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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設計理念說明

㈠單元設計緣起
  情感教育層面一是它的狹義定義，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愛情」；二是它與性別的關

係；三是多元文化的觀點。當學生開始探索情感時，能以接納和觀察的角色在一旁陪

伴，分享他／她們的心情和煩惱，其實是最好的態度。如果「情感需要學習」，那麼情

感教育要教什麼？又怎麼教呢？如何在健康教育課上情感教育時，將性別平等的價值與

意識體現於課程與教學中呢？

  本示例為將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性別權力關係與互動」教學內涵，融入健康與體育

領域第四學習階段(國中階段)「性教育―親密關係」教學主題，引導學生在學習親密

關係互動中學習協商、有效溝通技巧，以促進良好的情感表達與溝通，展現合宜的情感

表達行動之健體課程中，探討性別間情感關係的刻板印象，進而學習以尊重、平等的態

度，因應與處理其情感關係之發展，以避免受到性別刻板模式影響，陷入偏差情感態度

的迷思，擴大了性別間的衝突，影響情感發展。

  因應十二年國教理念，本示例以核心素養「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為課程主軸，

將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性別權力關係與互動」之學習主題、實質內涵，融入健康與體育

領域「性教育」學習表現、學習內容，以轉化取向課程模式發展整合性學習目標，進而

設計以素養為導向的教學活動與評量。

㈡學生學習素質與需求
　1. 學生具備人際溝通、情感表達的基本知能與實際的生活經驗。

　2. 學生學習破除性別刻板化的情感關係互動，理性因應情感問題，將是青少年成長過

程，進入感情世界關鍵的第一步。

愛中成長──性別與情感
素養導向議題融入國中健康教育教學示例

龍芝寧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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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領域學習重點(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議題實質內涵的統整與銜接

總綱核心
素養面向

總綱核心
素養項目

領域／議題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主要教學內容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健體-J-C2具備利他及合群
的知能與態度，並在體育活

動和健康生活中培育相互合

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1. 廣告情境引導思考人際情感關係
中基於性別差異了解，所展現關

懷、尊重的互動，以及性別權力

互動不對等的情形。

2. 小組共讀與討論分析《鱷魚和長
頸鹿搬過來搬過去》繪本情境，

並演練人際互動溝通協商的生活

技能，以具備因應情感關係的性

別間差異與衝突的能力。

性C2覺察人際互動與情感
關係中的性別權力，提升情

感表達、平等溝通與處理情

感挫折的能力。

學習重點

實質內容

健康與體育領域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b-IV-3因應生活情境的健康需求，尋
求解決的健康技能和生活技能。

2b-IV-1堅守健康的生活規範、態度與
價值觀。

3b-IV-2熟悉各種人際溝通互動技能。

Db-IV-4愛的意涵與情感發展、維
持、結束的原則與因應方法。

性別權力關係

與互動

性J12省思與
他人的性別權

力關係，促進

平等與良好的

互動。

單元名稱：愛中成長―性別與情感

學習目標：

1. (健體-J-C2、性C2)省思情感關係互動中的性別權力關係。 
(2b-IV-1，Db-IV-4，性J12)

2. (健體-J-C2、性C2)能因應與調適情感互動時的差異與衝突。 
(1b-IV-3，Db-IV-4，性J12)

3. (健體-J-C2、性C2)熟練人際互動的協商技能，以促進性別間同理、尊重的
情感關係。(3b-IV-2，Db-IV-4，性J12)

㈢核心素養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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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重要教學策略與評量的說明
　1.重要教學策略

　 　　轉化素養導向教學原則，引導學生思考當面對性別關係或互動處境時，若選擇不

同的互動方法，會造成哪些不同的結果與感受。從建立自己的價值觀，並能理解他人

的價值觀。過程中教師扮演促進者的角色，鼓勵學生盡可能深入思考與討論，考慮不

同面向的觀點，培養多元價值的概念，形成反省思考與行動決定。教學設計內容有：

　 ⑴ 情境化、脈絡化的性別與情感的學習與評量：運用多元繪本、影片媒材文本，引

導學生在文本的模擬情境中，將抽象的性別意識具體化呈現，有助於學生覺察情

感關係中性別權力結構，把性別權力互動關係主題和自己的經驗、事件、情境、

脈絡做適切結合，更朝向性別意識的感知(making sense)以及真正的理解(under-

standing)。 

　 ⑵ 主題、探究、表現的性別與情感課程教學模式：課程發展透過解析學習主題內

涵，掌握性別權力互動關係主題重點概念，並以有層次、邏輯性的提問引導，激

勵學生反思討論、澄清解構、再概念化的探究歷程，能具體表現破除性別迷思概

念，與深化性別權力平等情感關係進的概念。

　 ⑶ 融入健康生活技巧導向教學：透過「情感互動真實生活情境經驗」連結「生活技

巧(life skills)」，學習有協商溝通技能以及建立同理、尊重的性別互動，使學生有

能力在自信(自我效能)中願意嘗試新行為(性別平等的情感表達)，並藉由教室中行

為演練的學習，使其能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2.評量的說明

　 　　建立評量基準與規準，以診斷學生學習迷思概念，實施適性補救教學，提供學生

改善學習建議，其評量方式、基準與規準說明如下表：

評量向度 評量方式 評分基準
評分規準

A等級 B等級 C等級

能因應與調適

情感互動時的

差異與衝突。

實作評量：演

練面對《相愛

容易相處難》

學習單的情境

時協商。

學生能否因應

調適情感互動

時的差異與衝

突，以維護性

別間和諧與平

等。

熟練且適切的

運用溝通協商

技能―正確

完成協商技能

四個步驟。

適切地運用溝

通協商技能

―正確完成

協商技能三個

步驟。

需引導後運用

溝通協商技能

―正確完成

協商技能二個

以下步驟。

熟練人際互動

的協商技能，

以促進性別間

同理、尊重的

情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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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單元案例

議題融入／
領域(科目)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健體領域(健康教育)
單一領域融入

設計者
新北市積穗國中

龍芝寧

實施年級 第四學習階段(7～9年級) 總節數 2節，90分鐘

單元名稱 愛中成長――性別與情感

總綱
核心素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J-C2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健體
領域

核心
素養

健體-J-C2具備利他及合群的知
能與態度，並在體育活動和健康

生活中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

互動的素養。

性平
議題

核心
素養

性C2覺察人際互動與情感關係
中的性別權力，提升情感表達、

平等溝通與處理情感挫折的能

力。

學習
表現

1b-IV-3因應生活情境的健康需
求，尋求解決的健康技能和生活

技能。

2b-IV-1堅守健康的生活規範、
態度與價值觀。

3b-IV-2熟悉各種人際溝通互動
技能。

學習
主題

性別權力關係與互動

學習
內容

Db-IV-4愛的意涵與情感發展、
維持、結束的原則與因應方法。

實質
內涵

性J12省思與他人的性別權力關
係，促進平等與良好的互動。

學習目標

1.省思情感關係互動中的性別權力關係。
2.能因應與調適情感互動時的差異與衝突。
3.熟練人際互動的協商技能，以促進性別間同理、尊重的情感關係。

教材來源

1. 《白蘭氏四物雞精廣告＿金城武篇》廣告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5Yksm6KEPw)

2. 《女人要的就這麼多而已》電影剪輯片段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WE0QSAegV0)
3. 繪本ppt簡報：《薩琪有好多男朋友》
4 .繪本ppt簡報：《鱷魚和長頸鹿搬過來搬過去》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評量活動

一、愛的物語(5分鐘)
㈠ 教師引言：說明與播放《白蘭氏四物雞精廣告＿金城武篇》廣
告、以及《女人要的就這麼多而已》電影剪輯片段內容，學生

觀賞。

㈡�引導提問：請說出兩個影片中呈現的情感關係互動的差異有哪
些？你覺得哪一種性別互動比較符合你的期待？

口頭問答：

踴躍發言、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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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教師解說：廣告片中呈現情感關係中基於性別差異了解(女性
生理期需求)，所展現關懷、尊重的互動，電影中性別權力互
動不對等的情形。

二、愛的練習曲(40分鐘)
㈠ 課前安排四位學生錄音《薩琪有好多男朋友》繪本情境，播放
繪本ppt，引導學生清楚故事內容：馬克思因為擔心不能成為
薩琪的男朋友，於是他決定拿心愛的東西去和全班的男生交

換，只要他們「保證絕對不當薩琪的男朋友」。但是當契約和

交換物品愈來愈多，馬克思的內心卻愈來愈不安……，夜裡馬

克思做了一個惡夢……

㈡教師提問
　1. 為了要成為薩琪的男朋友，馬克思做了哪些事情？
　2.你贊不贊同馬克思的做法？為什麼？
　3.你認為馬克思為什麼會做惡夢？
　4.你對於馬克思和薩琪間情感互動的感覺是如何？
㈢小組討論
　1.發給每組一份《愛的練習曲》性別小書學習單(共8頁)
　2.� 除了封面(性別小書命名)與封底(註明各組成員姓名)
　3. 編碼第1～6頁為在「馬克思做了一個惡夢後」，故事會如
何發展，才能讓馬克思和薩琪情感關係符合尊重(自尊與他
尊)、平等的互動。

　4.請小組討論後以圖文完成性別小書並命名。
㈣《愛的練習曲》性別小書小組報告：分享小書內容。
㈤ 綜整反思：透過「從情感互動關係」主題，探究性別間的權力
互動，各組討論製作性別感情小書，展現情感關係中應建立尊

重(自尊與他尊)、平等的互動。
(第一節課結束)

評量活動記錄分析：分組討論完

成《愛的練習曲》性別小書學習

單

A等級： 能充分的提出促進尊
重、平等情感互動的具

體表現。

B等級： 能提出促進尊重、平等
情感互動的表現。

C等級： 有限的提出促進尊重、
平等情感互動的表現

口頭問答：

踴躍發言、表達意見。

討論與發表：

積極與同學合作完成活動。

三、相愛容易相處難(45分鐘)
㈠�小組討論：提供每組《鱷魚和長頸鹿搬過來搬過去》繪本影印
文本，並進行小組共讀，回答以下問題。

　1. 指出文本中談戀愛的「鱷魚和長頸鹿」之間有哪些差異？
可能答案：身體上的差距。

　2. 因為這些的差異，造成戀愛中的「鱷魚和長頸鹿」相處時產
生什麼衝突／困境？

可能答案：想要住在一起，因為身高差距，生活起居(吃

飯、上廁所、做家事等)產生問題。

　3.  面對這些差異所產生衝突／困境，如果你是「鱷魚和長頸
鹿」會怎麼做？

實作評量：演練面對《相愛容易

相處難》學習單的情境時協商

A等級： 熟練且適切的運用溝通
協商技能―正確完成

協商技能四個步驟。

B等級： 適切的運用溝通協商技
能―正確完成協商技

能三個步驟。

C等級： 需引導後運用溝通協商
技能―正確完成協商

技能二個以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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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綜整反思：請各組學生將答案寫在小白板上，教師展示各組內
容，進行統整回饋，並播放《鱷魚和長頸鹿搬過來搬過去》繪

本PPT最後的內容，結語說明：鱷魚和長頸鹿如何一起面對、
溝通，彼此的差異與需求都有被看見，達成共識解決問題。

㈢ 引導提問：教師帶領全班同學唱天黑黑(強調歌詞中阿公仔要
煮鹹，阿媽要煮淡)，引導全班學生思考下問題。
　1.阿公與阿媽為什麼會「弄破鼎」？
　2.阿公與阿媽怎麼做才可以不用「弄破鼎」？
㈣ 學生自由回答，教師指出：性別關係互動時，會出現意見不
同、發生衝突的情境，例如：要看哪一部電影、約會要吃什麼

等。此時能夠透過與對方溝通達成共識與協議，對情侶彼此都

好，而這種能力就是「協商技巧」。

㈤ 教師舉例說明「協商技巧」四項步驟
　1.決定立場：清楚表達自己所的想要的。
　2.考慮推測：同理對方的想法。
　3.協商前談判：再次肯定自己的意願。
　4.初步協商：提出彼此可以接受的決定。
㈥ 小組討論：面對面對情感互動時的差異與衝突的時候，如何進
行協商，表達自己的立場，解決問題。

　1. 根據「《相愛容易相處難》學習單中兩個邀約情境：各組擇
一進行分組討論，如何進行協商。

　2.每組上臺演示討論的協商的過程。
㈦�歸納總結：面對性別情感關係中的差異、多元現象，要學習溝
通協商的生活技能，以調適因應情感關係的衝突，並維護性別

間關係和諧與權力平等。協商溝通過程中口語與非口語的表

達，也要清楚明確讓對方知道自己的意願與立場。

討論與發表：

積極與同學合作完成活動。

口頭問答：

踴躍發言、表達意見。

�

107(2)中粽新綱答客問(1)_內頁.indd   20 2018/11/15   上午 10:39:54



  面對情感互動時的差異與衝突的時候，練習運用溝通協商的技能，表達立場、尋求

共識、解決問題，以維護性別間和諧與平等。

情境說明
如果你正處於甜蜜

的熱戀期……

【情境一】當你的男／女朋友用相機拍下和你的親密照片，例如：

擁抱親吻等，並上傳到Fb公開證明兩人的情感，但你卻感到不自
在……

【情境二】你覺得情侶就要經常在一起，但你的男／女朋友認為不

一定要常膩在一起，可以跟還沒有戀愛之前一樣，偶爾各自跟自己

的同學、朋友相處……

溝通協商技巧

請勾選：□【情境一】  □【情境二】
此時的你會如何說？

(請依據溝通協商的四個步驟，演練並填寫)

1.決定立場
　 清楚表達自己所
想要的

2.考慮推測
　 同理對方的想法

3.協商前談判
　 再次肯定自己的
意願

4.初步協商
　 提出彼此可以接
受的決定

附件二 《相愛容易相處難》學習單

相愛容易相處難 學 習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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