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活動設計表 (雙語輔導)
性別刻板印象:
活動名稱
日期

Mrs. Helen’s
guest
2022/04/13

班級

106

人數

24

時間

一節課 45 分鐘，共 2 節

設計者

康佩如

認知目標
1. 以客人的外表，預測他/她的房間的裝潢
2. 根據故事內容，修改自己的刻板印象
3. 能夠區別，什麼是性別刻板印象
教學目標

技能目標
4. 根據同組同學或自己的預測，創造一幅圖畫，畫出房間的裝飾
5. 展示小組創作的內容，並說明小組設計房間的理念
情意目標
6. 培養學生主動參與課堂活動的精神
7. 增加學生與人合作的經驗與能力
認知目標
1-1. 連結課程內容與生活經驗，進行評價與思考
1-2. 理解教學活動的目的，計畫房間裝潢擺設
2-1. 理解繪本故事內容，修改自己的預測
3-1. 鑑別什麼是性別刻板印象，對不同性別的行為表現有新的詮釋

具體目標

技能目標
4-1. 小組討論時，能適切表達自己的想法，與同儕分享
5-1. 願意上台，有條理地描述、說明本組討論後的想法
情意目標
6-1. 主動參與課堂活動，實行老師指派的任務
7-1. 傾聽同儕的想法，回應同儕的意見，表現合作的態度

具體目標

活動過程與內容

教學資源

評量

第一節
一、準備活動
教師收集教學資料、熟悉課程內容、準備所需教材
1-1
1-2

二、發展活動 (6 minutes)
【引起動機】
讓學生觀看繪本的前兩頁，了解海倫太太即將招待八位朋
友住宿，同時展示這八位客人的外表、服裝，讓學生預測，
海倫太太會如何佈置這些客人的房間。
Have students read two pages of the picture book, and they’ll
know that Mrs. Helen is going to decorate eight rooms for
eight guests. Now, suppose you are Mrs. Helen, think about
how you’ll decorate Mrs. Helen’s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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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
電腦

學生能專心
聽講

4-1
5-1
6-1
7-1

【展開活動】(36 minutes)
(1) 創作前的準備 Preparation for the drawing
給予每組一張圖畫紙，和一張客人的照片

教師以觀察
了解學生的
學習成效。

Each group has a paper and a picture of the guest.
(2) 進行小組創作 Start drawing the decoration of the room
(3) 小組上台報告 Presentation
每組上台報告自己的畫作 2 分鐘，說明房間內的裝
潢。老師提醒其他同學認真聽，結束報告時需給予上
台者掌聲。學生有問題可以提問。

學生能專心
聆聽

Each group does the presentation, presenting the
decoration of the room and ideas for the design. The
others have to listen attentively and give applause when
the presentation is finished. The other students can ask
questions if there are any.
三、綜合活動 (2 minutes)
老師組織學生的想法，並重述一次，對有趣、特殊
的想法給予回饋
四、結束活動 (1 minutes)
謝謝學生今日的認真參與

2-1
3-1
6-1

第二節
一、準備活動
教師收集教學資料、熟悉課程內容、準備所需教材
二、發展活動 (42 minutes)
【引起動機】
再看一次同學所畫的圖，完成學習單的第一部分
Review the drawings painted by the students, and finish the
first part of the worksheet.
【展開活動】(30 minutes)
(1) 帶領學生看「海倫太太的客人」繪本
1. 提醒學生注意每一位客人的外貌
Remind students to pay attention to each guest’s
appearance.
2. 觀看晚宴的圖片，區辨每位客人所選的房間，並完
成學習單。
Watch the picture of the dinner party, and distinguish
each guest’s room.
3. 完成學習單的最後自省部分，省思自己是否有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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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以觀察
了解學生的
學習成效。

刻板印象
Finish the last part of the worksheet. Ask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if they have any gender stereotypes.
三、綜合活動 (2 minutes)
老師給予回饋，說明「做自己，就很好」
The teacher offers feedback. Tell students that it’s good
to be yourself.
四、結束活動 (1 minutes)
謝謝學生今日的認真參與
Thank students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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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專心
聽講

活動歷程 (第一節)

引起動機: 觀看繪本的前兩頁，對故
事內容有基本了解：知道房子的外
觀，海倫太太的模樣。
Watch the first two pages of the picture
book. Have a clear picture of the house
and the appearance of Mrs. Helen.

引起動機: 觀看繪本的前兩頁，對故
事內容有基本了解：知道房子的外
觀，海倫太太的模樣。
Watch the first two pages of the picture
book. Have a clear picture of the house
and the appearance of Mrs. Helen.

引導思考: 讓學生看每一位客人
的外表，思考他們可能會喜歡的
房間裝潢。讓學生分組，設計八
位客人的房間。

客人的外表

Have students know the appearance
of each guest, and make them think
about what his/her room might look
like. Students work in groups to
draw the decoration of th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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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發表: 說明小組設計理念
Each group presents their drawing
and share with the whole class their
ideas for the decoration of th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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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歷程 (第二節)

引起動機: 複習每一組的房間設
計
Review all the drawings.

展開活動: 完成學習單的第一部
分
After reviewing the drawings, have
students finish the first part of the
worksheet.

展開活動: 閱讀完整繪本
Have students read through the
pictur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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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拉小姐

露西小姐

蘿絲小姐

西蒙先生

路易先生

漢克先生
奧斯卡先生

展開活動: 每位客人可以自由選
擇他/她喜愛的房間。從晚宴中每
位客人的裝扮，猜猜他/她選了哪
間房間
Each guest can choose his/her
favorite room. Have students watch
the picture of the dinner party, and
match the room which each guest
chooses.

芬妮小姐

展開活動: 完成學習單的第二部
分
Have students finish the second part
of the worksheet.

展開活動: 完成學習單的第三部
分，省思自己是否有性別刻板印
象
展開活動:
完成學習單的第二部
Have
students
finish the last part of
分
the worksheet. Reflect that whether

Havehave
students
finish the
second part
you
any gender
strereotype.
of the work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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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

每一組的房間設計: 奧斯卡先生是位賽車手，所 每一組的房間設計: 路易先生是隻變色龍，所以
以學生幫他設計有一台重機的房間。這是學生在 學生幫他設計色彩繽紛，有蟑螂床的房間。電
一節課時間中畫的圖，沒有參考任何圖片。
視節目正在播放的是海綿寶寶。

每一組的房間設計: 西蒙先生是條魚，所以學生
幫他設計有大水缸，床在水缸內的房間。西蒙
先生也是游泳冠軍(這是學生自己加的情節)。

每組的房間設計: 芬妮小姐喜歡花花草草，所以
這組幫她設計充滿綠意，有美麗植栽的房間。
地毯是花的形狀，床則是有花枕頭、葉子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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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上台報告：說明自己這組的設計理念

每位學生須完成學習單
學生學習成效

學生能夠自省曾有過的性別刻板印象

繪本中的漢克先生，是為空手道高手，但他
選擇裝飾著閃爍燈光、月亮、輕盈薄紗的月
亮房，晚宴時還換上舞者的衣服，挑戰學生
既有的性別刻板印象。使學生理解，不一定
外表陽剛的男性，就會討厭柔和的事物。性
別刻板印象的教學目標，是打破既有的印
象，可見學生能夠理解，興趣，不會僅隸屬
於某一性別。

本教案的目標之一，是學生能夠團隊合作，
創作作品。從這部分學生所寫的回饋，可以
看到，學生能夠清楚陳述自己的設計理念，
也能欣賞他人創作的作品，描述其優點，有
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

學生能夠體會，一個人的外表，不一定會和個人
的喜好相符，因此，以外表評斷、猜測一個人的
喜好，有可能與事實不符

我覺得這個學生的心得，很棒之處在於，他跳脫
繪本的情境，與自己的生活經驗連結，反省自己
有哪些性別刻板印象。女生比較安靜、女生(文科)
成績比男生好，也是常見的性別刻板印象，他能
夠聯想到這點，表示學生能夠連結上課主題與生
活經驗，從生活經驗中反思，是很棒的學習表
現。
說明
本課程是國一雙語輔導，主題是性別刻板印
象。這個主題我覺得很難用英文表達概念，所以
上課時使用英文的時機，是使用課室英語指導學
生要做的事，如: 要求學生到講桌領圖畫紙、彩色
筆、說明每個活動的規則等。加上我一直要求學
生於每組報告時，必須使用英文句子介紹組別，
以及使用英文結尾。至於輔導課的教學目標，覺
察性別刻板印象，尊重每個人的喜好與自由選擇
的權利，從學生書寫的回饋單，我有看到很棒的
想法，教學應該是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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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省思
性別刻板印象的教學，以英文進行非常不容易，為了避免學生產生理解上的困
難，我決定將使用英語的時機，放在指導學生進行活動的課室英語。從學生可以順暢
地進行我所下的指令，小組報告時使用英語開場及結束，可見學生理解我的語言，以
英語做為教學媒介的教學目標，應該是有效果的。
「海倫太太的客人」是很棒的一本繪本，從海倫太太根據即將入住的客人職業、
外貌、她所猜測客人的喜好，海倫太太設計了八個不同的房間，讓客人自由選擇。晚
宴上每個客人的服裝，透露出他/她選擇的房間。要記住每個客人的名字、特徵，再記
住每個房間的特色，並從晚宴每位客人的服裝、飾品，來配對每個房間，這個搜尋的
過程，我覺得自己在閱讀時，就像偵探一般。教學過程中，學生也花了不少時間配對
客人和房間，當學生看到空手道高手漢克先生穿著舞蹈服，擺出翩翩起舞的姿態，還
有賽車高手奧斯卡先生，嘴裡叼著愛心的飾品，他們會驚呼：「漢克先生選月亮房」、
「奧斯卡先生選愛心房」、「朵拉小姐選賽車房(朵拉小姐是位時髦、喜愛打扮的女
性)」，我會適時給予回饋，讓學生認知到，外表打扮，不一定和個人實際上的喜好相
符，儘管外表是陽剛的男性或陰柔的女性，都有自由選擇他們喜好事物的權利，不用
在意他人的眼光。從學生寫的回饋單，我能夠看到學生不僅可以明確陳述他們設計房
間的理念，也能欣賞其他同學的作品，選擇自己想入住的房間。下一節課開始，我安
排十分鐘讓學生看回饋單的成果，當學生知道自己設計的房間被選中時，都是十分開
心，教學過程中，是充滿樂趣與笑聲的。最後一部分的心得，我也能看到學生從繪本
故事，領悟到女生也可以騎賽車、男生也可以喜歡跳舞，甚至還有學生能結合生活經
驗，想到自己有的刻板印象是「女生的成績比男生好」，這些都是很棒的心得。本單元
最重要的教學目標，就是學生能跳脫性別刻板印象，尊重他人的自由選擇，我發現大
多數學生很能夠接受每個人有不同的喜好，性別平等教育應該是從小學就開始，所以
學生大多抱持開放的態度，可見性別平等教育，是有成效的。
如果要用英文進行性別平等教學，這部分就很考驗老師的英語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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