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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閱者：蘇錦麗教授 

                                               設計者：浮絲曼老師 
 

壹、前言 

    國內外從幼兒園到中小學教師皆以女性居多。大家對教師角色的刻板印象與專業認

同之間產生聯結（Britzman, 1991），同時不自覺地對教師的期待也落入性別刻板印象

中（Weber & Mitchell, 1996）。幼教工作職場中也以女性居多，男性幼教師幾乎是少

之又少，依據呂翠夏、顏辰嘉（2005）的研究指出：大眾認為幼兒教師角色具有保母「保

育」與教師「教育」的形象，鑒於「教師似母親」（或保育者），照顧幼小孩子被視為女

性的工作，學前教育幾乎不見男老師的蹤跡，就連小學低年級也不常見到男老師的現

象。根據筆者參與幼兒園評鑑工作時，偶會看見男性教保員在幼教職場中，園長對其評

論多為讚賞，由此可知在幼教工作職場上的受重視。 

教具為幼兒的學習提供各種感官知覺刺激與可操作的、具體形象的“概念框架”，

也為幼兒動手動腦主動學習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自製教具一方面可以彌補市場上商品教

玩具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為幼兒創造更適宜的遊戲與學習活動，促進幼兒的學習與發

展，滿足不同幼兒發展的需要，促進幼兒健康的發展。 

    男性教保員若也具備教具設計製作的能力，對於幼教工作職場上將更顯出專業。 

貳、性別平等觀念融入幼兒教具設計與製作-衣飾框設計製作單元 

    新生醫專幼保科每年都有男同學選讀，雖然男性同學還是少數的一群，姑且不論是

興趣使然，或是當成轉科的跳板，幼保科教師們仍秉持著引領學生進入幼教專業領域。

教育部於 2004年 6月 23日公布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同時學校近年來積極努力推

動有關性別平等方案，同時將之融入課程，使之深化人心。鑒於上述因素，筆者將性別

平等觀念融入幼兒教具設計與製作的衣飾框活動單元，希望藉此課程引發學生對幼教工

作的興趣，同時激發學生的潛能，期望學生能破除性別刻板印象，活出自己，展現未來。 

    茲將課程之構思背景、預期目標、實施對象、能力指標、教學活動設計說明如下： 

一、構思背景 

幼兒最初的學習是經由感官知覺開始，引發對周遭事物的興趣，教師亦用教具配合

教學內容，使教學方式生動活潑，以引起幼兒學習的動機，激發學習樂趣，提高學習效

果（浮絲曼，2010）。在幼兒園的教學活動中，幼兒教具設計與製作即是幼兒教學工作

重要的一環，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教師藉由教具的設計與製作引發幼兒在遊戲中學

習，在活動中探索，同時激發潛能，滿足好奇心，增進其感官知覺、認知、情意及技能。 

（一） 構思起源 

    面對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之現代社會，將性平教育議題融入幼兒教具設計



與製作--衣飾框單元之教學活動，透過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的觀點，討論性別

與傳統家務分工的關係，解構傳統性別結構，著力於尊重性別差異、涵養性別平等觀念，

並重建個體性別角色之主體性。期望學生能破除性別刻板印象，展現自己的潛能，並培

養成自己的一項專業能力。 

 

（二）預期目標：（呼應構思起源） 

    基於上述的因素，幼兒教具設計與製作--衣飾框單元期望達到下列目標： 

    1.引導學生探討性別刻板印象對自己職業選擇的影響。 

    2.瞭解幼教職場中男／女工作角色的重要性。 

    3.培養對幼教工作的信心 

 

（三）實施對象： 

    本課程之教材定位為：本校幼保科五專部三年級學生。 

 

（四）選取能力指標 分析能力指標（參後期中等學校指標） 

    本課程參照後期中等學校指標，訂定「分析性別刻板印象對個人生涯發展的影響」

與「自我的開展」兩項能力指標（如表 1）。 

 

表 1 幼兒教具設計與製作能力指標 

能力

指標 

編號 文字敘述 概念分析 技能情意 

1-3 性別特質 

 

1-3-1 破除性別特質的刻板

化。 

1-3-2 體驗性別刻板印象。 

解構性別偏見的迷思，建立

幼教工作的信心。 

培養尊重他人的情操。 

1-4 生涯發展 1-4-2 發展不受性別限制之生

涯進路選擇。 

1-4-3 分析職場中的性別差

異，明瞭女/男性工作的困

境。 

瞭解幼教職場中男/女工作

角色的重要性。 

培養對幼教工作的信心。 

2-1 性別角色 2-1-1 反思家庭與社會文化中

的性別角色差異。 

2-1-2 解構性別分工的偏誤。 

學會縫製鈕釦、拉鍊等基本

工。 

學會縫製衣飾框的技巧。 

3-4  自我的開展 3-4-2 嘗試不受性別限制的興

趣發展。 

學會衣飾框設計的重點。 

 



 

 

二、課程教學單元結構圖 

    依據上述二項能力指標、三項預期目標，及幼兒教具設計與製作--衣飾框單元與幼

教工作職業探索，建構出：「衣飾框設計與製作」教學活動（圖 1），期望達到學生的學

習目標。 

 

 

 

 

 

 

 

 

 

 

 

 

 

 

 

 

 

 

 

 

 

圖 1課程教學單元結構圖 

衣飾框完成 

作品展示 作品的功能 作品命名 在幼兒園

的運用 

器物配飾的應用 草圖繪製 布的剪裁 

幼兒教具設計與製作--衣飾框教學活動 

活動內容 



 

 

三、教學活動設計 

科目名稱： 

幼兒教具設計與製

作--衣飾框設計製

作單元 

適用科/級/班： 

科別：幼保科 

年級：三年級 

班級：5P303 

教學時間：300分鐘 

 

■融入章節：第二章第三節蒙特梭利

教具—衣飾框 

融入活動： 

教學者： 浮絲曼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 

1.引導學生探討性

別刻板印象對自

己職業選擇的影

響。 

 

 

2.分析幼教工作職

場中對性別偏見

的迷失。 

 

3.瞭解衣飾框在幼

兒教學活動中所

扮演重要的角色。 

1.能覺察自我心中已建構的性別刻

板印象。 

2.能體驗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性別刻

板印象。 

3.能解構性別刻板印象對我們的影

響。 

4.能分析幼教工作職場中對性別偏

見的迷失。 

5.能設計製作幼兒教具—衣飾框。 

 

6.能說出衣飾框在教學上的功能。 

 

 

1-3-1 破除性別特質的刻板

化。 

1-3-2 體驗性別刻板印象。 

 

1-3-1 破除性別特質的刻板

化。 

1-4-2 發展不受性別限制之

生涯進路選擇。 

1-4-3 分析職場中的性別差

異，明瞭女/男性工作

的困境。 

3-4-2 嘗試不受性別限制的

興趣發展。 

教 學 設 計 概 述 教 學 資 源 

一、課前準備 

  準備幼兒教具設計與製作--衣飾框設計製作單元說

明、衣飾框圖片、實物、範例及延伸教具。 

二、課程內容 

（一）引起動機： 

1.說明蒙特梭利—日常生活訓練教具「衣飾框」的性質、

功能與教學上的使用方式。 

電腦 

投影機 

麥克風 

音響設備 

衣飾框 

學習單（設計圖稿） 



 

2.展示衣飾框的操作與使用方式。 

3.說明衣飾框在日常生活訓練活動的重要性。 

4.分析衣飾框的設計與製作在日常生活中及未來幼教職

場上之關聯性。 

5.引導如何依據自我特質選擇自我的職業，而不是依據性

別來選擇職業。 

 

（二）發展活動 

1.衣飾框設計製作說明(第一週 100分鐘) 

(1)利用 30分鐘說明衣飾框的設計製作技巧。 

(2)展示作法(20分鐘)。 

(3)說明衣飾框教學活動的目標、設計與製作的程序、注

意事項及其在幼兒教學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4)衣飾框草圖設計個別指導(50分鐘)。 

(5)教師利用課餘時間檢視學生所設計的草圖。 

2.衣飾框製作(第二週 100分鐘) 

(1)學生依自己設計的草圖裁剪布。 

(2)進行衣飾框的縫製。 

(3)教師個別指導草圖的修改、衣飾框的縫製、與討論（雖

已完成設計，但學生仍會不時出現不同的想法與創意，再

與教師進行討論）。 

 

（三）綜合活動 (第三週 100分鐘) 

1.展示作法與分享活動，請學生一一展示作品。 

2.分享創作的心得感想、技巧與示教。每人 3-5分鐘，說

明衣飾框名稱、功能、操作方式及如何在幼兒園進行教學

與活動。 

3.同儕及教師給予回饋。 

(1)體驗幼教職場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讓學生思索幼教職場中，有哪些職業性別刻板印象，

而這些職業刻板印象會不會限制學生對職業的選擇。 

引導如何依據自我特質選擇自我的職業，而不是依據

性別來選擇職業。 

 



(2)破除性別刻板印象，活出自己，展現未來： 

讓學生能由上述各項性別刻板印象的體驗中，學習找

出生活中遇見的性別刻板印象，並學習不從性別角度

思考，轉而使用人的角度去思考，以破除這些性別刻

板印象，並從自己做起，活出自己展現未來。 

 

 

四、附件：（衣飾框設計學習單） 

衣飾框設計學習單 

設計者：                             適用年齡： 

教具功能： 

 

 

------------------  設 計 草 圖  -------------------------- 

 

 

 

 

 

 

 

 

 

 

 



叁、結語~課堂中的變化 

    教室中有了男同學的加入， 除了和女同學之間相處融洽外，也因為他們在班上屬

於少數，因此，在縫製衣飾框時，常會出現討論與同學互相教導的學習現象，有了他們

加入也使教學活動更加生動活潑。茲將課堂中的變化說明如下： 

一、 相互觀摩學習 

討論變得熱絡許多，男同學從縫製衣飾框看出其學習的最佳成果展現（圖2），同時

女同學也從活動中表現得更積極。 

二、 化被動為主動 

衣飾框是一項作業的成績，因此在設計製作上男同學亦能表現出設計高手，並從低

信心及被動地參與活動，到主動與老師討論其想法，老師藉此給予鼓勵，增強其信

心，同時也分享其作品。 

  

圖1 同學的作品--布書 圖2 與同學分享作品 

  

圖3 同學設計製作多功能手提包 圖4多功能面紙盒 

 

三、 作品的創意與進步 

    從男同學的作品中，看出他們從構思的苦惱，到與老師的討論，進展到作品表現出

的創意與進步（圖2、3、4），跳脫「衣飾框」的設計框架，不難發現他們具有的潛

能與創造力。 



 

    從衣飾框的設計與縫製，發覺男學生很少做家事，尤其是縫縫補補的家務事，家務

的分工大多屬於家中女性的工作，在性別平等的現代社會中，教師從教學活動的設計方

面一點一滴的教導學生，破除性別刻板印象，並從自己做起，活出自己展現未來。性別

平等教育需要你、我一起努力，共同滋養與灌溉每一株小樹苗（學生），才能長大茁壯，

期望大家共同來努力，營造友善校園，建立祥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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