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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融入教學活動設計 

                                   科  別：行銷與流通科 

                                  審核者：蔡爭岳主任（科主任） 

                                             設計者：蔡銘哲老師 

 

一、建構背景說明 

（一）構思起源： 

      性別平等在台灣越來越受到注重，尤其是公司管理或企業經營者與職場工作

者都必須清楚知道兩性是平等的，在法律上更是如此。有鑒於社會現況之就業歧視

以性別年齡最多，因此本課程將用較多的時間講解性別平等的議題，期望藉由課堂

講授與討論的方式，建立同學們在職場上、法律上正確的性別平等觀念。 

（二）預期目標：(呼應構思起源) 

營造未來就業之兩性平等的職場環境，包含企業招募與甄選、就業管道的取得、職

位的升遷、薪資的公平對待、兩性安全的工作環境、兩性該有的職場權益等等。 

（三）實施對象：（教材定位） 

本課程適合五專行銷與流通科一年級學生。 

（四）選取能力指標 分析能力指標(參後期中等學校指標) 

能力

指標 

編  號 文  字  敘  述 概念分析 技能情意 

1-3-3 批判職場的性別區隔現象。 職場困境 分析 

1-3-4 
分析職場中性別偏見對不同性

別者產生的工作困境。 
生涯發展 瞭解 

2-6-1 
了解性別相關法律的精神與內

涵。 
生涯發展 瞭解 

2-6-2 
熟悉性別相關法律所賦予的權

益與責任。 
生涯發展 熟悉 

2-6-3 
評析性別相關法律的運用方式

與時機。 

性別的權益與責

任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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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運用相關法律維護性別弱勢者

權益。 

性別的權益與責

任 
瞭解 

二、課程教學單元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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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設計 

科目名稱： 

企業與法律 

適用科/級/班： 

科別：行銷流通科 

年級：一年級 

班級：2 

教學時間：50分鐘 

▓融入章節： 

勞動法第一、第三單元 

□融入活動： 

教學者： 蔡銘哲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 

透過勞動法篇特殊

勞工保護的講授與

討論，期望建立同學

們性別平等的觀念

與屬於自己權利的

爭取。 

1.瞭解招募與甄選、升

遷、薪資調整等性別歧視

的社會現況。 

2.建立兩性正確職場相處

的觀念。 

3.建立在職場遇到兩性權

利受損時，該如何爭取自

己的權益。 

1-3-3 批判職場的性別區隔現象。 

1-3-4 分析職場中性別偏見對不

同性別者產生的工作困

境。 

2-6-1 了解性別相關法律的精神

與內涵。 

2-6-2 熟悉性別相關法律所賦予

的權益與責任。 

2-6-3 評析性別相關法律的運用

方式與時機。 

3-2-1 運用相關法律維護性別弱

勢者權益。 

教 學 設 計 概 述 教 學 資 源 

在勞動法第三單元特殊勞工保護：童工與女工

中探討與講述當前兩性在職場上的工作狀況，

包含應徵、甄選、升遷、相處等等。在教學媒

體方面，搭配影片「永不妥協」供同學們觀賞，

並藉由影片中關於性別歧視、兩性相處等議題

進行講解與討論。 

數位資訊講桌 

單槍投影機 

自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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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件：（如課程教材、學習單……等） 

課程綱要 

一、科目名稱：企業與法律。 

二、授課時間：九十九學年度第二學期星期二12:40~4:35。 

三、授課班級：日間部五專行銷與流通科一年級A611、A612教室。 

四、授課教師：蔡銘哲。 

五、教科書：企業與法律 — 張李曉娟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出版，2009年10月初

版二刷。 

六、課程目標： 

希望藉本課程之學習，能讓學生對相關法律概念及相關制度的建立，有一定程度

之了解，並提出企業事前法律規劃的概念，以避免日後從事事業之經營時誤蹈法網，

而維護自己之權益。 

七、課程摘要： 

傳統之大專法律課程，多以憲法、民法及商事法為主，而列為必修科目，並藉輔

助為商務法律知識之基礎。惟以商務法律之領域日新月異，諸多與商業活動有密切

關係之法律，如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營業祕密法以及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

法律(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等，因事實上之需要，而陸續被制定或大事修正。

足見現今之商業社會，傳統的商事法律(指公司法、票據法等…)已不足以因應日益複

雜的法律關係。 

八、本課程的縱向銜接與橫向統合： 

縱向銜接：所有與企業管理相關的課程 

橫向統合：與企業概論相關的法律知識 

九、教學內容概述： 

本課程內容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為公司法；第二部份為勞動法；第三部份為智

慧財產法，茲分述如下： 

(1)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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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企業型態、公司的分類、公司成立與消滅等法律上基礎知識，公司治理的重要

性、股東會召開實務運作、問題金融機構等介紹。 

(2)勞動法 

求職人或受僱人在招募、僱用與勞動契約訂定所應認識之法律問題、法律上勞資雙

方權利義務的介紹、童工與女工之保護制度、原住民就業現況工作權保障制度。 

(3)智慧財產法 

針對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的介紹，提供企業經營必備知識。 

十、教學進度： 

週別 單元名稱 時數 日期 教學活動 

一 

 
課程介紹 2 2011/2/21~2011/2/27 講解 

二 智慧財產法單元一商標法 2 2011/2/28~2011/3/6 講解、課堂討論 

三 
勞動法單元三 

特殊勞工保護 童工與女工 
2 2011/3/7~2011/3/13 講解、課堂討論 

四 
勞動法單元三 

特殊勞工保護 童工與女工 
2 2011/3/14~2011/3/20 講解、課堂討論 

五 
公司法單元一 

公司的成立與消滅 
2 2011/3/21~2011/3/27 講解、課堂討論 

六 
公司法單元二 

公司治理 
2 2011/3/28~2011/4/3 上台報告 隨堂測驗 

七 清明節 2 2011/4/4~2011/4/10 放假一天 

八 
公司法單元三 

股東會召開：如何防範職業股東 
2 2011/4/11~2011/4/17 講解、課堂討論 

九 期中考 2 2011/4/18~2011/4/24 

考試範圍  

公司法單元 1-3 

勞動法單元 3 

智財法單元 1 

十 
公司法單元四 

不良債權與問題金融機構 
2 2011/4/25~2011/5/1 講解、課堂討論 

十一 
勞動法單元一 

招募、僱用與勞動契約之訂定 
2 2011/5/2~2011/5/8 講解、課堂討論 

十二 
勞動法單元二 

勞動條件不利益變更：職務調動 
2 2011/5/9~2011/5/15 講解、課堂討論、上台報告 

十三 
勞動法單元四 

原住民就業問題 
2 2011/5/16~2011/5/22 講解、課堂討論、上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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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智慧財產法單元二 專利法 2 2011/5/23~2011/5/29 講解、課堂討論、上台報告 

十五 智慧財產法單元二 專利法 2 2011/5/30~2011/6/5 講解、課堂討論、上台報告 

十六 智慧財產法單元三 著作權法 2 2011/6/6~2011/6/12 講解、課堂討論、上台報告 

十七 智慧財產法單元四 營業秘密法 2 2011/6/13~2011/6/19 講解、課堂討論、上台報告 

十八 期末考 2 2011/6/20~2011/6/26 

考試範圍  

公司法單元 4 

勞動法單元 1,2,4 

智財法單元 2-4 

十一、上課方式： 

(1)在教材使用與課堂講述方面： 

除了使用教科書，上課亦會使用Powerpoint 等教學媒體講解內容，並適 

時補充相關資料。 

(2)在課堂討論方面： 

會適時提供相關影片和實務上的個案予以欣賞及討論。 

(3) 在上台報告方面： 

分組上台報告，每組選定一個主題，於期中以後輪流上台報告，並與同學們一起討

論該主題與企業法律的關聯性。 

十二、教學評量：含平時成績30 %、作業成績20%、期中考25 %、期末考25 %。 

(1)平時成績30%：含上台報告、出席表現。 

(2)作業成績20%。 

(2)期中考25%。 

(3)期末考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