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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設計理念
馬斯洛(Maslow，1954)提出「需求層級論」（Hierarchy of Need Theory），他認為人
的㇐生伴隨著歲月成⾧，將產生生理、安全、歸屬與愛、自尊、自我實現五種層級的需
求。每個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裡，有著不同層級的需要；這並不意味著「高低」
、
「上下」
、
「層次」有別。同時，需求不會依照順序出現，數種需求可能同時存在。此外，有些人
會㇐直維持某些特定需求層次，有些人則有明顯的變化更易。值得㇐提的是，遲暮晚年
的馬斯洛，在他 1971 年的修訂版著作中，增加了㇐項他多年來對生命體驗的結晶──「靈
性需求」
。
「靈性需求」是以追求「利他」和「自我超越」為生命目標，是「超越個人需
求、協助他人達到自我實現之機會」的需求，是人最高層次的需求。
（江林月嬌，2005）
本課程第㇐大單元之設計，為使學生能深層內化自我省思本身之各項需求層次；透
過多方討論交叉辯論經弔詭之歷程後，沈澱下來所呈現澄澈之相關要素相信是益己利他
的。
依據北美的離婚統計數據：第㇐次婚姻的離婚率是百分之五十，第二次婚姻的離婚
率則高達百分之七十五（鄭春悅，2004）；常言道：「家不是個講理的地方。」衡諸今日
的離婚率㇐直攀升，難道家真是個不能講理的地方嗎？如果在交友擇偶時能認清事實、
理性透徹分析，找到對的人互相攜手扶持，相信可以共創美好未來，以打破前面所言之
迷失。
本課程第二大單元之設計，為使學生能瞭解人生而平等，無論在家中角色或是交友
立場，任何人都應該受尊重、獲得平等待遇；學會如何自尊尊人，也得到別人的尊重與
相對等的互動，進而勇敢的說：「Yes」or「No」！
謝臥龍（1998）提出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內容可以涵蓋：性別角色與性別角色刻板印
象、多元文化社會中兩性平等的意涵與重要性、男女兩性相處互動之道、兩性再家庭生
活的角色與職責等議題；而張玨與王舒芸（1997）認為兩性平等教育的意涵應含括兩個
概念：呈現與尊重多元化，即在教學內容與歷程中，反省、反映並探討男女兩性生活體
驗經驗的經驗差異，建構符合多元文化的兩性觀（洪久賢，2001）。所以本課程將性別
角色文化議題融入二大單元活動中，希望透過在課堂上的批判與省思，使學生們能從擇
友的價值觀與自我原生家庭的性別角色之討論對話中，釐清自我需求感覺，深度瞭解性
別的意識角色、家庭文化與社區文化之意識因素，以建構本身交友的價值觀，符應心目
中理想的家庭角色，進而學會尊重他人也能獲得他人尊重自己。最後讓莘莘學子們透過

角色扮演方式瞭解兩性心理發展的過程；兩性社會化的過程；婚前與婚後的生活調適等
之模擬真實情境後，能多花時間愛自己與他人，以譜下生命中最動人的樂章。

貳、教學主題與目標
本課程主題為「親密愛人」，讓學生藉由反思、批判、行動改變而從家庭生活中實
踐合理的兩性關係。分為兩大單元「麻雀與王妃」及「家庭哼哈鏡」
，共計需 4 節課 200
分鐘。
第㇐單元「麻雀與王妃」中先經由影片賞析的活動，讓學生覺察在擇友過程中兩性
的角色及其刻板印象，進而反思自我在擇偶時的考量條件及影響因素，以深層內化自我
省視本身之各項需求層次。
接著透過資料收集的活動，讓學生在第二單元「家庭哼哈鏡」中能批判並識讀媒體
中所呈現的家庭角色，體驗在家庭分工中如何尋求流動的性別平衡，以建構尊重和諧的
性別價值觀，營造健康家庭。
㇐、 單元㇐「麻雀與王妃」教學策略
本單元根據學習目標採取欣賞教學法、對話教學法及大六教學法等三種教學策
略。
(㇐)欣賞教學法
1. 策略內涵
欣賞的本質就是某個人對於周遭的人或物給予㇐種評價，繼而產生了好惡。這是
㇐種心理的、情緒的反應，多屬於感情方面；與知識思想之屬於理智者不同。現
今的教育，多著重於知識的灌注，和習慣技能的養成，而忽略了品格的陶冶。其
實，高尚的品格，有指導人生和陶冶性情的最高教育價值。我們若能使學生樹立
㇐個崇高的理想，養成㇐種正當的態度和興趣，然後纏能確保他們所學的知識技
能用於正當的途徑，為人群謀福利。心理學者常說：「感情如㇐片汪洋大海，理
智不過是大海中的㇐粒微塵。」人類的行為，往往為感情和理想所支配。「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並非他的知識技能較優，而是他抱有
崇高的理想。欣賞教學就是要培養學生高尚的理想，養成正當的態度，培養正當
的興趣，以指導人生的行為。(註 1)
欣賞教學有些偏重於情感的陶冶，有些偏重於態度合理想的培育，有些偏重於真
理的探求。因此欣賞教學也隨之分為藝術的欣賞、道德的欣賞、和真理的欣賞之
別。(註 2)
2. 實施方式
透過影片欣賞，誘發學生說出對性別角色之瞭解及是否認同。
(二)對話教學法

課程設計內涵

1. 策略內涵
對話教學是在增進差異性資料的刺激，將學習架構在已具備的知識基模上，或提
高認知的層次。在珍視差異的價值與尊重多元的情境下，教師可以透過師生的互
動過程，協助學生在持續的反省性談話中，建構出更開放而寬廣的認知基礎，作
為進㇐步探索問題及證成個人信念的依據（陳美玉，1998）。

實施方式
本單元根據高二學生在先前所架構的性別教育觀念，透過討論對話的方式，釐清
自己所感、所知、所想及內外在、家庭與社會對自己選擇之影響，以建構出自我
擇友的價值觀。
(三)大六教學法
1. 策略內涵
美國華盛頓大學 Einsberg 教授發展的大六教學法，包括六大項目和十二項小步驟：
i . 定義階段－(i).定義問題所在；(ii).確定所需要的資訊。
ii . 搜尋策略－(i).確定資源的範圍；(ii).列出優先順序。
iii. 找出資訊－(i).找到資訊資源；(ii).取得資訊。
iV .使用資訊－(i).閱讀資訊；(ii).摘要資訊。
V .合成資訊－(i).組織；(ii).呈現。
Vi .評鑑－(i).評鑑作品；(ii).評鑑過程。
2. 實施方式
使學生除了資訊資源、工具的運用外，不但學到「如何發現與探究問題」以培養
主動學習能力的第㇐步，而且是最重要的學習能力。
(二)單元二「家庭哼哈鏡」教學策略
本單元根據教學目標採取問題教學法、合作教學法等兩種教學策略。
1. 問題教學法
(1)策略內涵
經由分組進行探究活動，結合各學習者的能力與專⾧，讓問題的探究更深更
廣。更可以使學習者在過程中學會人際溝通、協調、合作與辯論的能力（陳美
玉，1998）。
(2)實施方式
透過分組收集資訊，媒體識讀的分享討論過程，讓學生探討在社會文化下所呈
現的家庭性別角色問題，並能深度內省，反思自我對家庭性別角色的價值觀。
2. 合作教學法
(1)策略內涵

合作教學法可以統合來自於所有學習者的豐富資源，不管對於學習者探究動機
的激發與維持，探究問題的面對與解決，以及共享性與個別化知識的創造，都
有很大的效果（陳美玉，1998），在合作的教學過程，不僅可以發展學習者的
人際關係，學習者也可以在此種社會互動中，獲得相互性成⾧與影響的機會。
(2)實施方式
本單元透過「家庭哼哈鏡」創意設計，使學生在合作學習的過程中，尋求在家
庭分工中的性別平衡，學會「尊重他人」、「受人尊重」及「平等相待」，進
而養成經營生活中關係與愛之能力；建立健康家庭所需知能，啟發生命價值效
能。
註 1.資料引自欣賞教學法 http://www.lsps.hc.edu.tw/nine_2/oil/method11.htm
註 2.資料節錄自欣賞教學法 http://www.lsps.hc.edu.tw/nine_2/oil/method11.htm

參、教學對象
高中二年級學生，先備知識能力於高㇐時，對家庭藍圖已有概念，但對於家庭中性
別角色的觀念，仍受到許多大眾傳媒的影響，造成㇐些刻板印象，如在個人特質方面認
為男性獨立權威屬於堅強剛毅的，女性依賴受照顧屬於服從犧牲的；在兩性交往行為中
也開始考量建立自己未來家庭的理想，而有逐漸朝向擇偶條件的方向考慮之雛型。因而
將性別角色議題融入家庭教育課程的人際溝通與壓力調適單元中，讓高二學生能建立合
宜的交友價值觀，並在家庭生活中實踐尊重雙贏的家庭性別角色平衡。

肆、教學活動設計
活動㇐ 麻雀與王妃（人際溝通）
活

動

名

稱

麻雀與王妃

設計者

鍾雲英，方淑玉

教

學

時

間

100 分鐘

適合人數

全班

配合現有教材

家政教育
1.能深層內化自我省思本身之各項需求層次。

活

動

目

標

2.明白交友之內外在及家庭社會因素。
3.能釐清自我在擇友時的價值觀。

活動流程及內容設計

時間

【引起動機】
㇐、教師以㇐則與異性交往的小故事和學生分享，藉此說明本課程的主題：每
個人都會想要在生命的旅途中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真命天子（女），在找尋
的過程中，可需要花㇐點心思，想想自己如何與異性互動，以進而走入家
庭生活中，才能真正像童話故事般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10 分鐘

活動設計說明

課程設計內涵
【發展活動】
二、教師發下影片欣賞學習單，並播放影片「麻雀變王妃」的片段，請學生仔

40 分鐘

細觀察其中男女主角的互動，將觀察心得紀錄於學習單上。
教師可參考學生之學習手冊上的心得單，播放前先提醒學生要觀察的重點；
播放的時間為：第三段（15 分）到第 6 段（48 分）約 35 分鐘時間。
………………….第㇐節結束………………
三、請學生仔細觀賞影片後，填寫學習單（附錄二）
。

5 分鐘

四、由教師提問並請學生自由舉手發表意見：

20 分鐘

1. 從影片中男女主角的交往過程中,你比較喜歡他們所展現的哪些特點?為
什麼?
2. 在與異性朋友交往的過程中,你比較認同或不認同影片中哪些人物的表

個人之價值觀會受家庭社會

現?為什麼?

環境之影響，因而提問讓學生

3. 你在與異性交往的過程中,你會想要展現出什麼特質?為什麼?這些特質和

討論激盪以釐清各相關因素。

性別有關嗎?
五、教師綜合歸納學生意見，並請不同性別的學生輪流上台說出自己想展現的
特質，分析各特質是否受到不同性別的影響。

【統整與總結】
六、教師請學生分組討論在與異性朋友交往時的考量要素，記錄在海報紙或白

15 分鐘

教師可適時提出說明：性別角

板上。

色的刻板印象往往起源於原

＊ 討論提綱：

生家庭中的角色互動,家人或

1. 我所選擇的異性朋友,需要哪些內在或外在條件?我考量的原因是什麼?

社會的期許

2. 家庭或社會環境中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我選擇異性朋友的考量?為什麼?
七、教師收回各組的討論結果，歸納整理以便在下節課時說明。
八、教師交代作業：請各組學生依照所抽取的主題,進行資料收集,從資料內容

10 分鐘

找出至少㇐位男性家人及㇐位女性家人的角色，深入剖析其中所呈現的家
庭角色特質（如性別刻板印象、家務分工等）
，並於下節課進行分享。
＊ 主題內容可為網路/電視節目/電影/報紙/雜誌/小說或短文等媒體中所呈現
的家庭角色的探討，小組可自行決定分享方式（如海報、表演、電腦簡報
等）來說明，呈現時間以五分鐘為限。
……………………第二節結束…………………
教

學

評

量

指 導 要 點 及
注

意

事

項

1.口語表達

2.資料收集

指導大六教學法之步驟：(㇐)定義階段－定義問題所在；確定所需要的資訊。(二)搜尋策略－確定資
源的範圍；列出優先順序。(三)找出資訊－找到資訊資源；取得資訊。(四)使用資訊－閱讀資訊；摘
要資訊。(五)合成資訊－組織；呈現。(六)評鑑－評鑑作品；評鑑過程。
影片「麻雀變王妃」為普遍級劇情片，發行商：中藝國際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備

註

本課程可節選其中播映時間 30-60 分鐘之內容，為片中男女主角在兩性交往時所呈現出的個人特質
及價值觀，以供學生賞析。
類似影片教師可依教學目標自行挑選。

活動二：家庭哼哈鏡（壓力調適）
活

動

名

稱

家庭哼哈鏡

設計者

鍾雲英，方淑玉

教

學

時

間

100 分鐘

適合人數

全班

配合現有教材

家政教育
1.培養經營生活中關係與愛之能力。

活

動

目

2.建立健康家庭所需知能，啟發生命價值效能。

標

3.能批判解析媒體中的家庭角色，並反思自己在原生家庭中的角色。
4.能覺察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並尋求合理的尊重平衡。

活

動

流

程

及

內

容

設

計

時間

活動設計說明

15 分鐘

此處在引導學生能明瞭擇友

【引起動機】
㇐、教師發回給各組上㇐節課的討論結果，逐題請各組派代表說明，進行意見
歸納整理；並參考研究報告向學生說明㇐般人在擇友時的考慮要件。＜擇

條件的影響因素可能起源於

友的考量條件（林秋萍，2002）：年齡、個性、身體健康、教育程度、社

原生家庭的角色互動，進而考

交情形、經濟基礎、宗教信仰、性別相關因素、婚姻斜坡現象、體面因素、

量兩性在家庭角色中的關係。

安定因素、門當戶對因素（文化背景、社經地位、家庭型態）等。＞
二、教師說明：在了解自己選擇異性朋友的考量要素及影響後,想想看在㇐般媒
體中所接觸到的家庭角色中,兩性通常扮演哪些不同的角色變化？
三、教師以繪本「朱家故事」作為導讀，引導學生思考：
1. 在故事中你看到兩性通常扮演什麼樣的家庭角色？你認同他們嗎?
2. 想想看如果是你自己組成的家庭,你想要在家中呈現出什麼樣的家庭角色

20 分鐘

呢?為什麼?

家庭中不同性別之家庭角
色，如何尋求其平衡及公平

四、教師請學生自由發表意見，加以歸納整理，並請各小組準備好下㇐節課要

10 分鐘

呈現的資料收集報告。

性，奠基於尊重，以達到雙贏
的流動的平衡。

………………….第三節結束………………….

【發展活動】

培養學生察覺在媒體中的家

五、教師請各小組依照抽籤順序上台報告在不同媒體中所收集到的家庭角色，

5 分鐘

並說明各小組對這些家庭角色的評析。

庭角色之互動，是否對人尊
重，倘有受委屈或不平之處是

六、教師歸納學生意見，並請各小組互評，推選出最佳報告獎之小組給予獎勵

35 分鐘

（互評項目有：發言、內容、傾聽等三項評分）
。

否能以理性之言論提出自我
感受與需求？強勢之㇐方是
否有自省能力？以求如何改
善。

【統整與總結】

回歸反思自己在家庭中之角

七、教師請學生從各媒體中所呈現出的家庭角色，反思兩性如何在家庭中展現

15 分鐘

相互尊重的家庭角色？

色與分工，如何精進或修正以
取得平衡。

八、請學生研讀完「附錄㇐」所準備的短文後，教師說明：研讀完這篇網路短
文後，每個人的人格特質與成⾧背景受家庭社區之相關因素影響，其價值
觀㇐定會有相當程度之差異，因而所感覺、需求與作決定必有所不同。請
學生將心得記錄在「親密愛人」的學習單（附錄三）中，於下課後交回。
……………………….第四節結束………………
教學評量

1.口語表達

指導要點及

1.建議採兩節課連排方式。

注意事項

2.學生上台發表所收集資訊並提問時，可視實際教學情況給予獎勵。

備註

附錄㇐的短文為節錄自網路笑話文章，教師可以視實際教學情況選擇其他的參考文章。

2.資訊收集

3.學習單

課程設計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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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附錄㇐ 本年度最受女性歡迎的笑話（節錄自網路「年度最受女性歡迎笑話」）
有個男人已經超厭煩他每天都要去公司上班，但他老婆卻可以成天待在家裡～
於是、他向上帝禱告說：「親愛的主！我每天上班投入八個鐘頭的時間，但我的老
婆只待在家裡、閒閒沒事做而已；我希望讓她知道我過的是怎麼樣的日子，所以請讓我
們的身體交換！」。
上帝以祂無比的智慧，成就了這個男人的願望…
隔天，這男人㇐起床、就成了個女人…
他㇐起床，就開始為他的伴侶作早點，並且再三去叫醒那些賴床的孩子們…
在回家路上，要去洗衣店收送衣服；還要到銀行存錢…
然後到菜市場買菜，回家把菜放㇐邊，還要仔細記帳…
記完帳之後，他清了貓的砂盒，後來還替狗洗澡…
然後時間已經下午㇐點鐘了。
他趕快把棉被折好，洗衣服、擦地板…
餵完貓狗後，他衝到學校去接小孩，
然後還得和那些越來越沒大沒小的孩子們㇐路上大小聲…
回家之後，他幫孩子準備點心和牛奶，讓孩子乖乖地寫功課…
然後他把燙馬擺好，㇐邊燙衣服㇐邊看肥皂劇重播…
下午四點半，他開始削馬鈴薯、洗菜作沙拉、烤肉餅，為晚餐做準備…
晚餐後，剛下班的老婆，㇐吃完飯，竟然坐在客廳看起足球賽來！
他則忙著整理廚房洗碗，把收好的衣服摺好，哄小孩睡覺…
晚上九點，他已經累壞了，但是又擔心白天的雜務還很多沒作完…
不管了！他終於衝上床想休息了，但是還有人期待著他…
隔天他㇐起床，立刻靠著床邊跪下來、流淚跟上帝說：
「主啊！我不知道我之前在想什麼，
現在我知道我實在錯得離譜，竟錯到去妒嫉我老婆整天在家！求求您，讓我們換回
來吧！」
主以祂無比的智慧、回答他：
「孩子，我很高興知道你已學到了智慧，而且，我也很願意把你們兩人換回來，但…
你還要等二百七十九天～
因為昨天晚上你‥‥懷孕了！！」

課程設計內涵

附錄二 家庭教育課程設計—親密愛人（高中二年級）影片欣賞學習單

影片欣賞-麻雀變王妃
高

年

班 座號

姓名：

Q1. 從影片中男女主角的交往過程中,你比較喜歡他們所展現的哪些
特點?為什麼?

Q2. 在與異性朋友交往的過程中,你比較認同或不認同影片中哪些人
物的表現?為什麼?

Q3. 你在與異性交往的過程中,你會想要展現出什麼特質?為什麼?這
些特質和性別有關嗎?

附錄三 家庭教育課程設計—親密愛人（高中二年級）反思學習單

親 密 愛 人
年

班

座號

姓名

1. 在選擇異性朋友時，需要考慮哪些內在、外在、家庭或社會環境
中之因素？為什麼我會做這樣的考量？
（1）內在因素：
外在因素：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2）考量原因：

2. 想㇐想在自己的家庭中，我扮演什麼樣的家庭角色？我是否需要
做㇐些改變？可以尋求什麼樣的協助？
（1）我的家庭角色是：
（2）我想做的改變：
（3）可以尋求的協助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