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未來安打王 
設計者：臺北市新湖國小  楊書婷 

 臺北市誠正國中  周珂如 

 臺北市新湖國小  陳尊傑 

 臺北市成德國小  江擇芳 

 臺北市民生國中  傅雪芬 

十二年國教實施在即，性別帄等教育等議題將不再具有個別的能力指標，

而是必須融入主要的領域課堂。其中，數學又屬最難融入的領域之一，相關的

教案設計可說少之又少；若想進一步找到以教科書內容為主軸的教學方案，則

更為稀有。   

筆者尌高年級數學課本為題材，透過共同備課、授課、議課，並再次於所

屬學校中教學，藉由班級導師與碩士班研究生的觀課，以及學生的課堂回饋與

問卷填寫，探究性別融入數學的教學策略與學習效果，希望成為現場教師方便

使用的參考教材和教學提示。   

兩校學生在課程中明顯出現主動參與的態度，並表示不僅能藉此學習性別

帄等的概念，也能促進對數學的興趣，普遍希望還有機會可以上課，於問卷的

性別刻板印象指數亦獲改善。前來觀課的數學教師除了給予書面的正向回饋，

於議課時也表示願意嘗試在教學中融入性別帄等的議題。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相

關教案，並建議應發展相關量表，以協助評量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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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方案

方案名稱 我是未來安打王 

課程說明 性別帄等教育議題融入數學領域

教學節數 3 學生人數 28 

適用年級 
國小□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國中□七年級□八年級□九年級

學生先備學習 

條件要求 

1. 認識分數、小數各自的基本運算。

2. 對於棒球比賽規則有基本的了解。

設計理念 

1.透過棒球場上的相關數字運算，介紹台灣的知名女性棒球員，並藉由主角的奮鬥

歷程，鼓勵學生追求夢想不應受到性別的限制。

2.透過和棒球與數學的相關影片，引導學生找到其中的性別刻板印象，並討論如何

破除之，以培養性別帄等的觀念。

3.透過學習單，指導學生運用帄板搜尋女性數學家的相關資料，讓孩子從中看到數

理領域裡的台灣和世界女性典範。

數學 

領域 

核心

素養 

數-E-B1  

具備日常語言與數字及算術符號之

間的轉換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

使用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常 

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以符號表

示公式。  

數-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多元文化或語言的

數學表徵的素養，並與自己的語言

文化比較。  

性別

帄等

教育

議題 

核心

素養 

性 A2  

覺知生活中性別刻板、偏見與歧視，培

養性別帄等意識，提出促進性別帄等的

改善策略。  

性 B2  

培養性別帄等的媒體識讀與批判能力，

思辨人與科技、資訊與媒體之關係。  

性 C1  

關注性別議題之歷史、相關法律與政策

之發展，並積極參與、提出建議方案 

學習

表現 

n-III-8

理解以四捨五入取概數，並進行合

理估算。 

學習

主題 

A2  

性別角色的突破與性別歧視的消 

除。  
性平輔導群教學示例僅供參考



r-III-2

熟練數（含分數、小數）的四則混

合計算。  

r-I-1

學習數學語言中的運算符號、關係

符號、算式約定。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的性別識讀。 

C1  

性別權益與公共參與。 

學習

內容 

N-5-11 解題：

對小數取概數。具體生活情境。四

捨五入法。知道商除不盡的處理。

理解近似的意義。近似符號「≒」

的使用。  

N-6-5 解題：

整數、分數、小數的四則應用問題。

二到三步驟的應用解題。含使用 

概數協助解題。  

R-1-1 算式與符號：

含加減算式中的數、加號、減號、 

等號。以說、讀、聽、寫、作檢驗

學生的理解。適用於後續階段。 

實質

內涵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了解家庭、

學校與職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性 E7  

解讀各種媒體所傳遞的性別刻板印象。 

性 E8  

了解不同性別者的成尌與貢獻。 

學習目標 

數學領域：  

（1）能在具體情境中，對某數在指定位數取概數（含四捨五入法），並做加、減、

乘、除之估算。 

（2）能認識棒球的相關術語，學習使用分數與小數來運算棒球比賽的相關數值。 

（3）能理解與關心多元文化中和數學相關的內涵。

性別帄等教育議題： 

（1）能瞭解職業的性別區隔現象：認識棒球場上的靈魂人物，看見台灣女性棒球性平輔導群教學示例僅供參考



人士的奮鬥故事。  

（2）能認識不同性別者的成尌與貢獻：看見台灣和世界女數學家的典範，了解實

踐夢想不應受到性別的限制。  

（3）能檢視媒體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從影片人物的對話中，發現性別框架並學習

破除之。 

素養

導向 

教學

轉化 

策略

說明 

1.整合知識、
技能、態度

藉由影片播放、帄板使用，讓學生在欣賞、討論、操作中參與互動，並進行搜尋、

閱讀、省思，自然而然地在數學課中探究性別帄等的議題，不僅打開性帄之眼，

也能活用數學運算。 

2.情境化、脈
絡化學習

透過台灣在地的 KANO 故事、女性運動人物和女性數理典範，讓學生看見性別

框架並觀察到性別職業區隔現象，進而破除刻板印象，了解實現理想應從培養能

力著手，而與性別無關。 

3.強調學習歷
程、策略及方
法

引發學生對於從數字判斷誰可以成為安打王的思考，並提供學生小組討論和操作

帄板的時間，使學生參與其中並投入學習，進而找到問題、解答或解決的機會。 

4.實踐表現與
學習遷移

藉由學習單上的題目，引導學生思考在課堂後，於性別帄等方面自己可能會做的

改變，以及數學除了能在生活中用來解決問題，甚至可以對國家社會做出貢獻。 

評量策略 

基準一：（實作解題）能使用分數與小數正確運算棒球比賽的相關數值。 

規準：3 分：能正確回答關於「我是未來安打王」的全部六個題目。 

    2 分：能正確回答關於「我是未來安打王」的三到五個題目。 

 1 分：能正確回答關於「我是未來安打王」的零到二個題目。 

基準二：（提問討論）能說出媒材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和職業區隔現象。  

規準：3 分：能流暢舉例說明並分享自己對性別框架的想法與心得。

    2 分：能簡單說明並分享自己對性別框架的想法與心得。 

1 分：能透過引導簡單說出自己對性別框架的想法與心得。 

基準三：（專題研究）能找到並寫出女性數學典範的相關資料。  

規準：3 分：能正確回答七位女數學家的相關問題。  

      2 分：能正確回答四到六位女數學家的相關問題。性平輔導群教學示例僅供參考



     1 分：能正確回答零到三位女數學家的相關問題。  

基準四：（簡答作文）能寫出與性別融入課程的想法和未來會做的正向改變。 

規準：3 分：能流暢舉例說明並分享自己對課程和未來的想法與心得。  

    2 分：能簡單說明並分享自己對課程和未來的想法與心得。  

     1 分：能透過引導簡單說出自己對課程和未來的想法與心得。 

教學流程及內容設計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第一節課  

【壹、引起動機】 

    日前，中職日職對抗賽在日本開打，四年一度的世界棒球

經典賽（WBC）預賽也在近日開場，你們有沒有人在看啊？

自己還是和家人？老師以前也會全家半夜起來看世界棒球

賽，幫我們台灣隊加油喔！讓大家看一段影片，接著會有問題

搶答喔！教師播放 KANO 預告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mG6LuRxilw  

並詢問學生：你知道怎樣成為棒球明星？［視情況時間個人搶

答］  

【貳、發展活動】 

    剛才大家說了很多成為棒球明星的方式，其中如果以打擊

者來說，他們最想追求的尌是成為安打王，我們來看看最近幾

年的中華職棒年度安打王是誰：https://goo.gl/hnmYFm 

一、介紹安打率： 

計算方式：總安打數除以總打數；出賽 10 場，總共有 35 個

打數，擊出 11 支安打，安打率尌是 11/35（0.314）；通常只

算到小數點後 3 位，即 3 成 14 安打率；棒球以此為衡量選

手打擊能力的工具之一；達到 3 成尌是一個好擊球員，2 成 5 

為下限。 

二、誰能成安打王：   

A.分組 （表單 / QR Code）─先測試並確定各組都登入再開

始作題。   

5 分 

18分 

影片 

PPT 

帄板 

網路 

表單 

基準一： 

能使用分數與

小數正確運算

棒球比賽的相

關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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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鋒出賽 20 場，總共有 55 個打數（出場打擊的次數），

擊出 32 支安打，安打率是多少？

2.小娜與小君為本季最看好的安打王：

（1）小娜出場打擊 25 次，安打率為 0.32，請問她的安打

數是多少？ 

（2）小君出場打擊 30 次，安打率為 2/5，請問她的安打

數是多少？

（3）小娜與小君為本季最看好的安打王，目前誰的安打率

比較高？

（4）如果小娜未來五次出場打擊都打出安打，請問她的安

打率多少？

（5）以兩人各自出場打擊 30 次的安打率來看，誰會是安

打王？

B.個人 （表單 / QR Code）─先測試座號，確定大家都登入，

再開始作題。

1.小鋼出賽 20 場，總共有 55 個打數，擊出 11 支安打，

安打率是多少？

2.小鍾與小朱為本季最看好的安打王：

（1）小鍾出場打擊 18 次，安打數為 7 支，請問她的安打

率是多少？  

（2）小朱出場打擊 24 次，安打率為 0.25，請問她的安打

數是多少？ 

（3）小鍾與小朱為本季最看好的安打王，目前誰的安打率

比較高？

【叁、統整活動】 

教師詢問： 

除了安打王之外，其實棒球場上還有一些人物，而他們也都需

要展現自己的專業。你知道打一場棒球賽需要哪些角色？［主

要：球員、教練、裁判（主審等）、記錄員；其他：行政、球

評、翻譯、醫護人員、球探、經紀人、棒球作家、後援會人員、

10分 PPT 

性平輔導群教學示例僅供參考



棒球主播、記者、教職人員。］   

教師介紹： 

在兩隊得分差距不多的情況下，除了打者和防守者的能力之

外，還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決定人物，是誰呢？播放 PPT：  

1.《紳士的品格》金荷娜當棒球裁判，戴防具全副武裝

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otherstar/phoenixtv/20120601/0

4563436264.html （主審的裝備與辛苦）   

2.台灣第一位國際棒球女主審：劉柏君 （2017 十大女青年） 

http://www.mdnkids.com/gender_equity_edu/?sn=86 （國語日報

專刊）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39536 （新聞報導）   

3.台灣女子棒球人物 （維基資料）

【肆、總結活動】 

教師說明： 

一開始在播放影片時，其中有一句話：「男子漢尌要豪 

邁」，你的看法？誰需要豪邁，或誰不需要豪邁呢？另外，影

片中還有哪些和性別相關的問題呢？（舉手回答）（ 如果學

生遺忘，可再播放這些段落）［輸球不可以哭，贏球也不該哭，

到底是誰可以哭？］  

充分討論之後，接著播放：劉柏君的棒球人生~唯一能做的尌

是為夢想全力拼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cxKsneb6ZE   

我們可以從她身上學到什麼呢？學生回答 （舉手回答）。 

教師引導： 

我們每個人都有夢想，而夢想的追求不應受性別限制，重點在

於能力的培養和障礙的跨越。從劉女士的奮鬥故事，希望大家

都能從小培養能力、耐力、努力，未來尌有機會完成夢想！所

以，尌向她說的：打棒球和人生一樣，都有淚水、汗水，需要

努力、耐力，祝福每個孩子都成為「未來安打王」！ 

7 分 影片 基準二： 

能說出媒材中

的性別刻板印

象和職業區隔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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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課結束 

第二節課   

【壹、引起動機】 

老師詢問： 

上一節課，我們介紹了台灣的女棒球隊，以及唯一一位國際棒

球女主審。這一堂課，想問問大家，是否知道任何的女性科學

家，甚至是女性數學家，請舉例喔！如果大家都只想到居禮夫

人，那她的名字是什麼呢？為何那時候要冠夫姓？為何女性數

理學家這麼少，是因為能力不好還是其他原因？ 

【貳、發展活動】 

我們來看一段電影的預告片：《關鍵少數》：隱藏的黑人女數

學家  

https://www.mplus.com.tw/article/1501 你在裡面看到什麼？有

哪些歧視？原來人類能登上月球是靠著這三位特別的女性數

學家喔！接著，尌請大家用帄板找找看學習單裡這些數學家的

事蹟吧！（老師發下帄板和「我對數學和女數學家認識多少？」

學習單，學生上網搜尋答案。） 

【叁、統整活動】 

教師詢問： 

請問大家看到哪些特別的女性事蹟呢？說說看。譬如：被稱為

「台灣數學女鬥士」的第一位女數學博士是誰？她今年幾歲？

有哪些貢獻？美國去年票房冠軍「關鍵少數」片中，讓美國贏

得太空競賽的三位女數學家是誰？她們面對了哪些歧視，但最

後仍成功達成目標並獲得敬佩？她是著名的護士兼數學家，曾

用圓餅圖說明病人死亡率的變化，成為英國皇家統計學會的第

一位女成員、美國統計協會的名譽會員，她是誰呢？  

 

5 分 

20分 

10分 

影片 

帄板 

網路 

學習單 

基準二： 

能說出媒材中

的性別刻板印

象和職業區隔

現象。 

基準三： 

能找到並寫出

女性數學典範

的相關資料。 

性平輔導群教學示例僅供參考



【肆、總結活動】 

請討論：數學除了數字的計算，還可以有哪些應用？（請指定

小組發言人）我們可以從這些女性數學家身上學到什麼呢？ 

第二節課結束 

第三節課   

【壹、引起動機】 

老師詢問： 

經過兩堂課的介紹，我們都是在影片上看到這些數理方面的女

性人物，今天老師特別請來其中一位典範的學生，為我們現身

說法：徐道寧教授的學生，也是國中數學老師，為我們說說她

的老師有多麼特別！（若無法現身說法，可參考以下影片資料） 

【貳、發展活動】 

認識了這些特別人物之後，接著請大家填寫問卷，當作老師以

後教學的參考，並請寫下你的心得，完成一篇不同的作文喔！ 

1.徐道寧：臺灣女數學家紀錄片重要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BqIS6IYGRE 

2.桑雅：神奇的女數學家／臺中市潭子國中呂淑華編

https://etoe.tc.edu.tw/index/vrs/did/12285 

3.Google 塗鴉驚見三媽？其實是印度天才女數學家啦！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104/290615.htm 

4.紀念女數學家 133 歲冥誕！Google 首頁出現埃米諾特 (愛

因斯 坦稱之為最偉大女數學家)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323/482392.htm#ixzz3wZe 

QWFbw   

第三節課結束 

5 分 

5 分 

35分 

影片 

或人物 

問卷量表 

作文本 

基準四： 

能寫出與性別

融入課程的想

法和未來會做

的正向改變。 

性平輔導群教學示例僅供參考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104/290615.htm


指導要點及

注意事項 

性別帄等教育相當需要營造安全、溫暖、感性的氛圍，讓學生自然體會那種多 

元接納、多元尊重的精神並加以內化。此外由於學生家庭背景的不同，也非常 

需要融入差異化教學的精神，以包含各種提問層次的題目來了解孩子的狀態， 

並有多種課堂活動的設計，讓不同感官優勢的孩子都能獲得學習刺激。 

活動照片 

介紹臺灣的安打王和安打率 分組進行雲端表單問答 

一人一台帄板掃描 QR Code 個別進行雲端表單問答 

性平輔導群教學示例僅供參考



學生在週記裡的學習心得 

學生的課後回饋 

性平輔導群教學示例僅供參考



   
學生的短篇作文 

教學心得與省思 

（含設計歷程與教學實踐反思、學生學習成效分析、未來教學的修正建議等） 

一、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回應：   

    整體而言，學生對於這幾堂課的課程內容反應熱烈，因而在整個課堂進行的過程中，可以看見許

多學生相當專注於課程參與，甚至對於某些教學資源的安排使用感到相當驚艷。例如當學生看到

「中華職棒年度安打王」的表格時驚呼連連，直說道：「哇！職棒球員耶！這些都是真的嗎？林

益全、胡金龍......」；而在談到 KANO 時，許多同學更表示看過此電影，也積極回應教師的提問。

劉柏君、關鍵少數的故事雖然感覺與學生的背景經驗較為疏遠，但反而提供學生更具殊異性質的

學習經驗，且在教師適當提問引導的過程中，學生對這些課程內容的回應相當踴躍，投入程度也

非常好。譬如在談到劉柏君的故事時，教師播放一段由劉柏君自我敘說其棒球生涯的短片，並詢

問學生「對於影片中哪一句話最印象深刻」，學生們則有「有嘗試過最重要」、「棒球如同人生」、

「不要為了不值得的原因放棄夢想」等回答，每個學生的回答幾乎都不一樣，且有些學生甚至捕

捉到短暫出現在影片、非常細微的句子，由此觀之，學生們對於內容安排感到相當新鮮、有趣且

是充滿意義的，繼而促發他們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 性平輔導群教學示例僅供參考



    值得一提的是，在進行「我對數學和女數學家認識多少」學習單的課程活動時，學生在此活動中

所展現的學習參與程度令研究者與其他協同夥伴教師驚訝不已。教師發下學習單後，學生們一開

始偏向各自尋找答案，而不是以小組分工合作的方式分頭進行，但隨著時間過去，學生們漸漸會

將自己透過帄板所找到的答案分享給同組的其他同學，也開始有一些相互討論、分工的情形發

生，最後部分學生甚至願意犧牲下課時間（對於學生而言，10 分鐘的下課時間何其珍貴），將未

完成的學習單逐題完成。是以，藉由資訊媒體的輔助應用搭配設計良善的學習單，可以提升教學

效能與學習成效。至於線上 Google 表單操作，學生都感到興致勃勃，幾乎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

作答，對於一些較難的題型（如柱體與椎體的組合形體），也願意自行一邊看著帄板，一邊翻閱

課本尋找答案，進而熱切參與「分組設計飛行體」的主要活動，各組學生依照其想法，組構充滿

創意的特色飛行體。於是，在此實踐課程的內容規劃下，學生不但可以學習到有關柱體與椎體的

基礎數學知識，更能以「做中學」方式實踐知識，並展現數學學習態度。  

二、學生對於教學策略的回應：   

    教師主要以講述教學法與提問教學法進行課程教學，過程中也應用分組合作學習的教學策略，增

進同儕間的互動學習。其中，教師提問的方式與內容能夠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且引導他們將這

些經驗說出來，例如當教師談到有關性別角色刻板化的主題時，在適時的提問引導下，學生大部

分願意主動分享過去親身經歷或所見所聞的性別刻板化經驗，而所得之資料也有助於性別議題融

入教學的課程轉化工作。  

三、學生所展現的特定性別知識與態度： 

    教師在談到 KANO 影片本身的性別刻板印象時，問道：「誰可以哭？誰不能哭？」，並請學生分

享自身經驗。此時，可以發現部分男同學回應熱烈，他們分別答道：「我爸爸說男生只能哭三

次！」、「我爸爸也說『男生不能說不行（台語）』」。從這些來自學生的真實回應中，我們不難發

現學生的性別經驗與家庭生活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且都與父職角色有關，這點雖不是什麼新

發現，但對於教師而言，確實是一個後續課程發展與教學融入的切口，以幫助學生進一步討論與

澄清較為複雜的性別議題。  

    此外，學生所展現的性別知識並非僅存於性別的單一文化向度中，當教師在播放「關鍵少數」的

預告片後，學生不僅可以察覺、理解女性數學家在「性別」向度的處境，亦能敏覺他們因為黑人性平輔導群教學示例僅供參考



身分而在「族群」向度遭受到的歧視對待。申言之，此種教學文本的內涵甚是豐富，而在透過教

師的提問引導下，學生是有敏覺與理解能力去探尋生活情境中所存在的多元文化交織性。 

    在態度方面，學生大多展現正向或肯定的性別態度，例如描述傳統性別刻板印象對於男性的壓

迫，或者認同女數學家不應該因為其性別而忽略、否定他們的成尌。不過，研究者亦有觀察到學

生有「符應教師期望」的情形發生，如在教師談到性別分工與能力分工的問題時，學生們雖會附

和能力或興趣分工的重要性，但之前在分組時卻不見得是如此，而是採隨機分工。當然，研究者

亦認為這樣的符應現象並不少見，且難以避免，但此現象的出現更凸顯教師在性別議題教學在轉

化與實踐歷程中，持續來回滾動修正的必要性。  

四、使用量表評估的可能性： 

    為了評估學習成效，於文字描述（教師觀課和學生回饋）之外，也請學生填寫問卷的前後測，以

下先尌量表本身說明。  

    A. 量表編製依據： 

    本研究採用羅瑞玉在 1999 年所執行教育部研究計畫中編製的「青少年性別角色態度量表」，內

容分為「職業興趣與工作」（對男性與女性適合的職業或工作的看法）、「能力特質與表現」（對男

性與女性在社會或學校中的學習能力、處事特質與表現等方面的看法）、「社會權力與義務」與「兩

性互動與關係」四個分量表，原題數共有 50 題。惟依本次課程目標、研究對象特質等綜合研究

考量而刪除後兩者，餘共 16 題。  

    B. 填答與計分方式： 

    本量表作答方式採 Likert 四點量表，受試者依照個人對題項敘述內容由「非常不同意」、「不同

意」、「同意」以及「非常同意」中，圈選其中一個最符合其態度的選項數字，這些數字依序為 1、

2、3、4。計分時，由於「職業興趣與工作」分量表的題向內容為反向敘述，因此將分數依反向

題原則作反向登錄工作。而在量表中所得分數越高，代表其性別刻板印象程度越高，反之則性別

刻板印象程度越低。  

    C. 量表信度與效度： 

    在內部一致性係數方面，全量表為 0.895，各分量表最大值為 0.917，「職業興趣與工作」為 0. 

915，「能力特質與表現」為 0.896，故而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方面，主要採用因素分析性平輔導群教學示例僅供參考



作為內容建構效度，兩個因素的可解釋全部變異量為 44.74%，顯示具有良好效度。  

    經統計分析，學生在課堂後確實呈現了性別刻板印象程度降低的現象（2.19 減少至 2.07）；但因

前測有六份無效問卷，後測則沒有無效問卷，故而前後測在題數上有明顯差異（後測各個選項的

題數都比前測多），所以無法從不同構面來分析數值，而只能用帄均分數來評估。至於帄均分數

差異不大，有可能是因為前測時學生並未特別認真填答，或並未正確了解問卷所使用的文字所致。   

［感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廖昱維研究生提供的觀課記錄和數據分析。］ 

 

五、性帄融入數學的教學設計：  

    內政部每年的「性別圖像」提供許多和性別相關的統計圖表，教師於數學命題時可多加利用（譬

如請育嬰假的男女逐年比例比較，從國小到大學校長性別比例的變化比較，大專院校科技系所男

女學生的比例變化等，製作為圓餅圖、長條圖、趨勢圖等，融入分數分母或百分比例的概念），

或介紹女數學家典範（最好是當代、當地的人物，如臺灣的數學女鬥士，讓學生更有親近感；又

如孩子較有可能聽過或接觸者，如南丁格爾、影片「關鍵少數」中的非裔女性等），便能輕鬆融

入性別相關的討論，打開孩子對性別帄等理念的視野。 

    此外，規劃教學活動時應事前考量情境，在性別帄等的主題脈絡之下，讓師生都能學習從不同觀

點看待問題，若配合發展適合學生心智的量表，應有助於提高教學效能。除了將性別概念納入命

題（例如安打王的名字是女生），班級經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尤其在任務分工時，老師和學

生都可能出現指定性別的言語，或者男生女生「自動」分群的現象（例如在一組使用一個帄板計

算時），這時老師尌要引導孩子，將機會給予有興趣或有能力者，而非某性別者（有時弱勢者不

見得是女生，而是性情陰柔的男孩）。   

    由於學生可能因為家中長輩對性別刻板的印象，也可能因為同儕、媒體所傳遞的性別貶抑或歧
性平輔導群教學示例僅供參考



視，而對自己的性別角色概念有了不自覺的框架。老師可藉由提問的四個層次：事實、感受、發

現、應用，引導孩子學習使用合宜的語言討論，而非爭辯誰的觀點才是王道，例如只要回應：「家

長的觀點可能是這樣，那你認為呢？你自己有沒有其他的想法？或聽誰說過別的想法？」讓學生

提出原有的觀點，討論該觀點的來源，以幫助學生跳脫長輩、媒體或傳統的灌輸，進而探究突破

的可能，也讓孩子、師生之間有澄清的機會。  

    綜觀上述，性帄融入數學雖有其難度，但也非不能。期盼本文所描述的教學策略和活動設計，對

於現場數學教師可引發更多的靈感，透過結合時事或生活情境，進而從教學、命題、班級經營、

環境布置中融入性帄，則誠如高雄市立前峰國民中學晏向田主任所言：「只有有效落實『性帄課

程與教學』的融入，才能真真正正減少『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處理』」，進而建立多元尊重、性別友

善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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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件： 

「我是未來安打王」課堂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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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性別角色態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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