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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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                                   

                                        設計者：張銀玲老師 

                                        指導者：黃穎熙老師 

 

一、建構背景說明 

（一）構思起源： 

本健康促進課程旨在促進三年級護理學生的性別健康促進。護理科三年

級學生年齡將屆滿 18歲，在個人生活部分是個人性別認同且即將開始交往

親密伴侶的時期；在學習專業的部分學生們已陸續開始進入醫院或其他相關

機構實習。在本課程融入性別教育議題將使學生能以健康的觀念面對自己與

周遭生活的人、事、物，在專業學習部分：學生的性別健康促進觀念亦將影

響其表現出的照護理念與品質。因此本課程將融入於探討心理健康時融入性

別平等概念，並將培養準護理人員對性別平等的基本觀念。 

 

（二）預期目標：（呼應構思起源） 

1. 學生能說出健康之性別觀念至少三項。 

2. 能犛清自己對性觀念的迷思。 

3. 能表達何謂安全性行為。 

 

（三）實施對象：（教材定位） 

護理科五專三年級修習「健康促進」課程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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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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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解構性行為的迷思 

2-4性與權力 

性行為的權力關

係 

說出健康性觀

念至少三項 

2-4-8 
習得採用安全性行為的保護措

施 

2-4性與權力 

安全性行為 

1. 說出安全性

行為的好處 

2. 說出安全性

行為的方法 

1-1-7 解構同性戀、雙性戀的迷思 1-1身心發展 

性取向 

1. 能說出性傾

向的定義 

2. 能分辨性認

同與性別認

同 

1-2-1 破除性別特質的刻板化 

1-2 性別特質 

性別特質的刻板

化 

增加個人對人

格特質的描

述，避免男陽剛

女陰柔之對立

的性別看法 

 

 

二、課程教學單元結構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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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設計 

科目名稱： 

環境與健康 

（健康促進） 

單元名稱： 

要你「性」福 

適用科/級/班： 

科別：護理科 

年級：三 

班級：305,310,313 

教學時間：50分鐘 

□融入章節： 

▓融入活動： 

教學者：張銀玲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 

性別健康促進 
1. 能犛清自己對性觀念 

的迷思。 

2. 能表達何謂安全性行． 

為。 

3.學生能說出健康之性    

別觀念至少三項。 

性行為的權力關係 

2-4-2 解構性行為的迷思。 

安全性行為 

2-4-8 習得採用安全性行為的

保護措施。 

性取向 

1-1-7 解構同性戀、雙性戀的迷

思 

性別特質的刻板化 

1-2-1 破除性別特質的刻板化。 

教 學 設 計 概 述 教 學 資 源 

1. 以 PPT引導學生討論何謂性? 何謂性行

為（附件 2）（10分鐘） 

 

2. 以遊戲方式確認學生之性知識或迷思

（附件 1）（15分鐘） 

3. 播放影片（附件 2）引導學生瞭解安全型

行為的重要（10分鐘） 

4. 學習單填寫與討論（15分鐘） 

1. PPT 

電影「愛在屋簷下」片段 1-4 

 

2. PPT： 

附件 1性觀念之迷思 9題 

3. 影片 

(1) 法國性教育動畫 

(2) 保險套使用步驟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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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件：  

附件 1性觀念之迷思： 

題目 教師解答 

1. 無論甚麼樣的自慰方式，只要

自己喜歡就好 

○ 但請一定要注意安全衛生及是否隱密等情形。 

2. 自衛對身體不好，會導致腎

虧、禿頭，所以不要常自衛 

× 其實，適度的自慰是有助於健康，不需要有罪

惡感。最新研究指出，產生性慾時，與其忍耐

倒不如適度自慰或做愛，才是養生之道。 

3. 體外射精不需要套保險套 × 因為射精前已經有精前液在陰道中，在陰道口

附近的精子也可能游入陰道內。 

4. 除了人類會想自衛之外，動物

也會想自衛 

○ 動物也會藉由摩擦陰莖來進行自慰。譬如八叉

鹿會利用地面或草皮摩擦牠們的性感帶-鹿

茸，藉由這樣的刺激而射精。猴子也會用手自

慰。 

5. 無論是男生或女生，想做愛的

念頭是沒有差別的 

○ 到社會規範的限制，許與多女生不敢主動想做

愛的念頭，會覺得羞恥。但其實無論男女，性

慾都是會有的。 

6. 拿出保險套之後，應先分辨它

的正反面，以免戴錯 

○ 不小心戴錯，一定要丟掉，不可重複使用。 

7. 嬰兒油可以拿來當潤滑液 × 油性的東西會使保險套變質、破洞。 

8. 隨身帶保險套的女孩，一定是

經驗很老道 

× 無論男女，隨身攜帶保險套是一種負責任的行

為，因此避免落入雙重道德標準評價女生，對

男生亦是如此。 

9. 男人的陰莖要越大，越可以帶

給女生性福 

× 性器官的大小並不重要，重點是在性愛過程

中，有發揮到它應有的功效。女人其實並不在

乎男人陰莖大小的問題。 

10.年齡的老大意味著性生活的結

束。 

× 如果老年人能夠了解自己生理上隨著年齡而

來的變化，並且不讓這些變化擊倒他們，他們

的性功能可能維持到八十歲以上。 

11.所同性戀都是類似的，男性： × 貝爾和溫伯格的研究指出只有少數同性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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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軟弱、口齒不清；女性：

不吸引人、男性化、短髮、聲

音低沉。 

符合會上對同性戀的固定看法。 

12.酒精類食物的攝取降低抑制

力，因此會促進性快樂。 

× 根據威爾斯尼克(Wilsnack)的研究，缺乏實際

上的實證資料支持酒精能力降低、抑制、提高

性快樂的說法。 

13.大部分有性功能障礙的人有很

深的心理困擾。 

× 根據馬斯特茲(Masters)及強生(Johnson)的

理論社會文化的剝削和忽視構成了大部分性

功能障礙的病源背景，而並非精神疾病。 

14.因為在學校中受過性教育，青

年關係雜亂。 

× 最近的評價指出，現今的青年大約只有 10%接

受廣泛的性教育，現存的性教育在質與量方面

的差異很大。 

 

 

附件 2 使用影片 

1. 電影「愛在屋簷下」片段 1~4 

1-1 洗頭 1: 02: 03 ~ 1: 03: 58（共 5秒） 

1-2 洗澡  1:16:03 ~ 1:17:42（共 45秒） 

1-3 Kiss 1:25:25 ~ 1:27:29（共 2分 4秒） 

1-4 洗澡+黑車  46:12 ~ 49:43（共 3分 21秒） 

2. 法國性教育動畫（異性版共 3分 28秒、同性版共 3分 01秒） 

 

附件三 學習單 

1. 你認為什麼是「性」開放或閉俗？（「愛在屋簷下」片段 1-3） 

2. 你認為健康之性別觀念是什麼？（綜合） 

3. 你認為同性戀或雙性戀的特徵是？（「愛在屋簷下」片段 4、法國性教育

動畫） 

4. 你對「性交易」的看法？（「愛在屋簷下」片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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