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選暨分享活動」得獎作品 

符合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參考指引」精神 

（參考指引見下頁） 

 

得獎者 歐妙苓、胡心怡 講評人 黃馨慧 

作品名稱 ＜幸福家庭翹翹板＞ 

本得獎作

品符合之 

指引精神 

□ 性別議題之法律、條約、協定或公約（指引條次一） 

▇ 倡議性別平等及民主人權（指引條次二） 

▇ 檢視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指引條次三） 

□ 重視家庭之不同結構、文化背景及其他特殊處境 

（指引條次四） 

▇ 含括家庭成員的多元性（指引條次五） 

□ 呈現多元族群文化之差異（指引條次六） 

▇ 符合指引避免出現之情況（指引條次七） 

 

 

評審評語 

1. 以家庭教育為主題之性平教材，內容具有性別意識，活動

內容適合一般社會大眾之活動。 

2. PPT設計流程與內容完整，能顯其具體教學活動內涵。 

3. 惟本件報名為【活動類】，僅提供PPT教材，確有不足，相

關活動設計附於投件表中，相對簡略。 

4. 建議須再提供具體活動之規劃表件，且須符合PPT所示之流

程與內涵。 

 

 

 

 



 

 

教育部「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參考指引」 
 
 

本指引所指稱之「社會教育」係指除指學校正規教育外之其他場域、管道

所進行之所有形式之教育，包括社區教育、成人教育、家庭教育、高齡教育、

休閒教育及媒體識讀教育等。 
 

1.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符合國內外有關性別/婦女議題之法律、條約、協定

或公約之規定，呈現並尊重多元性別與性傾向。 

2.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倡議性別平等及民主人權等價值觀，並鼓勵其生活

實踐與社會參與。 

3.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積極檢視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對於各類現

存不符合性別平等精神之社會制度及生活實踐，如習俗、媒體、性別角

色、家務分工等，應具性別敏感度，適時提出覺察及檢討。 

4. 社會教育（尤其家庭教育）教材及活動應重視家庭之不同結構、文化背景

及其他特殊處境，如核心家庭、折衷家庭、單親家庭、繼親家庭、收養家

庭、隔代教養家庭、跨國婚姻家庭、原住民族家庭、身心障礙者家庭等。 

5. 社會教育（尤其家庭及親職教育）教材及活動應含括家庭成員在性別、族

群、年齡、宗教信仰、健康狀況及身體樣態的多元性。 

6.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呈現多元族群文化，如婚姻移民、外籍勞工、原住

民族、弱勢階級等，並尊重其與主流文化（如中產階級漢人族群）之差

異。 
 

7.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避免出現下列情況： 

1. 以偏差失衡之比例呈現男女兩性。 

2. 以性別刻板印象呈現男女兩性之人格特質或性別角色、所從事之職業

或活動及所擁有之社經地位或資源。 

3. 以偏差失衡或刻板印象之方式呈現弱勢之族群、階級、性少數、身體

樣態、高齡者或失能者。 

4. 沿襲具性別偏見之習俗文化或社會論述，對女性及性少數或其他弱勢

族群採取戲謔、歧視、譴責或貶抑之態度。 

8. 辦理社會教育活動應積極展現性別友善及平等多元之精神： 

1. 社會教育（尤其家庭教育）活動對象應含括多元型態家庭之成員，如

收養父母、繼父母、祖父母、同居親友等。 

2. 活動方案應針對多元文化社群，如外籍勞工、婚姻移民、原住民族、

高齡者及失能者等。 

3. 活動安排應突顯性別友善精神，如活動場地及時間應考量多元參與者

之近用性、男女廁所應配合參與者性別比例而機動性配置、辦理活動

時可考慮提供嬰幼兒之托育照顧等。 

4. 新建及整修活動場地時，應考慮多元性別之認同與需求，設置可供男

女共用之性別友善廁所。 



幸福家庭翹翹板

~~我的家庭真可愛~~



幸福家庭翹翹板
~~我的家庭真可愛~~

影片欣賞：奉獻給現代的女性

所以…
我們的家庭真的…可愛嗎？



在影片中，我們看見了什麼……
女⽣不可以跟男⽣打鬧！？
女⽣得做違背意願的事(EX.打斷休閒去做家事)！？
女⽣要維持⾝材！？
女⽣要注意服裝儀容！？
女⽣有保存期限，時間到了就該找伴侶！？
女⽣要努⼒當個好媽媽？
女⽣40歲還要像是30歲？

…………你家也是這樣嗎？



~~幸福家庭翹翹板~~

1) 看⾒家庭中的性別(從食衣住⾏育樂6⼤⾯向)

2) 看⾒教養⼦女時的刻板態度



食

衣

住行

育

樂

從食衣住行育樂六大面向來探討

衣：
• 顏色、款式已有男女差異?
• 洗衣、摺衣、保管衣物，是誰的工作？

食：
• 君子遠庖廚?
• 家庭主婦？家庭「煮」夫？

住：
• 跟婆家/娘家同住
• 房子登記誰的名字？

行：
• 馬路三寶是指誰？
• 車子登記誰的名字？
• 遇到龜速車時…

育：
• 誰來申請育嬰假？
• 孩子生病了，主要由誰照顧？
• 誰陪來子聊心事？
• 誰指導孩子的功課？
• 誰簽孩子的聯絡簿？

樂：
• 玩耍找爸爸？
• 規劃旅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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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事務分性別?
~~難以分割的家庭事務~~

• 家庭旅遊(預算評估、⾏程規劃、⾞輛檢查、收拾⾏李......)

• ⾞⼦登記誰名下(登記女性名下保險費較低)

• ⼦女教育(學習時的⼼理因素、各科⽬專⻑、接送……)

• 還有呢…...？

~~~以家庭最大利益為考量~~~



創造雙贏我的家 以專長

分工合作

尊重專業

感恩彼此

體驗對方

工作內容

實例-親子天下的文章



~~看⾒教養⼦女時的

刻板態度~~



看見教養子女時的性別期待

• 男孩髒兮兮，女孩要整⿑？

• 男孩學體育，女孩學⾳樂？

• 男孩不能哭，女孩就愛哭？

• 男怕入錯⾏，女怕嫁錯郎？

• 重男輕女？豬不肥……

• ⾺桶蓋之爭？

• 黃⾦單⾝漢 vs.黃⾦剩女、敗⽝女王

日本敗犬的遠吠一書，作者酒景順子提

到「美麗又能幹的女人，只要過了適婚年齡
還是單身，就是一隻敗犬；平庸又無能的女
人，只要結婚生子，就是一隻勝犬。」



性別刻板的期待，是否導致...
• 孩⼦內⼼⽭盾後，從現實逃到虛擬世界……

→  網路遊戲、網路交友(可匿名、可塑造形象)

• 備受期盼，⻑期承受壓⼒的男⽣…

→ 變成 阿宅、魯蛇？

• 有成就的女⽣……

→  旁⼈酸⾔酸語的讚美：女強⼈、敗⽝女王

→  以中性的姿態穿梭職場？

(裝扮、個性、說話語氣)



看見教養子女時的期待
在養兒育女的道路上，

我們期待的究竟是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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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教養子女時的期待



看見教養子女時的期待

~~~這才是我的期待~~~

健康

~~是兒子還是女兒...早已無關了~~



幸福家庭翹翹板
阿瑋(中性的女生)對個性溫和的男主角說：

每個人的身上，都有男生的靈魂，也有女生的靈魂；

像我，可能就只有百分之49的男生、還有百分之51的女生，

而你，就是有百分之49的女生、還有百分之51的男生。

~~花甲男孩轉大人 完結篇~~
你覺得人格特質有性別之分嗎？



看了那麼多…

你覺得教養子女的方式

可以怎麼調整？



試著做做看…
•孔老夫⼦的教育理念：
有教無類：

讓孩⼦們有相同的機會

因材施教：
讓孩⼦們適性發展



試著做做看…

•蘇格拉底說：
每⼀個⼈⾝上都有太陽,主要是讓它如何發光
 尊重孩⼦的天⽣特質

 給予適當的⽀持、資源

 擁抱孩⼦、期盼孩⼦、等待孩⼦



幸福家庭翹翹板

•教育⼦女時…
追求健康、快樂、正向的價值觀

•家務分⼯時...
尊重彼此、體驗彼此、

爭取家庭最⼤利益



請說說看，

在今天的講題中，

您有所共鳴的、體會的、感觸的，

甚至是…不同想法的，

有精美小禮物與您分享喔！

分享時間



幸福家庭翹翹板
「翹翹板」常是左右起伏、上下擺盪的

就像家人間的關係，是持續變動互助的狀態

無法長久靜止，但始終可以相視彼此

就讓我們~~~

多元分工、開明教養、褪去性別刻板印象

陪伴家人渡過珍貴的人生

歡笑、淚水一起面對



參考資料連結
• 奉獻給現代的女性：

http://www.digitaling.com/projects/21954.html

(或可搜尋：蔡健雅 新加坡保險廣告)

• 親⼦天下文章分享

(請搜尋：隱藏⾓⾊ 親⼦天下)



~~祝 福 各 位~~



壹、課程名稱:幸福家庭翹翹板 

貳、適用對象:一般社會大眾 

參、課程設計 

一、準備教材 

  (一)「幸福家庭翹翹板」演講內容 PPT(講師用) 

PPT 當中，於備忘錄功能中有較詳細的說明，可提供給每一位演講者參考，順利運用

PPT 內容。 

  (二)「幸福家庭翹翹板」思考單 2 張(聆聽者用) 

       1.從六大面向探討家務分工 

       2.對子女的期許 

二、課程內容(詳見附件：課程 ppt) 

  (一)以影片奉獻給現代的女性揭開主題，觀賞後，請參與課程者分享在影片中覺察出

的性別刻板期許，並分享自身經驗。(15 分鐘) 

  (二)從生活中的六大面向，察覺家庭中性別失衡現象 

      1.從食衣住行育樂六大方面探討家庭中常見的刻板印象。 

(1)聆聽者在思考單(從六大面向探討家務分工)中寫下自己在家務分工上，發現

到哪些性別失衡的現象。講師可先利用 PPT 內容作示範。(5 分鐘) 

(2)聆聽者數人為一組，分享自己的發現。(10 分鐘) 

(3)講師利用 PPT 歸納大家的發現。(15 分鐘) 

      2.小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興趣，家務應以家庭最大利益來分工，更需要

相互尊重彼此，並創造角色、工作互換的機會，增進自我理解。(10 分鐘) 

  (三)察覺教養子女時的刻板態度 

      1.探討教養子女時常見的性別刻板期許。 

(1)聆聽者在思考單(對子女的期許)中排序出教養子女時的期許。(5 分鐘) 

(2)讓聆聽者舉手發言分享自己的想法。(10 分鐘) 

(3)講師利用 PPT 歸納大家的發現。(15 分鐘) 

      2.小結：養兒育女最重要的是陪伴與看著孩子成長的過程，不在於生理性別，而

是鼓勵子女擁有正向的人格特質，期盼孩子能擁有健康、快樂及充實的人生。

(10 分鐘) 

  (四)課程總結：性別只是分類人類的方法之一，不是唯一。在生活中，我們應具備覺



察性別失衡的能力，以正向的態度，營造人際間良性的互動，實踐性別平等及民

主人權。(15 分鐘) 

肆、課程預期達到的效益 

    期盼社會大眾能覺察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性別失衡現象，透過分析與反省，建立適當

的性別平等觀念，並實踐性別平等及民主人權於未來的人生中。 



食

衣

住行

育

樂

幸福家庭翹翹板 --從食衣住行育樂來探討 



   
 
 
 
 
  
 
 
 
 
 
 
 
 
 
 
 
 
 
 
 
 
 
 
 
 
 
                                              
 
 
 
 

 

 

如果…最後只有三個選擇…你的先後排序是什麼？ 

你的選擇…會因為兒子/女兒不同嗎？ 

請排序！！！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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