計畫達到效果，聖保羅市內所有地區

都要為計畫貢獻心力，讓政府聽到人民真正的心聲，最終讓這份計畫內容成為

聖保羅市重要的法律參考依據。在文件內容形成的過程中，這樣的社會資本能

持續扮演十分積極的角色，也對計畫內容具有影響力。

柒、結論

10 因此，這種民主式、參與式的設計著重發展互相學習的關係，讓計畫更為強化統合，而彼此關係

更為深化，讓此階段提出的數個提案都有助達成市政目標，包含目標 63（完成率目標 100%，達

成率 100%）以及目標 39（完成率目標 100%，達成率 167.2%）。資料來源：聖保羅市政府網站 , 
2017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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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市的人權教育政策從發想到鞏固的過程歷時 4 年，自 2013 年開始

一直到 2016 年，其中的具體實務經驗非常值得與其他城市、國家分享，肯定

讓他國獲益匪淺。此外，這項人權教育政策也堪稱聖保羅市政的歷史里程碑，

不僅因為這是一項創舉，也因為該政策能提升既有計畫與措施的價值、強化各

項措施、行動方案的落實。

相較而言，2016 年的「市人權計畫」是以 2006 年的「國家人權教育計

畫」為起點，但是前者更為現代化、完整性、複雜性、明確性更高，更符合聖

保羅市各地區的人權教育需求。

今日，「市人權計畫」與更崇高的價值相連結，這些價值能引導計畫的執

行，而這份文件也成為全世界的人權教育參考基準。

「市人權計畫」的 6 項主軸為教育人員、公務人員提供重要的規範性準

則，此 6 項主軸的架構可持續明確地在聖保羅市打造完善的人權教育。

教育學家弗雷勒的教育觀與哈伯馬斯的民主觀，在建構人權教育公共政策

的過程中已被證實為兼具現代性與實用性的工具，這些理念彼此緊密相繫。此

外，可以肯定的是，從公共政策的建構過程中所汲取的具體經驗，能更強化其

他計畫撰寫參與者所分享的理念，讓基於人權的法律、民主、道德與和平能更

密切連結。11 一方面來說，少了人權教育法規，讓人有藉口違反人權，另一方

面，其實許多分析與研究結果顯示，制定出法規並不表示其目標已經達成，如

何執法落實才是真正的挑戰（Dubois,	2007:	466–467）。

以巴西聯邦層級當前所出現的危機來看（2013 年—2017 年），若說今日

的巴西正遭逢許多民主難題，這份人權教育法規其實有助引導大眾以正確觀點

看待種種挑戰，因為這份「市人權計畫」關切的是往往被排除於公共辯論以外

的議題，聚焦於人權的系統化、定位、參考、安全性、制度化、合法性，不僅

是歷史性里程碑，也是象徵性指標，這份計畫讓聖保羅市所有與人權相關的論

述、實踐、舉措、計畫具備民主正當性與合法性。

從種種具體經驗的成果中可以了解，人權教育法律的實施雖仍有所不足，

11 「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對於社會與法律層面認可人權，能為社會帶來和平繁榮。」（Bix, 2017: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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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推行新保守主義來說已是跨出重要的一步。本文探討的是，從民主與人權

的關係出發，透過對話、內容與情境深究、地區性問題探討而推行全世界的重

要具體經驗。因此，雖然聖保羅「市人權計畫」的架構可以被複製，具體實踐

方式應該根據不同文化、族群、城市的地區性需求與問題而有所不同，而聖保

羅市則可視為一個全球參考基準，因這裡具備針對建構與規劃人權教育的架構

式提案。

「市人權計畫」具有其重要性，然而我們應該了解，由於聖保羅市的規模

與人口數龐大，且存在暴力、貧窮、不平等種種問題，設置「市府人權與公

民事務秘書處」也是一種正向發展，但是其運作將需要各方通力合作、強力支

持與未來資金的承諾，中期或長期目標的實踐需要詳盡規劃，不能只靠聽天由

命。聖保羅市具有幅員遼闊的地理特性且各地族群存在多元歧異性，因此民主

的實踐確有不易之處。

聖保羅「市人權計畫」的實施將是未來的一大挑戰。該計畫旨在確保人權

教育的公共政策可被理解為國家政策，而非僅是地方政府政策，尤其，我們將

行動者之間的衝突與公共行動所隱含的共和主義色彩都考量在內。這份計畫與

人民建立起真正的實質連結，讓人民有信心，未來聖保羅市的人權教育將愈趨

深化穩固。根據《聯合國人權教育與培訓宣言》第 3 條第 1 項：「人權教育和

培訓是終生的，涉及所有年齡階段」，聖保羅市的人權教育計畫將望向深遠的

未來，我們知道將來會面臨種種新的挑戰，然而人權教育之路永無止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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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tains a report of the process of drawing up the municipal decree 

o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of	the	city	of	São	Paulo.	It	describes,	and	reflects	on,the	
participative coordination proces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ormative paradigm f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	in	the	municipal	public	services	of	 the	city	of	São	Paulo.	
This	norm	was	established	by	Municipal	Decree	No.	57.503	(2016).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public	policy	management	of	the	first	Municipal	Secretariat	of	Human	
Rights and Citizenship in the history of São	Pa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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