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did you do at home?
性別平等議題融入英語課程之差異化教學方案設計
壹、 課程設計理念
一、

從教材延伸之性別議題融入思考歷程

目前的英語教學教材以英語語言學習為主，要思考如何融入「議題」的內涵
對於英語教師而言是ㄧ個挑戰。試想如何在英語學習的歷程中，同時提升學生的
性別意識，透過怎樣的課程設計與學習歷程，是否要增加素材協助學生思考相關
問題，這些問題意識在融入之前都要詳細思考。
(一)教材內容與性別平等指標分析
為了能與教材單元配合，教材內容與性別平等課程綱要指標分析變得非常重
要，因此檢視 6 年級教材之後，發現學生在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的單
元課程內容中所需學習的字彙和句型與性別平等(2)性別的人我關係-中高年級
之 2-3-1「了解家庭與學校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這個指標所謂「家事」
分工的內容有相關，有發展融入課程的可能。
(二)思考如何引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素材發展課程
確認以 2-3-1「了解家庭與學校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的指標內涵
進行設計後，團隊教師思考除了教科書外要輔以何種素材進行課程，在討論之後
以 Anthony Browne 的「Peggy Book」做為輔助教材，藉由繪本的內容設計呼應
繪本內涵的教學活動，帶領學生觀察自己家庭家事分工情形，並思考家事分工與
性別限制的關係。
(三)思考如何在學習歷程中融入英語學習的要素
在確認性別平等輔助教材後，團隊思考如何設計學習活動，讓學生在進行英
語語言學習的同時，能引動其性別意識，團隊教師將發現繪本中做家事的情形，
與字彙學習結合，表達做家事的情形與句型學習結合，最後在以統計的方式，讓
學生可以意識到不同家庭家事分工的不同及與性別限制的關係。
(四)確認學習歷程與議題融入 4F 教學策略對應的方式
議題融入教學的 4F 策略:Fact、Finding、Feeling、Future 在此次教學設
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學習歷程中要讓學生有認知自己家庭中家事分工的情
形、進而發現家事分工與性別限制之間的關係，同時要讓學生對家事分工不公或
是對於性別限制導致家事分工不平均有感覺，進而產生解決或面對的策略。這一
點是進行性別平等課程最重要的目標，同時因為是融入英語課程，也要讓學生嘗
試以英語為工具表達自己的想法。

二、

差異性教學策略提供學生不同的學習鷹架

因介入 Piggy Book 繪本，且著眼於繪本的字彙及句型有其難度，因此運用
差異性教學策略在學習歷程中針對不同程度的學生設計不同的學習鷹架，讓學生
在學習歷程中能有成就感並提高學習成效，因此在異質分組的設計及作業單的設
計中隱藏著針對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內容。 為了讓孩子能有同儕相互學習的機
會，我們也加入同質分組的活動，低成就的孩子集中在一組，老師可以多進行指
導，而高成就的孩子則一起討論、發表，進而相互學習與聆聽彼此的意見。

三、

教材、教學策略及議題融入歷程的三方思考歷程

為了議題融入英語教學模式順利發展，教學團隊從教材、教學策略及議題融
入策略歷程的三個面向思考教學設計。其思考歷程如下圖:
思考課程教材內
容

確認英語學習目
標及教學策略

確認要達到的
議題融入 4F 策
略

例如在這次的教學設計中的第二節課我們的想法如下:
教科書的內容

英語學習目標

議題融入 4F 目標

句型:What did you 能閱讀並寫出句子

了解自己家人家事分

do at home?

工的部分並以英語表
達。

What did you do at home?
I washed dishes at home.
差異性教學的目標:
低成就組:圖文對照，找出單字與圖
的對應。
一般組: 參考圖完成句型的仿寫。
高成就組:參考圖完成基本句型的
仿寫及延伸

以英語詢問童組同學
並運用調查統計，發
現每個家庭家事分工
的方法均不同。

運用上述的歷程，團隊順利地將教材、英語教學策略及議題融入策略融合發展出
本教學方案。

貳、 集體智慧、反思成長: DEMO 教師專業社群共備模式
一、

DEMO 教師專業社群共備模式

本方案的 4 位教師夥伴為本市英語輔導團的團員，分屬於 2 個不同學校，對

於教師專業發展有共同的信念，那就是「無私的分享與聚焦的對話」。從團隊的
運作中我們萃取出 DEMO 專業社群共備模式(圖 2)，「DEMO」是
「Discuss-Execute-Monitor-Observe」4 個字的縮寫。在共備共學的歷程中，團隊
夥伴要針對課程與教學方案進行討論(Discuss)，在共同討論中彼此挑戰是否有將
閱讀理解及差異性策略的理念融入教學設計。之後社群教師將教案實際在教室中
執行(Execute)，在執行的過程中教師須隨時自我監控(Monitor)是否有落實教案設
計的精神，在執行過程中教學教師須開放教師供其他社群教師進行觀察
(Observe)，之後再重新進行 Discuss 階段，進行修改後再進行 EMO 的歷程，這
是一個循環的模式，可不斷的循環修正。同時 DEMO 字義為示範、展示，也點
出了教師專業社群開放教學現場及心胸是教師專業社群共備模式的重要精神。
針對課程與教學方案
共同討論

Discuss

Execute

進入教室
執行教學活動

修正
圖 2 DEMO 共備共學模式

二、

教學教師隨時有意識
監控自己的教學行為

Monitor

Observe

其他社群教師
入班觀察並協助攝影

DEMO 共備共學模式各階段的重點

DEMO 共備共學歷程的各階段有其執行的重點，分列說明如下:
(一) Discuss 歷程:在課程與教學設計開始時，團隊討論的重點在於如何將課程設
計的「理念」轉化為「教學活動」，例如本教學方案的設計重點在於「融入
性別平等議題」於教學活動中，並在學生產出作品的思考上融入「差異性策
略」，為不同能力的學生架構不同的學習鷹架。在 Discuss 的過程中，團隊
成員不斷的挑戰彼此是否有達到目標。在 DEMO 共學模式循環的第 2 次以後
的討論，聚焦在教學活動實踐後的修正，從實際教學中的檢討修正教學方案。
(二) Execute 歷程:將第一輪設計或第 2 循環以後修正的教案實際執行於教室教學
中。
(三) Monitor 歷程:這個部分是將本教學計畫教師須關注的重點以檢核表的方式
列出，教學教師隨時提醒自己有意識地監控自己的教學行為，是否有達到此
目標，例如本教學方案中教師須隨時提醒自己之檢核規準如下:
差異性教學部分:
1、
教學歷程中注意不同程度學生的需求。

2、

教學歷程中注意不要過度引導，阻礙學生的思考。

3、

教學歷程中注意提供差異性學習鷹架的方式，要提供學生自我選擇或更
換的機會。
議題融入部分:
1、
提供學生獨自學習及合作學習的歷程。
2、
注意學生討論的反應與回饋，以利隨時引導學生修正性別平等議題的觀
念。
(四) Observe 歷程:這個部分是共備共學中很重要的部分，教學者必須開放教室提
供社群教師入班觀察，甚至於協助攝影紀錄教學歷程。在這次共備共學的教
學活動中，有兩位分屬不同兩校的社群教師以同一個版本實際進行教學，有
兩位社群教師進行觀察。其中同校的觀察者可以入班觀察，進行及時討論，
但另一位實踐教師的教師觀察討論就必須藉由錄影影片，事後再共同討論，
無法即時回饋。
在觀察的歷程後，社群教師可再度進入 DEMO 共備共學模式的循環，針對執行後
的問題與想法進行討論，修正後再進入下一個活動或下一個班級。

參、 性別平等議題融入英語課程之差異化教學方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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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材內容：性別平等議題與差異性教學策略的融合思考

二、

教學時間規劃的思考: 性別平等議題融入教材內容進行教學

教
材

性
平
議
題

第一節
教材: Let’ learn

第二節
教材: Let’

第三節
教材: Let’s

第四節
教材: Let’s read

P45~46

listen P41~44

Chant&Grammar
P47~48

& challenge time
P49~50

閱讀朱家故事
繪本

觀察與統計
小組內家事
分工情形

1.問答彼此之家事
2.調查家人所做的
家事
3.家事感恩短文

融
入
策
略

Fact

Fact
Finding

Fact
Finding
Feeling
Future

1. 討論、比較彼
此家事分工
2. 反思、期許自
己在家事上對
家人的協助

Fact
Finding
Feeling
Future

三、

性別平等議題融入英語課程之差異化教學方案設計

(一) 教材:康軒 Hello Kids 六年級下學期 Unit4
(二) 教學目標、能力指標、融入方式說明:
1、 英語教材部分
教學目標:
(1) 不同程度的學生得以練習家事單字以及英語造句。
(2) 能練習家事工作分配的英語問答句型。
(3) 能回家與家人進行英語訪談。
(4) 能書寫家事感恩英語短文。
(5) 能用英語表達自己在家中進行的家事工作。
(6)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大意。
相對應能力指標:
3-2-4

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情節。

3-2-7

能從圖畫、圖示或上下文，猜測字義或推論文意。

*3-2-8

能辨識故事的要素，如背景、人物、事件和結局。

*3-2-9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大意。

2、 性平議題部分:
教學目標:
(1) 能瞭解家事工作不應該只集中在少數人身上。
(2) 能明白家事工作的分配是可以被討論的。
(3) 能分享自己家中家事分工的情形
(4) 能比較自己家庭的家事分工與其他同學的異同。
(5) 能反思自己在家事中的協助。
(6) 能期許自己在往後多協助家中家事。
(7) 能明白家事分配不應該受到性別的限制。
相對應能力指標:
2-1-3 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感受，不受性別的限制。
2-3-1 能瞭解家庭與學校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2-3-1 辯識性別角色的刻板化印象。

3.議題融入策略說明：
Fact
1. 第一節課：能理解朱家故事的內容。
2. 第二節課：能說出家中家事分工的現況。能記錄與統計其他同學家事分工的
分配情形
3. 第三節課：能調查家人所做的家事、能詢問同學家中的家事分工
4. 第四節課：能寫出家中家事分工的情形
Finding
1. 第二節課：能發現自己家中的家事分工與其他同學的異同
2. 第三節課：能比較自己與家人在家事分工上的異同
3. 第四節課：能比較自己跟同學家中家事分工的異同
Feeling
1. 第三節課：能說出對家人的感謝。
2. 第四節課：能反思自己在家事中所能作的協助。
Future
1. 第三節課：能規劃自己往後在家事中的協助。
2. 第四節課：能在課堂中分享自己往後在家事中將提供的協助
(三)

教學活動流程如下:
為了呈現教學活動、閱讀理解策略和差異性策略間的關係，我們在教案中設

計出對應的欄位，以利呈現之間的關係:

教學流程
第一節 What did you do at home?
一、vocabulary& sentence pattern
（一） Vocabulary:
1. Show the vocabulary and explain the meaning of
past tense.
（二） Sentence pattern:
1. Learn the meaning of sentences.
2. Substitute the vocabulary of the pattern.
（三） The piggy book
1. Show the ppt .
2. Discuss the words about housework.
3. Write down the words on the blackboard.
4. Match the pictures and the words about
hous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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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class 2:
1. Separate Ss into 3 levels-A,B,C(A:the best .B:the
middle. C:the low
2. Divide the Ss into 5 groups. Each group includes
1A,3B,1C
3. 5 copies of the pictures and words
4. 5 copies of worksheet 1
第二節
一、
Write and say:
1. Each group get the pictures and words.
2. C in the group need to match the pictures &
words and then pastes them on the worksheet 1
3. B in the group writes the complete sentence
under the picture.
4. A in the group extends the sentence that written
by B.
5. EX: B writes: 「I watered the flowers.」Then C
writes:「 I watered the flowers last Sunday.」
6. Read the sentences to each other.
二、
Share experience –group working
1. C asks: What did you do at home?
2. B and C answer the Q according to their own
experience.
3. C asks: What did your mother do at home?
4. B and C answer the Q according to their own
experience.
5. C asks: What did your father do at home?
6. B and C answer the Q according to their own
experience.
7. Discuss who did the housework at home and then
write down the answer on the worksheet 1.
三、
Book contents
1. Show the story.
2. Ask the Qs based on the four level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3. Ss read the story.

Ss be
different
levels

Realize and
compare the
housework at
home

High achiever
ask Q and the
15
middle and
the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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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writ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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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ask others
to spell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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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一、 Let’s chant
1. Listen to CD and repeat
2. Listen to CD and fill the blanks on page 19
二、 Grammar
1. Teacher teach grammar box.
2.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fill the blanks.
三、 Oral practice.
1. T guides Ss to do oral practice.
2. Put all A Ss in a group. Put all B Ss in a group. Put
all C Ss in a group.
3. Ss of A ask each other. ’What did you do at
home?’.And then discuss the housework about
their family.
4. Ss of B ask each other. ’Did you
at
home?’.And answer the whole sentence.
Ex: Yes, I did. I
at home.
No, I didn’t .I didn’t
at home.
5. Ss of C ask each other. ’Did you
at
home?’.And answer the short sentence.
Ex: Yes, I did. /No, I didn’t .
四、 worksheet 2
1. T explains today’s homework-worksheet 2
2. Ss interview their family member in English with
the Questions on worksheet 2.
3. Emphasize asking Question in English and then
the family member sign on the sheet.
第四節
一、
Show the worksheet 2:
1. T collects the result of interview on the
blackboard.
2. Discuss who did the most housework at home.
3. Reflect what they done at home.
4. Compare what their classmates did at home.
5. Discuss what they can do more at home.
二、
book content
1. Let’s Read: phonics time
2. Let’s Sing
3. Challenge Time:
4. Assessment and work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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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分析
本次性平議題融入英語課程教學的成效評估可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針對
英語學習能力的提升，透過差異化的教學策略，學生是否透過適當的鷹架協助，
達到應有或是超出預期的學期成效；第二部分是針對性別刻板印象和傳統家事分
工認知的改變，在班上和同學討論的過程和回家訪問家人的過程中，是否產生情
意的轉化而產生行動上的改變，讓學生願意承擔更多的家事。
一、 英文能力提升
本課程共分 4 堂課進行，在第一堂課結束後即針對學生不同能力給予差異
性的作業。老師透過異質分組的方式讓高低成就的孩子組成一組，共同完成一份
分組作業。由於該區屬於基隆市文化刺激較弱的地區，因此學習成就落差大。低
成就的學習者在第一堂課只要能將圖片與文字配對成功，產生文圖連結，就算達
成基本學習要求。而處於高斯理論中最大比例的中階學習者，老師要求要能將新
學會的家事片語(例如: did the ironing, cleaned the table, cooked dinner, washed the
dished, wtered the flowers, washed the clothes)套用到句型中，讓當日學會的動詞片
語產生完整的句意，能運用在生活中。
例如:
Ｉdid the ironing.
My mom cleaned the table.
My father washed the dishes.
而高階的學習者則被要求要能將過去學習過的時間副詞加入，延伸句意。
例如：
I did the ironing on Monday.
My mom cleaned the table in the morning.
My dad washed the flowers yesterday.
由於六年級的課程已經進入過去式的文法學習，學生在時間副詞的選擇上必
須留意是否符合過去式的要求。對於高程度的學習者，老師通常希望學生能透過
英文，有更多的自我表達和創作，也因此在作業上看到部分學生會加入地方副
詞，延伸句意，螺旋式的結合了舊經驗和新知識，屬於超出預期的學習成效。
例如:
What did your father do at home last night?
He washed the dishes at home last night.
What did your mom do at home on Monday?
 She cleaned the table at home on Monday.

低成就學生：進行圖字配對

中等程度學生：進行
簡易造句

高程度學生：延伸上一句，
加入時間副詞。

第一、二堂以精熟單字、句型為主，到第三、四堂課則要求學生能將
所學英文應用，因此老師設計了一份個人學習單讓學生能夠回家訪問家
人，表格部分屬於性別刻板印象情意轉化，於第二部分討論。學習單的下
部分則屬於半開放式的寫作，我們藉由學習單看到了學生的學習弱點。首
先就是文法上對錯誤，過去式+d 或是+ed，can 後面的動詞要回覆原形動
詞，是最常見的錯誤。由於本單元的學習屬於性平議題融入，因此老師通
常不特意強調文法上的錯誤，僅將過去式動詞片語的錯誤挑出。

文中第四句和第五句屬於開放式問題，低成就的學習者通常採自我放棄的
態度對待作業，老師在此時允許少部分需要鷹架的學生向老師求救，也算
是一對一的補救了低成就的學習落差。

二、 性別平等與家事分工概念融入
由於本課程屬於性平議題融入英語教學，老師在第一堂課就導入繪本
朱家故事(Piggy book)，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在第二堂的課堂討論時，小朋
友透過回家作業的學習單做出統計，了解現代家庭的家事分工狀況，也反
省自己在家事結構中扮演的腳色。到第三堂課的學習單則要求家人要簽名
表態自己有做的家事項目。小朋友在傳統家庭中通常屬於被照顧者，而非
照顧者或主動分工者，這突來的舉動也會觸動到家裡其他成員的神經，進
一步思考是否自己有扮演好父親、母親、長輩的角色，家庭成員間的氛圍
與融洽度也因此有轉圜的空間。
在課程最後一堂進行問卷調查，審視學生對性平議題的認知與轉化。
22 名學生中有 18 位同學透過這個課程而了解到家事不只是某些性別的人
可以作。有一半的同學藉由討論與統計了解到我家的家事分工跟大部分的
人不一樣。
14 位同學表示瞭解原來有些家事是我這個年紀可以做到的。訪談中的男同
學在班上原屬於班級融入偏弱，也表示願意花時間澆花，這是不會花很多
時間，但是可以幫忙的家事(訪談 005)。
19 位同學表示透過家事的彼此協助，可以讓家庭氣氛更和樂。願意主動幫
忙做家事的有 18 位。
而透過這個單元學習主動跟家人討論家事分工的有 13 位，全班有 8 位同學
讓家事重新被分配過了。
藉由這個課程的學習，已經有部分學生將性別平等的議題由課程帶回家裡
去發酵，也實際產生了行為的改變。

伍、 反思批判再出發:檢討與建議
這次的共備共學進行性平議題融入六年級英語教學方案的設計，對團隊教師的專
業成長幫助很大，針對本教學方案實施後之相關問題討論及建議如下:
(一) 教師在教學過程剛開始時就已經設定好要將學的單字片語，導致學生就會照
寫而沒有自己思考的空間，例如第一課堂教師在學習單的設計沒有留家事的
空白處，因此如何設計給學生差異性學習之間成為教師備課時的挑戰。
(二) 過去式教學對小六生而言一直是個挑戰，學生很難記得時間點要區分過去

式與現在式，導致在寫作上文法錯誤頻繁；此外，動詞片語過長，對於低成
就的學習者也是一大考驗，這兩點都值得共備的研究團隊針對過去式教學另
開一研究。
(三) 教師進行差異性教學時要注意學習對於自我學習的認同、態度與要求，要加
強學生立基於自己基礎進行學習，跟自己比較有進步就值得鼓勵，營造差異
性成功的氛圍是老師要關注的。
(四) 本方案在四堂課中就完成性平議題融入英語教學活動，但是對於學生與教師
而言都嫌緊湊，尤其是無法針對朱家故事一繪本深入探究，只拿來當作是課
本導讀，實為可惜，如能增加 1-2 堂議題融入之英語教學，更有助於學生對
性平議題的創作與聯想。
(五) 本研究發現學生在家庭中就像是一顆種子，在學校習得好的觀念可以帶回家
中發酵，共同與家人討論，進而改變家人的行為。在少子化的社會進程裡，
孩子在家裡扮演的角色常被弱化，若能藉由孩子散播正向觀念到社會的每個
家庭，對社會有穩定的功效。
共備課程對於教師團隊的專業成長有很大的助益，因為在介入一些理念策略
後，團隊教師備課時的對話是非常聚焦的。共備團隊雖隸屬於不同的學校，但也
都擠出時間互相觀課議課，偶也拜科技之賜，透過社群網站 LINE 進行對話，循
著 DEMO 流程，藉由不斷的修正，讓原本與英語教學完全不相關的性平議題能夠
融入，甚至可進入到簡短的英語的寫作。對於未來的英語教學產生無限的想像，
本研究希望能拋磚引玉，讓教學者能改變傳統的語言教學模式，讓更多的議題融
入英語，英語教學不再只是純語言的教學，英文教學是生活化的教學。

社群夥伴進行討論

社群夥伴檢視學生作品進行討論

老師統計班上家事分工的狀況

小朋友分組討論學習單

小組學習單（異質分組）

學生學習單（低成就學生）

小組學習單（異質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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