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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小女孩長大了 撰寫者：鐘玲君 

適用對象：國中、高職部心智障礙學生 

目    

標    

分    

析 

教  學  目  標 行  為  目  標 

1. 認識女生青春期的特徵—月經 

2. 了解如何處理月經 

 

 

 

 

 

 

3.培養男女生相互瞭解及尊重的態度 

1-1 學生能簡要說出月經的由來。 

2-1 能說出三點以上月經來時應注意的事

項，例如：穿黑色褲子、事先準備衛生棉、

不要吃冰的東西……。 

2-2 會適當處理經痛問題，或不舒服時會告訴

師長。 

2-3 會適當使用衛生棉。 

2-4 能保持浴廁整潔(女生) 

3-1 男生能說出如何協助經期中的女同學，

如：不開玩笑、女同學不舒服或有困難

時，會主動協助或報告師長。 

教學資源： 

圖卡/投影片：健康的面對月經(杏林醫學基金會)、長大的感覺(台灣省家庭計劃研究所)、

動、植物成長圖；成長各階段圖；懷孕圖；身體器官圖；子宮剖面圖。 

錄影帶：性教育輔助教學錄影帶系列(光國視聽) 

實物：衛生棉；小褲 

人物： 

五人，一位扮演教師，四位扮演學生。 

教學活動： 

1、 戲劇表演(教師表演) 

2、 問題與討論 

3、 再次表演(部份角色由學生參與，教師從旁協助) 

4、 有獎徵答(再次問題與討論) 

注意事項： 

1、 學生口語能力較弱時，可以修改對話內容。 

2、 強調成長的喜悅，幫女孩除去對月經的恐懼。 

3、 男生的參與可以增進彼此的瞭解，打破對月經感到神祕、噁心的態度。 

4、 有些家長觀念較保守，不贊成公開討論月經，可於課前先和家長溝通。 

5、 本活動為認識月經的暖身操，老師以戲劇喚起學生認識月經的動機後，宜多花時間指

導學生有關「月經的由來」、「記錄月經週期」「月經與懷孕的關係」……等相關主題。 

 

【劇本內容】： 

(第一幕) 

(噹..噹..噹..下課鐘響) 

張老師： 今天的國語課就上到這裡，記得回家要寫作業，明天要交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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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 (齊聲說)好，謝謝老師。 

張老師： 把桌上的東西收好，洗手後到外面排隊，準備吃飯。 

 (同學們把桌上的東西收好，到教室後的洗手間洗手) 

大雄： (跑出洗手間)老師，老師，有人在廁所流血了。 

阿福： 對呀！好多血喔，真可怕。 

張老師： (進到洗手間，同學跟著進去)在那裡，老師看看。 

小倩： 老師，你看，垃圾桶的衛生紙！不知道是誰的？ 

阿福： 對呀！連地上也有，一定是有人受傷了。 

張老師： 哎呀！我們班女生有人長大囉！這不是受傷的血，大家放心。 

小倩： 為什麼女生長大會流血啊？(拉著老師的手)那我可不可以不要長大？我不要流

血。 

張老師： 可是長大有許多好處呀！ 

小靜： 長大有什麼好處，我一點都不喜歡長大。 

大雄： 長大就可以賺錢，買很多東西了，我要買汽車。 

阿福： 長大後我要當總統，不必上學。 

小倩： (摸摸肚子)老師，可不可以吃飯了，我肚子快餓扁啦！ 

張老師： 我也好餓喔，那我們趕快去吃飯再來講長大的好處吧！ 

  

第二幕  

 (用餐後，回到教室，每個人都拿著自己的枕頭，在地板上坐下來) 

小倩： 老師，女生可不可以不要長大，我不要流血，我會怕。 

大雄： 對呀，女生真奇怪，流那麼多血，怎麼不會死掉。 

張老師： 剛剛都是男生講想要長大的好處，那女生喜不喜歡長大呢？ 

小倩： 我喜歡長大，因為媽媽說長大就可以去上班賺錢了，還可以穿漂亮衣服，當新

娘子。可是，我不要流血。 

小靜： 長大一點都不好，我不喜歡。 

阿福： 我的小弟弟現在已經會走路了，他也有長大。 

小倩： 小靜，你不是希望長大變成歌星，像張惠妹一樣嗎？ 

小靜： 我現在不喜歡了。 

張老師： (以動物的圖片來引導) 你們看，樹木從小樹苗，慢慢變成大樹，然後開花、結

果，果子再掉到泥土裡，又長出小樹苗來，這就是長大。狗狗也一樣，從很可

愛的小狗，變成大狗，然後公的小狗會和母的小狗相親相愛，再生出其他的小

狗來，這也是長大。每一個人都會從小 baby 慢慢長大，先讀幼稚園，再唸小學、

國中、高中，慢慢變成大人，然後結婚，再生下小 baby。所以，不只人會長大，

小動物也會長大喔！如果所有的東西都不長大，那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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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老師： 請問：小 baby 還沒生下來時，住在媽媽還是爸爸的身體裡面？ 

眾人： 媽媽。 

大雄： 我看過媽媽大肚子喔，真的好大。 

張老師： (拿出教學圖卡與子宮剖面圖)大家都知道小 baby 是住在媽媽的肚子裡(指懷孕

圖)，小 baby 住的地方很舒服，好像是小 baby 的皇宮一樣，所以我們叫它子宮。 

當女生在國小六年級或上了國中之後，子宮就要慢慢長大了，準備給小 baby 住，

而且還會準備好東西給小 baby 吃。這些食物放在子宮裡太久會壞掉，當然要流

出來，它的顏色是紅色的，因為每一個月流一次，所以叫做「月經」。有月經表

示你的卵巢和子宮是健康的，是很好的事情。 

小靜： 老師，可是我的肚子會很痛呢。 

張老師： 這個很正常，有些人不會痛，有些人會痛。你要多喝熱開水，不要吃冰的東西，

多休息，肚子就比較不痛了。 

阿福： 女生長大好麻煩喔！ 

張老師： 因為月經來的時候會很不舒服，因此同學之間要互相照顧。 

小靜是我們班上第一個長大的女生，我們要恭喜她。(給小靜一個擁抱)漸漸地大

家都會長大，以後如果其她的女生在學校遇到第一次月經來時，要怎麼辦呢？ 

小倩： 報告老師。 

張老師： 對，要跟老師說。老師就會教你們怎樣處裡，才不會把褲子弄髒。 

小倩： 要用衛生棉放在小褲子裡面。 

大雄： 喔，電視上廣告有。(嘻嘻) 

張老師： 對，女生月經來的時候要用衛生棉來接流出來紅紅的經血(拿出衛生棉及小內

褲)，這樣才不會把褲子和椅子弄的到處都是紅紅的。 

阿福： 廁所地上紅紅的，好噁心！ 

張老師： 所以囉，小靜要把用過的衛生棉摺好，再丟掉；擦過的衛生紙也要摺一摺才丟，

如果經血不小心弄到地上或馬桶，也要用水沖乾淨，這樣才有禮貌。女生在月

經來的時候，可以穿黑色或是深色的褲子，如果褲子沾到一點經血的話，就比

較不明顯了。而且可以請媽媽讓你多帶一件小褲子，用袋子裝好放在書包裡，

讓你在不小心把小褲子弄髒時，有乾淨的褲子可以換。 

大雄： (拿起示範用的衛生棉和阿福玩起來) 

小倩： 老師，你看他們兩個(指著大雄和阿福)。 

張老師： 咦~大雄和阿福，你們這樣玩衛生棉是沒有禮貌的行為喔！請問，衛生棉是誰在

用的？ 

阿福： (低頭輕聲)女生用的。 

張老師 那用衛生棉時，衛生棉放在哪裡？(轉身問大雄) 

大雄： (指女生的小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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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老師： 答對了，你們剛剛都有在聽老師說。因為是放在小褲子裡面，所以要很乾淨，

如果你們隨便拿來玩的話，細菌很快就跑到衛生棉裡面了，用到有細菌的衛生

棉，尿尿的地方會生病，會很痛的喔！ 

小倩： 小靜，你要把衛生棉收好喔，不然就會生病。 

小靜： 我知道了，謝謝。 

張老師： 男生也要尊重女生，不可以隨便拿女生的東西，這樣才是有禮貌的行為，才算

是長大。 

 

【想一想】： 

1.阿福、大雄、小倩、小靜四個人，誰不喜歡長大？ 

2.小 baby 還沒出生前住在哪裡？ 

3.月經大概會多久來一次？ 

4.月經來的時候，有哪些東西最好不要吃？ 

5.月經來的時候，要注意那些事情？ 

6.看到同學不舒服時，要怎麼辦？ 

7.男生要怎麼幫助身體不舒服的女生？ 

8.你喜歡長大嗎？ 

9.想想看，還有哪些東西會長大？ 

10.假如有一天，全部的女生突然沒有月經，會怎麼樣？ 

 

 

 

 

 

 

 

 

 

 

 

 

 

 

 

 



心智障礙學生性侵害防治與兩性教育教學活動設計－戲劇篇 

 －73─ 

活動名稱：尊重自己的身體 撰寫者：蔡宜芝 

適用對象：中重度智能不足學生 

目 

標 

分 

析 

單   元   目   標 行   為   目   標 

1.能有整齊乾淨的儀容與穿著 

 

 

2.能有適當的舉止行為 

1-1 能有乾淨的身體 (如刷牙、洗臉、洗澡)              

1-2 能穿著整齊 

1-3 能隨時將頭髮整理整齊 

2-1 能不隨便暴露自己的身體 

2-2 能有良好的如廁禮儀(如關門、沖水、洗手) 

教學資源： 

角色 4-5 人、服裝、配備、小丑一人。 

教學活動： 

1. 引起動機：以小丑為主持人串場，並大略介紹戲劇內容，並說明活動流程。 

2. 戲劇表演 

3.問題討論 

4.學生參與部分演出 

5.有獎徵答（再次問題討論）與評量   

注意事項： 

1.盡量鼓勵學生發言，老師只做引導，不做結論但要整合。 

2. 以小丑為主持人串場演出，更能引起學生的注意力。 

評量： 

＊除了教學進行中的評量，教學後二個禮拜至一個月都需要做追終評量。 

 

【劇本內容】： 

第一幕 

旁白：新的一學期開始了，在禮貌小學裡，小朋友們非常興奮的進入自己的新班級，好奇

的望著週遭的新同學。 

(場景：三五成群的聚集在一起，相互自我介紹) 

小山：你好，我叫小山，我可不可以和你做朋友？ 

小琪：好啊！我叫小琪。 

…………………………(大家爭相認識新同學) 

(場景：這時主角小胖懶洋洋的走進教室，衣衫不整、全身髒兮兮，看到大家如此興奮，也

加入了這場活動。) 

小胖：你好，我叫小胖，唉呦！好癢，(身體癢，把衣服拉起來抓癢) 

我想和你做朋友耶！ 

小山：(嫌惡的看了一眼)，不要，你看起來好奇怪！ 

(小胖氣餒的走向另一位同學) 

小胖：你好，我叫小胖。(緊張的抓著他那一頭亂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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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琪：咦！你嘴巴好臭，走開啦！ 

小明：對呀！你好髒，你都沒有洗澡嗎？ 

旁白：一群小朋友七嘴八舌的談論起這位怪異的新同學小胖，小胖則是難過的坐在一旁，

不知如何是好？ 

小胖：唉呦！肚子好痛。(快速的衝進教室後方的廁所，邊走邊脫，一屁股坐在馬桶上，連

門都沒有關) 

小山：你看，他上廁所沒有關門，哈！哈！哈！哈！ 

小琪：羞羞臉，都被看光了啦！ 

小明：好丟臉哪！ 

小胖：為什麼要關門？大家不是都一樣要上廁所，有什麼不一樣，有什麼好看的啊！(相當

固執、倔強的站起，邊穿褲子邊說) 

 

第二幕 

旁白：連續幾天下來，班上的小朋友看到主角怪異的舉止，都離他遠遠的，而小胖只能在

一旁獨自一人。老師知道情況之後，便私下找他來說話。 

(場景：全班都玩得很開心，惟獨小胖一人在那晃來晃去，不停的騷搔癢、摳摳鼻子、抓抓

屁股。) 

師：在班上沒有朋友一定覺得很難過吧！ 

小胖：是啊！他們都好奇怪，每個人都罵我？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表情相當無奈) 

師：(微笑了一下)來，我問你，如果有一個全身髒兮兮、又臭巴巴的人想和你玩，你不會

覺得很討厭嗎？ 

小胖：嗯……，好像…不太喜歡耶！ 

師：那如果老是有人在你面前脫衣服，你不會覺得很難看、很不雅觀嗎？ 

小胖：(思考了一下)好像也對！ 

師：這就是啦！這就是班上的小朋友為什麼不喜歡你的原因了。小胖，想不想做些改變，

好讓班上的小朋友更加喜歡你呢？ 

小胖：老師，真的有辦法、真的可以嗎？(好興奮的樣子) 

師：不然我們來試看看，就知道啦！ 

 

第三幕 

旁白：這一天，小胖興高采烈的出現在大家面前，風度翩翩的像一個王子，不再是從前那

一位又臭又髒的小胖了。 

(場景：班上同學玩得正高興，小胖的出現引起一陣騷動。) 

小胖：小山，我可以和你一起玩跳繩嗎？ 

小山：可以啊！可是……你真的是小胖嗎？你變得好奇怪呦！不過我比較喜歡現在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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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 

小琪：ㄟㄟㄟ……你真的是小胖嗎?喔！你好帥呢！ 

(一陣喧鬧，大家雖然好奇，但也都不斷稱讚，表示願意和他做朋友，願意和他一起玩。) 

 

【想一想】： 

1. 為什麼小朋友不喜歡和小胖作朋友？ 

2. 小胖交不到新朋友，他的心情怎麼樣？ 

3. 檢查一下你的身體，是不是也和小胖一樣髒髒的，臭臭的？ 

4. 要怎樣才能保持整齊乾淨，受人歡迎？ 

5. 小胖上廁所的時候，小朋友為什麼說他羞羞臉？ 

6. 上廁所應該注意哪些禮貌？ 

7. 為什麼後來小朋友願意和小胖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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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我喜歡你 撰寫者：黨謙光 

適用對象：進入青春期的學生 

活動時間：一節課 

行為目標： 

1.會用適當的方式表達喜歡對方，例如聊聊天、寫寫信 

教學資源：信封、信紙 

教學活動： 

1.話劇表演(教師示範演出) 

2.問題討論 

3.學生參與演出 

4.有獎徵答（再次問題討論）與評量 

注意事項： 

1.請老師適時解說表演時肢體行為的對與錯。 

 

【劇本內容】： 

背景：國中校園 

人物：淑麗(乖巧可愛)、小美、大偉(活潑、有禮貌)、老師 

 

＜第一幕＞ 

 春天的腳步近了，每個人的心情也充滿愉快與青春活力！ 

 噹~噹~噹 上課了 

小美： 老師，淑麗在偷看情書 

 全班跟著一片瞎起鬨……ㄏㄡˊ…情書….談戀愛….羞羞臉 

老師： （含笑看著淑麗）哇！這麼棒啊，有情書喔，下課再看，老師順便幫你研究一下

內容，好不好啊！（順勢將學生的注意力引回課堂） 

 

 

噹~噹~噹   下課了！ 

老師： （微笑地）淑麗，來老師辦公室，我們來看看那封信寫得怎麼樣。ok! 

淑麗： （點點頭）帶著信跟老師一起走到辦公室。 

 

第二幕 

 

老師： （接過那封信用輕鬆的口吻緩緩唸出）親愛的小麗，你好嗎？我很想你，我愛你

一萬年，你是我的女朋友，我只有你一個女朋友，我永遠愛你。                            

大偉上 

淑麗： （害羞的低著頭） 

老師： 很不錯啊！小麗！你和大偉常常寫信嗎？ 

淑麗： （點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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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你喜歡大偉嗎？ 

淑麗： （點頭）我們小學就認識了，我媽媽有帶我去過他家。 

老師： 老師很喜歡你們用這種方式當好朋友，妳也可以和他一起互相鼓勵，努力學習好

的事情。還有一定要記得老師教過你們的事，要保護好自己的身體，不要讓人家

亂碰妳，我們也不要隨便碰人家，好嗎？ 

淑麗： （點點頭） 

 （小麗平時在家或在校的表現一向循規有禮，是個有教養的女孩，所以老師採取

的是信任並支持的態度去看待她與異性之間的互動，並在一旁觀察有無需要稍加

引導的地方） 

 

第三幕 

老師： 你們現在有沒有喜歡的男朋友還是女朋友呢？ 

全班： 有啊！（底下嘰嘰喳喳一片） 

老師： 這個年紀有喜歡的人是很自然的一件事，老師也和你們一樣，都會有喜歡的人，

你們說說看自己喜歡的人是誰？ 

小美： 隔壁的林小明好帥，我好喜歡他。 

老師： 你喜歡一個人會怎樣讓他知道？ 

小美： 我不敢讓他知道。 

老師： 老師以前也會不好意思說出來，但是我覺得小麗很棒，老師很喜歡他交朋友的方

式。小麗，妳願不願意告訴我們，你喜歡一個人，會用什麼方式去和他交朋友？ 

淑麗： 我會寫信給他，找他聊天啊！ 

老師： 對！這個方式非常好，你們常常寫信，還可以幫助你們認識很多字，又可以互相

鼓勵，而且這是很有禮貌的方式，不會讓人家討厭，如果不會寫沒有關係，可以

請別人幫忙，如果需要，老師也可以找一些情書大全讓你們寫。 

全班： （笑哈哈） 

學生： 我們沒有信紙寫信…… 

老師： 沒問題，我免費提供…… 

 （劇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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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給我抱抱 撰寫者：黨謙光 

適用對象：中重度心智障礙學生 

行為目標： 

1.會用適當的方式表達對他人的喜歡 

教學資源： 

教學活動： 

1. 話劇表演 

2. 問題討論 

注意事項： 

表演時，要適時解說肢體行為的對與錯 

 

【劇本內容】： 

人物：小萍(喜歡抱人)、阿雄(內向、害羞)、大明(頑皮，喜惡作劇)、張老師 

 

旁白： 一群剛升國一的學生，來到新環境，每個人都充滿著興奮與好奇的心情。 

張師： 各位同學，歡迎你們來到這個學校，我是你們的導師，我叫張淑美。現在讓我們

大家相互認識一下，老師叫到名字的請舉手。小萍(舉手)、小芳(舉手)、阿雄(手

只舉一半)、大明(臉趴在桌上，揮一下手)。很高興大家同在一班，希望以後的每

一天大家都開開心心的相處。 

 

旁白： 一晃眼，兩個月過去…… 

 

阿雄： 老師，小萍抱我。 

張師： 他怎麼抱你的？ 

阿雄： (用手比畫了一下) 

張師： 你知不知道她為什麼抱你？ 

阿雄： (搖搖頭) 

張師： 好，老師等一下找她來問清楚。 

旁白： 於是，張老師在下課時把小萍叫到辦公室來。 

張師： 小萍，你為什麼要抱阿雄呢？ 

小萍： (搖搖頭，不說話) 

張師： 看著老師，好好跟老師說，老師沒有要罵你。隨便抱別人是不對的行為，如果你

有這樣子做的話，下一次要改過來，老師第一次不會處罰同學的。(摸摸小萍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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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告訴老師，你有沒有抱阿雄呢？ 

小萍： (點點頭) 

老師： 為什麼要去抱阿雄呢？ 

小萍： (低頭不說話) 

張師： 小萍，老師在跟你說話喔！你低著頭不理老師，這樣子不禮貌喔！把頭抬起來，

看著老師。 

小萍： (抬起頭看老師) 

張師： 你是不是很喜歡阿雄，所以才會想要抱阿雄呢？ 

小萍： (笑一笑，點點頭) 是！ 

張師： 可是阿雄不喜歡你抱他呀！這樣是沒有禮貌的行為喔！以後看到阿雄你可以對他

笑一笑、和他說說話、或是握握手，讓他知道你喜歡和他作朋友，知道嗎？ 

小萍： (點點頭)知道了 

張師： 知道的話，那你要去跟阿雄說什麼呀？ 

小萍： 說對不起。 

張師： 嗯，答對了。好現在你可以出去了。 

旁白： (小萍找到阿雄，跟他說對不起) 

 

 上課鈴聲響…… 

大明： 這一節是國文課，我要去三樓了。小萍，走吧！我們一起坐電梯上去。 

大明： (在電梯突然抱住小萍)嘿！嘿！嘿！ 

小萍： 你走開啦！(用力要把大明推開) 

大明： 嘻嘻(更用力抱緊) 

小萍： 嗚~~~(很害怕的哭) 

 (恰巧，電梯開門，張老師站在門口) 

張師： 唉呀！大明，你在做什麼？手放開！這樣小萍會受傷的！ 

（大明鬆開雙手，低頭站在角落） 

小萍： 老師，大明剛才抱我很緊，害我差點死掉。嗚~~~~ 

張師： 大明，那是一個很不好的動作，讓同學很不舒服，你知道嗎？ 

大明： 我只是跟她玩而已。 

張師： 那我也找個同學把你抱得很緊，看你的感覺舒不舒服？ 

大明： (緊張的一直搖頭)不要，不要。 

張師： 對呀，你不喜歡，小萍不喜歡，其他同學也一樣不喜歡。以後不可以再有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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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知道嗎？ 

大明： (點點頭)知道 

張師： 那你要小萍說對不起，看她願不願意原諒你。 

大明： (對小萍一鞠躬)對不起。 

小萍： 這次原諒你。 

張師： 小萍，你剛剛把大明推開是對的，以後如果有人要抱你，或是摸你的身體，就要

很生氣的把他推開，並且要告訴老師或爸爸媽媽。 

小萍： 好。 

（劇終） 

 

 

 

【想一想】： 

1. 為什麼大雄不喜歡小萍抱他？你喜歡同學隨便抱你嗎？ 

2. 小萍為什麼會去抱住大雄？ 

3. 如果你喜歡一個同學，想要和他作朋友，你會怎麼表示？ 

4. 如果有同學想要和你作朋友，你希望他怎樣表示？ 

5. 大明為什麼抱著小萍？你覺得這樣的行為好不好？ 

6. 如果有人突然抱住你，你會怎麼辦？ 

7. 遇到危險或被欺負時，你會不會告訴爸爸媽媽或是老師？ 

 

 

 

 

 

 

 

 

 

 

 



心智障礙學生性侵害防治與兩性教育教學活動設計－戲劇篇 

 －81─ 

活動名稱：好奇的小強 撰寫者：陳文進 

適用對象：一般國小中高年級學童、智能不足之國小高年級至國中部學生 

活動時間：二節課 

行為目標： 

1.能辨識並說出別人的外表特徵 

2.能說出招待客人的基本社交禮儀 

3.能說出打電話的基本社交禮儀 

4.區辨男生和女生的生理特徵 

5.理解動物交配與懷孕的關係 

6..能說出身體的隱私部位 

7.知道如何自我保護避免侵犯 

教學資源： 

眼鏡、電視、電動、小狗布娃娃、漫畫書兩本、洋娃娃、茶杯、茶壺、椅子兩張、簡單的

廚具、 男性與女性生理特徵圖、電話兩具、狗交配的圖片 

符號說明： 

（    ）符號中的內容，是可以隨著飾演者的特徵，或是活動進行時，參與學生的意見，

或是按照學生的理解或表達能力而變動的。 

【    】符號中的內容，是扮演角色的肢體動作或表情，請指導者加強情緒表 

情和語氣的分辨與表現。 

注意事項：旁白部份可由老師擔任，請演出者表演動作及表情。 

 

 

【劇本內容】： 

──上篇── 

 

旁白： 

  在（花蓮縣的豐田村裡），有一個很可愛的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小強，最喜歡看電

視、打電動（玩撲克牌、打藍球…）他的（皮膚很黑、身體很強壯………），但是才讀國

小六年級就戴眼鏡了，所以爸爸不准他看太多電視，而且還把他的電動沒收了。 

  這幾天小強心情一直（很難過）下課後回家就坐在家門口【抱著家中的小狗發呆】，

不過小強有一個新認識的朋友琪琪，她是剛從（台東）搬來的，她的（頭髮長長的，眼睛

大大的，鼻子小小的），喜歡看漫畫、（唱歌、更喜歡和爸爸媽媽去麥當勞） 

  有一天放學後，琪琪帶著兩本漫畫書，還抱著爸爸昨天送她的洋娃娃，來找小強。 

 

琪琪：【笑著對小強說】你喜歡看漫畫嗎，我們一起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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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強：不能看電視、打電動，好無聊﹗看漫畫也好啦，什麼漫畫？ 

琪琪：是（多拉 A 夢）啦，很有趣喔！是同學借我的，我們趕快看，明天要還人家了。 

小強：好好，我們趕快進去看！【兩人一起走進屋裡，小強倒了一杯水給琪琪】 

   請喝茶！ 

琪琪：謝謝妳﹗ 

 

旁白： 

  小強和琪琪就專心的看著漫畫，直到天黑了，琪琪才想到出門的時後，忘了告訴媽媽

說要來小強家，媽媽一定會很著急，所以匆匆忙忙的抱著兩本漫畫書，就跑回家了，小強

看著小琪遠去的背影，這時才想到琪琪忘了帶走她的洋娃娃了…，而這時小強的媽媽正好

回到家。 

 

小強：媽媽，妳終於回來了，我肚子好餓喔﹗ 

小強的媽媽：強強，今天媽媽加班所以回來晚了，我趕快去煮飯…。咦﹗小強，這洋娃娃

是誰的？【媽媽指著椅子上的洋娃娃】 

小強：是琪琪的啦，剛剛她來家裡和我一起看漫畫，忘了帶回家，下次她來我再還給她。 

 

旁白： 

  【媽媽走進廚房煮飯，小強抱著洋娃娃，進到房間裡。這時的小強，看著可愛的洋娃

娃，長長的頭髮，大大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嘴巴微笑的樣子，好像琪琪那麼可愛，她摸

摸她的手、脖子、肩膀、胸部、肚子、兩隻肥肥短短的腿，不自覺地就把洋娃娃的裙子翻

起來….】 

雖然老師說過，男生和女生的身體有些不一樣的地方，但是對於女生尿尿的地方還是

很好奇，所以小強心裡決定要弄清楚這件事情！ 

 

問題：（配合學生能力而調整發問方式，並配合教具進行討論） 

1.小強為什麼需要戴眼鏡？ 

2.向別人借的東西一定要記得…..？(要點：區辨自己和別人的東西) 

3.請說出自己五官和四肢的位置，同時說出特徵（例如：我的嘴巴大大的，腳長長

的…..） 

4.說出一名同學的五官和四肢的特徵 

5.如何招待客人？（要點：請進、請坐、請喝茶……） 



心智障礙學生性侵害防治與兩性教育教學活動設計－戲劇篇 

 －83─ 

6.出門前一定要告訴誰？(家長或是家中的長輩) 

7.男生和女生哪裡不一樣？（教具：男性與女性生理特徵圖） 

 

──下篇── 

 

旁白：＊先回顧上篇重要情節  

到了週末的下午…… 

 

小強：喔，真好，今天放假，爸爸媽媽都出去了，打個電話，看琪琪在不在…… 

      【撥電話】 

琪琪的媽媽：【接電話】（喂，你好，請問找哪位？） 

小強：（您好，我是琪琪的同學小強，請問琪琪在家嗎？） 

琪琪的媽媽：（她在家，請稍等一下） 

小強：謝謝！ 

琪琪的媽媽：【拿開電話】琪琪，妳的電話。 

琪琪：謝謝，【跑過來接電話】喂，你好，我是琪琪，請問你是…… 

小強：琪琪嗎，妳還有漫畫嗎？可不可以帶過來一起看，我順便要還妳洋娃娃。 

琪琪：有啊，我又借回來兩本喔，但是我要先問媽媽才行，【拿開電話】媽媽…我可以去

小強她家玩嗎？ 

琪琪的媽媽：好，不要太晚回來喔﹗ 

琪琪：【再接電話】媽媽答應了，你等一下我就到了。 

 

旁白： 

於是琪琪就帶著漫畫書，（快樂的）去找小強了。 

到了小強家，他們倆一起看著漫畫……，突然小強，翻開漫畫書中其中的一頁，給琪

琪看…喔，是兩隻狗在交配的圖片 

 

小強： 妳知道牠們在做什麼嗎？ 

琪琪：媽媽上次有告訴我說，動物都會（交配），才會生小孩 

小強：那人也是這樣交配嗎？ 

琪琪：應該差不多吧！我們可以問（老師）呀！ 

小強：【拿起洋娃娃指著生殖器官的位置】，琪琪，我好想看看女生尿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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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琪琪】妳讓我看看好不好？ 

琪琪：（不可以，這裡是不可以給別人看的） 

小強：拜託嘛【手去拉琪琪的裙子】 

琪琪：【生氣的說】（不要﹗我要回家了！）拿起洋娃娃就跑回家了。 

 

【想一想】：（配合學生能力而調整發問方式，並配合教具進行討論） 

1.打（接）電話的禮貌？ 

2.自己家的電話是幾號？ 

3.公狗和母狗交配後，母狗會怎樣？（配合圖片，說明交配與懷孕的關係） 

4.男生和女生的性器官接觸，通常稱做？（配合圖片，討論人類性交的基本概念） 

5.自己隱私的部位（配合圖片，指出或說出不可以讓別人看或觸碰的地方） 

6.在哪裡才可以換衣服？（隱私的場所） 

7.分辨及表現喜怒哀樂的表情。 

8.遭到不舒服的窺視或是觸碰你要怎麼辦？（配合演練） 

9.遇到上述的情況要不要告訴別人？可以告訴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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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真假警察叔叔 撰寫者：鐘玲君 

適用對象：一般國中、小學生；國中、高職部心智障礙學生 

目
標
分
析 

教  學  目  標 行  為  目  標 

1.指導學生了解警察也有假的，或警察有

不好的行為時，要避開。 

2.指導學生拒絕不好的要求和誘惑 

1-1 能正確描述陌生人的特徵 

1-2 能說出警察的主要工作 

2-1 無論對方身份為何，能拒絕不好的要求和

誘惑。 

教學資源： 

警察局參觀 

警察制服及警徽特徵 

各式眉毛、眼睛、眼鏡造型 

教學活動： 

1.戲劇表演(教師示範表演) 

2.問題討論 

3.學生參與部分演出 

4.有獎徵答（再次的問題討論）與評量 

注意事項： 

1.表演時，可依據不同的需求變換假警察的五官特徵。 

2.進行討論時要強調警察的行為，而非警察代表的形象。 

3.強調男生女生都可能受到侵害，要隨時注意身邊的人。 

4.澄清真正的警察不會隨便抓人，以破除孩子對警察的恐懼。 

 

【劇本內容】： 

  星期三的下午，學校沒有上課，阿中一個人覺得很無聊，就到社區公園打籃球。過了

一會兒，有一位身穿警察制服的人(帶警察帽子，金框眼鏡，濃眉，嘴巴右邊有一顆痣)走

過來問阿中 

假警察： 喂，同學，你怎麼沒有上課，出來打球呢？ 

阿中： (停下打球的動作，轉身看警察)嗯，星期三讀半天。 

假警察： 你家住哪裡呀？家裡有沒有人？ 

阿中： (轉身指著巷子)奶奶在家。 

假警察： 喔，這樣啊！你很喜歡打籃球是不是？ 

阿中： (點點頭)對呀！ 

假警察： 我也很喜歡打籃球喔，我跟你玩好不好？ 

阿中： 好啊！(把球丟給警察，兩個人開始打起籃球) 

 (經過十分鐘後) 

假警察： 后~好熱，你會不會熱？(把上衣脫掉) 

阿中： (點點頭)好熱(學著警察把上衣脫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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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警察： 喂，你球打的不錯啊！(豎起大姆指)走，請你喝汽水，好不好？ 

阿中： 好啊！呀呼~~ 

 (警察和阿中兩個人就走到販賣機前投汽水，一人一瓶邊走邊喝) 

假警察： 好喝吧！以後如果你常常來打球，我就請你喝汽水，好不好？ 

阿中： 好啊！ 

假警察： 你叫什麼名字？ 

阿中： 我叫阿中，讀國中一年級。 

假警察： 阿中，嗯！我知道了。我叫阿清，我是警察喔！(拿起上衣，指著警徽給阿中看) 

阿中： (做出敬禮的樣子)敬禮(笑得很開心) 

假警察： (跟阿中回禮)好學生，有禮貌。 

喔！我想要去上廁所，你要不要一起去啊？去洗洗手。 

阿中： 好啊！我也要尿尿。 

 (在廁所裡) 

假警察： 阿中，我告訴你喔，以前我抓壞人的時候，有被子彈打到屁股，你看，(露出屁

股給阿中看)有一個紅紅的肉對不對？ 

阿中： (看看警察的屁股)啊！真的呢！有一個紅紅、圓圓的肉。 

假警察： 你可以摸摸看，沒有關係。(拉著阿中的手去摸屁股) 

阿中： (用力把手縮回來，揮揮手)老師說別人的屁股臭臭，不能摸。 

假警察： 沒關係啦，我不會跟你的老師說的。(拉著阿中的手不放) 

阿中： (拳頭緊握。搖搖頭)不行，不可以。 

 (遠遠的地方有兩個人走近廁所) 

假警察： (看阿中很堅持不肯摸，就小聲地跟阿中說)那你不可以告訴別人喔！說你看過我

的屁股，也不可以告訴老師跟奶奶喔！不然我以後都不要請你喝飲料了。 

阿中： 好啊！放心，我不會跟老師說的。 

假警察： 那你要跟我打勾勾，如果你說出去的話，我就要把你抓到警察局去。 

阿中： 不行，壞人才被關，我不是壞人，我不會說出去的。 

假警察： 好，一言為定喔！不可以說。(跟阿中打勾勾)趕快回家吧！ 

阿中： 再見(拿起汽水、衣服和球要走出公園) 

 (此時，有一位開警車的警察走到公園裡，撿起地上的警察制服，看了看，轉身

對阿中說。) 

真警察： 小朋友，這件衣服是誰的，你知道嗎？ 

阿中： 警察叔叔的，在那裡(指向廁所)。 

真警察： (向廁所的方向走去) 

假警察： (光著上身從廁所跑出來，向公園外跑走) 

真警察： (大聲喊叫)站住，不要跑！(一面吹哨子，一面追假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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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中： (抓抓頭髮，自言自語)好奇怪，警察怎麼會抓警察呢？ 

 (劇終) 

 

【想一想】： 

1.你還記得和阿中一起打球的警察長什麼樣子嗎？ 

2.哪一個是真的警察呢？為什麼？ 

3.穿警察制服的人一定是警察嗎？為什麼？ 

4.警察會隨便抓小朋友，把小朋友關起來嗎？ 

5.我們可以用手摸別人的屁股或尿尿的地方嗎？ 

6.如果別人要摸我們的屁股或尿尿的地方，你要怎麼辦？ 

7.一個人在外面玩的時候，隨便接受陌生人的食物時，可能發生哪些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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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眼睛兄弟不見了 撰寫者：蔣素娥 

適用對象：中、重度智能不足學生，以 10－15 人為限。 

活動時間：一節課 

行為目標： 

1.能說出五官的功能。 

2.身體受到暴力侵害時會保護自己。 

3.受到侵害時會向家人、師長尋求協助。 

教學資源： 

1.尋找 5 位義工或教師能協同演出五官。 

2.五件印有五官的 T 恤、或在單色衣服上將剪好的五官圖樣，利用子母帶黏貼在衣服上。 

3.每一人演出一種器官。 

4.設計演出舞台。 

教學活動： 

1.引起動機：先讓各個要演出五官的演員，來介紹表達五官的功能，並詢問成員表達意見

（以第一幕為主）。 

2.演出第二〜第四幕劇本。 

3.結束活動：邀請成員參與演出第三幕，並討論如何解決問題。 

 

【劇本內容】： 

＜第一幕＞  

  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舌頭是很好的兄弟，他們很喜歡為小主人服務，小主人也

很疼愛他們，每個週末的夜晚，他們很喜歡聚在一起東聊西扯，說說彼此的心情，討論每

個星期發生的故事。 

  這個週末又來臨了，四週好安靜，小主人躺在床上睡得很熟，均勻的呼吸聲和鼾聲像

海浪般，有節奏的起伏著。 

  眼睛想要努力的睜開，但眼皮腫腫的，要打開時，突然感到一陣刺痛，眼框的四週已

凹凸不成形了，又紅又腫的邊線，拖著兩粒驚惶的眼球！ 

  嘴巴突然說話了，「嗨！兄弟們，我們趕快起床吧！」「我們要趁主人還在睡覺時，趕

快爬起來開會，說說我們今天的遭遇。」 

  五官們各自伸伸懶腰，偷偷地從主人的臉上爬下來，坐到桌子上開會。 

  嘴巴主持會議，問兄弟們：「今天過得怎麼樣啊！說說你們遇到的事，大家要互相幫

忙呢！」 

  鼻子幸福的吸了一口氣：「哇！今天太棒了，主人帶我到河邊採野薑花，這花好香哦！

聞起來，我的鼻子好舒服，都是香香的味道。」 

  舌頭跳著舞轉了一圈倒下：今天最倒楣了，「主人愛吃魚，竟然不小心沒看到魚刺，

害我受傷了。」舌頭委屈的伸出長長的舌板，無精打彩的下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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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站起來，「嗨！我今天可真豐盛呢！在河邊我聽到鳥叫聲，在路上行走，我聽到

喇叭聲、汽車聲，還有叫賣水果聲，當然，小主人去車站時，我也聽到了腳步聲、說話聲，

很熱鬧呢！我累死了！我喜歡安安靜靜的聽音樂。」 

  大家興奮的說著、吵著、鬧著，只有眼睛死命的閉著。 

  「嗨！你怎麼了？為什麼不開心，發生了什麼事嗎？」眼睛慢慢張開，瞪著嘴巴！「哦！ 

  你的眼睛腫起來了，好可怕！是誰揍你啊！」鼻子很關心的問。 

  嘴巴仍是緊閉著，心裏暗想「我不可以說，我不可以說，有人恐嚇我，如果告訴老師、 

  爸爸或媽媽，他們要找我算帳！」嘴巴用一個大╳封條把自己封起來，因此大家都不

知道眼睛發生了什麼事，會議也就草草結束了。 

 

＜第二幕＞ 

  當五官爬回主人的臉上，繼續去睡覺時。這時眼睛又偷偷的溜下來，他很生氣它的嘴

巴兄弟不說出來，沒有人知道他被楱的事情。眼睛覺得大家都不關心它，它不要住在這兒

了，它要離家出走，眼睛快速地逃離它的主人。 

 

＜第三幕＞    

  早上，主人醒來後，伸伸懶腰，很滿意自己的睡眠，但當他要搓搓眼睛時，突然驚叫

一聲：啊！我的眼睛不見了，糟糕了，怎麼辦？眼睛逃跑了！我……完蛋了。「我什麼都

看不見。」小主人開始摸索著前進，東跌西撞。嘴巴開始哇哇大叫：「哎喲！都是我害的，

為什麼我不勇敢說呢！」失去眼睛的小主人，拼命的吶喊：「親愛的眼睛，請你回來，我

需要你……我不會傷害你。」小主人的雙手在摸索著房內的每一樣東西，神情緊張恐怖。

嘴巴說：「我一定要向眼睛道歉，都是我害了他，我要他回來，我要把他受到不公平的對

待說出來。」「好！我要去找他。」 

  嘴巴偷偷地溜出來，開始四處找眼睛！「眼睛！眼睛！我對不起你，我要說出真話，

你不要不理我。」眼睛躲在角落裏哭泣，很傷心自己挨揍又沒理會。 

  嘴巴趕緊跑到眼睛旁邊說：「我要說出來，說給大家聽！你是被隔壁的叔叔用拳頭打

的，對嗎？」叔叔不可以用拳頭打小孩，把眼睛四週都打腫了，走！和我一起回去，我們

把事情說給老師聽，也要說給爸爸、媽媽聽！眼睛和嘴巴快樂的牽手回到主人身邊。 

 

＜第四幕＞   

  小主人很高興眼睛回來了，小主人對眼睛說：「我要好好地保護你，再也不讓你受欺

負。」嘴巴更是歡喜的站起來，向眼睛敬禮，並且說：「我一定要說出你的委屈，告訴大

人們，你被欺負的事。」眼睛快樂地一眨一眨表示幸福快樂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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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魔掌來了！ 撰寫者：蔣素娥 

適用對象：中、重度智能不足學生，以 10－15 人為限。 

活動時間：一節課 

行為目標： 

1.能說出五官及其功用。 

2.了解身體自主權，對不喜歡的事，會勇敢拒絕。 

3.被別人侵害時，能夠發出呼救聲。 

教學資源： 

1.5 位義工分別演出牙齒、眼睛、鼻子、嘴巴、舌頭、魔掌等角色。 

2.各義工穿上印有牙齒、眼睛、鼻子、嘴巴、舌頭等圖案的 T 恤。 

3.魔掌以布縫製兩個大手套，綁在木棍上。 

4.五官也可以指偶替代演出。 

教學活動： 

1.引起動機：讓學生玩遊戲：魔掌來了。學生練習當魔掌出現時，如何逃走（類似老鷹抓

小雞之遊戲）。 

2.演出第一幕。第二幕可邀請成員參與，並說出五官之功用。 

3.結束活動：討論及參與表演魔掌來了，該怎麼辦？ 

 

【劇本內容】： 

＜第一幕＞：小主人的寶貝 

  牙齒、眼睛、鼻子、嘴巴、舌頭住在小主人的家裡，和小主人相處的很快樂，因為小

主人很細心會照顧他們，給他們很多的溫暖與關懷。 

  小主人很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很小心地對待他身上的每一個器官。 

  小主人說：哎喲！我剛剛吃了一塊巧克力糖，粘在嘴巴上，如果不趕快去刷牙，牙蟲

會來咬牙齒，牙齒會生病，我趕快拿牙刷來清清我的牙齒，（小主人拿起牙刷刷牙，左刷

刷、右刷刷，小主人刷完了牙，又拿起了一塊布，仔仔細細的擦嘴巴、洗鼻子、洗耳朵、

洗舌頭、洗腳、洗屁股（小主人很細心的對待自己的身體）。 

  「我喜歡我的眼睛，我要照顧他，把他當寶貝，我也喜歡我的牙齒、嘴巴和舌頭和耳

朵」。小主人說。小主人把眼睛、鼻子……抱在手裡，表示自己的疼愛。 

  「嗯！為了感謝他們為我做的事，我要開一個慶祝舞會來感謝他們。」小主人說。 

 

＜第二幕＞：「寶貝舞會」 

  這是個奇妙的夜晚，小主人準備了很多豐盛的水果來招待他的寶貝器官們。還有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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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奏，煙火的表演，大家玩的很開心。小主人上台致詞：感謝各位朋友光臨，今天的舞

會是要慶祝我的生日，而在我生日的這一天，我要對我的寶貝器官說聲謝謝，他們幫了我

很大的忙。。現在我要一一為您們介紹。 

  「請眼睛先生出場。」小主人說 

  「我是眼睛先生，我對小主人最大的貢獻就是我會看路，小主人沒有我，走路會跌倒，

要喝水會找不到茶杯，要穿衣服不知道衣服在那裏。世界會從彩色變黑白。看電視時需要

我，看電影、看卡通影片、看漂亮的風景、看漫畫書、看表演、通通需要我！這是我對小

主人的貢獻。」眼睛說出自己的重要性，說完後，很有禮貌地鞠躬下台。 

  「我是鼻子小姐，我對小主人最大的貢獻是我會聞花香、菜香、香水味，當然如果聞

到放屁味、大便味，我會趕快叫小主人跑走呢！免得被薰死！」鼻子下台，耳朵出場。 

  「我是耳朵先生，我最靈敏了，小主人有了我，聽到腳步聲，知道有人來了，聽到噹！

噹！知道幾點鐘了。聽到一ㄛ、一ㄛ知道救護車來了。當然最快樂的是聽音樂，音樂是我

的好朋友呢！」耳朵下台，嘴巴上場。 

  「我是嘴巴小姐，我會講話、會唱歌、會吹口哨、會吃東西、會吹奏樂器，還會鬼叫，

吐口水，……你看！我很神氣吧！」嘴巴退場，牙齒上場。 

  「我是牙齒先生！啊哈！我可厲害了囉！我會咬蘋果、香蕉、蓮霧、甘蔗、漢堡、包

子、饅頭、水餃……哎呀！不得了，沒有我，小主人會餓死呢！」牙齒退場，舌頭上台。 

  「舌頭、舌頭我是舌頭先生，我不知道我會做什麼唉！我！我會表演特技」。 

  舌頭開始上轉、下轉、左右翻跟斗，還會跳華爾滋舞。群眾鼓掌大叫：「厲害啊！真

是厲害。」眾人在音樂聲中狂歡跳舞作樂。 

 

＜第三幕＞：魔掌來了！ 

  夜晚來臨了，五官們都在熟睡中，突然有一雙巨大的魔掌出現在房間裏，魔掌很邪惡

的看著各個器官，然後他決定去掀起小主人的裙子，摸小主人的屁股，屁股嚇得趕快逃，

魔掌就追啊追！一下碰倒了桌子，一下子碰倒了冰箱。冰箱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音，吵醒

了小主人身上的各個器官。嘴巴馬上發出緊急呼叫：「不要摸我！不要摸我！」「不要」、「不

要」眾器官喊：「救命啊！救命啊！小主人，趕快逃！」 

  魔掌只要一碰到器官，各器官馬上發出求救的聲音，都喊著：「救命！救命！」「不要

摸我」嘴巴逃得最快，跑去叫警察，警察來了，把魔掌帶走，各個器官們高興地跳舞歡樂。 

  小主人對各個器說謝謝。「你們是我的寶貝，我不會讓別人欺負你們！」器官們大聲

歡呼：「我愛我的身體，我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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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我要去告狀 撰寫者：蔣素娥 

適用對象：中、重度智能不足學生，以 10－15 人為限。 

活動時間：一節課 

行為目標： 

1. 當自我權益被侵害時，會將被害的經驗說出來。 

2.會表達被侵害的過程。 

3.能說出被侵害的狀況（時間、地點、對象、事情、物件）。 

教學資源： 

1.演劇舞台（布幕、背景）。 

2.布偶：獅子、兔子、猴子、斑馬、貓頭鷹為主要動物搭配其餘動物。 

教學活動： 

1.引起動機：讓團體成員票選出最聰明的動物。 

2.演出活動：教師將故事內容以布偶方式演出（1－3 幕）。 

3.結束活動：邀請團體成員共同演出第四幕，並回.溯故事內容，將要點掌握並複習之。 

 

【劇本內容】： 

＜第一幕＞：聰明的貓頭鷹 

森林裏住著許多不同種類的動物，他們常常因為彼此利益的衝突而爭執不休，森林裏

時時刻刻都可以看得到打架、爭吵或戰鬥的場面，因此動物們都活在緊張恐懼中。此時，

最會解決問題的貓頭鷹想出了一個好辦法，在森林中訂了一個規則，凡是動物們的行為有

侵害到別人的生存時，就可以在週日的上午，到檜木林的「公平法庭」來告狀，由公正、

客觀，頭腦冷靜的獅子當法官做裁判，為動物們伸張正義。 

 

＜第二幕＞：週日「公平法庭」 

  背景：檜木林下，週日聚集了許多的動物們，他們正等待著獅子王的出現，展開「週

日公平庭」的審判工作。 

  獅子王在眾人期盼下終於登場了，他展現的威嚴，立刻讓場面變得安靜又嚴肅，獅子

王坐在審判桌前摸了摸自己的鬍鬚，整理一下黑袍子，然後緩緩的說：「誰要第一個來告

狀」。 

  小白兔馬上從樹洞裏鑽出來，「我要告狀！我要告狀！」 

  獅子威嚴的大喊，讓四週安靜下來。「你要告誰的狀？」 

  「我要告斑馬的狀！」 

  「好！要告狀，就要講清楚發生的事情，我請猴子把要講的事情條列出來，你按照秩

序慢慢講。」 

  猴子拿出看板，上面寫著：發生的時間，猴子大聲的地逐字唸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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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子說：「這個星期三晚上，就是我們森林裏開生日晚會的那一天。」 

  接著猴子又指下一張看板內容，並唸出來：「在什麼地方？」 

  「在我家裏，斑馬跑到我家來，偷我的紅蘿蔔。斑馬趁我睡著時，偷偷的跑到我的臥

室，把我的紅蘿蔔偷走了，我很生氣。」 

  獅子聽了這件事，沉思了一會兒，要小白兔先下去休息，他得想一想該怎麼辦？ 

 

＜第三幕＞－審判開始了 

  獅子清了清喉嚨，開始要宣判了，獅子說：「在宣判前，我要先把事情再整理一下。」

「小白兔要告誰的狀？」 

  「告斑馬的狀！」動物們一起回答。 

  「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這個星期三晚上發生的事。森林裏舉行生日晚會。」 

  「在什麼地方？」獅子問。 

  「在小白兔的家裏」猴子回答。 

  「發生了什麼事？」 

  「小白兔說：他的紅蘿蔔被斑馬偷走了。」猴子伸了伸舌頭，很快的回答。 

  「好！我現在要問斑馬，到底他有沒有偷小白兔的紅蘿蔔。斑馬，請過來。你有沒有

偷小白兔的紅蘿蔔？」 

  「沒有，我沒有。」斑馬很驕傲的說。 

  「好。我現在有一個辦法，可以知道你有沒有說謊。」獅子說：「請斑馬大便，一看

就知道他有沒有偷吃紅蘿蔔，如果沒有偷吃，大便是黑白條紋，如果有偷吃，大便是紅蘿

蔔的顏色，好！現在斑馬去大便，動物們趕快湊過來看大便的顏色。」 

  「哦！是紅蘿蔔的顏色。有！有！斑馬偷了小白兔的紅蘿蔔！」 

  斑馬垂頭喪氣，再也不敢說謊了。 

  「請侍衛把斑馬關起來，罰他種紅蘿蔔還給小白兔。」動物們紛紛鼓掌，斑馬被押出

去關起來了。 

 

＜第四幕＞：告狀的方法 

  獅子審判完這個案子，對所有的動物公告，下週日他會再開法庭，如果有人要告狀，

要說清楚四件事，獅子的侍衛猴子站起來宣讀：「一、告誰的狀？二、什麼時候？三、什

麼地方？四、什麼事？」動物們都把這四件事牢牢的記住，如果有別的動物欺侮他們，他

們就要來週日「公平法庭」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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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花蓮啟智學校智能障礙學生兩性教育課程大綱 

一、初級篇 

1.了解生命的誕生 

2.認識身體各部位，並說出名稱 

3.分辨男女生之特徵 

4.分辨男女廁所 

5.注意如廁的禮貌 

6.不暴露身體 

7.外生殖器官的清潔與保健 

8.了解不當節目、書刊的影響 

9.男孩與女孩的性別認同與差異 

10.了解家庭的功能，包括物質與情感的提

供 

11.了解家中每一份子的責任 

12.學習保護自己，避免遭受壞人的侵害 

二、中級篇 

13.保持身體清潔 

14.認識青春期 

15.青春痘的預防與處理 

16.認識生殖器官 

17.生殖器官有異樣會表達 

18.預防運動傷害 

19.女生了解月經現象 

20.女生會記錄月經週期 

21.女生會更換衛生棉 

22.男生了解夢遺現象 

23.男生會適當處理夢遺 

24.男性了解陰莖勃起是正常現象 

25.辨識可以自慰的場所 

26.預防性騷擾 

27.分辨危險地區 

28.分辨危險情境 

29.認識隱私權與尊重別人 

三、高級篇 

30.了解如何結交異性朋友 

31.注意約會安全 

32.參與正當的男女聯誼活動 

33.了解男女相愛到結婚的過程 

34.了解性交到懷孕的過程 

35.認識避孕的措施 

36.了解墮胎對身體的影響 

37.認識性病 

38.認識愛滋病 

39.了解養育子女的意義與方法 

40.了解離婚對自己與他人的影響 

 

 

 

 

 

 

 



心智障礙學生性侵害防治與兩性教育教學活動設計－戲劇篇 

 －95─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兩性教育圖書、輔導教材一覽表 

物  品  名  稱 出  版  社 類    別 數  量 保管處室 

我從那裡來 忻智文化 錄影帶 1 套 輔導室 

成長情事 忻智文化 錄影帶 1 套 輔導室 

我的這一班--性教育篇： 
狼來了、性騷擾 

忻智文化 錄影帶 1 套 輔導室 

年輕不要留白 8--苦澀的禁果 忻智文化 錄影帶 1 卷 輔導室 

人之初 15—女生如何面對成熟 忻智文化 錄影帶 1 卷 輔導室 

人之初 16—男生如何面對成長 忻智文化 錄影帶 1 卷 輔導室 

兒童性教育卡通 1-4 忻智文化 錄影帶 1 套 輔導室 

寶貝我愛你 勵馨 錄影帶 1 卷 輔導室 

寶貝歷險記 勵馨 錄影帶 1 卷 輔導室 

凹凹與凸凸的煩惱 台視 錄影帶 1 卷 輔導室 

青蘋果的滋味 台視 錄影帶 1 卷 輔導室 

青春心事 台視 錄影帶 1 卷 輔導室 

陪他一起長大 台視 錄影帶 1 卷 輔導室 

性與情 台視 錄影帶 1 卷 輔導室 

遊戲之後 台視 錄影帶 1 卷 輔導室 

婦女防暴 ABC 台視 錄影帶 1 卷 輔導室 

兒童性教育上輯—我從哪裡來 恆星 錄影帶 1 卷 輔導室 

兒童性教育下輯—青春期的迷惑 恆星 錄影帶 1 卷 輔導室 

老師上課了 4—壞孩子 春暉 錄影帶 2 卷 輔導室 

兩性教育應變篇 教育部 錄影帶 1 卷 圖書室 

兩性教育教師篇 教育部 錄影帶 1 卷 圖書室 

兩性教育人際篇 教育部 錄影帶 1 卷 圖書室 

兩性教育情愛篇 教育部 錄影帶 1 卷 圖書室 

兩性教育身體篇 教育部 錄影帶 1 卷 圖書室 

健康的心理 光國 錄影帶 1 卷 圖書室 

我從哪裡來 光國 錄影帶 1 卷 圖書室 

長大的感覺－男女生理的變化 光國 錄影帶 1 卷 圖書室 

長大成熟 光國 錄影帶 1 卷 圖書室 

人類的生殖系統 光國 錄影帶 1 卷 圖書室 

兩性成長 光國 錄影帶 1 卷 圖書室 

生命的延續 光國 錄影帶 1 卷 圖書室 

生命的誕生 光國 錄影帶 1 卷 圖書室 

性是什麼 光國 錄影帶 1 卷 圖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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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品  名  稱 出  版  社 類    別 數  量 保管處室 

男女同學之間 光國 錄影帶 1 卷 圖書室 

兒童青少年性虐待防治與輔導手冊 張老師 書籍 2 本 輔導室 

校園反性騷擾行動手冊 張老師 書籍 2 本 輔導室 

我是自己的好主人（國中） 勵馨 書籍 2 套 輔導室 

寶貝我愛你手冊 勵馨 書籍 8 卷 輔導室 

我是自己的好主人－兒童練習本 勵馨 書籍 100 本 輔導室 

我的健康我決定 杏陵基金會 書籍 2 本 輔導室 

當身體開始唱歌 杏陵基金會 書籍 2 本 輔導室 

婦女防暴手冊 杏陵基金會 書籍 2 本 輔導室 

校園兩性關係 杏陵基金會 書籍 2 本 輔導室 

阿吉的青春小檔案 杏陵基金會 書籍 2 本 輔導室 

生命中的陰影 杏陵基金會 書籍 1 本 輔導室 

高中性教育教材教師手冊 杏陵基金會 書籍 1 本 輔導室 

高中性教育教材學生手冊 杏陵基金會 書籍 1 本 輔導室 

國中性教育教材教師手冊 杏陵基金會 書籍 1 本 輔導室 

國中性教育教材學生手冊 杏陵基金會 書籍 1 本 輔導室 

怪叔叔 信誼 書籍 1 本 輔導室 

百貨公司遇險記（遠離壞野狼系列 1--- 
拐騙小孩的壞野狼） 

賢志文教基金會 書籍 1 本 輔導室 

馬桶上的一枚指紋（遠離壞野狼系列 2--- 
綁架小孩的壞野狼） 

賢志文教基金會 書籍 1 本 輔導室 

糖果屋裡的秘密（遠離壞野狼系列 3--- 
對小孩性騷擾的壞野狼） 

賢志文教基金會 書籍 1 本 輔導室 

性教育圖畫書 1—六個好朋友 新學友書局 書籍 1 本 輔導室 

性教育圖畫書 2—生命是怎麼來的 新學友書局 書籍 1 本 輔導室 

性教育圖畫書 3—小嬰兒誕生了 新學友書局 書籍 1 本 輔導室 

性教育圖畫書 4—解答你的性問題 新學友書局 書籍 1 本 輔導室 

性教育圖畫書 5—親密家人 新學友書局 書籍 1 本 輔導室 

性教育圖畫書 6—愛滋病別找我 新學友書局 書籍 1 本 輔導室 

性教育圖畫書 7—身體的小秘密 新學友書局 書籍 1 本 輔導室 

金賽性學報告—身心發展篇 張老師 書籍 1 本 輔導室 

中學生性教育輔導 復文出版社 書籍 1 本 輔導室 

兒童性侵害防治遊戲手冊— 
快樂童年 

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書籍  輔導室 

兒童性侵害防治父母手冊— 
護衛寶貝 

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書籍  輔導室 

兒童性侵害防治手冊兒童篇— 
快樂成長 

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書籍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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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品  名  稱 出  版  社 類    別 數  量 保管處室 

兒童性侵害防治媒體手冊— 
愛ㄊㄚ，不要害ㄊㄚ 

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書籍  輔導室 

兒童性侵害防治教師手冊— 
陪ㄊㄚ成長 

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書籍  輔導室 

心智障礙者家長篇—性侵害防治手冊 智障者家長總會 書籍  輔導室 

婦女安全手冊 內政部 書籍  輔導室 

兩性平等教育季刊 教育部 期刊  輔導室 

國中兩性平等教育讀本 教育部 書籍  輔導室 

國中兩性平等教育教師手冊 教育部 書籍  輔導室 

杏陵天地月刊 杏陵基金會 期刊  輔導室 

智能障礙學生兩性教育教材 高雄啟智學校 書籍 1 套 輔導室 

成長的秘密—學生手冊 彰化啟智學校 書籍 1 本 輔導室 

成長的秘密—教師手冊 彰化啟智學校 書籍 1 本 輔導室 

親密關係— 
避孕方法手冊 

台灣省家庭計畫 
研究所 

書籍 1 本 輔導室 

無聲的吶喊— 
避免不必要的人工流產 

台灣省家庭計畫 
研究所 

書籍 1 本 輔導室 

進步的性教育 偉明 書籍 1 本 圖書室 

國民小學兩性平等教育教學 偉明 書籍 1 本 圖書室 

高中職教師兩性平等教育工作坊 偉明 書籍 1 本 圖書室 

     

生理與心理的奧妙百科 三豐 書籍 1 本 圖書室 

不可思議的男性生理與心理 三豐 書籍 1 本 圖書室 

不可思議的女性生理與心理 三豐 書籍 1 本 圖書室 

男與女 三豐 書籍 1 本 圖書室 

愛情與生活、性、到底是什麼？ 三豐 書籍 1 本 圖書室 

長大的秘密 會宇 光碟 3 片 輔導室 

長大 119 會宇 光碟 3 片 輔導室 

健康的面對月經 杏陵 投影片 1 冊 輔導室 

長大的感覺（1） 
家庭計畫研究所 

（本校輔導室翻製） 
投影片 1 冊 輔導室 

長大的感覺（2） 
家庭計畫研究所 

（本校輔導室翻製） 
投影片 1 冊 輔導室 

長大的感覺（3） 
家庭計畫研究所 

（本校輔導室翻製） 
投影片 1 冊 輔導室 

我是自己的好主人 
勵馨 

（本校輔導室翻製） 
投影片 1 冊 輔導室 

負責的愛、安全的性--預防愛滋 杏陵 投影片 2 冊 輔導室 

勵馨娃娃 勵馨 布偶 1 個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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