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  永平高級中學國中部  綜合活動 領域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節數：共 3 節 

單元名稱 男女≠女男 ！？ 授課日期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國家教育院影片、翰林教材 教    師 陳巧芬 

月 日 節 教    學    重    點 

  1 認識性別刻板印象。 

  2 破除、解析性別刻板印象的迷思。 

  3 破除、解析性別刻板印象的迷思。 

教學準備 

◎性別觀察家（第一節） 

教師準備：討論小白板、白板筆。 

從報紙、電影、雜誌，等等媒體媒介，來發現生活中的性別意識。 

學生準備：問卷學習單。 

◎文化中的性別歧視（第二節） 

教師準備：影片（出口成髒 語言中的性別意涵） 

從民俗歌謠、台語歌當中，等等媒體媒介，來發現生活中的性別意識。 

  學生準備：紙、剪刀、膠水。 

◎性別別不別（第三節） 

  教師準備：上課時的資料蒐集、回顧。 

  學生準備：問卷學習單。 

十大基本能力與重大議題 分段能力指標 

◎十大基本能力 

一、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七、規畫、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重大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1-4-4 

2-4-2 探討人際交往與未來家庭、婚姻的關係 

教   學   目   標 

◎性別觀察家 

對透過一般大眾對於男女形象的檢視，匯集出對於性別刻板印象的認識。 

◎做自己的主人 

透過角色扮演或報告的方式一一重新破除、解析性別刻板印象的迷思。 

 



 

教學指導要點（活動流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性別觀察家 

一、教師引言：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會接觸不同性別的同學。請回

想這些互動的經驗，想一想，在你的心目中，男生通常是什麼樣

子？女生又是什麼樣子呢？請將你對男生、女生形象的觀察記錄

於下方人形圖中，並與小隊伙伴分享。 

二、請學生觀察準備的報章雜誌寫出對於各類媒體文化中可能的性別

刻板印象，將自身想法記錄與整理於學習單上。 

     

※建議：在學生自由發表的過程中，教師可尊重其表達，以鼓勵學生

思考及討論。 

25’ 1. 學習單 

2. 筆 

3. 白紙 

4. 膠水、剪刀 

能發現大家

對於男女生

形 象 的 觀

感：從古到

今，從東到

西 

 

 

能說出性別

迷思或偏見

的理由。 

三、教師在學生描繪書寫完畢後，請學生與小隊伙伴彼此分享自己的

想法。 

四、教師總結與歸納。 

（第一節結束） 

功課：找出台語歌曲中、諺語、名字當中的性別角色的差異。 

20’ 

一、教師引言：分享過後，你發現大家對於男生、女生形象的觀察有

哪些相似的看法？其他小隊也會是如此嗎？現在就讓我們透過觀

察各些國家不的文化背景來討論東西文化對於男女想法的差異： 

※建議：請各小隊進行討論與分工。 

在各小隊自由討論的過程中，教師可協助引導並提供建議，

以鼓勵學生思考及討論。 

三、影片：【出口成髒 語言中的性別意涵】＋俗諺 名字 鄉土語言歌

曲等資料探討 

台語歌曲、諺語中的文化角色 

《家後》、《落雨聲》、《舞女》、 
女人是油麻菜籽命，落在哪裏就長到哪裏…… 
——引自電影海報標題 

四、完成學習單 

 

（第二節結束） 

45’ 



教學指導要點（活動流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作自己的主人 

一、教師引言：在你的周遭環境裡，有哪些人、事、物經常有形、無

形地影響著你對於性別形象的看法呢？這些看法都是正確的嗎？

請與小隊伙伴一起討論，找出生活中特別常見的性別迷思，並記

錄於下方。 

二、請學生與小隊伙伴進行討論，並將想法記錄於學生手冊第11頁。 

三、教師引導學生思考與分享：你如何判斷這些想法是屬於性別迷思

呢？你可以舉出哪些事例來破除這些迷思呢？ 

四、教師叮嚀：請於課後蒐集相關資料，並於下次上課時分享給全班。 

※建議：在學生自由發表的過程中，教師可尊重其表達，以鼓勵學生

思考及討論。 

 

15’ 學生活動手冊  

一、教師引言：當更加意識到一些性別形象迷思與偏見對個人的影響

之後，回頭看看自己，你覺得你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擁有什麼樣

的性別特質？你如何看待自己所擁有的性別特質？你會希望他人

如何看待、對待這樣的你呢？請參考學生活動手冊第13頁，製作

出專屬於自己的「自我宣言卡」。 

二、請學生開始製作屬於自己的「自我宣言卡」。 

※建議：在學生製作的過程中，教師可協助引導並提供建議，以鼓勵

學生思考及討論。 

三、 教師引言：完成自己的「自我宣言卡」後，請與全班分享。 

四、教師說明活動規則： 

（一）請帶著你的「自我宣言卡」，在老師指定的時間內尋找你願意分

享的同學進行互動。 

（二）分享完「自我宣言卡」的內容後，可彼此握手道謝，並找尋另

外一位同學進行分享。 

（三）若不願意與同學分享，亦可不分享。 

（四）當教師宣布時間到時，活動結束。 

五、請學生開始進行活動。 

15’ 1.學生活動手冊 

2.小卡 

3.筆 

能製作出自

我宣言卡。 

六、活動結束後，教師提問並引導學生思考與發表： 

（一）在活動過程中，讓你對於哪些同學有哪些新發現？這些發現會

怎麼影響你之後與他們的相處？ 

（二）當聆聽與尊重每個人不同的性別宣言後，對於你在兩性的相處

與交往上，可以帶來哪些幫助呢？為什麼？ 

七、教師總結與歸納。 

（第三節結束） 

15’ 

 



附錄 

台語俗諺中的性別歧視     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一叢肉豆，卡好三個查某台灣囡仔 
    ------一株扁豆勝過三個女兒，因為女兒養大終將嫁人 
男無妻家無主，女無夫身無主 
    ------男人每沒有妻子，家庭就失去重心；女人如沒有丈夫，個人就沒有歸屬 
有父有母初一二，無父無母初三四 
    ------已出嫁的女兒若父母仍健在，可在初一二回娘家， 

否則只能在初三四回娘家 
查某人，三世無厝 
    ------女人不論是前世、現世、或來世，都沒有自己的家 
生後生，月內禮排在眠床頭 
    ------生了兒子，親戚朋友帶來媳婦坐月子的禮物排滿床頭 
嫁著好尪憑尪勢，嫁著歹尪夯尪枷 
    ------嫁到好丈夫，還可靠他得到地位或頭銜， 

若是嫁到壞丈夫，卻會被他給拖累 
大家有嘴，新婦無嘴 
    ------婆媳之間只能婆婆有意見，媳婦再怎麼樣都只能忍耐 
要生查某囡仔，才有人哭腳尾 
    ------要生女孩子，死時才有人在腳邊啼哭 
 



油麻菜籽( 歌詞 ) 作詞：李宗盛 作曲：李宗盛 

你從那些艱苦的日子走來 是怎樣莫可奈何的忍耐 而從前未曾給我的愛和關懷 今天在你帶淚的笑裡找來 

誰說我的命運好像那油麻菜 只是你不知將它往哪裡栽 就算我的命運好像那油麻菜 但是我知道了怎樣去愛 才

盼望你將我抱個滿懷 日子就已蕩呀蕩的來到現在 經過了那些無奈和期待 我好高興有了自己的將來 

 

 

江蕙  《家後》 

作詞：鄭進一 陳維祥 

作曲：鄭進一 

編曲：戴維雄 

 

有一日咱若老 找無人甲咱友孝 

我會陪你 坐惦椅寮 聽你講少年的時陣 你有外摮 

吃好吃醜無計較 怨天怨地嘛袂曉 

你的手 我會甲你牽條條 因為我是你的家後 

 

阮將青春嫁置恁兜 阮對少年跟你跟甲老 

人情世事已經看透透 有啥人比你卡重要 

阮的一生獻乎恁兜 才知幸福是吵吵鬧鬧 

 

等待返去的時陣若到 我會讓你先走 

因為我會嘸甘 放你 為我目屎流 

 

OS：後面這些,都是歌迷所寄來的照片 ! 

我用這首歌呢來祝福 ...... 

他們永遠的愛情 ! 

 

有一日咱若老 有媳婦子兒友孝 

你若無聊 拿咱的相片 看卡早結婚的時陣 你外緣投 

穿好穿醜無計較 怪東怪西嘛袂曉 

你的心 我會永遠記條條 因為我是你的家後 

更多更詳盡歌詞 在  ※ Mojim.com 魔鏡歌詞網  

 

阮將青春嫁置恁兜 阮對少年就跟你跟甲老 

人情世事嘛已經看透透 有啥人比你卡重要 

阮的一生獻乎恁兜 才知幸福是吵吵鬧鬧 

 

等待返去的時陣若到 我會讓你先走 

因為我嘛嘸甘 放你 為我目屎流 

http://mojim.com/


 

OS：我想這首歌大家應該都會唱 

而且很想唱 

我希望你們唱給我聽 好嗎 歌迷：( 好 ) 

 

阮將青春嫁治恁兜 阮對少年就你跟甲老 

人情世事嘛已經看透透 有啥人比你卡重要 

阮的一生獻乎恁兜 才知幸福是吵吵鬧鬧 

 

等待返去的時陣若到 我會讓你先走 

因為我會嘸甘 放你 為我目屎流 

 

江蕙  《落雨聲》 

 

作詞：方文山 

作曲：周杰倫 

 

落雨聲 哪親像一條歌 

誰知影 阮越頭嘸敢聽 

異鄉的我 一個人起畏寒 寂寞的雨聲 捶阮心肝 

 

人孤單 像斷翅的鳥隻 

飛袂行 咁講是阮的命 

故鄉的山 永遠攏站置遐 阮的心晟只有講乎山來聽 

 

來到故鄉的海岸 景色猶原攏總無變化 

當初離開是為啥 你若問阮阮心肝就疼 

 

你若欲友孝世大嘸免等好額 世間有阿母惜的囝仔尚好命 

嘸通等成功欲來接阿母住 阿母啊 已經無置遐 

 

人孤單 像斷翅的鳥隻 

飛袂行 咁講是阮的命 

故鄉的山 永遠攏站置遐 阮的心晟只有講乎山來聽 

 

來到故鄉的海岸 景色猶原攏總無變化 

當初離開是為啥 你若問阮阮心肝就疼 

 

你若欲友孝世大嘸免等好額 世間有阿母惜的囝仔尚好命 

出社會走闖塊甲人拼輸贏 為著啥 家己嘸知影 

你若欲友孝世大嘸免等好額 世間有阿母惜的囝仔尚好命 



嘸通等成功欲來接阿母住 阿母啊 已經無置遐 哭出聲 無人惜命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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