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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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                                   
                                        設計者：林金蓮老師 

                                        指導者：林容瑩藥師 

 

一、建構背景說明 

 

（一）構思起源： 

    藉由精神科護理課程中「物質濫用疾患之護理」章節，以案例之方

式，採問題學習導向之方式將性別平等教育部分概念融入課程，旨在增進四

年級護理學生的性別平等知識及培養批判性思考與終生自我學習之能力。 

護理科四年級學生年齡已屆滿18歲，依艾瑞克森心理社會發展階段開始進入

親密伴侶交往的時期，加上在專業學習的部分，學生們已進入醫院或其他相

關機構實習多次，與學校外之社會互動增加，相對的發生性行為與性騷擾及

性侵害之機會增加，再加強性平之相關知識是必要且重要。 

故課程以引導學生採案例分析、團體討論、報告方式，融入性別教育議

題使學生能以批判性思考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去面對未來的生活事件，同時

增進學生的性別平等基本觀念。 

（二）預期目標：（呼應構思起源） 

1.能清楚指出個人的安全身體界線。 

2.能認知「性即是愛」的謬誤。 

3.能區分性騷擾與性侵害之差異。 

4.能認識性騷擾與性侵害的法律責任。 

5.能瞭解性騷擾的防範與處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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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對象：（教材定位） 

護理科五專四年級修習「精神科護理」課程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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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尊重人際互動中的身體界

限。 
身體的界限 

1.資料尋找 

2.參與討論 

3.學習分享 

4.溝通表達 

5.省思判斷 

 

2-4-3 尊重他人性行為的自主權。 

性行為的權力關係 

 

2-4-4 
了解性騷擾與性侵害的意

涵。 
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 

2-4-5 
培養因應性騷擾、性侵害的

能力 
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 

2-4-6 
了解性騷擾與性侵害的法律

責任。 
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 

二、課程教學單元結構圖 

                           

 

 

 

 

 

 

 

 

 

 

 

 

 

 

 

找資料 

與師討論 

 

報告 

分享 

 

討 論 

分 析 

議 題 

 

案

例 



 3 

三、教學活動設計 

科目名稱： 

精神科護理 

 

適用科/級/班： 

科別：護理科 

年級：4年級 

班級： 

教學時間：100分鐘 

□融入章節： 

■融入活動： 

教學者：  

林金蓮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 

1.參與營造善意環

境，進行性別平等的

互動。 

 

1.能清楚指出個人的安全

身體界線。 

2.能認知「性即是愛」的

謬誤。 

3.能區分性騷擾與性侵害

之差異。  

4.能認識性騷擾與性侵害

的法律責任。 

5.能瞭解性騷擾的防範與

處理之道 

2-4-1 尊重人際互動中的身體

界限。 

2-4-3尊重他人性行為的自主

權。 

2-4-4 了解性騷擾與性侵害的

意涵。 

2-4-5 培養因應性騷擾、性侵害

的能力。 

2-4-6 了解性騷擾與性侵害的

法律責任。 

 

教 學 設 計 概 述 教 學 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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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課 

一、 課前準備（引起動機）  

以兩節課為主，藉由介紹物質濫用的種

類之一迷幻劑，從學生的生活經驗、新聞、

電影、相關事件，引起學生對了解性騷擾與

性侵害的學習動機。進而融入性平概念。以

案例引導學生思考衍生之相關議題進行分

組報告及準備資料。（10分） 
   二、教學活動 

1.進行分組討論並報告 
(1) 個人身體的安全界線與保護（12）  

(2) 性騷擾的定義與類型（12） 

(3) 性騷擾與性侵害之區分（12） 

    2.教師補充與講評  

第二節課 

一、 教學活動 

    1.進行分組討論並報告 
(4) 性騷擾的申訴管道（15）  

(5)  與性騷擾有關之法律及其相關規定

（15） 

2.教師補充與講評（20）  

二、 延伸學習 

課後觀賞【北國性騷擾 North Country】影

片之感想 500-600字。 

1. 電腦、單槍、PPT 

2. 附件一、二、三 

3.【北國性騷擾 North Country】影片 

 

三、 附件：（如課程教材、學習單……等） 

附件一 

案例一：黛霏因溝通與學習能力較緩慢，從小自卑無自信，爸媽擔心其受騙

常限制在家活動，上五專後住宿較自由，常上網與人聊天，在臉書上認識一

位網友俞傑，幾次交談後，就相約在 228公園見面；黛霏 16歲、俞傑 18歲，

俞傑是戀愛高手，曾與 4人有性行為經驗，黛霏在俞傑的甜言蜜語下，就答

應到其住處近一步交往，二個月後發現懷孕了，家人很生氣找對方理論並在

暑假時施行墮胎手術。 

1. 此案例引發哪些相關性平議題? 

2. 學校師長可以協助什麼?有哪些行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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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您是當事人希望得到什麼幫助? 

附件二 

（補充教材）  

一、性騷擾迷思 

（一）她平常穿著很性感，才會被性騷擾？。 

（二）她/他沒有當場嚴詞拒絕，所以不算性騷擾？ 

（三）他是個好老師、好先生，怎麼可能騷擾別人？ 

（四）會不會是誣告、挾怨報復或權力鬥爭？ 

（五）男性也會被騷擾嗎？ 

（六）同性之間也會有性騷擾嗎？ 

（七）她/他被性騷擾，怎麼還能若無其事？（能上學、吃得下飯？...） 

（八）她長得這麼「安全」，怎麼可能被性騷擾？ 

（九）這是女生太過敏感？神經質? 缺乏幽默感？ 

（十）又沒少塊肉，有這麼嚴重嗎？ 

二、何謂「性騷擾」 

（一）一般所認為的性騷擾行為：言語、非語言及身體三類 

1.言語：猥褻的話、開黃腔、話中不當隱喻。 

2.非語言（視覺上）：不堪入目的影片、色情海報、衣著暴露、暴露性器官 

3.身體（行動上）：毛手毛腳、胡亂吹口哨、色眼亂瞄、故意親(貼)近、糾

纏不清。 

（二）性別與性騷擾行為的認定︰是一種非自願性、不受歡迎且是令人不愉

快的(感受)，與性或性別有關的言語或身體的行為(內容與樣態)，而且該行

為的目的或結果，會影響正常生活(含學習與工作)之進行(結果)。 

（三）性騷擾認定： 

1.違反當事人意願或不受歡迎，乃是性騷擾行為之主觀要件，亦即行為人所

為之行為，倘違反被行為者之意願或不受被行為者歡迎均屬之，非以行為人

主觀看法為準據，縱使行為人主觀上並不認其行為不受歡迎或違反被行為者

之意願，亦成立性騷擾行為；惟性騷擾行為成立與否，仍需綜整客觀事實加

以判斷（所謂「綜整客觀事實」可參考（四）簡單初步的判別標準）。 

2.該行為違反當事人意願，且侵犯或干擾被行為者之個人人格尊嚴、人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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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或正常生活時，即構成性騷擾。 

（四）簡單初步的判別標準 

1.被害人的主觀感受 

2.被害人即時的抗議或抱怨，或曾對他人提起 

3.騷擾的程度，是否影響被害人正常生活 

4.兩造是否有上下隸屬、權力不對等或同事關係 

5.過去是否有性騷擾他人之紀錄(性騷擾史) 

6.加害人性騷擾行為重複發生的頻率(性騷擾史) 

三、性騷擾的定義︰與性騷擾有關之法律及其相關規定 

（一）兩性工作平等法 

1.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

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

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敵意環境性騷擾) 

2.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

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

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交換式性騷擾)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騷擾係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程度者︰ 

1.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

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敵意環境性

騷擾) 

2.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

有關權益之條件者。(交換式性騷擾) 

（三）性騷擾防治法 

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 

1.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

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交換式性騷擾) 

2.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

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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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

正常生活之進行。(敵意環境性騷擾) 

四、立法精神 

（一）兩性工作平等法︰保障工作權 

1.保障兩性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實質平等

之精神。 

2.立專章說明性騷擾之防治：第三章(§ 12、§ 13) 

3.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第十二條之情事，受有損害者，由雇主及行為人連帶負

損害賠償責任。但雇主證明其已遵行本法所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且

對該事情之發生已盡力防止仍不免發生者，雇主不負賠償責任。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雇主

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雇主賠償損害時，對於為性騷擾之行為人，有求償權。(§ 27)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之義務，受有損害者，雇主應

負賠償責任。(§ 28) 

★雇主違反第七條至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三條第一項後

段、第二項、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或第三十六條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

元以下罰鍰。(§ 38)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保障受教權 

1.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

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2.立專章說明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防治：第四章(§ 20～§ 27) 

（三）性騷擾防治法 

1.防治性騷擾及保護被害人權益，訂定受害者申訴管道與懲戒措施，更積極

投入防治工作，以建立無性騷擾之純淨空間。 

2.不止只有「雇主責任制」，多了「場所主人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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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律適用對象 

兩性工作平等法（保障工作權） 

1.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性騷擾時 

2.受僱者在職場或執行業務時遭受性騷擾時(出差或非上班時間仍執行業務

者屬之) 

3.職場性騷擾 

性別平等教育法（保障受教權） 

1.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指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

師、職員、工友、或學生，而他方為學生者。 

2.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包括不同學校間所發生者。 

3.名詞定義如下： 

(1)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護理教師、教官

及其他執行教學、研究或教育實習之人員。 

(2)職員：指前款教師以外，於學校執行行政事務或庶務之人員。 

(3)學生：指在學或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 

性騷擾防治法(保障人身安全) 

適用兩性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以外之人。 

六、性騷擾申訴管道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對其造成敵意環境性騷擾，或雇主對受

僱者或求職者，造成交換式性騷擾，依兩性工作平等法之規定，可向所屬雇

用單位所設置之性騷擾申訴管道申訴。 

（二）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受兩性工作平等法之保障，但有關

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遭到性騷擾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

該人事法令之規定。 

（三）性騷擾事件一方為學生，另一方為教職員工生者，依性別平等教育法

之規定，向學校之學務處申請，或檢舉，並由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調查處理，但學校之首長為加害人時，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申

訴對象：加害人行為時所屬學校）。 

（四）民眾在一般場所或公共場合遭到性騷擾時，可依據性騷擾防治法向警

察機關或加害人所屬單位或其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訴。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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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人之所屬單位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案件移請加害人所屬單位

進行調查，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所屬單位者，則移請警察機關調查。 

七、性騷擾防治法有關性騷擾之申訴 

（一）申訴程序 

1.被害人一年內向加害人所屬單位提出申訴 

2.加害人所屬單位於 7 日內開始調查 

3.14 日內通知補正 

4.如不受理，20 日內通知 

5.2 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 1 個月（通知當事人） 

6.當事人(被害人或加害人)對申訴結果不服，得於 30 日內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7.加害人為用人單位之首長、主官或最高負責人時，則向該單位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訴(防治準則§5Ⅱ) 

8.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所屬單位時，則向事件發生地之警察機關提出申訴 

（二）申訴單位－ 

1. 加害人所屬單位。 

2.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後移送加害人所屬單位調查，但加害人

為該單位之首長、主管(官)、最高負責人時，即進行調查；加害人不明或無

所屬單位，移由性騷擾事件發生地警察機關調查。 

3. 警察機關－依職權處理並詳予記錄： 

(1)知悉加害人所屬單位者－移送加害人所屬單位續為調查 

(2)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所屬單位者－即行調查 

4.非加害人所屬單位（場所負責人）： 

(1)採取適當之緊急處理 

 (2)移送其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三）被害人之舉證責任 

1.詳細紀錄事件發生之人、事、時、地、物 

2.試圖阻止性騷擾的所有嚐試 

3.您曾經做了哪些抗議 

4.您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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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目擊者資料 

6.現場證物(包括人證、物證) 

7.錄音蒐證 

八、性騷擾防治法關於行為人之責任 

（一）民事責任(§9) 

1. 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2. 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

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二）行政處罰(§20) 

對他人為性騷擾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 

（三）加重處罰(§21) 

1. 對於因教育、訓練、醫療、公務、業務、求職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

督、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者，得加重科處罰鍰至二分之一。 

2. 加害人如不服，可提訴願或行政訴訟。 

（四）刑事責任(§25) 

1.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

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

以下罰金。 

2. 此項犯罪，為告訴乃論之罪，須經告訴權人提起告訴。 

九、性騷擾與性侵害不同 

（一）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 221 至 229 條所定之罪，包括強制性

交罪、加重強制性交罪、強制猥褻罪、加重強制猥褻罪、對未成年人為性交

猥褻罪、乘機性交猥褻罪、利用權勢性交猥褻罪、詐術性交罪。 

（二）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

有關之交換式性騷擾或敵意環境性騷擾之行為。 

（三）性騷擾防治法(§25)：意圖性騷擾，趁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

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四）性騷擾罪與強制猥褻、乘機猥褻、利用權勢猥褻罪最大不同在於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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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抗拒。 

 

附件三 影片欣賞心得報告 

1. 影片中有哪些"性騷擾"行為？ 

2.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段？為什麼? 

3. 看完整片的整體感想? 

4. 如果有人請妳協助舉證性騷擾，你會怎麼做? 

電影【北國性騷擾North Country】劇情簡介 

當裘絲艾米斯（金獎影后莎莉賽隆飾）歷經婚姻失敗回到家鄉明尼蘇達

州北部，成為一位必須獨力撫養兩個小孩的單親媽媽，於是她急需一份工

作，而當地唯一的穩定工作就是當礦工。 

礦場一直以來都為當地居民提供穩定工作，雖然工作辛苦，但是薪水卻

很高，而且工作夥伴都成為在日常生活上互相扶持的好友，讓當地的家庭和

社區變得更團結。但是一直以來都只有男人才能當礦工，而且鋼鐵公司以及

社區的作風保守，想要改變現況非常困難。 

裘絲的老朋友葛洛莉（金獎影后法蘭西絲麥朵曼飾）是礦場少數的女礦

工之一，她鼓勵裘絲加入她的行列，到礦場幹粗活，而裘絲為了賺錢養家，

也不怕做粗重並危險的工作，但是她和其他女礦工該如何面對男性同事的性

騷擾卻是一項更困難的挑戰。經濟不景氣，工作越來越少，所以男礦工不希

望女人來搶他們的飯碗，況且他們認為女人根本就不應該來幹這種粗活。如

果她們堅持要留下來，就得忍受來自男礦工的羞辱及騷擾，如果她們受不了

儘管可以走人。 

當裘絲挺身而出，為她和其他女礦工受到的可怕待遇發出不平之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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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慘遭礦場及鋼鐵公司資方修理，甚至得不到她的父母及其他女礦工的支

持，因為她們深怕情況會因此變得越來越糟。就連她和葛洛莉的友情也受到

嚴重考驗，而她父親對她的不滿也達到極限。當她為了擁有更好的生活，並

為孩子們的未來著想，決定控告礦場及鋼鐵公司，她的私生活不但受到批

判，就連她和小女兒和大兒子之間的關係也受到影響，因為她不堪回首的過

去讓她成為眾矢之的，遭到各種蜚長流短的攻擊。 

但是當全世界都不肯站在她這一邊的時候，仍然鼓起勇氣挺身而出，堅

持她的信念，就算必須孤身奮戰也在所不惜。 

資料來源︰http://tw.movie.yahoo.com/mstory.html?t=movie&id=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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