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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自己，保護他人
單元名稱 Respect Ourselves and Protect 班級 2 年 9 班 人數
28 人
Others
教材來源 自編學習單、簡報、網路影片 時間 兩節課/90 分鐘
國中學生在課程中學習到許多與性別平等議題相關的知識，然而，雖然
學校致力於培養學生正確的觀念，學生們卻並未將所學完全實踐於生活
當中，由於讓學生們在校園生活中學會尊重及友善的對待他人有助於品
德及團隊精神的提升，也希望學生能夠友善地對待師長及同學，互助合
作、一同成長，因此，教師在課程的初始便著重於強調友善校園及性別
平等的重要性，並且引導學生省思自身行為。
此外，隨著網路的普及，國中學生上網的比例也越來越高，但是懂得保
設計理念 護自己以及如何安全地使用網路是青少年皆須學習的重要議題，根據衛
服部的統計資料中顯示，越來越多的受害案件起因於青少年在使用網路
時受到有心人士引誘而遭受性剝削的侵害，因此，此課程旨在讓學生了
解何謂性剝削，該如何避免自己陷入危險之中，以及當發現身邊親友疑
似遭遇相關事件時能夠適時地提供協助，希望學生在參與此課程後，能
夠體認到不論男女皆有可能遭遇性剝削的侵害，而當同學出現異樣時，
能夠適時關心並通報師長及相關單位，真正地實踐尊重自己、保護他人
的意涵。
1. 學生已經具有性別平等意識，但尚未完全實踐於生活中。
2. 學生有使用網路的習慣，但是尚未建立安全使用網路的警覺心。
學生學習
3. 學生能夠聽懂、讀出所學到的基本英語單字、句子，並且能夠試著使
條件分析
用於日常溝通。
4. 學生樂於參與課堂中的練習活動，並懂得互助合作。
1. 講述法: 向學生闡述性別平等及性剝削的定義及應對方式。
2. 問答法: 透過不斷地提問引導學生省思並加深對此議題的理解。
3. 自然教學法 (NA)-教師根據課程內容加入一些比學習者目前英文程度
再略高一級的內容(i + 1 的概念)，以培養學生達成口說與書寫能力
教學方法
的目標。
4. 發表教學法: 透過第一堂課的知識傳遞建立學生的鷹架，讓學生在第
二節課能夠透過分組合作進行短劇演出來展現自己對此議題的理解。
5. 多元化評量: 透過問答、活動參與度等評量方式評估學生綜合表達能
力，以及透過學習單的完成度來評估學生的讀寫能力。
硬體設備:電腦、電子黑板
參考資料:
1.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 維基百科-性別平等定義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nder_equality
3. 教育部性別平等全球資訊網-性平教育的核心理念
教學資源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home/index
4. 全國法規資料庫-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23
5.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辦理情形
https://dep.mohw.gov.tw/DOPS/lp-1303-105-xCat-cat05.html
6. 社會安全網-關懷 e 起來

https://ecare.mohw.gov.tw/#
影片:
1. 2018 彰化縣反性剥削宣導- 少女琪琪的煩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7oiWseXqXQ
2. 青春自主，不做「兒少色情」的魁儡！─「iWIN 熱線」斷開鎖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1N95InYwIA
3. 有些東西是不能跟好友分享的！(蔡阿嘎 X 網路性傳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6orcKz1Nas
4. 關於青少年自拍裸照--家長及照顧者需要知道的事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ThcfHCwsAA
5. 竹林中學國一勤-性剝削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q27lswvMSs
6. 青潭國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Xj6SO8WJek
英文領域
聽力
1-Ⅳ-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Ⅳ-3 能聽懂基本或重要句型的句子。
口說
2-Ⅳ-1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能力指標
2-Ⅳ-5 能以簡易的英語表達個人需求、意願和感受。
(寫出指標全
寫作
文)
4-Ⅳ-3 能掌握正確書寫格式寫出英文句子。
4-Ⅳ-5 能依提示寫出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學習興趣與態度
6-Ⅳ-1 樂於參與課堂中各類練習活動，不畏犯錯。
6-Ⅳ-3 樂於參與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動（如營、歌唱朗讀演講段落寫
樂於參與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動）。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認知目標：
1-1 能夠以自己的方式說明何謂性別平等以及性
1. 了解性別平等以及性剝削的定義 剝削
內容。
1-2 能夠比較性別平等的中英定義差異
2. 了解與性剝削議題相關的英文單 1-3 能夠舉例哪些行為屬於性剝削
字及用法。
1-4 能夠正確念出單字
3. 了解該如何應對性剝削相關案件 1-5 能夠應用單字進行造句
情意目標：
1-6 能夠知道如何透過網站及電話通報案件
1. 認真地參與課程。
1-7 能夠知道如何避免遭遇性剝削
2. 積極地參與活動及討論。
2-1 能夠主動回答問題並分享自己的看法
技能目標：
2-2 能夠和同學合作討論並設計出短劇內容
1. 建立價值觀念並能運用所學知
3-1 能夠內化學習知識並撰寫學習單
識。
3-2 能夠上台演出與同學討論過的劇本
教學內涵與歷程
具體
目標

教學活動
第一節

教具

時間

評量

備註

1-1
1-2
1-3
2-1
3-1
1-7

1-6
1-7
2-1
3-1
2-1
3-1

1-3
1-7
2-1
1-4
1-5
1-5
2-1
2-2
1-4
3-2

一、 課前準備
老師
（1）準備好上課要使用的教材、學習單。 簡報、學
（2）設計好教學方法和教學順序。
習單
二、 引起動機
教師詢問學生課程標題的意義並連結到今日
的課程內容。
三、 發展活動
(一) 議題探討
1.教師在講解課程內容前根據學生的先備知 簡報、學
識引導他們發言以及回答問題。
習單
2.教師發下學習單並提醒學生須根據簡報內
容做填答以及省思。
3.教師教授課程內容，並在闡述觀念時透過
問答的方式讓學生思考並分享自己的看法。
4. 教師在課程內容中提供學生如何應對性剝
削相關事件的方法，並確認學生知道可以尋
求協助的管道。
(二) 影片欣賞及討論
簡報、學
1. 教師播放性剝削相關影片。
習單、影
2. 教師詢問學生觀看影片後的感想。
片
3. 教師協助學生書寫學習單。
(三) 引導省思
1. 教師詢問學生在學習課程內容後，是否能 簡報、學
夠舉出如何尊重自己、保護他人的方法。
習單
2. 教師協助學生書寫學習單，並透過學生的
填答完整度確認學生對課程的理解與吸收。
四、 綜合活動
教師說明下堂課程的活動，提醒學生先思考
如何設計短劇。
第二節
一、 引起動機
1. 教師播放其他學校的學生所拍攝的宣導影 簡報、影
片，並詢問學生對影片內容的理解。
片
2. 教師連結影片內容至第二節的課程內容。
二、 發展活動
(一) 講解短劇內容
1. 教師講解短劇中需包含的元素。
簡報
2. 教師教授與性剝削相關的單字及用法。
(二) 短劇討論與設計
1.教師將學生進行分組，並讓學生自由討論 學習單
短劇內容。
2. 教師協助學生設計短劇內容。
3. 學生排練短劇內容。
(三) 短劇發表
學生依組別上台演出短劇。
三、 總結活動
1. 教師根據學生的演出內容提供感想。

3 分鐘 問答

15 分鐘 問答
參與度

15 分鐘 問答
參與度

10 分鐘 問答
參與度
學習單
2 分鐘

5 分鐘 問答

10 分鐘 跟讀單字
問答
15 分鐘 活動參與
度
12 分鐘 活動參與
度

2. 教師提醒學生完成學習單並於隔天繳交。

課程 PPT

3 分鐘

教學評量
一、

學習單

教學省思與建議
一、 教學省思
在講述性別平等及性剝削的定義前，我先詢問學生們的看法，學生們認為不論
男女都是一樣的，沒有差別待遇就是平等，我再進一步詢問怎麼樣算是沒有差別待
遇時，學生們回答獎勵和處罰都一視同仁就是平等，可見對於學生而言，性別平等
的精神在於公平性，然而，當我詢問他們有沒有依照回答的內容去平等的對待身邊
的所有人時，我發現還是有些學生保有性別刻板印象或是已經習慣去體貼異性，在
不知不覺中沒有落實性別平等的意涵，因此，希望透過此次的課程能夠讓學生在省
思自身的行為的同時也能夠在生活中真正地實踐性別平等。
此外，透過此次教學我發現學生們對於性剝削的概念是不足的，當我詢問他們
何謂性剝削時沒有人知道，在說明何種行為屬於性剝削時，學生們普遍對於網路的
某些錯誤使用方式屬於性剝削而感到訝異，因此，希望學生在學習到性剝削的定
義、應對及預防方式後，能夠懂得保護自己及他人，避免在不自覺中陷入危機。而
在教學過程中，我認為透過提問、討論的方式能夠有效集中學生的注意力並讓學生
多加思考，實際的演出短劇、撰寫學習單更能夠加深學生的學習印象，我也觀察到
學生從原本對此議題不感興趣到後來能夠主動給予回饋、分享自身的想法，可見在
議題探討的過程中讓學生做學習的主體、深思並闡述自己的想法能有效提升課程的
參與度，因此，根據學生課後的心得分享，我會在日後的課程思考如何設計更適合
學生的課程並時刻調整以符合學生特性，讓學生在有意義的學習中學會自主學習並
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
二、 修正建議
1. 教師可將課程內容講解的部分作刪減，多留時間給學生省思及完成學習單。
2. 任教班級學生個性活潑，雖然教師會到各組巡視並提醒學生須認真參與討論，
但是在討論短劇的過程中容易出現討論音量過大或是有聊天的情形發生，之後
若有機會再設計特色課程讓學生進行分組討論時，教師需明定規則讓學生遵守
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