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106學年度第 2學期 

性別平等融入國中 二 年級  英語  領域課程教學教案 

版本 南一 冊別 四 
單元與 

活動名稱 

Lesson 8 

My Mom Has Me Do Many 

Things  

教案設計者 郭修佑 
教學日期

與時間 

107/6/1 

50 分鐘 
實施對象 國二 

設計理念 藉由做家事的概念引導學生討論性別平等的意義。 

單元∕ 

活動目標 

1. 藉由家事的概念帶領學生思考男性女性在做家事中是否有區別。 

2. 藉由家事讓學生體會男生女生皆可從事不同的活動。 

性別平等 

能力指標 

1-4-4 辨識性別特質的刻板化對個人的影響 

2-4-1 分析現今社會問題與刻板的性別角色關係。 

2-4-2 思考傳統性別角色對個人學習與發展的影響 

2-4-3 分析性別平等的分工方式對於個人發展的影響。 

參考資料 南一版教材補充資料，自編教材 

課程架構 
教師先分享自身經驗說明性別與家事之間的關聯，之後讓學生思考性別平等的意

義，最後請學生上臺發表意見。 

教學內容 
時間 

教學資源 備註 

【引起動機】 

教師先以自身的經驗說明日常生活當中常見的性別不

平等現象。之後再引導學生思考是否在自己的家事活動中也

出現性別的刻版印象。 

 

【發展活動】 
1. 教師先回顧南一版第 8 課 

2. 發下學習單，介紹常見的家事英文表達方式，並回想自己

在家中做了哪些家事，而這些家事是否和性別刻版印象有

關。 

3. 請同學發表在家中，父親或母親是否分擔家事活動。 

4.請同學發表在家中，自己幫忙父母親做了哪些家事，又是

否只選擇其中幾項做，這是否和性別有關聯。 

5. 觀賞做家事的相關影片 

【回饋與統整】 
在完成整張學習單後，請同學發表對性別平等的看法。

最後說明不論自身是男生或女生都應將家事視為自己應盡

的責任。 

 

15 分鐘 

 

 

 

20 分鐘 

 

 

 

 

 

 

 

15 分鐘 

 

學習單 

 

 

 

 

課本 

學習單 

電腦 

 

 

 

 

 

學習單  

 

＊ 僅標示出融入性別平等之部分課程進行方式即可。其餘可省略。 

＊ 性別平等融入指標敬請參詳表件最後附表。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106學年度第 2學期 

性別平等融入國中  二 年級   英語  科課程成果報告 

版本 南一 冊別 四 
單元與 

活動名稱 

Lesson 8 

My Mom Has Me Do Many 

Things 

教案設計者 郭修佑 
教學日期

與時間 
50 分鐘 實施對象 國二 

設計理念 藉由做家事的概念引導學生討論性別平等的意義。 

單元∕ 

活動目標 

1. 藉由家事的概念帶領學生思考男性女性在做家事中是否有區別。 

2. 藉由家事讓學生體會男生女生皆可從事不同的活動。 

性別平等 

能力指標 

1-4-4 辨識性別特質的刻板化對個人的影響 

2-4-1 分析現今社會問題與刻板的性別角色關係。 

2-4-2 思考傳統性別角色對個人學習與發展的影響 

2-4-3 分析性別平等的分工方式對於個人發展的影響。 

參考資料 南一版教材補充資料，自編教材 

課程架構 
教師先分享自身經驗說明性別與家事之間的關聯，之後讓學生思考性別平等的意

義，最後請學生上臺發表意見。 

評量方式 學習單、口頭分享。 

活動成果 

學生對於性別平等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大部份的學生在家多少都會幫忙做家事。但

在做家事時有時還會有一定的刻板印象。認為男性應從事某一些家事，女性應做某

些家事，或母親應做大部份的家事。經由性別課程的解說，學生最後都可以認同家

事應該是全家人不分性別都應該分擔的工作。 

未來改進與建議 

1. 學生自願上臺發表的意願不高，需點同學發表。 

2. 有些同學會利用討論的時間談論不相關的話題。 

3. 下次進行時可以安排類似比手劃腳的活動，讓同學猜出臺上表演同學演出的單

字，如此可以增加同學的學習動機。 

4. 學生在撰寫學習單時常不知如何表達。上課時可以提供一些好用句型，讓學生應

用造句。 



成果照片 
與簡述 

  

學生針對性平問題舉手回答問題 學生上臺發表學習單內容 

  

學生用心完成學習單 學生用心完成學習單 

 



Class________ Name ________ Number________ 

Gender Difference 

(   ) 1. What is your gender(性別)? (A)male  (B)female  

(   ) 2. Choose the toys you like.  

(A)  (B)  (C)   (D)  

(   ) 3. Who often does the household chores at home? 

(A)  Father   (B) Mother   (C) Both 

(   ) 4. Which one of the household chores should be done by men? 

(A) Washing the dishes    (B) Cooking    

(C) Mopping the floor     (D) Taking out the garbage 

(   ) 5. Which one of the chores should be done by women? 

(A) Washing the dishes    (B) Cooking  

(C) Mopping the floor     (D) Taking out the garbage 

(   ) 6. Which one of the following chores can you help your parents? 

       (A) Washing the dishes    (B) Cooking  

       (C) Doing the laundry     (D) Taking out the garbage 

7. In your opinion, who should do the household chores at home, and wh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平等分段能力指標對照表 
 
(1)性別的自我瞭解  
1-4-1 尊重青春期不同性別者的身心發展與差異。  
1-4-2 分析媒體所建構的身體意象。  
1-4-3 瞭解自己的性取向。  
1-4-4 辨識性別特質的刻板化對個人的影響。  
1-4-5 接納自己的性別特質。  
1-4-6 探求不同性別者追求成就的歷程。  
1-4-7 瞭解生涯規劃可以突破性別的限制。  
 
(2)性別的人我關係  
2-4-1 分析現今社會問題與刻板的性別角色關係。  
2-4-2 思考傳統性別角色對個人學習與發展的影響。  
2-4-3 分析性別平等的分工方式對於個人發展的影響。  
2-4-4 解析人際互動中的性別偏見與歧視。  
2-4-5 去除性別刻板的情緒表達，促進不同性別者的和諧相處。  
2-4-6 習得性別間合宜的情感表達方式。  
2-4-7 釐清情感關係中的性別刻板模式。  
2-4-8 學習處理與不同性別者的情感關係。  
2-4-9 善用各種資源與方法，維護自己的身體自主權。  
2-4-10 認識安全性行為並保護自己。  
2-4-11 破除對不同性別者性行為的雙重標準。  
2-4-12 探究性騷擾與性侵害相關議題。  
2-4-13 釐清婚姻中的性別權力關係。  
2-4-14 尊重不同文化中的家庭型態。  
2-4-15 習得家庭暴力的防治之道。  
2-4-16 認識性別權益相關的資源與法律。  
 
(3)性別的自我突破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3-4-2 檢視校園資源分配中對性別的不平等，並提出改善策略。  
3-4-3 運用校園各種資源，突破性別限制。  
3-4-4 參與公共事務，不受性別的限制。  
3-4-5 探究社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造成的困境。  
3-4-6 反思社會環境中，性別關係的權力結構。  
3-4-7 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善策略。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七大學習領域之對應表  

(1)「語文(國語文)」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  

1-4-2-1 能運用注音符號，檢索並處理資料，以解決疑難問題，增進學習效能。  【3-4-1】  

2-4-1-3 能讓對方充分表達意見，再思考如何回應。  【2-4-6】【2-4-8】  

2-4-2-4 能充分瞭解對方表達的情意。  【2-4-5】【2-4-8】  

2-4-2-7 能透過各種媒體，認識本國及外國文化，擴展文化視野。  【1-4-2】【3-4-1】  

3-4-1-7 能因應不同說話目的與情境，適度表現自己。  【2-4-6】  

3-4-1-9 能依理解的內容，選擇不同的溝通方式，適當表達。  【2-4-6】  

3-4-1-10 能明確表達意見，並清楚表達情意。  【2-4-5】【2-4-6】  

3-4-2-2 能選擇良好的溝通方式，建立正面的人際關係。  【2-4-7】【2-4-8】  

3-4-2-3 能在團體活動中，扮演不同角色進行溝通。  【2-4-6】【3-4-3】【3-4-4】  

3-4-3-1 表達意見時，尊重包容別人的意見。  【2-4-8】  

3-4-3-2 能以感性的話語，表達對他人的關心。  【2-4-5】  

3-4-4-1 能有條理、有系統思考，並合理的歸納重點，表達意見。  【1-4-5】  

3-4-4-2 能有組織有系統的報告每件事。  【3-4-1】  

3-4-4-3 能察覺問題，並討論歧見。  【2-4-3】  

3-4-4-4 能養成主動表達的能力和習慣。  【2-4-5】【2-4-8】  

3-4-4-6 能和他人一起討論，分享成果。  【2-4-6】  

5-4-2-2 能具體陳述個人對文章的思維，表達不同意見。  【1-4-5】【2-4-1】  

5-4-2-4 能培養以文會友的興趣，組成讀書會，共同討論，交換心得。  【2-4-4】【2-4-5】  

5-4-2-5 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系統性思考。  【2-4-2】  

5-4-5-1 能體會出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3-4-4】【3-4-5】【3-4-6】【3-4-7】  

5-4-5-2 能廣泛閱讀臺灣各族群的文學作品，理解不同文化的內涵。  【3-4-5】  

5-4-5-3 能喜愛閱讀國內外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品。  【3-4-5】【3-4-6】  

5-4-5-4 能喜愛閱讀海洋、生態、性別、族群等具有當代議題內涵的文學作品。  【3-4-7】  

5-4-7-4 能將閱讀內容，思考轉化為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的能力。  【3-4-5】【3-4-6】【3-4-7】  

5-4-8-1 能依不同的語言情境，把閱讀獲得的資訊，轉化為溝通分享的材料，正確的表情達意。  【2-4-5】【2-4-8】  

6-4-3-4 能合作設計海報或文案，表達對社會的關懷。  【3-4-1】  

  

(4)「語文(英語)」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  

  6-2-3  對於世界各地民情文化有興趣，並樂於接觸與

學習。  

【3-4-7】  

 

(5)「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  

1-3-2  蒐集生長、發展資料來提升個人體能與健康。  【1-4-1】【2-4-9】  

1-3-3  運用性與性別概念，分析個人與群體在工作、娛樂、人際關係及家庭生活等方面的

行為。  

【1-4-4】【1-4-5】【2-4-1】【2-4-6】【2-4-7】

【2-4-8】【2-4-13】  

1-3-4  解釋社會對性與愛之規範及其影響。  【1-4-3】【2-4-10】【2-4-4】【2-4-12】【2-4-16】  

2-3-3  檢視媒體所助長的飲食趨勢之合適性，並體認正確的飲食可降低健康上的風險。  【1-4-2】【3-4-5】  

2-3-6  分析個人對身體外觀的看法及其對個人飲食、運動趨勢的影響，並擬定適當的體重

控制計畫。  

【1-4-2】  

4-3-1  瞭解運動參與在個人、社會及文化層面的意義。  【3-4-3】【3-4-5】  

5-3-2  規劃並參與改善環境危機所需的預防策略和行動。  【2-4-12】  

6-3-1  體認自我肯定與自我實現的重要性。  【1-4-5】  

6-3-2  肯定家庭教育及社會支持的價值，願意建立正向而良好的人際關係。  【2-4-1】【2-4-15】【2-4-16】  

6-3-3  應用溝通技巧與理性情緒管理方式以增進人際關係。  【2-4-5】  

6-3-5  理解道德、社會、文化、政策等因素如何影響價值或規範，並能加以認同、遵守或

尊重。  

【2-4-1】【2-4-2】【2-4-3】  

7-3-1  運用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的策略，以滿足不同族群、地域、年齡、工作者的健康需

求。  

【2-4-10】  

(6)「數學」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  

S-4-18 能用反例說明一敘述錯誤的原因，並能辨識一敘述及其逆敘述間的不同。(A-4-19) 【2-4-11】  

 



(7)「社會」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3-4-2】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2】  

3-4-2  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身幸福時，如何影響社會的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如何影響個人追求幸福的機會。  【2-4-3】【2-4-4】【3-4-6】  

3-4-6  舉例指出在歷史上或生活中，因缺乏內、外在的挑戰，而影響社會或個人發展。  【3-4-7】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論，並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理由。  【2-4-11】【3-4-6】  

4-4-3  瞭解文化(包含道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2-4-2】【2-4-3】  

【2-4-13】  

5-4-1  瞭解自己的身心變化，並分享自己追求身心健康與成長的體驗。  【1-4-1】【1-4-2】 【1-4-3】【1-4-4】

【1-4-5】【2-4-10】  

5-4-2  瞭解認識自我及認識周圍環境的歷程，會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但是經由討論和溝通，可以分享觀點

與形成共識。  

【1-4-2】【1-4-4】【2-4-2】  

5-4-3  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3-4-1】【3-4-3】  

【3-4-4】  

5-4-4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受到人格特質、社會制度、風俗習慣與價值觀等影響。  【1-4-4】【2-4-2】【2-4-1】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

基本原則。  

【2-4-5】【2-4-6】  

【2-4-7】【2-4-8】  

6-4-1  以我國為例，瞭解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響。  【3-4-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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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2-4-16】  

6-4-4  舉例說明法律與其他社會規範的差異及相互關係，以及違反義務或發生衝突時所須面對的法律責任。  【2-4-15】【2-4-16】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參與各行各業與他人分工、合作，進而產生整體的經濟功能。  【1-4-6】【1-4-7】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的歷程中，社會如何賦予各種人不同的角色與機會。  【2-4-2】【3-4-5】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到權力結構的影響。  【3-4-2】【3-4-6】【3-4-7】  

8-4-2  舉例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題的解決，為何須靠跨領域的專業人才彼此交流、合作和整合。  【1-4-6】【1-4-7】  

9-4-3  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經驗、對待事物和表達方式等方面的差異，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2-4-14】【3-4-7】  

(8)「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  

1-4-1  瞭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3-4-5】【3-4-7】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

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3-4-1】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2】【3-4-1】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達訊息的作品。  【3-4-1】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

與價值觀。  

【1-4-6】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瞭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3-4-1】  

3-4-10  透過有計劃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2-4-5】  

(9)「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2-4-7】  

1-4-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2-4-5】【3-4-4】  

1-4-5-6 善用網路資源與人分享資訊。  【1-4-2】【1-4-6】【2-4-9】【3-4-1】

【3-4-5】【3-4-6】【3-4-7】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體。  【1-4-1】【1-4-5】  

2-4-2-2 由植物生理、動物生理以及生殖、遺傳與基因，瞭解生命體的共同性及生物的多樣性。  【1-4-1】【1-4-3】【1-4-5】  

(10)「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  可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能力指標  

1-4-1  探索自我發展的過程，並分享個人的經驗與感受。  【1-4-1】【1-4-3】  

1-4-2  展現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並探索自己可能的發展方向。  【1-4-7】【2-4-2】【2-4-3】【3-4-4】  

1-4-3  掌握資訊，自己界定學習目標、製定學習計畫並執行。  【2-4-2】【3-4-1】【3-4-3】  

1-4-4  適當運用調適策略來面對壓力處理情緒。  【2-4-5】  

1-4-5  體會生命的價值，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並協助他人。  【1-4-1】  

2-4-1  妥善計劃與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2-4-3】  

2-4-2  探討人際交往與未來家庭、婚姻的關係。  【2-4-4】【2-4-5】【2-4-6】【2-4-7】

【2-4-8】【2-4-13】【2-4-14】  

2-4-3  規劃合宜的休閒活動，並運用創意豐富生活。  【3-4-1】  



2-4-5  覺察自己與家人溝通的方式，增進經營家庭生活能力。  【2-4-5】【2-4-6】  

2-4-6  有效蒐集、分析各項資源，加以整合並充分運用。  【3-4-3】  

2-4-7  充分蒐集運用或開發各項資源，做出判斷與決定。  【3-4-1】【3-4-2】  

3-4-1  參與各項團體活動，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合作，並負責完成分內工作。  【2-4-5】  

3-4-2  體會參與團體活動的歷程，並嘗試改善團體活動。  【2-4-3】【3-4-1】 【3-4-3】  

3-4-3  關懷世人與照顧弱勢團體，以強化服務情懷。  【3-4-4】【3-4-7】  

3-4-4  探索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展現自己對國際文化的理解與學習。  【3-4-5】【3-4-6】  

3-4-5  分享在多元社會中生活所應具備的能力。  【3-4-7】  

4-4-1  察覺人為或自然環境的危險情境，評估並運用最佳處理策略，以保護自己或他人。  【2-4-9】【2-4-10】【2-4-15】【2-4-16】

【3-4-1】  

4-4-2  透過領導或溝通，規劃並執行合宜的戶外活動。  【3-4-1】【3-4-4】  

4-4-5  參與保護或改善環境的行動，分享推動環境永續發展的感受。  【3-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