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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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欣怡 

指導者：袁智芬老師 

一、 建構背景說明 

（一） 構思起源： 

生涯發展的概念在近幾年逐漸受重視 所謂生涯(career)是生活裡各種事件的演

進分向與歷程，包括一生中所扮演的箇中職業和生活的角色，然而角色是社會團

體期許於某一特定類別的人所因表現的行為模式。「護士」也因社會的刻版印象

與生涯發展有所影響，傳統的印象中，只有女性才能從事護理工作，但是隨著社

會的進步，越來越多的男生，投入護理工作的職涯中，因此為了協助學生覺察社

會對兩性不同的觀感，協助建立正向的角色，藉由訪談觀察、認同讓學生「了解」

什麼是角色楷模，學會「尊重」他人，提供良好的示範，相信對於抉擇的男性有

正向的幫助。 

 

（二） 預期目標： 

1. 讓學生了解性別角色與性別態度的關係。 

2. 引導學生思考性別角色態度的問題，鼓勵學生發表看法，間接訓練期批判思

考能力。 

3. 分析性別平等的分工方式對於個人發展的影響。 

 

（三） 實施對象： 

 五專二年級護理科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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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辨識性別角色的刻版印象 身體意象 認知 

2-2-1 了解不同性別者在團體中

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身體意象 情意 



2-3-1 了解家庭與學校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身體意象 情意 

1-1-3 尊重性別特質的多元性 身心意象 技能 

1-2-2 人生有夢築，夢踏實~生涯

發展之概念介紹。 

 

性別特質的

刻板化 

認知及情意 

 

 

二、 課程教學單元結構圖 

 

誰說「我」不能當護士？－談性別刻板 

 

             

 

 

 

 

 

 

 

三、教學活動設計 

科目名稱： 

基本護理學實驗 

適用科/級/班： 

科別：護理科 

年級:二年級 

班級：一至十三班 

教學時間：120分鐘 

融入章節：15 

融入活動：血壓的測量 

教學者：賴欣怡 

1討論對性別的迷思 

2反省批判社會中性別刻

板化印象和差別待遇 

1尊重性別特質的多元性 

2發展對性別的自我了解 

3. 生涯發展之概念介

紹。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 

生命徵象 1. 了解職業的性別區格現

象。 

2. 學習與不同性別者平等

互動。 

3. 接納自我極尊重他人。 

1. 破除文化中身體意

象的性別迷思。 

2.  培養多元文化觀

點，學習性別良性

互動。 

3. 學習性別間的互動

與合作。 

4. 建立兩性平等與尊

重的互動模式。 

5. 尊重性別特質的多

元性。 

教學設計概述 教學資源 

一. 課前準備 

（一） 將學生分成 25組，每組兩人，各有一張

病床及床旁桌。 

（二） 每位學生發給一張監測生命徵象的技術

單張，並要求學生事先閱讀技術單的內

容。 

二. 引起動機 

（一） 分工合作，每位學生完成血壓的測量。 

（二） 導入性別主題，問學生 

1. 班上有不同性別的同學，你對不同性

別有哪些更深入的認識？ 

2. 男護生是不是溝通及人際關係技巧

比起女護生來的不佳？ 

3. 男護生是不是在護理病患的細心度

上比女護生不佳？ 

4. 男護生是不是在創造力以及控制分

析能力在臨床表現上比女護生佳? 

5. 男護生是不是在護理技術上 ex：量血

壓.做的比女護生好? 

三. 教師講評 

教師總結： 

從性別在職場中所產生的偏見差異，以及生活

中出現的刻板印象，讓我們了解刻板印象如何

黑板、粉筆、講義、血

壓計、聽診器。 



影響我們看待他人，有時也因此限制了自己的

興趣及能力發展，性別會讓我們產生懷疑的眼

光，更重要的是一個人的能力與特質才是成功

的因素，學習以尊重、接納的眼光與人相處，

才能讓自己的視野更加遼闊，而有更多元、豐

富的人生。 

 

 



四、 附件：（如學習單等…） 

 課程教材                                  修訂時間：99 年 12 月 10 日 

班級  座號  姓名 完成時間 20 分 

  評       分        項        目 備           註 

一.準備（12 ﹪）  

1.核對處理醫囑（口述）  

2.問候個案及自我介紹，並做適當解釋說明---- 

考生說法：  

您好！我是今天照顧您的護生×××，因為您（帶入題意），所以現在要幫您測量

---，為了確保您的安全，所以現在先核對您的基本資料，請問您的姓名及出生

年月日，請再讓我看一下您的手圈，謝謝您！ 

1.以專業術語解釋說明此項不給

分 

2.請個案說出基本資料姓名、出

生年月日或身份證字號等任 2 

項資料皆可。 

3.未核對床頭卡不予扣分 

 

3.洗手-脫掉手飾品與手錶（口述） 指甲未修剪或首飾未脫則不給分 

4.準備用物  

（1）治療盤鋪治療巾  

（2）血壓計聽診器  

（3）空白的紙張及紅、藍、黑筆  

5.檢查用物功能：聽診器、血壓計須手握壓脈帶充氣 限於護理站做出動作才給分，血

壓計檢查後未關妥水銀則此項不 

二.技術操作（87 ﹪）  

  1.將用物帶到個案單位置於床旁桌。 不可置於病床上 

2.再次核對個案：請個案『自己說出』姓名及出生年月日等 2 項基本資料，並核

對病人手圈。 

未核對床頭卡不予扣分 

  3.詢問個案：30 分鐘內有無進食、運動、抽煙、洗澡等情形。 

如有上述情形需休息 30 分後再測量。 

 

  測量血壓（19 ﹪）  

（1）露出欲測量之手臂，衣袖不可太緊，給予手臂適當支托，血壓計、壓脈帶、

肱動脈與心臟須在同一水平線上。 

 

（2）以食指、中指及無名指 3 指觸診摸肱動脈找出肱動脈搏動點  

（3）打開血壓計，將水銀柱開關放至 On（開）處，壓脈帶固定於個案肘上 1-2

吋，1-2 指可塞進，鬆緊適中 

1. 壓脈帶上之打氣線及接血壓

計之導管應分置於手肘上方

肱動脈之兩側 

2. 若學生手臂較短，致壓脈帶無

法置於肘上 1-2 吋時請勿扣分 

（4）聽診器耳塞朝前正確戴於耳上，並確認聽診器開關已打開， 

（5）膜狀面置於肱動脈上，不可塞進壓脈帶內  

1. 膜狀面中心點須置於肱動脈博

動點上，放錯位置加扣 3 分 

2. 若學生手臂較短，致膜狀面塞

進壓脈帶內則不予以扣分 

（5）將一手之食指、中指及無名 3 指置於撓動脈上，另一手控制打氣球之活塞，

再打氣入氣袖內，每次水銀上升 10mmHg，打氣至撓動脈跳動聲停止後，加

1. 若個案手臂較粗致壓脈帶鬆

脫，請監考老師勿予扣分並協



打氣 30mmHg。 助學生完成測量動作 

（6）將撓動脈上的手移至聽診器處並固定，以每秒 2-4mmHg 的速度放氣，此時

眼睛與水銀刻度呈水平線。 

考生有做出調整視線與水銀刻度

呈水平線即可 

（7）正確判讀當出現第一次搏動聲時，水銀呈現刻度為收縮壓數據，聲音模糊不

清或消失的那個點為舒張壓數據。 

判讀數值出現單數，或與監考老

師落差±6 範圍以上，額外加扣 10

分 

（8）將氣袖之氣完全放掉，並鬆開壓脈帶，取下聽診器（必要時可重複測量，但

需口述間隔 1-2 分鐘）   

須再次測量，而未口述間隔 1-2

分鐘再測量則額外加扣 1 分 

（9）水銀歸零後須傾斜血壓計，並確定水銀完全回到水銀槽內在將其關好以免水

銀漏出。並將壓脈帶排氣摺好收妥放回血壓計內 
 

（10）將個案衣袖放下並維持其舒適臥位，告知個案已完成測量並告知測量結果。  

9.用物整理，歸回原位  

10.洗手（口述） 先紀錄後洗手則此項不給分 

11.在 T.P.R sheet 上記錄（T.P.R＆BP 每項佔 4 分） BP 未寫單位不扣分，但若單位寫

錯及非用紅筆記錄扣 4 分 

12.口述完成醫囑並記錄  

三、儀態：（10 ﹪）  

1.執行過程中會常常注意個案的不適，有關心個案的語言出現，如您會不會不舒

服？有不舒服要告訴我，我現在要進行的是……等等 
關懷 

2.執行過程中能使用個案熟悉的語言作自我介紹，問候個案時能有眼對眼接觸 溝通 

3.執行過程以個案可以理解的用詞向個案適當解釋說明，操作步驟時慎重認真不

嬉笑 
克盡職責 

4.重視個案安全及隱私：能主動辨識核對個案（檢視手圈）;於操作過程中注重個

案安全及舒適 
未核對床頭卡不予扣分 

5.服儀整潔（頭髮、指甲、鞋襪）  

 

 

 

 

 

 

 

 

 

 

 

 

 

 



五、 學習照片 

 

  
            我是男生       我努力學習當護理人員的角色 

  
            畫體溫表                體溫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