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白河國小健康促進生活技能融入教學活動設計 
14 項生活技能內涵 

人與自己 
適應和自我管理

能力 
自我覺察 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 

自我管理

與監控 
 

人與人 
溝通與人際互動

能力 
自我肯定 同理心 人際溝通 協商技能 有效拒絕 

人與環境 
決策與批判思維

能力 
批判性思考 解決問題 做決定 目標設定 倡議宣導 

  性教育  融入生活技能課程架構表 

教學活動主題 蓮寶身體大不同 

適用年級 二年級 教學節數     2 節課 

教學目標 

1.認識兩性身體的異同。  

2.養成良好的健康習慣，表現出整體的舒適感。  

3.保護自己的身體隱私處。  

4.能分辨好和不好的身體碰觸。  

5.能尊重自己和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6.能分辨合理和不合理的要求。  

7.知道如何拒絕不好的身體碰觸。  

8.遇到危險情況時能適切處理及應對。 

生活技能融入 

概念形成 概念演練 概念維持 

自我覺察 

人際溝通 

自我管理與監控 

有效拒絕 

批判性思考 

解決問題 

相關教學活動 ⼀、身體大不同 

簡要說明： 

1.男生和女生哪裡不

⼀樣  

2.我的小雞雞  

3.我要⻑大  

二、安全的界線 

簡要說明： 

1.⼀天中的身體碰觸  

2.我的身體界限  

3.尊重身體自主權  

 

三、我會保護自己 

簡要說明： 

1.怎麼做才好?  

2.分辨適當與不適當

的要求  

3. 超級智多星  

 

社區連結 四、蓮鄉警察保護我：老師帶學生至白河警察局參觀，讓學生了解

遇到危險時可以如何尋求援助。 

 

 



 

臺南市白河國小健康促進生活技能融入教學活動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單元名稱 蓮寶身體大不同 
領域/科

目 
健康與體育 

實施年級 二年級 設計者 
二年級 

教師群 

教學時間 本單元教學共需  2  節， 80 分鐘 
教材來

源 

自編 

教學目標 

1.認識兩性身體的異同。  

2.養成良好的健康習慣，表現出整體的舒適感。  

3.保護自己的身體隱私處。  

4.能分辨好和不好的身體碰觸。  

5.能尊重自己和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6.能分辨合理和不合理的要求。  

7.知道如何拒絕不好的身體碰觸。  

8.遇到危險情況時能適切處理及應對。 

設 計 依 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健 2a-I-1 
發覺影響健康的生活態度與行
為。 
健 2c-I-1 
表現尊重的團體互動行為。 
健 3b-I-3 
能於生活中嘗試運用生活技能。 
健 4a-I-2 
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核 

心 

素 

養 

總綱 

E-A2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
力，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理日
常生活問題。 
E-C1 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識
與是非判斷的能力，理解並遵
守社會道德規範，培養公⺠意
識，關懷生態環境。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
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
之素養。 

學習內容 

健 Ba-I-1  
遊戲場所與上下學情境的安全須
知。 
健 Db-I-1 
日常生活中的性別角色。 
健 Db-I-2 
身體隱私與身體界線及其危害求
助辦法。 

領綱 

健體-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
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
與健康的問題。 
健體-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
道德知識與是非判斷能力，理
解並遵守相關的道德規 範，培
養公⺠意識，關懷社會。 
健 體 -E-C2 具 備 同 理他 人 感
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
樂於與人互動、|公平競爭,並與
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議題融入

說明 

學習主題 安全教育 

實質內涵 

安 E2 了解危機與安全。  
安 E4 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的安全。 
安 E9 學習相互尊重的精神。 
安 E14 知道通報緊急事件的方式。 

與其他領域的連結 國語文、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 

教學與學習流程 

教學活動與學習活動歷程 

教

學

時

間 

表現任

務 

(評量方

式) 

教學資

源 

⼀、身體大不同  

⼀、準備活動  

1.「勇敢說出來」PPT（附錄1）  

2.「我的小雞雞」繪本動畫（附錄2）或直接上網到「文化部兒童文化館—

繪本花園」下載

http://children.moc.gov.tw/garden/animation.php?id=200906A01 

3. 性教育漫畫．低年級版「我要⻑大」電⼦書(附錄2)  

4. 投影機、電腦、螢幕  

二、教學活動  

【活動一】男生和女生哪裡不⼀樣  

1.教師問：男生和女生的身體哪裡不⼀樣呢? 請學生自由發表。  

2.教師說明男女生的生殖器官不⼀樣，男生有⼀部分生殖器官像陰莖，

從外面就可以看得到。女生的生殖器官被保護在身體裡面。  

3.配合簡報內容進⾏「超級比⼀比」。⼿語中的大姆指代表男生、小指

頭代表女生，請學生根據敘述比出正確答案：  

(1)我都站著尿尿。(男生)  

(2)我以後可能會像媽媽⼀樣懷孕、生小孩。(女生)  

(3)我將來會像爸爸⼀樣⻑鬍⼦。(男生)  

(4)我⻑大以後胸部也會變大。(女生)  

(5)我有陰莖，從身體外面就看得到。(男生)  

(6)我的身體裡面有陰道、⼦宮。(女生)  

【活動二】我的小雞雞  

1.教師播放繪本動畫。  

2.分享繪本內容並提問： 

(1)什麼是「隱私處」？  

(2)為什麼上廁所要關門呢?  

(3)如何保護隱私處，不受別人侵犯?  

3 .教師說明：  

   



身體上有些部位不能讓別人看見,是很隱密的地方,需要用衣服遮蓋的部

位,我們把這些地方叫做隱私處。像陰莖(小雞雞)、陰道等生殖器官就和

其他器官，如：心臟、肺、胃⼀樣， 

都有非常重要的功能，要好好保護不受別人侵犯。  

【活動三】我要⻑大  

1.教師播放性教育漫畫電⼦書。  

2.分享書中內容並提問： 

(1)會不會自己洗澡? 有哪些步驟? 洗澡時要特別注哪些容易髒的地方?

洗完澡有什麼感覺呢? 

(2)上廁所要注意什麼? 尿尿或便便後要怎樣把屁擦乾淨呢?  

3.教師說明： 平常要養成良好的健康習慣，如正確的洗⼿、洗澡方式，

讓身體保持清潔舒適。上廁所前要先敲門，關好門才脫褲⼦，尊重自己

和別人的隱私權。上完廁所要拿徫生紙由前彺後，特別是女生，⼀定要

注意用這樣的方法擦屁股。  

三、綜合活動：  

教師引導學生「學會自我保護」學習單：  

每個人都是自己身體的主人，對身體各部位，包括隱私處都應該加以關

懷和保護，⽽且不管男生或女生都應該受到⼀樣的尊重。。  

  

二、安全的界線 

⼀、準備活動  

1.「勇敢說出來」PPT 

2.「分辨碰觸的感覺」學習單 

「我是身體的好主人」學習單 

3. 投影機、電腦、螢幕  

二、教學活動  

【活動一】⼀天中的身體碰觸  

1.教師引言：  

在⼀天當中，你和別人有哪些身體上的碰觸? (例如：上學跟⽗⺟擁別、

和同學玩遊戲、同學惡作劇、受到師⻑拍頭稱讚等)，這些碰觸帶給你什

麼感覺?  

2.師生共同討論哪些是好的碰觸? (感覺舒服、喜歡)  

哪些是不好的碰觸?(感覺不舒服、討厭、困擾)  

3.配合學習單請學生分辨碰觸的感覺。好的碰觸在○中畫上笑臉，不好

的碰觸畫上哭臉。接著二人⼀組進⾏大富翁遊戲。 (擲骰⼦決定前進格

數，遇到笑臉可前進⼀格，遇到哭臉後退⼀格)  

【活動二】我的身體異限  

1.教師展⽰禁⽌標誌貼紙，請男、女各⼀位學生上臺貼在身上禁⽌別人



觸摸的部位，再請同學比較⼀下貼紙的部位都⼀樣嗎?  

2.教師說明通常隱私處是不可任意碰觸的身體異限，不過界限由自己的

身體決定，只要覺得這樣被碰觸不舒服，就應該相信自己身體的感覺。 

3.有些情況會碰觸到隱私部位，例如：醫生檢查身體、和家人⼀起洗澡、

游泳教練教你游泳……。配合學習單，請學生寫或畫出在哪些情況下，

允許別人碰觸你的隱私處。  

4.教師配合PPT說明：  

(1)平常不小心的碰觸，可以原諒。請學生⽰範不小心碰到同學的身體界

限時該怎麼因應。(說：「對不起」，回應「沒關係」(2)但是沒有經

過你的同意，或是不聽你的拒絕，還⼀直反覆碰觸你的身體，那就要

大聲告訴他「我很不喜歡，請你不要再碰我」「如果你不停⽌，我就

要告訴老師了。」  

(3)除了口語之外，還可以加上肢體動作來保護自己：用⼿擋住、推開、

趕快跑走。  

【活動三】尊重身體自主權  

1.配合學習單請學生宣誓自己的身體自主權：  

(1)雖然我是個小孩，但是我的身體是我自己的，我有權利讓它健康、安

全。  

(2)當我不喜歡別人碰觸我的身體時，我有權利告訴他「停⽌，我不喜歡。」 

(3)當大人要我做怪怪的事時，我有權利拒絕他，這並不代表我不乖。  

2.教師說明：身體是自己的，對不喜歡的碰觸，可以適時表拒 絕，同時

也要尊重別人的感受，不要隨意碰觸別人的身體。  

三、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  

  生活裡，我們常與別人接觸，也常會被人碰觸到身體。每個人的身體

都是獨⼀無二的，不管是熟人或陌生人，只要做出讓你覺得不安全、

不舒服的碰觸，都要相信自己的直覺，勇敢說「不」，並且儘速離開。 

 

三、我會保護自己  

⼀、準備活動：  

1.PPT：「勇敢說出來」  

2.視聽設備：投影機、電腦、投影螢幕  

3.學習單：「聰明闖五關」  

二、教學活動  

【活動一】怎麼做才好?  

1.配合PPT內容，引導學生認識性騷擾事件。  

「隔壁王伯伯說要在客廳等爸爸，叫小丸⼦坐在  

他身邊。沒多久 王伯伯開始撫摸小丸⼦的身體。」  



2.教師提問：如果你是小丸⼦，你會怎麼做呢?(尊重他是⻑輩默默忍受? 

大聲拒絕他? 趕快跑開? 還是有其他做法?)  

3.教師提醒學生與人相處時要提高警覺、注意安全，預防讓自己陷入危

險的情況。如果遇到不安全的情境要儘快離開，以保護自身的安全。。 

【活動二】分辨適當與不適當的要求  

1. 教師發問，請學生分析問題中的情境，如果贊成就以雙⼿在頭上比出

圈圈姿勢，如果反對就比出叉叉姿勢，每⼀題結束後即共同討論可能的

後果並做成決定。 (1)隔壁阿姨要你和他的朋友親嘴給她看。 (2)小華腳

扭傷，請你扶他到健康中心。 (3)你到鄰居家玩，鄰居伯伯叫你脫褲⼦

要教你認識身體 構造。 (4)大哥哥和你玩遊戲，輸的人要被摸隱私處。 

(5)外公喝醉酒，要你坐在他的大腿上。  

2.教師說明對適當的要求，可以提供協助。但是對不適當的要求，應該

立刻拒絕，並且儘速離開。  

【活動三】超級智多星  

1.教師講述⼀則新聞案例：  

「⼀名國小三年級女童⻑期遭安親班男老師撫摸隱私處，她不敢聲張，

⼀直默默忍受。後來在同學⿎勵下，她寫信告訴⺟親，在信中畫上 2

個流淚的娃娃；⺟親得知此事，立刻對男老師提出告訴。男老師承認

犯⾏，被法院判刑 2 年。」  

2.教師以小女童⻑期受到性騷擾卻⼜不敢說的案例，引導學生思考下列

問題：  

(1)只有陌生人才會對小孩性騷擾，認識的人不會這樣做，對嗎?  

(2)好孩⼦不可能被別人性騷擾，對嗎？  

(3)被性騷擾很丟臉，還是不要告訴別人比較好，對嗎？  

(4)隱私部位不可以隨便讓人抱抱、親親，對嗎？  

(5)我不該拒絕對我好的人任何對身碰觸的要求，對嗎?  

3.播放影片「大膽說出來」。  

4.教師強調不管是熟人還是陌生人，只要對你做出你不喜歡的事時，就

要勇敢拒絕。當你不知道怎麼處理時，要勇敢的告訴⽗⺟或師⻑。  

5.請學生分組針對所列的情境進⾏討論並推派代表 上臺報告：  

(1)情境⼀：阿明獨自⼀個人走在小巷⼦，身後不遠處有個阿伯緊緊跟著

他，⽽且越走越近……  

(2)情境二：小美常常和大哥哥玩遊戲，有幾次大哥哥故意掀開她的裙

⼦，說要教她認識身體……  

(3)情境三：在擁擠的公⾞上，有個叔叔⼀直擠過來，還伸⼿摸小雄的隱

私處……  

(4)情境四：玲玲⼀個人在公園玩，遇到⼀位牽狗散步的阿伯要請她喝飲

料，還說讓他親親臉就給小玲禮物。  



(5)情境五：琪琪的鄰居陳叔叔每次都趁媽媽不在家，  

撫摸她衣服下的身體，還說這是祕密，不准告訴家人。  

6.教師針對各組提出來的做法進⾏講評，分析優缺點並獎 勵表現優良的

組別。  

三、綜合活動： 

1.以教育部「健康醫學網學生版」的「做身體的主人」互動式動畫媒體

進⾏闖關活動，複習本節課重點。  

2.發下「聰明闖五關」學習單，請學生回家後和家⻑⼀起完成。 

 

四、蓮鄉警察保護我 

⼀、準備活動：  

1.老師請學生發表對警察局的認識與資訊。  

2.老師事先介紹白河警察局的位置，並利用照片和地圖進⾏說明。  

3.老師帶領學生前往白河警察局。  

 

二、教學活動： 

1.認識警局：  

   (1) 請解說人員簡介警察局內的單位與設施。 

   (2) 帶領學生實際參觀每個單位。 

   (3) 解說到警察局報案的方式與流程。  

2.英勇的警察：  

   (1) 引導學生對警察的裝備進⾏發問，並作解說。 

   (2) 引導學生對警察任務進⾏發問，並作解說。 

   (3) 在遇見困難時，可以如何尋求警察的援助。 

3.神秘的拘留所：  

   (1) 帶領學生參觀拘留所。 

   (2) 說明拘留所的作用。  

   (3) 藉拘留所的參觀，提醒學生守法的重要，並讓學生發問。  

 

三、綜合活動：小心陌生人  

1.讓小朋友發表陌生人誘拐兒童可能的方法。 

2.說明避免自己遇到危險的方法與注意事項： 

 (1)提高警覺、提防跟蹤。  

 (2)在公共場所覺得被跟蹤時，立即跑到人多的地方或商店或找警察求

救。 

 (3)在人煙稀少的場所時則可以在附近找⼀⼾人家按門鈴求救。  

 (4)求救電話要記牢，緊急時要打１１０向警察求助。 

 



 

學習自我保護 

                        二年  班  號 姓名           

一、尊重自己和他人：牽牽手、勾勾肩是好

朋友常做的動作，但有些地方是不可以

隨便碰觸的。當有人隨便或是故意要碰

觸這些部位時，要勇敢拒絕哦！請塗上

顏色表示你不喜歡被碰觸的部位。 

 

☆紅色：指不允許任何人（包括父母、老師）碰

觸的部分。 

☆黃色：與我交情不錯或關係較親密者，才 

可以碰觸的地方。 

☆綠色：普通朋友或基於禮貌之故，可以 

碰觸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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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身體的好主人 
 

1.雖然我是個小孩，但是我的身體是我自己
的，我有權利讓它安全、健康。 

 
 
2.當我不喜歡別人碰觸我的身體時，我有權
利告訴他 

「停止，我不喜歡。」 
 
 
3.當大人要我做怪怪的事時，我有權利拒絕
他，這並不代表我不乖。 

 
 

宣誓人：_____________ 
            
民國(   )年(   )月(   )日 

 

 
 

 

 

 

 

 

 

 

 

 

 

 



 

 

 

 

 

 

    聰明闖五關 
 

 

二年____班 座號：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 
 
 

 ※請家長當關主，再回答下列問題，試試看你 
 
 

能通過幾個關卡的考驗：  
 

第一關 請說出身體各部位的名稱(包括生殖器官)。  
 
 
 
 
 

第二關 請說出身體哪些部位是隱私處，不能隨便讓  

 

別人碰觸。  
 

第三關 遇到危險情況時(例如有陌生人一直跟著我)  

 

應該怎麼做?  
 

         第四關 請說出家裡的住址和父母的聯絡電話。  
 

第五關 不管遇到什麼事，都會告訴父母嗎? 
 

 

家長簽章： ______________ 

 

※家長評量： 
 

 

１.孩子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應提高警覺，以避免性騷擾的發生。 
 

□是 □還不太清楚 
 

２.孩子在不同情境下，能表現自我保護和適當的因應方法。 
 

□是 □還不太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