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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計畫目的為檢視台灣德語教材對性別議題如女性、男

性形象的呈現。進而解構德語教材中所預設之性別意識型

態、性別偏見或性別刻板印象。再者，比較國內與國外德語

教材編者對性別議題之處理及性別價值觀的敘述。最後歸納

研究結果，對德語教材的編寫者、授課教師與選修學生提出

性別問題相關建議。研究範圍為台灣目前較為廣泛採用之國

外及本土台灣德語編著之德語教材。本研究採用質量並重的

內容分析法探討下列問題：一、文本/內文插圖呈現哪些性別

議題？ 二、文本/內文插圖是否呈現性別刻板印象？三、文

本/內文插圖是否呈現父權的、異性戀機制的或是性別意識型

態之再製與轉化？希望提供德語教材的編寫者、授課教師與

學習者相關性別平等議題具體之建議，同時使其能檢視自身

的性別意識，培養覺察社會的性別觀及批判社會的性別觀。 

中文關鍵詞： 德語教材、性別研究、性別刻板印象 

英 文 摘 要 ： This research aims at exploring gender study on 

German textbooks.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is 

employed to answer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1) how 

do German textbooks describe sex/gender issues, (2) 

what gender stereotypes are presented in German 

textbooks, and (3) Do German textbooks and text 

illustrations reproduce and transform the 

patriarchal, heterosexual mechanism or gender 

ideology?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view 

female/male image and gender relationship in German 

textbooks. Secondly is to deconstruct the gender 

ideology or gender stereotypes in German textbooks.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will compare the domestic 

local and the foreign German textbooks and to find 

out how the editors deal with the gender issues and 

gender values. Finally, this study will give German 

textbook editors, Germa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ome 

suggestions on gender issues. 

英文關鍵詞： german textbooks, gender study, gender stere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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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語教材中的性別研究 

 

中文摘要 

本研究計畫目的為檢視台灣德語教材對性別議題如女性、男性形象的呈現。進

而解構德語教材中所預設之性別意識型態、性別偏見或性別刻板印象。再者，

比較國內與國外德語教材編者對性別議題之處理及性別價值觀的敘述。最後歸

納研究結果，對德語教材的編寫者、授課教師與選修學生提出性別問題相關建

議。研究範圍為台灣目前較為廣泛採用之國外及本土台灣德語編著之德語教

材。本研究採用質量並重的內容分析法探討下列問題：一、文本/內文插圖呈現

哪些性別議題？ 二、文本/內文插圖是否呈現性別刻板印象？三、文本/內文插

圖是否呈現父權的、異性戀機制的或是性別意識型態之再製與轉化？希望提供

德語教材的編寫者、授課教師與學習者相關性別平等議題具體之建議，同時使

其能檢視自身的性別意識，培養覺察社會的性別觀及批判社會的性別觀。 

 

關鍵詞: 德語教材、性別研究、性別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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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study on German textbooks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at exploring gender study on German textbooks.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is employed to answer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1) how do German 

textbooks describe sex/gender issues, (2) what gender stereotypes are presented in 

German textbooks, and (3) Do German textbooks and text illustrations reproduce and 

transform the patriarchal, heterosexual mechanism or gender ideology?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view female/male image and gender relationship in German 

textbooks. Secondly is to deconstruct the gender ideology or gender stereotypes in 

German textbooks.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will compare the domestic local and the 

foreign German textbooks and to find out how the editors deal with the gender issues 

and gender values. Finally, this study will give German textbook editors, Germa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ome suggestions on gender issues. 

 

 

Keywords: german textbooks, gender study, gender stere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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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科書是傳達學校社會化相當重要的方法之一，它除了提供專業知識，同時也可建

構性別意識型態，書中對性別之象徵性描述將影響學習者之性別認同。本研究目的為檢

視台灣外語教學所使用之教材對性別議題的呈述，主要探討下列問題：一、語言教科書

中文本中呈現哪些女性、男性社會形象？ 二、文本是否呈現性別刻板印象？三、文本/

內文插圖是否呈現父權的、異性戀機制的或是兩性不平等之主題及性別意識型態之再製

與轉化？希望能透過此研究檢視教材的性別意識，培養判斷社會的性別觀及批判社會的

性別觀之能力，並提供德語教材的編寫者、授課教師與學習者相關性別平等議題具體之

建議。 

 

二、研究計畫之目的及重要性 

 

筆者多年來從事德語教學及女性主義論述之研究，對於外語課程教材中不同性別

人物出現次數、內容文字描寫、人物出現形態、閱讀文選作者性別之比例、內文

插圖及意識型態之呈現等特別地關注，在國內、外編著的德語教材中無規則地呈

現如性別偏見、性別刻板印象及男尊女卑之觀念及父權專屬語言等性別意識型態

議題，本計畫希望藉由探討德語教材中的性別研究針對男性及父權專屬語言提出

批判，提出能平衡呈現多元之性別觀點之新見解，以建立學生之自我認知、開放

的性別意識及互相尊重、多元包容等能力。為了檢視台灣德語教材文本之性別意

識，本計畫參考國內外的相關研究，採行質性及量化的內容分析法，分析文本包

括教材中的文字敘述、內文插圖和兩性出現形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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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目的： 

 

一、檢視台灣基礎德語教材對性別議題如女性、男性形象的呈現。 

二、解構德語教材中所預設之性別意識型態、性別偏見或性別刻板印象。 

三、比較國內本土德語教材編者與國外德語教材編者對性別議題之處理及性別價

值觀的敘述。 

四、歸納研究結果，對德語教材的編寫者、授課教師與選修學生提出性別問題相關建

議。 

 

三、文獻探討 

(1)性別意識相關理論 

探討性別意識的內涵，包括性別角色認同、性別刻板印象、性別/性傾向之偏見

與歧視，有助於分析德語教材性別議題及瞭解的文本如何呈現性別意識，或是

文本如何啟發讀者的性別意識。於分析教材文本時，對性/性別較為健全的觀點。 

有關個體性別角色認同之理論包括生物學觀點、心理學觀點與社會學觀點。生

物決定論者認為生物學上的因素，例如基因、荷爾蒙，影響性別發展不同的態

度、天資、氣質（Measor & Sikes, 1993）。因此，生物決定論者主張性別認同是

先天造成的，後天社會制約和文化背景無法影響個體對自己的性別認同（洪蘭

譯，2000）心理分析論代表人物 Freud 認為性別角色的學習動力來自個體羨慕

或是嫉妒男性生殖器的有無，進而向父母親學習性別角色（劉毓秀，2000）。其

論點指出個體成長過程中，父母親在子女性別角色認同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社會學習論認為，個體在社會情境中透過觀察與模仿學習她/他人行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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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能引起個體模仿的楷模包括個體心中最重要的人，或與自己同性別的人

（Measor & Sikes, 1993；張春興，2001）對性別刻板印象的產生認知發展論強

調個體先接收許多文化層面的性別刻板印象後才發展出自己的性別認同

（Golombok & Fivush,1994）。 

社會學取向的學派，包括功能論（functionalism）、衝突論（conflict theory）。功

能論者強調社會分工演化帶來的性別角色差異，有助男女之間的競爭降到最

低，強調社會整體的和諧與均衡（Lindsey, 1990；宋鎮照，2002）。功能論者被

批評忽視權力、地位關係的分配，蘊含著衝突和不平等的本質。衝突論主張人

類社會因利益和權力，出現支配與剝削的現象（Lindsey, 1990）。隨著生產技術

和經濟型態的改革與變遷，女性在家從事家務的因素消失，因此家庭角色分工

亦有所改革。然而，男性卻不希望女性加入競爭行列，因為其男性可支配他人

的優勢地位將受到威脅（宋鎮照，2002）。性別角色的認同與權力/利的競爭和

支配密切相關。 

筆者認為生物學觀點局限，太過強調先天生物因素對性別差異的絕對影響，排

除個體心理和社會層面可能產生的變化，有失偏頗。心理學觀點說明個體性別

角色認同發展過程中，環境中充斥著父權主義的箝制思想如何對個體心理產生

影響，例如向家長學習性別角色的扮演、家長如何獎懲個體的性別行為等。社

會學觀點則承認既有性別認知系統的存在，及其對個體性別角色認同發展的影

響。這些理論都可作為本計畫分析解構教材文本及插圖的現象脈絡，較能完整

地瞭解內容背後隱藏的價值觀，以及掌握未書寫的部分。 

 

(2)女性主義教育學相關理論 

 

性別教育不僅在教學內涵與女性主義的各種思潮有著密切的關聯，女性主義教

育學強調個人經驗、感覺的主觀知識建構與差異性，其主張培養女性主義政治

技能並能提供另類的教育經驗和不同於傳統教育觀點的詮釋。女性主義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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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觸及意識形態和理性主客觀知識形成的問題，女性主義教育學主要針對

女性長期的性別不平等、偏見、歧視與區隔的經驗中，所提出來的教育改革方

針，希望透過教育的興革，例如在課程設計、教學的重新建構，以達成個人發

展與兩性和諧社會的實現(Weiner, 1994)。女性主義的基本目的在期望及促成受

到壓迫者的自主、自決與自由抉擇，強調女性在男性主流的體制下受到種種不

平等的待遇。特別是女性主義教育學強調建構女性主義教室，在女性主義教室

中，重視學生的經驗知識，連結性學習，尊重彼此的發生、分享、成長與質疑，

對談甚至激辯中讓教室中的每一成員都能因而自覺、自省並發展自我。女性主

義教育學認為學生本身的敘述經驗即是知識建構的主體，在女性主義的教室脈

絡中師生的關係是非階層化的，因此女性主義教育學所致力的學校教育建構有

以下幾個方面：1.以多元文化女性主義的觀點建構兩性平等教室；2.發展批判論

述；3.重視學生的聲音與經驗；4.教學實施的性別化等等(Maher & Tetreault, 

1994)。此論述有助於本計畫結論及建議時提出具體之改進方法。 

 

(3)國內外德語教材中性別研究 

國內有關德語教材中性別議題之研究相當少，2000 年林愛華副教授在期刊論文

中針對國內外德語教材中性別角色認同提出分析，主題包含男女刻板形象、文

本插圖中男女出現比例、男女刻板形象之顛覆及同性戀等問題。1國外探討第二

外語德語教材中性別意識之研究論文以女性主義教育學理論之角度分析，主要

探究第二外語德語語言書籍中兩性關係或第二外語德語語言書籍是否作為權力

話語對社會性別觀念的呈現方式，教材是否作為一種權力話語，文本中男女性

形象是否出現傳統刻板印象，女性形象是否邊緣化或構建兩性性別平等意識等

問題。2
 除 Fu, Jihong 論文採用量化與質性之內容分析法，大部分皆使用質性研

                                                 
1
 林愛華 (2000)。德語有性別歧視的現象嗎?—兼談德語教科書中兩性角色的改變。東吳外語

學報第十五期，39-63。 
2 2 參考自 Fu, Jihong (1999): Das Frauenbild in den Abbildungen der Schulbücher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und der Republik China. Eine Inhaltsanalyse. Hamburg, 1998. Kegyes, Erika 

(2009): Gender in den Sprachbüchern aus der Sicht der Feministischen Pädagogik.  Theorie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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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分析性別之意識問題，提出不錯之見解，對本計畫有相當的助益。 

 

四、研究方法 

(1)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 

本計畫採用內容分析法，探討德語教材中之性別研究。內容分析法可依照結構

程度分為量化與質性。量化的內容分析法採用計數或列表方式以達客觀，質性

的內容分析法可解構文本的現象脈絡，較能完整地詮釋瞭解內容背後隱藏的價

值觀，以及掌握文本未書寫的部分。本研究採行質量並重取向，仔細分析類目

表與簡單的描述統計進行次數統計，依數據客觀地分析文本中性別議題的陳

述，同時輔以質性分析解釋文本或插圖背後所傳遞的訊息，同時找出文本遺漏

或刪削的論述。 

 

五、德語教材中的性別分析 

 

本論文研究之德語教材僅限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使用的德國出版之 Schritte 

international, 第一冊至第六冊，分析教材之範疇共分以下幾點: 

 

(1) 職業範圍 

將針對教材中男性、女性所描述之職業角色是否與真實社會男性、女性就業情形相

符合做分析。另外探討教材中男性、女性職業是否依性別刻板區分，例如女性分配較社

會服務性工作，而男性則擔任工程技術方面性質之職業，教科書中有關兩性混合之職業

                                                                                                                                                                  
Praxis von Pädagogik , Jahrgang 1- Heft 2, S. 3-10. Nilsson, Sanna (2010): Bin ich anders als die 

anderen? Eine normkritische Untersuchung von drei Lehrbüchern für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http://su.diva-portal.org/smash/get/diva2:300719/FULLTEXT01,  Besuch am 2011.10.12)  

http://su.diva-portal.org/smash/get/diva2:300719/FULLTEXT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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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中是否出現性別等級之區分，這些男性、女性職業之呈現是否能提供男性、女性大

學生認同之可能性皆為檢視重點。 

 

(2) 家庭範圍 

    教材中常會出現家庭之主題，主要探討之重點為：是否負責小孩之照護及教育的工

作皆由婦女承擔，書中除呈現小家庭之生活型態是否也提供其他之家庭模式例如單身、

單親家庭、同性共組家庭及大家庭，另外還有一重要研究重點：在家庭環境中女性是否

通常付與媽媽的角色或家庭主婦。 

     

 

(3) 公眾場合 

     另一研究中心為教科書中如何描述公眾場合兩性在社會及政治生活的定位及職場

上之地位與聲譽是否性別差異，除此之外也探討女性在公眾場合中的表現，是否呈現女

性為主動積極之角色。 

 

(4) 語言之刻劃 

     語言之刻劃之研究重點為：教科書中語言使用及表達方式是否有兩性差異例如女性

常出現媽媽噓寒問暖及擔憂兒女之用詞，在職場中只使用男性職業詞彙代表兩性職業稱

呼，在口語上男性表達較女性為強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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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統計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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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顯示教科書中男性出現率多於女性：男性佔 59%，女性佔 41%，男性就業率

(68%)也高於女性就業率(32%)，女性職業角色偏向社會服務性工作例如:女銷售員、診所

醫院醫護人員、秘書、辦公室女業務員及女教師等，其社會地位及收入皆比男性職業角

色低。男性職業角色偏向社會地較高之工作：廚師、工程師、建築師、科學家、發明家、

人事主任及企業家等，Schritte international, 第一冊至第六冊中提供給女大學生相

較於男大學生較少之職業認同的可能性。 

教科書中家庭型態的呈現偏重於鼓勵小家庭之組成對其他多元化家庭卻較少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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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環境中女性常扮演媽媽的角色或家庭主婦之角色，其工作為購物、煮飯及照料小

孩。男性其實很少出現在家庭環境中，即使有也是負責洗車、修理電器及整理花園等工

作。兩性在家庭範圍之角色呈現傳統之性別刻板之區分。 

兩性再公眾場合之表現也是男性比女性優勢，教科書在個領域出類拔萃例如:政治、

歷史、文學、音樂、企業及娛樂界等者多為男性，包括路德維希國王、歌德、巴哈、莫

札特及布萊德·彼特等，在社會及政治生活的定位及職場上之地位與聲譽皆高於女性，

Schritte international六冊教材在公眾領域裡無法提供大學生们足夠之女性公眾人物

認同可能性。 

語言之呈述也偏向女性傳統角色扮演及用語例如媽媽在電話中對兒子噓寒問暖或囑

咐女兒要購物及打掃房間，在職場中只使用男性職業詞彙代表兩性職業稱呼等。教科書

中使用語言表現女性恐懼考試及不安等負面情緒，這些描繪皆無法提供兩性及正確之性

別認同。      

 

六、總結 

    從研究分析結果可以發現 Schritte international, 第一冊至第六冊的教材持續延

用傳統刻板之兩性關係，女性在職業表現公眾之場合及家庭範圍皆處於弱勢族群，即便

書中呈現出社會之現代兩性形象，但終究無法提供足夠的女性領導之職業形象及兩性平

等之工作分配。 

 

七、建議與展望 

 在現代社會急速發展下，女性在公眾場活愈來愈展露其能力，女性社會角色也跟著

改變。教科書應將在此社會發展改變中之兩性角色表達出來。評析之目的希望教師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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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會議時針對性別認同討論並提供具兩性平等書單，此外也建議教師與學生一同分析

教材，使學生可針對教材中傳遞之性別角色進行討論，進而對性別認同問題有更深入之

了解。最後期待出版社未來編輯教科書時能將兩性議題及性別認同納入其書中的主題，

避免兩性不平等及性別意識型態之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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