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108 年度臺中市「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性別平等教育融入教學教案設計甄選活動」單元教學活動設計
【 眼見不為憑 】~當鍵盤主
班級 二年級
人數
人、溫暖一同行!!
國中社會公民第四冊第六單
元
教材來源
時間 社會課/ 班會時間
現代少年的法律基本常識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單元名稱

45 人

為引導學生能理性且脈絡化地覺察和省思問題，以深化情意與展現
行動，期望孩子們能在「兒少性剝削」概念及態樣上，能建構正確
的價值觀，強化對週遭事物的敏感度，適逢「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修正，本教案設計聚焦於「兒少性剝削法規」議題上，配
設計理念
合 108 課綱研發素養導向「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教育」主題課
程，將法治議題融入社會課和班會課教學；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為主題，除社會課外，另於班會時間推動，以期符合性
別平等教育概念之落實、延伸與推展。
國中學生正值青春期，在這常態的班級裡，需面對程度不一的學
生，要能適時掌握班上同學的學習狀況，在教學現場，難免會有些
同學專注力不夠，容易分心，故須先以「影片觀賞」來引起學習動
學生學習
機，佐以分組合作學習，運用口頭問答方式，讓這些同學能集中注
條件分析
意力，另外對於程度較落後的學生，則須適時調整講解速度，並藉
由不同教學法的操作運用與問題討論，合作學習以提升學習成效。
問答法、分組討論合作學習法、發表法、省思心得分享法、價值澄
教學方法 清法、影片學習法、講述法、自主學習法
1.影片播放及影片內容截圖
「解謎兒少性剝削-第一集別亂貼標籤」影片
影片來源：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YouTube) 版權所有
2.電腦筆電、單槍投影及布幕、手機 Kahoot APP
教學資源 3.自編教材：
「【眼見不為憑】~當鍵盤主人、溫暖一同行!!」簡報
4.學習單: 眼見「不」為憑~學習單、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閱讀理解學習單 ※菲律賓最後彌撒-女童淚問教宗：上帝怎
麼會容許雛妓發生？
6-4-3
舉例說明各種權利(如學習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權、自由
權、機會均等權及環境權等)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
能力指標
6-4-4
(寫出指標
舉例說明法律與其他社會規範的差異及相互關係，以及違反義務或
全文)
發生衝突時所須面對的法律責任。
6-4-5 說明個人如何爭取保障及權利、紛爭解決的機制及司法系統
的基本運作程序與原則。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一、認知面：瞭解性別相關權益
6-3 其他保護少年的法律
二、情意面：尊重自我與他人的權益
能說明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
1. 協助學生「檢視和反省」自己的價值觀
少年福利法及勞動基準法對青
和信念。
少年的保護內容。
2. 修正自己的價值判斷與發展自己的價值體
系。
(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3. 引發學生主動探究與互動的學習。
為單元設計主題。)
三、行動面：
1.活用各種資源，培養危機處理的技巧與
能力。
2.探究性別相關議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教學內涵與歷程
教學活動

具體目標

教具

時間

評量

5
分
鐘

提問法

10
分
鐘

分組討
論合作
學習法

壹、 準備活動
教學前準備活動
1.教師在課前準備上課相關資料及製作
教具、海報。
（電腦筆電、教學 PPT）
2.教師請小老師告訴全班同學，在正式
課前先行分好小組，並按小組分組坐
好。
3.準備教材，分析法規適用之內容。
引起動機 授課教師引言:
請大家靜下來想一想，當你看到同學傳
來的「性對話截圖」時，是不是曾經在
不知道事情原委下，就立刻判斷是非對
錯？
當有人傳出一則「性曖昧訊息」
，來邀約
你單獨出遊時，你會不會就立刻評斷這
個人，告訴旁邊的同學說這個人不好呢?
雖然「眼見為憑」是很多人判斷是非對
錯的定然律令，更是放諸四海皆準的評
判準則，但是事實上，很多時候卻是
「眼見不為憑」，大家都誤會了呢? 實際
上真正的原因是帳號被盜? 被斷章取義?
被截圖? 被移花接木?
實際體驗 貳、發展活動
活動一:故事接力賽
這個故事是___________

電腦
筆電、
單槍投
分組(分成五小組，每組 9 人)，進行討 影、

備註

論:
布幕
1. 請同學看一下底下這圖示，進行分組
故事接力。
圖示如下，

圖片來源:
「解謎兒少性剝削-第一集別亂貼標籤」
影片截圖，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版權
所有。
2. 故事接力方式:
緣起→發生(人、事、時、地、物)→
結論
每組 9 人，其中 7 人依序完成故事接力
後，由另外 2 人，進行故事評論、提問
及彙整。
3.抽出 2 小組，被抽中組別，派出代表
上台，發表第一輪故事。
活動二:旋轉咖啡杯
1.每組留下 1 人，其餘組員到下一組(順 電腦
時針方式運作)
筆電、
2.原組留下的同學，分享前一組的故事 單槍投
接力
影、
3.教師公布以下圖示:
布幕

圖片來源:

10
分
鐘

發表法

「解謎兒少性剝削-第一集別亂貼標籤」
影片截圖，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版權
所有
4.原組留下的同學，與新成員共同完成
第二輪故事接力。
5.抽出 2 小組，被抽中組別，各小組派
代表，上台發表第二輪故事。

省思心
得分享
法

問題釐清 授課教師:
請同學寫學習單，比較「兩輪故事」版 學習單
本的差異。
問題:
為什麼「同一事件」
，經過「不同組員」
描述，會產生「不同差異」?

價值澄
清法

價值思辨 思考:
1. 在不清楚事件經過時，能不能看圖說 學習單
故事，四處去傳佈?
2. 個人臆測、斷章取義的後果，會造成
什麼影響?
3. 如何防止問題發生?
4. 政府如何立法，來加以防止?
觀念形塑 參、綜合活動
一、影片播放:
解謎兒少性剝削-第一集別亂貼標籤
小組討論:
影片討論及心得分享
教師總結:
「傳話和截圖」是誤會的開端!!
判斷自己「聽見、看到」的每一件事，
每個人都應是自己鍵盤的主人；不該人
云亦云、務求審慎判斷、明辨是非、提
升思辨能力，期待「同理心」可以在網
路虛擬世界中發芽，且讓良善的種籽，
在青春的苗圃中開花結果，守護著每一
個年輕的生命!

10
分
鐘

價值澄
清法

電腦
5 影片學
筆電、 分鐘 習法
單槍投
影、
布幕
講述法

二、網站自學:(使用全國法規資料庫網 電腦
5 講述法
站)
筆電、 分鐘
單槍投
教師介紹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帶領學 影、
生上網檢索「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布幕
例」，並搜尋出來可以應用在上述影片故
事的相關法規內容。

探究學習 肆、課後活動
教師解說回家作業:
1. 個人作業:
(1)完成「性平教育-兒童及少年性剝 學習單 5 講述法
削防制條例」閱讀理解學習單。
分鐘
(2)觀看影片，衛生福利部保護
自主學
服務司「解謎兒少性剝削-第二集拜
習法
金惹的禍」。於下一堂課討論及分享
心得。
2. 小組作業:
閱讀全國法規資料庫法規資料後，每 Kahoot
組設計 2 道試題和答案(四選一)，繳 APP
交給小組長，匯集成該組的 Kahoot
試題，待各小組完成試題彙編後，上
傳至班級 Line 群組，由班長製成
Kahoot 試題。
小組完成作業時間，採課後自學方
式，限定於 3 周內完成。
3. 進階作業延伸:
規劃參加司法院舉辦之法規競賽，以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專題
為主題內容，於班會課推廣性平教
育，舉辦辯論賽或分組 Kahoot
APP 搶答競賽。
==============================
~課程結束~

自主學
習法

自主學
習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