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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影片」學習單徵稿活動 

 

一、 依據：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評量與相關問題之研究與發展。 

二、 目標： 

(一) 為推廣本院製作之優良性別平等教學影片，期透過徵稿活動，激勵全國教師暨社

會人士，發揮創意與教學專業知能，設計相關教學學習單。 

(二) 結合本院性別平等教學影片、創意教案、練習單等提供多元教學資源，供教師參

考使用，活化性別平等教育方式，並提升性別平等意識。 

三、 主辦單位：國家教育研究院 

四、 徵稿對象： 

        全國公私立中小學教師（含現職合格教師、實習教師及代理代課教師。）及社會人士。 

五、 徵稿主題：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影片推廣計畫」中 6 大主題：性的身心發展與性別、多元性別、性

別角色的學習與突破、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社會文化中的性別議題、身體自主權與性

別權益等，依附表分類共 45單元影片，推廣計畫與影片附表詳見附件 1。 

六、 徵稿內容及注意事項： 

(一) 學習單主題 

請依據本院製作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影片內容，研擬並製作學習單，以供教學課堂

使用。 

(二) 投稿內容規格格式 

1. 學習單撰寫格式請參考附件 2。 

2. 學習單可包含多個數位內容（圖片、擷取影片畫面、相關網站、插圖等）。 

3. 作品不限字數，請以 1張 A4內容為原則，為協助得獎作品之後續推廣及使用者

使用之方便性，請以*.pdf、*.doc(x)、*.ppt(x)等格式製作。 

4. 學習單中所有引用內容(例如擷取圖片、影像、文字等資源)務必在引用處下方標

明來源出處及時間點。 

5. 檔案名稱格式 

(1) 活動作品：「性平影片練習單-作品名稱-作者姓名」。 

(2) 著作權授權書：「性平影片練習單著作權授權書-作品名稱-作者姓名」。 

(三) 練習單編撰時所有參考資料均須註明出處，並且隨文標明清楚，以維護智慧財

產權。 

 

七、 活動日期： 

(一) 徵件日期：104年 8月 1日至 11月 30 日止，為期 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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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得獎公布日期：104年 12月 31日前，得獎名單公布於活動網站；並發送得獎通知

給個人與所屬學校。 

(三) 授獎：將針對徵稿得獎者頒贈獎金及獎狀。 

八、 投稿與作品送件辦法： 

(一) 請上本院媒體競賽網（http://media.naer.edu.tw/）活動網頁，參照活動網頁系統操

作方式登入，並填寫表單或下載檔案，詳見附件 3，編寫後上傳檔案。 

(二) 依活動網站指示下載並填寫著作權授權書，詳見附件 4。 

(三) 將作品連同著作權授權書正本於徵件截止日前上傳至活動專區，並請於題名註明

「性別平等教育影片學習單徵稿」。 

九、 評選方式： 

(一) 由本院聘請專家學者暨實務工作者組成評選小組，針對投稿之作品進行評選。 

(二) 評審項目包括： 

 

 

 

 

 

 

(三) 評選原則： 

1. 練習單內容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內涵與 6大系列影片相關主題 

2. 練習單符合實際運用之可行性及效益 

3. 練習單發想於本系列教學影片，具有特色或創意，並具引導討論與啟發性 

4. 結合相關時事與議題 

十、 獲選獎項 

(一) 本案分六大類徵件，每類稿件擇優錄取以 5 件為上限、每單元稿件擇優錄取以 2

件為上限，參賽作品未達水準，獎勵名額得以從缺。 

(二) 凡獲選之作品，每件致贈獎金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整及獎狀一幅，獲獎者須寄回授

權書及稿費收據正本，詳附件 5。 

十一、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參與徵選之稿件以未曾出版或獲獎者為限，每人每單元影片學習單限投稿 1件。 

(二) 參與徵選之稿件一律不退件，請自行保留備份。 

(三) 不符格式規定或未備齊繳交之資料一律不納入評選！ 

(四) 投稿請及早作業，避免徵稿截止日前網路壅塞，而造成無法順利上傳之問題。 

(五) 投稿之作品皆須同意下列所載事項： 

項目 比例 

內容能正確表達影片訴求 30% 

針對該影片提問內容是否具適切性 30% 

練習單之設計能誘導學生自學觀賞 20% 

參考資料豐富性、正確性 20% 

總計 100% 



3 

 

1. 本作品(含附件)係本人原創，絕無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並從未出版或

獲獎。若發現有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嫌，願意取消得獎資格，並立即

繳回領取之稿費及獎狀，一切法律責任由本人自負，如因此造成國家教育

研究院或基於其授權而使用本作品之第三人之損害，願負賠償責任。 

2. 本人同意本作品全部內容授權刊登於本院網站，提供各級機關、學校或社

會大眾線上檢索、閱讀、列印等，得不限時間與地域，為教育、學術研究

或其他非屬營利之目的利用。 

3. 本人並授權教育部及貴院得於不破壞著作原意之範圍內，修改本作品(或

建議作者酌修)，並得於電子媒體或紙本刊載或出版發行，但不須另外支

付稿酬。 

4. 除以上授權內容外，本人並同意教育部及貴院得行使本作品之所有著作財

產權，並得改作、基於本作品而創作衍生著作、翻譯、改編為動畫、影片、

漫畫或其他不同形式之著作。惟本人仍享有著作人格權，並得於個人著

作、演說、網站、或教學使用此篇著作中之全部或部分內容。 

十二、 聯絡方式 

主辦單位聯絡人：盧明慧小姐，聯絡電話：02-3322-5558 轉231，  

E-mail：damojnit@mail.naer.edu.tw。 

 

mailto:damojnit@mail.na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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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 
「性別平等教育影片推廣計畫」（草案） 

壹、依據：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評量與相關問題之研究與發展。 

貳、緣起 

一、 本院鑒於我國中學生在性別平等教育知能方面之不足，且坊間所製作之性別

平等教育影片甚少，品質及教育意涵亦未臻理想，為以教育方式消弭性別歧

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並考量教育發展之需要，於 96年起，邀請法

學、輔導、性平、心理及教育等學者專家及現場教師參與暨指導，截至本（104）

年，已製作完成 45單元，明細及分類項如附表。 

二、 為使本案教學影片主要意涵融入教學現場以及一般大眾，提升本案製作之效

益，並強化校園內性別平等概念。 

參、辦理內容 

本案預計辦理相關推廣事宜臚列如下： 

一、創意競賽：擬依據本案系列影片相關之主題及內容辦理徵稿（3~5分鐘微電影、短

文、金句、漫畫等類組）活動（對象為學生、教育人士及社會大眾），並依照上開辦法

辦理相關教案競賽。 

二、研擬辦理教師專業增能及研習活動（為利區域平衡，場次建議北、中、南各乙場），

期擴大本案製作之效益，依現有單元內容辦理講座及研習講座活動（如多元性別、性

別上的職業隔離、CEDAW相關主題、情欲自主、性侵防治流程…等議題釋疑。） 

三、提供本院現有主任、校長儲訓、在職進修等班隊相關宣導資料。 

肆、訴求對象 

全國國、高中(職)學生、教師、教育行政人員、師資培育學生及一般大眾等。 

伍、預期效益 

一、 充實本教材外部資源：藉由辦理相關進修及增能活動，彙編相關延伸議題、

教學示例及實務經驗，並透過本院、學特司及行政院性平處等相關網站分享

及推廣，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二、 發展性別平等教育：參與教材推廣之教師將可增加媒體運用等工作經驗，共

同拓展資訊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各種教學模式，觀摩學習、思考問題、破除

可能來自既有文化之性別歧視、偏見與刻板化印象，並培養獨立思考之判斷

能力。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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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概念內涵與影片對應表 

概念 內涵 影片編號(系列與片名) 

一、 性的身心發展

與性別 

1. 接納身心發展差

異 
【Ⅱ（4）】我真的很特別 

2. 澄清身體意象的

性別迷思 

3. 認識懷孕與安全

性的性行為 

【Ⅰ（7）】我的一生是不是完了？ 

【Ⅲ（3）】沒保險就免談！ 

【Ⅴ（5）】讓「性」更保險~避孕也避病 

4. 探討愛滋議題 

【Ⅱ（1）】你不孤單，我在你身邊 

【Ⅶ（6）】心裡的彩虹－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

心 

二、 多元性別 

1. 認識多元性別概

念 

【Ⅰ（8）】男女要分得那麼清楚嗎？ 

【Ⅲ（1）】我們還可以是朋友嗎？ 

【Ⅶ（3）】尊重－性與性別的多樣化 

【Ⅶ（6）】心裡的彩虹－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

心 

2. 接納多元性特質 

3. 尊重不同性取向 

三、 性別角色的學習

與突破 

1. 破除性別角色刻

板化與區隔 
【Ⅳ（5）】性平新聞~媒體中的性別意識 

2. 突破性別限制的

生涯發展 【Ⅴ（2）】那一年我們一起追夢~性別與職業 

【Ⅶ（5）】讓夢想起飛－職業類科的性別少數 3. 公共或社會參與

不受性別限制 

四、 情感關係與性

別互動 ( 含交

友、戀愛、分

手…) 

1. 情感表達與互動 

【Ⅰ（1）】做人，真難？！ 

【Ⅲ（2）】網路世界的蟲蟲危機 

【Ⅳ（2）】浪漫的愛~偶像劇的迷思 

【Ⅵ（3）】遇見愛情~男生的情感表達 

【Ⅶ（1）】幸福進行曲－愛與承諾 

【Ⅶ（4）】愛情平衡木－交往中的性別框架 

2. 情感關係與處理 

【Ⅱ（5）】太超過了！ 

【Ⅱ（6）】小心愛情恐怖份子 

【Ⅲ（6）】遇見愛情 

【Ⅴ（6）】幸福下一站~分手別怕 

3. 性與愛 

【Ⅰ（6）】你到底愛不愛我？ 

【Ⅲ（4）】你不在乎，我們在乎！ 

【Ⅲ（5）】阿，就一時性起嘛！ 

【Ⅳ（3）】情慾自主~當「性」福來敲門 

【Ⅵ（6）】就這樣發生了~女生沒有說不要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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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要 

五、 社會文化中的

性別議題 

1. 多元的家庭型態 【Ⅵ（4）】我愛我家~不同樣態的家庭故事 

2. 性別與習俗 【Ⅱ（2）】是誰規定的？ 

【Ⅴ（3）】出口成髒？!語言中的性別意涵 

【Ⅵ（5）】以前都是這樣啊！~性別與習俗 

3. 性別社會建構的

批判 

六、 身體自主權與

性別權益 

1. 性騷擾、性侵害、

性霸凌與家庭暴

力防治 

【Ⅰ（2）】有什麼不一樣？你說嘛！ 

【Ⅰ（3）】差一點，好險？ 

【Ⅰ（4）】不要以為不可能！ 

【Ⅰ（5）】他都會道歉啊 

【Ⅰ（9）】友情？愛情？羅生門？ 

【Ⅱ（3）】請你不要太過份 

【Ⅲ（2）】網路世界的蟲蟲危機 

【Ⅳ（1）】網路自拍~擦不掉的印記 

【Ⅳ（4）】國王遊戲~越玩越不能做自己 

【Ⅳ（6）】打工筆記~危險情境的自我保護 

【Ⅴ（1）】迷信？改運？假宗教名義性侵 

【Ⅴ（4）】如果早知道~男生也會被性侵 

【Ⅵ（1）】有色狼！~公共場所性騷擾 

【Ⅵ（2）】還是得叫他舅舅~亂倫案件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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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 

表一：97~103年性別平等教育系列影片暨手冊製作各單元名稱、內容及分類項/主題 

年度 編 號 單元名稱 

長度 

(分鐘) 

內容 議題類別 

對應性別平等教育概

念內涵 

影片建議使用

階段 

96 Ⅰ（1） 
做人，真難？！ 

(人際關係) 
15  

說明男女之間亦可建立友誼關係，教導良

好溝通與情感表達方式，以擴展尊重和諧

的人際關係。 

情感議題 
四、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 

1.情感表達與互動 

＊適用全體學生 

（以下同） 

96 Ⅰ（2） 

有什麼不一樣？你說

嘛！ 

(性騷擾防治) 

15 

呈現生活中四種不同的身體觸摸情境，探

討性騷擾的發生與防治，以維護人的身體

自主權。 

性侵等議題 

六、身體自主權與性別權

益 
1. 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

與家庭暴力防治 

2. 身體自主權相關資源與

法律救助 

＊ 

96 Ⅰ（3） 
差一點，好險？ 

(熟識者之性侵害防治) 
15 

探討熟識者的性侵害之預防與危機處理原

則，並針對被害人必須承擔更多質疑與責

難的迷思，進行澄清。 

性侵等議題 

＊ 

97 Ⅰ（4） 
不要以為不可能！ 

(陌生者之性侵害防治) 
18 

呈現面對陌生人邀約時的因應方式與結

果，以提高人身安全的意識並做好性侵害

的危機處理。 

性侵等議題 

國中及以上 

97 Ⅰ（5） 
他都會道歉啊！ 

(親密關係之暴力) 
16 

探討戀愛與婚姻關係中的暴力事件，引導

大眾正視親密關係的暴力問題。 
性侵等議題 

國中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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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Ⅰ（6） 
你到底愛不愛我？ 

(青少年性行為) 
18 

呈現少年發展情感關係的四個階段，探討

其面對性與愛的正確態度，以及適當促進

親密關係的方式。 

性與健康 
四、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 

3.性與愛 

國中及以上 

97 Ⅰ（7） 
我的一生是不是完了？ 

(青少女懷孕) 
17 

呈現青少年未婚懷孕時男生、女生面臨的

不同困境，探究因應解決的四種方式，引

導做出適當的抉擇。 

性與健康議題 

一、性的身心發展與性別 

3.認識懷孕與安全性的性

行為 

國中及以上 

97 Ⅰ（8） 

男女要分得那麼清楚

嗎？ 

(多元性別) 

14 

呈現生活中多樣的性別樣貌，如：溫柔男、

同性戀、變性欲等，探討多元性別與尊重

差異的概念。 

性別議題 

三、多元性別 

1. 認識多元性別概念 

2. 接納多元性特質 

3. 尊重不同性取向 

國中及以上 

97 Ⅰ（9） 
友情？愛情？羅生門？ 

(愛情裡的法律) 
19 

呈現校園學生情感互動時違背個人意願的

不當行為，藉由辯論的歷程，釐清身體自

主權的界線與法律規範。 

性侵等議題 

六、身體自主權與性別權

益 
1. 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

與家庭暴力防治 

2. 身體自主權相關資源與

法律救助 

國中及以上 

98 Ⅱ（1） 
你不孤單，我在你身邊 

(愛滋關懷議題) 
18 

釐清對愛滋病的迷思以及不當的恐懼與汙

名，破除對滋關感染者的歧視，進而接納、

關懷。 

性與健康議題 

一、 性的身心發展與性

別 

4.探討愛滋議題 

＊ 

98 Ⅱ（2） 
是誰規定的？ 

(文化與性別議題) 
15 

提出對傳統文化習俗所建構的性別刻版限

制之質疑，引導大眾批判並跳脫性別角

色的框架。  

性別議題 

五、社會文化中的性別議

題 

2.性別與習俗 

3.性別社會建構的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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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Ⅱ（3） 
請你不要太過份 

(從 KUSO到校園霸凌) 
16 

呈現校園常見的 Kuso 整人遊戲，提醒大

眾認知可能構成性別歧視、性霸凌、性騷

擾等危害個人身體自主權的觸法行為。 

性侵等議題 

六、身體自主權與性別權

益 
1. 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

與家庭暴力防治 

2. 身體自主權相關資源與

法律救助 

＊ 

98 Ⅱ（4） 
我真的很特別 

(身體意象) 
20 

透過國中學生現身談話性節目討論胖瘦、

高矮、美醜之「審美觀」，引導培養突破性

別迷思的多元「審美觀」，並自我悅納。 

性別議題 

一、性的身心發展與性別 

1. 接納身心發展差異 

2.澄清身體意象的性別迷

思 

＊ 

98 Ⅱ（5） 
太超過了！ 

(過度追求) 
19 

呈現情感關係中追求與被追者的角色，探

討過度追求的不當行為以及表達拒絕的方

式，學習成為尊重對方的示愛達人。 

情感議題 

四、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 

2.情感關係與處理 

國中及以上 

98 Ⅱ（6） 
小心愛情恐怖份子 

(分手暴力議題) 
15 

探討分手暴力事件，瞭解與尊重個人的愛

情自主選擇權，讓每個人都能開心談戀

愛，理性談分手。 

情感議題 

國中及以上 

99 Ⅲ（1） 
我們還可以是朋友嗎？ 

(尊重同性戀) 
15 

呈現對於同性戀的常見迷思，並透過同志

現身與中學生對話的現場，澄清與深化多

元性別概念，進而尊重多元的性傾向。 

性別議題 

三、多元性別 

1.認識多元性別概念 

3.尊重不同性取向 

國中及以上 

99 Ⅲ（2） 
網路世界的蟲蟲危機 

(網路交友)  
16 

探討網路交友的潛在風險與不確定性，學

習如何分辨網路上的陷阱，並保護自身安

全。 

情感議題 

性侵等議題 

四、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 

1.情感表達與互動 

＊ 

99 Ⅲ（3） 
沒保險就免談！ 

(較安全的性) 
14 

探討健康的性觀念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維護性的自主權與意願，拒絕不安全的的

性行為。 

性與健康議題 

一、性的身心發展與性別 

3.認識懷孕與安全性的性

行為 

國中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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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Ⅲ（4） 
你不在乎，我們在乎！ 

(公共場所的親密行為) 
17 

討論親密關係中性別互動的公開與隱私的

界線，思考在公眾場域親密行為的適當性。  
性與健康議題 

四、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 

3.性與愛 

國中及以上 

99 Ⅲ（5） 
阿，就一時性起嘛！ 

(色情、媒體與性) 
17 

呈現青少年對色情影片的看法，探討其中

對性慾的迷思與性別偏見，引導學習以質

疑批判角度來看待錯誤的性與愛資訊。 

性與健康議題 
四、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 

3.性與愛 

國中及以上 

99 Ⅲ（6） 
遇見愛情 

(戀情選擇及代價) 
16 

透過不同年齡階段的情感關係發展案例，

引導青少年面臨戀愛抉擇時，能更全面性

思考情感關係的處理與決定。 

情感議題 
四、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 

2.情感關係與處理 

國中及以上 

100 Ⅳ（1） 
網路自拍~擦不掉的印

記 
13 

說明網路上傳自拍照潛在危險及後果，討

論如何在網路世界中自我人身權益的保

護。 

性侵等議題 

六、身體自主權與性別權

益 
1. 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

與家庭暴力防治 

2. 身體自主權相關資源與

法律救助 

國中及以上 

100 Ⅳ（2） 
浪漫的愛~偶像劇的迷

思 
17 

呈現出浪漫偶像劇與現實生活情感關係的

差別，探討突破制式單一以及性別刻板的

情感互動模式。 

情感議題 
四、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 

1.情感表達與互動 

國中及以上 

100 Ⅳ（3） 
情慾自主~當「性」福

來敲門 
17 

呈現性衝動自我覺察的歷程，引導青少年

健康面對性與愛的需求，健康自主管理情

慾，做自己身體的主人。 

性與健康議題 
四、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 

3.性與愛 

國中及以上 

100 Ⅳ（4） 
國王遊戲~越玩越不能

做自己 
17 

探討青少年流行的國王遊戲可能會違背個

人身體自主權，是不尊重的他人意願的表

現，應學習勇於拒絕並維護權益的。 

性侵等議題 

六、身體自主權與性別權

益 
1. 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

與家庭暴力防治 

2. 身體自主權相關資源與

法律救助 

國中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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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Ⅳ（5） 
性平新聞~媒體中的性

別意識 
14 

以新聞報導方式解析媒體廣告中所傳遞的

家事分工、職業角色與特質的性別區隔現

象，透過媒體識讀引導消弭性別歧視與刻

板。 

性別議題 

二、性別角色的學習與突

破 

1.破除性別角色刻板化與

區隔 

＊ 

100 Ⅳ（6） 
打工筆記~危險情境的

自我保護 
15 

呈現青少年打工場域中面臨的人身安全危

險情境，探討職場中維護身體自主權的相

關資源與法律救助。 

性侵等議題 六、身體自主權與性別權

益 
1. 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

與家庭暴力防治 

2. 身體自主權相關資源與

法律救助 

國中及以上 

101 Ⅴ（1） 
迷信？改運？假宗教

名義性侵 
18 

透過假借宗教之名進行性侵害之事件，學

習安全預防之道，並建立對受害者的支

持、關懷及不歧視的觀念，以維護每個人

的身體自主權。  

性侵等議題 

國中及以上 

101 Ⅴ（2） 
那一年我們一起追夢~

性別與職業 
16 

說明社會中對職業生涯的性別區隔現象，

透過各職業領域的不同性別者的真實案

例，引導學生適性發展生涯，不受性別限

制。 

性侵等議題 

二、性別角色的學習與突

破 

2.性別限制的生涯發展 

3.公共或社會參與不受性

別限制 

＊ 

101 Ⅴ（3） 
出口成髒？!語言中的

性別意涵 
15 

檢視生活中習以為常卻蘊含性別意涵之語

言，進而理解並消除語文中社會建構的性

別歧視與偏見，建立尊重性別的語言文化。 

性別議題 

五、社會文化中的性別議

題 

2.性別與習俗 

3.性別社會建構的批判 

國中及以上 

101 Ⅴ（4） 
如果早知道~男生也會

被性侵 
17 

引導重視男生遭受性侵的事件，釐清相關

迷思，以及理解其身心創傷之嚴重性，以

提供相關資源協助與法律救助。 

性侵等議題 

六、身體自主權與性別權

益 
1. 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

與家庭暴力防治 

2. 身體自主權相關資源與

法律救助 

國中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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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Ⅴ（5） 
讓「性」更保險~避孕

也避病 
13 

探討為促進性的身心健康發展，建立正確

的避孕觀念，學習尊重個人意願，拒絕沒

有防護措施的性行為。 

性與健康議題 

一、性的身心發展與性別 

3.認識懷孕與安全性的性

行為 

高中及以上 

101 Ⅴ（6） 幸福下一站~分手別怕 15 

探討青少年面臨分手以及被拒絕的感情調

適，以正向態度看待分手，學習破性別刻

板情感互動模式，期待下一次幸福戀情。 

情感議題 
四、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 

2.情感關係與處理 

高中及以上 

102 Ⅵ（1） 
有色狼！~公共場所性

騷擾 
13 

呈現公共場域性騷擾的事件發生，教導學

生保護自己人身安全，並勇於檢舉性騷擾

事件，協助維護他人身體自主權。 

性侵等議題 六、身體自主權與性別權

益 
1. 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

與家庭暴力防治 

2. 身體自主權相關資源與

法律救助 

＊ 

102 Ⅵ（2） 
還是得叫他舅舅~亂倫

案件處遇 
15 

探討家庭亂倫案件因家族的壓力，往往不

易察覺或甚至隱忍多時，進而釐清亂倫事

件的迷思，引導身心創傷的受害者勇於面

對，獲得資源與協助。 

性侵等議題 

國中及以上 

102 Ⅵ（3） 
遇見愛情~男生的情感

表達 
15 

呈現男生在不同成長階段，所經歷的情感

挫敗、失戀的歷程，透過自我反省瞭解傳

統男子氣概的性別刻板對情感表達與互動

的影響。 

情感議題 
四、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 

1.情感表達與互動 

國中及以上 

102 Ⅵ（4） 
我愛我家~不同樣態的

家庭故事 
17 

透過中學生的訪問介紹隔代教養家庭、單

親家庭、新移民家庭，學習理解、接納與

尊重多元的家庭型態。 

性別議題 

五、社會文化中的性別議

題 

1.多元的家庭型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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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Ⅵ（5） 
以前都是這樣啊！~性

別與習俗 
15 

呈現傳統習俗中性別不平等的現象，例如

祭祀、繼承權等，探討隨著法律的修正，

與基於性別平等精神，調整文化習俗的性

別偏見。 

性別議題 

五、社會文化中的性別議

題 

2.性別與習俗 

3.性別社會建構的批判 

國中及以上 

102 Ⅵ（6） 
就這樣發生了~女生沒

有說不要不代表要 
14 

呈現在性與愛的親密互動時「女生沒有說

不要是否就是代表要」的情境，探討親密

關係的灰色地帶，引導思考尊重彼此的意

願表達。  

性與健康議題 
四、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 

3.性與愛 

高中及以上 

103 Ⅶ（1） 
幸福進行曲－愛與承

諾 
18 

呈現當情感發展將進入家庭婚姻時，在愛

與承諾為主軸，探討家庭與婚姻的性別互

動模式，建立尊重、和諧的情感關係。 

情感議題 
四、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 

1.情感表達與互動 

高中及以上 

103 Ⅶ（2） 
重生－性侵後的心理

重建 
16 

呈現減述計畫（減少性侵害被害人陳述）

的歷程，說明維護身體自主權的相關資源

與法律救助，並強調關懷是支持受害者重

生重要關鍵。 

性侵等議題 

六、身體自主權與性別權

益 
1. 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

與家庭暴力防治 

2. 身體自主權相關資源與

法律救助 

國中及以上 

103 Ⅶ（3） 
尊重－性與性別的多

樣化 
16 

透過大學生探討多元性別概念的歷程，建

立接納多元、尊重差異的性平意識，進而

理解性別主流的意涵以及性別平等教育實

施的精神與重要性。 

性別議題 

三、多元性別 

1. 認識多元性別概念 

2. 接納多元性特質 

3. 尊重不同性取向 

國中及以上 

103 Ⅶ（4） 
愛情平衡木－交往中

的性別框架 
17 

透過情境引導澄清情感表達與互動關係

中，所存在的統性別特質與角色的框架限

制。  

情感議題 
四、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 

1.情感表達與互動 

國中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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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Ⅶ（5） 
讓夢想起飛－職業類

科的性別少數 
17 

呈現三個職業類科少數性別的就學經驗，

探討職業的性別區隔現象，並透過真實人

物的訪問，引導學生發展自我潛能，突破

性別限制。 

性別議題 

二、性別角色的學習與突

破 

2.性別限制的生涯發展 

3.公共或社會參與不受性

別限制 

＊ 

103 Ⅶ（6） 
心裡的彩虹－同志健

康社區服務中心 
16 

呈現同志學生探索情感之歷程，介紹 CDC

同志健康服務中心之組織，認識並尊重多

元性傾向。 

性別議題 

性與健康議題 

三、多元性別 

1.認識多元性別概念 

3.尊重不同性取向 

高中及以上 

 

議題分類： 

1. 性別： 

I（8）、Ⅱ（2）、Ⅱ（4）、Ⅲ（1）、Ⅳ（5）、Ⅴ（2）、Ⅴ（3）、Ⅵ（4）、Ⅵ（5）、Ⅶ（3）、Ⅶ（5） 

2. 情感： 

I（1）、Ⅱ（5）、Ⅱ（6）、Ⅲ（2）、Ⅲ（6）、Ⅳ（2）、Ⅴ（6）、Ⅵ（3）、Ⅶ（1）、Ⅶ（4） 

3. 性與健康： 

I（6）、I（7）、Ⅱ（1）、Ⅲ（3）、Ⅲ（4）、Ⅲ（5）、Ⅳ（3）、Ⅴ（5）、Ⅵ（6）、Ⅶ（6） 

4. 性侵等： 

I（2）、I（3）、I（4）、I（5）、I（9）、Ⅱ（3）、Ⅲ（2）、Ⅳ（1）、Ⅳ（4）、Ⅳ（6）、Ⅴ（1）、Ⅴ（4）、

Ⅵ（1）、Ⅵ（2）、Ⅶ（2） 

 

使用階段說明： 

教學影片均為普級影片，不過因有教學目標，最好由教師教學使用，而建議使用階段係該議題較適合該階段學生之成

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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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撰寫格式範本 

（本範本格式與內容僅供參考，請勿受此格式侷限想像與設計。） 

一、國中版學習單內容 

任務 1:線索搜尋 

請同學根據影片內容，填入正確的情境代號: 

A 誰該主動   B 誰先處理   C 誰聽誰的    D 誰先道歉 

 

填入代號: 

 

填入代號: 

 
填入代號: 

 

填入代號: 

任務 2:心情探索 

請將男女主角的心情填入下列空格中: 

 面對是否應該主動邀約時，男主角的心情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女主角的心情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面對付錢的情況時，男主角的感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女主角的感受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看到蟑螂時，男主角心中的感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女主角的感受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面臨衝突時，男主角心情的轉換是由_____________轉為______________；女主角心情的轉換

是由_____________轉為______________。 

任務 3:角色置換 

請各位同學思考，在你的生命經驗之中，是否曾經看過或聽過影片中類似的事情？請提出你的故

事並說明你自己的想法。若是你未曾經歷或聽過類似的事件，也請你試想，以上四種狀況，你認

為哪一種是你最不能接受的?並提出你的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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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務 4:破除交往性別框架 

請你將上列你不喜歡或最想改變的交往性別框架，撰寫於下列表格中，並思考你可以突破的積極

方式，並找一位同學分享彼此的想法。 

我最想改變的交往性別框架: 

 

 

 

我思考的突破方式: 

我的好朋友:____________________ 

他最想改變的交往性別框架: 

 

 

 

他思考的突破方式: 

 

 

 

 

 

 

二、高中版學習單內容 

（一）請依照自己的實際狀況填寫，請使用螢光筆或是紅筆塗畫圈圈，圈圈的越多代表認同程度

越高。 

（男生版） 

浪漫劇情的角色設定 我的接受度 實際可行性 

1 心地善良，又酷又帥是一定要的條件 ○○○○○ ○○○○○ 

2 應該有喜怒不形於色的冷漠，泰山崩

於前而面不改色的冷靜 

○○○○○ ○○○○○ 

3 常帶若有所思的憂鬱，略帶一點霸道 ○○○○○ ○○○○○ 

4 具備相當高的社會地位 ○○○○○ ○○○○○ 

5 扮演女性救世主的角色，且面臨挑戰

絕對不會軟弱 

○○○○○ ○○○○○ 

6 感情世界中是主動的角色 ○○○○○ ○○○○○ 

7 其他: ○○○○○ ○○○○○ 

圈圈個數總和   

1.我的接受度與實際可行性的圈圈總數分析： 

 接受度比實際可行性(請勾選) □高   □一樣   □低 

 哪一項分數落差最多？第___________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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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分析原因應該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對於交往中的性別刻板框架，我認為對於自己未來的交往過程將產生如何的影響? (請勾選) 

□正面影響           □沒有影響          □負面影響 

原因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性別框架的覺察與突破，對於兩性相處都會有正面的助益，請你根據影片中的不同情境，提出你

的改善妙計。 

影片劇情 我的覺察與錦囊妙計 可行性評估 

1 誰該主動：在交往過程

中，男生應該主動，不應該

膽怯退縮 

 ○○○○○ 

2 誰先處理：男生不應該有所

畏懼，勇敢是男性一定要具

備的特質 

 ○○○○○ 

3 誰聽誰的：男生應該在事情

的處理上擁有霸道氣質與

主導全局的權力 

 ○○○○○ 

4 誰先道歉：面子是男生的生

命，絕對不可輕言道歉 

 ○○○○○ 

（女生版） 

浪漫劇情的角色設定 我的接受度 實際可行性 

1 溫柔乖巧，默默等待的愛情的回應 ○○○○○ ○○○○○ 

2 俏皮促狹，天真無邪且單純，對感情

世界一無所知 

○○○○○ ○○○○○ 

3 每天都沉醉在愛的浪漫氛圍中 ○○○○○ ○○○○○ 

4 經歷許多歷練而成為女人 ○○○○○ ○○○○○ 

5 美麗且擁有好身材是必要條件 ○○○○○ ○○○○○ 

6 必須被動不能主動，在故事中主動的

通常是壞女人或是配角 

○○○○○ ○○○○○ 

7 其他： ○○○○○ ○○○○○ 

1.我的接受度與實際可行性的圈圈總數分析： 

 接受度比實際可行性(請勾選) □高   □一樣   □低 

 哪一項分數落差最多？第___________項 

 我自己分析原因應該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對於交往中的性別刻板框架，我認為對於自己未來的交往過程將產生如何的影響? (請勾選) 

□正面影響           □沒有影響          □負面影響 

原因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性別框架的覺察與突破，對於兩性相處都會有正面的助益，請你根據影片中的不同情境，提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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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妙計。 

影片劇情 我的覺察與錦囊妙計 可行性評估 

1 誰該主動：在交往過程

中，女生應該被動，又有所

矜持 

 ○○○○○ 

2 誰先處理：女生在許多事物

上不應強出頭，將表現的舞

臺留給男生，默默享受成果

就好 

 ○○○○○ 

3 誰聽誰的：女生應該偶耍耍

任性、脾氣、裝可愛，才是

男生喜歡的類型 

 ○○○○○ 

4 誰先道歉：女生應該顧及男

生的面子，低下身段道歉沒

有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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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報名表 
（本表僅供離線填寫，上傳作品請上網依表單內容填寫） 

作品類別 

□性的身心發展與性別，______________單元 

□多元性別，______________單元 

□性別角色的學習與突破，______________單元 

□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______________單元 

□社會文化中的性別議題，______________單元 

□身體自主權與性別權益，______________單元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或代申報者) 

註冊帳號 
*為避免重複填寫，系統預設從

註冊者資料直接帶入此欄位。 
註冊帳號 *此部分仍須填寫。 

姓    名  姓    名  

服務單位或
學校名稱 
(年級) 

 
服務單位或
學校名稱 
(年級) 

 

職稱  職稱  

聯絡電話與
手機 

 
聯絡電話與
手機 

 

通訊地址  通訊地址  

E-mail  E-mail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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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權      書 
（本表僅供離線填寫，請上網依表單內容填寫） 

_________等人於【性別教育資源網】所投稿之學習單所屬的

類別： 

□性的身心發展與性別，______________單元 

□多元性別，______________單元 

□性別角色的學習與突破，______________單元 

□情感關係與性別互動，______________單元 

□社會文化中的性別議題，______________單元 

□身體自主權與性別權益，______________單元 

 

作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本作品) 

茲同意下列所載事項： 

一、本作品係本人原創，絕無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

並從未出版或獲獎。若發現有抄襲或侵害他人權利之嫌，願意

取消得獎資格，並立即繳回領取之稿費及獎狀，一切法律責任

由本人自負。如因此造成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或基於其授

權而使用本作品之第三人之損害，願負賠償責任。 

二、本人同意教育部及國家教育研究院得行使本作品之所有著作財

產權，作無期限、地域、方式、性質、次數等之利用，並得授

權第三人利用。 

三、教育部及國家教育研究院得於不破壞著作原意之範圍內修改本

作品（或建議作者酌修）出版發行，不須另外支付稿酬 。 

四、本人仍享有著作人格權，並得於個人著作、演說、網站，或教

學使用本作品。本人同意對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及其再授

權之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我已詳閱以上內容，並同意遵守所有規定。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月   日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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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收據 

(本表僅供獲獎者列印紙本回傳使用) 

茲 收 到（報銷憑證用） 

計畫名稱： 性別平等教育系列影片推廣計畫 

費用名稱：稿費 

金  額：新臺幣          元整 

領 款 人 ：                （得獎作者請簽名） 

身份證字號： 

【本學生身分無匯款帳號，請匯入以下家長帳號】 

戶名： 

身分證字號： 

局(行)號：                            帳號： 

（銀行或農會請填至分行）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104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家教育研究院收據 

（出納存查用） 

計畫名稱：性別平等教育系列影片推廣計畫 

費用名稱：稿費  

金  額：新臺幣         元整 

領 款 人：                    （得獎作者請簽名） 

身份證字號： 

【本學生身分無匯款帳號，請匯入以下家長帳號】 

戶名： 

身分證字號： 

局(行)號：                            帳號： 

（銀行或農會請填至分行）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104 年   月   日 

 

*連絡電話或 email： 

 

附件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