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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知識與權力：性別議題在九年一貫教科書文本的論述分析

莊明貞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壹、前言

就我國性別平等議題在本土中小學的課程發展的沿革，歷經幾個重要政策立

法與課程沿革，最早可溯源於一九九六年於行政院教育改革委員會將「兩性平等

教育」明載於總諮議報告書中，政策的法源卻在同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明

令中小學每學年實施八小時之兩性平等教育相關課程，該時期大多數的學校以

「活動課程」或「補充教材」的添加式取向為主要課程實施方式，因將性別議題

置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學校課程實施也以性騷擾或性侵害防治等課程內

容為主，該時期學校雖設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但推動主軸卻仍以性教育及兩

性教育為主，直到一九九八年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總綱中明訂將社會重大議題：

「資訊、人權、性別、環境、宗教」等議題採融入方式進行後，我國課程史才首

度在正式課程綱要中將官方知識課程中所忽視或懸缺的幾個社會新興議題納入

課程綱要中明訂實施，惟因六大議題能力指標在融入學科課程綱要過程中歷經性

別、學科課程、不同利益團體之間對多學科統整為一學習領域有不同觀點與立

場，致使性別議題課程的融入學科在政策決定過程中始終處於知識與權力的競奪

（莊明貞，2000；2002a；2002b）。

二 OOO 年教育部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總綱」，隨後公布「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並於二 OO 一年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課程綱要中將「兩性教育」列為重大議題之一，而且採取融入七大學習領

域之中來實施。這是國內首度針對「性別平等教育」所頒布的課程政策，這也掀

開我國課程發展史的歷史新頁。這確保了國民中小學對於性別平等教育的實施，

同時，也在國中小課程架構中，揭示了性別平等教育的定位，至此性別平等教育

已成為我國合法性的官方知識。然而二 OO 一性別平等議題能力指標在最初公佈

的年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未能獲得有效整合至七大學習領域，因此其後改採以重

大議題課程綱要另行獨立公布。

而九年一貫課程政策主軸是企圖在國民中小學教科書發展及中小學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中適時融入，此階段性別議題的課程建構主要採轉化取向為主。然而

在上述課程政策與實施融入的方式中，研究者仍發現性別議題能力指標未儘能適

時融入在七大學習領域教科書文本中，達成性別在學科知識建構的困難，無論是

現行中小學各教科書審訂版教科書或學校本位課程中雖零星出現性別教育議題

的學習能力指標，但研究者在一項次的國中小教科書評鑑規準以檢視社會、綜合

與健體教科書的知識內容中，卻發現國中小現行版教科書有若干性別平等教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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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指標在現有各版本七大學習領域教科書中能力指標融入的次數懸殊過大，且有

許多性別平等議題能力指標未能有效轉化為單元學習目標與領域教科書的知識

內涵 (莊明貞、呂明臻，2009)。
台灣近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國民教育課程改革，其主軸就是九年一貫課程改

革，然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內容的制定卻充斥了文化政治性，成了各方知識社群
的文化角力場域。因為各方知識社群與利益團體均試圖將它的政治勢力伸入課
程，希望能佔有一席之地。社會新興議題，代表了傳統以來國民教育階段的懸缺
課程，被義務教育所忽略，性別平等教育位列重大議題之一因而首度有課程發展
契機(莊明貞， 2008)。九年一貫課程從九十年正式啟動迄今已完成正式實施一
輪，並於 2007 年起開始進行課程綱要微調研修，並於 2008 年 5 月 23 日公佈修
訂課綱。性別議題作為重大議題之一，雖在 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後
受到政策上較多的關注，但就其知識對學科內容的轉化上，或者說理解課程為性
別文本，卻始終停滯在論理層次，相較許多高階學科，性別議題在學校課程的位
置其仍屬於邊陲的地位，檢視學校所發展的各學習領域課程計劃與教材研發，在
性別主流化的理念持續推動下，學校文本所呈現的性別知識往往在學科中是零星
與斷裂的，離性別文本轉化學科知識的理想始終難以有效落實。

知識生產的再概念化，是課程革新的原動力，在持續進行的性別平等教育課
程變革過程中，研究者也嘗試去尋找理論與實踐互動的架構，作為性別平等議題
在中小學學科知識建構的可行途徑。但究竟這些性別平等議題能力指標在課程編
訂時被各學習領域選擇融入情形為何？其又如何被選擇與組織，性別議題的主題
軸與能力指標被各學領域教科書發展者解讀後，其在各學科知識再現情形又為
何？其中是否在知識重建中泡沫化或邊陲化？諸如此類的問題，在過往有關性別
與官方知識的文獻中皆指出國定課程知識與權力之政治性，其不僅反映在政策面
也可能反映在教科書編輯與學校教師的學科教學中(Paechter, 2000)。性別議題
融入課程的政治性常反映在各國課程改革的文獻上，並直接影響學校的性別分化
建構 (Riddell, 1992)。換言之，一旦性別議題被納入國定課程其在學校所產生
的效應常為一刀兩刃，可以是解決途徑，也可能引導到死胡同裡。

整體而言，性別平等教育作為多元文化教育的一環，從課程發展的實際及中
小學課程結構而言，並不適合如高等教育的婦女與性別研究，採單獨另設一門學
科，即便是高等教育的性別研究也多採跨科際整合方式建構學程。過往多元文化
教育研究 (Banks & Banks，1997) 皆主張不宜將所有族群的文化資產全納入現
行的學科課程之中，因為這將造成學校課程的無限膨脹，導致課程負荷過重，而
且也未必能使文化間有充分的涵化與互動，多元文化教育的課程設計與發展理想
的作法，是將各族群的文化精華或特色融入現有的課程綱要能力指標中，在各學
習領域的學習能力指標中蘊含多元文化的知識內涵，但又不增加學生原有的課程
負擔。

目前本土在性別與知識的再建構，九年一貫課程各學習領域在融入性別議題
的作法，基本上是透過 Banks 等所提轉化課程取向的應用，轉化課程取向雖賦政
治性，但也是許多國家在多元文化課程改革應用在學科知識轉化常用的策略之
一。這一方面顯示我國 1991 年頒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規定每學年中小學
至少實施四小時的兩性平等教育活動課程顯然已不合時宜，雖然現階段性別平等
教育課程發展，與 Teterault（1993）所論及之性別均衡課程階段有一落差，課
程決策當局在融入社會新興課題立意雖然良好，但若要整體課程架構達成性別平
等文本重建之理想，則需要透過各學學習領域課程發展者，或學科教科書編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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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際統整的理念加以慎思課程規劃，教科書編輯者若還是堅持沿襲傳統學科知
識本位，性別平等教育理想恐將難以落實。

我國性別平等教育法於 2004 年 6 月 23 日立法通過，雖然賦予了性別平等教
育在課程發展的契機，但因為一九九八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早先已
公佈了「兩性教育」議題，所以政策當局希望因應法源而能適時改名，基於回歸
課程法源基礎的正當性，目前於 2008 年微調修訂完成的「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課程綱要在課程變革上為對性別研究知識概念範疇有擴增，且增加對若干能力指
標的補充說明，但卻裁減 2001 年版課程綱要學習能力指標總數，並以各階段能
力指標能融入在各學習領域為主要目的 (教育部，2008) 。未來期能與後期中等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綱要作一向上銜接，始能建構十二年一貫的性別平等教育
國小，至國、高中的一貫課程。

國中小教科書作為性別文本是國內重大的知識變革，國定教科書在融入性
別議題後其知識生產過程中如何選擇？其知識轉化情形又為何？有何知識與權
力控制機制？性別議題在融入國中小社會學習領域與綜合活動教科書知識文
本，有否呈現邊陲化現象？諸如以上問題皆為本研究欲分析理解的研究課題。

貳、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基於以上本土國中小課程沿革背景的分析，有以下的主要研究目的，
期在「性別與科技」的國家型計畫完成，並以論述分析進行分析：

一、 2001 年版的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課程綱要之學習能力指標在其後的
社會、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審訂版教科書(以社會、健康
與體育、綜合活動為主)如何被選擇？

二、 經融入的各學科領域性別能力指標在三學習領域教科書的知識內涵
轉化情形為何？性別議題能力指標在融入上述三學習領域的知識布
局又為何？

参、文獻探討

本研究在理論層次擬從課程重建學派、多元文化女性主義論述及知識社會
學等論理基礎，來理解國內課程改革脈絡下將課程理解為性別文本所產生的文化
政治性議題。茲將本研究重要性與國內外相關研究敘述如下：

一、理解課程為性別文本

將課程理解為性別文本即在理解性別和課程之間的關係。課程論述以女
性主義角度分析、或以基進的酷兒理論性別分析，上述分析都關注由社會性別和
生理性別所產生的不平等待遇，其關注的是社會建構所造成的不平等的方式。基
於性別的不平等有可能影響到生活的各方面。據此，女性主義者極力要根除，鑲
嵌於性別之間交互作用的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女性主義理論和實踐挑戰建構和再
現女性從屬關係的意識形態和論述，這些係源自於先天生物性差異並支配特定的
性別角色。從女性主義的角度觀之，學校教育所提供給女性的經驗和結果，其教
育品質仍值得投注大量關注(Gale & Kensmore, 2000)。

性別議題常久以來受到忽視，課程重建學者 W. Pinar 等人(1998) 即指出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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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一些教育體制，即呈現明顯的性別不平等情形。例如：男女同校制，廣招女
性教師；或女孩成為好母親？男孩成為乖孩子？其次是以男性中心的課程，加強
對性別的管控；而這些課程強調性別分工，男孩做工藝、女孩做家政。同樣地，
Delamont(1983) 也發現學校教育在性別對待是保守的。例如：性別隔離非常嚴
格；將男孩和女孩分到不同的課程領域中；提供過時的性別角色模式，強調男性
為養家活口者和女性則為非就業的家庭主婦；無法挑戰學生自己的性別角色刻板
印象；誇大地強化不同的衣著、舉止、語言使用、和活動。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期間，出現了一場 Juliet Mitchell 稱之為”有史
以來最具革命性的運動”。這場運動開始命名為”婦女解放運動”(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其後在學術發展習稱為”女性主義“（feminisms）。一
般而言，針對學校和教育的女性主義或“性別政治”的分析和評論，歐美 20 世
紀 70 年代即開始，它有兩個不同的互補的層面。在第一個層面上，以女性主義
進行批判分析學校教育的物理環境、教科書、規則標準、課堂互動、正式和非正
式的學校政策中體現的性別歧視和性別刻板印象。前述主要關注的是平等
(equity)，而另一層面上，20 世紀 70 年代的批判論述分析和評論研究主要在學
校和社會中性別差異如何產生，包括教育、教育研究、知識觀、關於認知者和認
知對象之間等方面的衍生影響。這種課程研究分析取向更傾向於理論化，與”基
進女性主義”觀點有異曲同工之處，這一取向最終引發了性別分析，並對課程再
概化學派產生巨大的影響。這種女性主義的理論所強調的性別的生產與再製，與
課程政治研究的再製或符應理論相似。20 世紀 70 年代，基進的女性主義者把他
們的注意力轉向到”父權制度”挑戰 ( Pinar et al., 1995)。從基進女性主義
者解讀，父權制度被視為是女性受壓迫的根源；換言之，這種壓迫是男性權力的
產物。女性主義教育學者已指出傳統教育研究的性別盲(gender-blindness)。然
而，敎育中的男性-女性關係，在輓近的教育社會學中也常被忽略。新教育社會
學主要關注於知識的分配和組織、關於階級結構再製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其後的
發展，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嘗試把性別關係的再製納入，而擴展社會再製理論
(J’o’nsson,1992)。

此外 Grant(1992)也引用”性別霸權”這個概念，來說明像性別偏見等性別
不平等的肇因, 建構男性特質和女性特質變化形式的過程類型，從權力和威望的
角度，即以階級制度方式來配置性別，並在學校內創造勞力的性分化。種族主義
和性別主義是連鎖的支配系統，它們彼此互相支持和維持(hooks, 1990)。學生
在相互競逐的形式中做選擇，以形成性別認同和學校的性別霸權。

二、課程分化與性別分化

學校教育立足於公共和私人領域的交叉點，體現了在這兩個領域所發現的性
別矛盾。在小學教育的歷史中，學校的物理空間和課程或許並沒有正式地按照性
別來區分。然而，在成人組織的學校生活中，性別卻是一個可見的標誌。因為學
校老師很習慣採取男生和女性為開頭的稱呼，例如，「男生先來…，再來是女
生…」。教師有時候甚至會將性別作為排列孩童和組織活動的一個基礎。性別是
一種體現並且一種可見的社會類型，它粗略地將人口區分為二，而且對於女孩和
男孩的區分已滲入學校和操場的歷史和知識中(Thorne, 1992)。

國內的研究楊清芬(2002)從社會建構的身體(依著、氣質、侵犯與保護、身
體變化)、學校組織中的個體(依性別擺置個體、男生女生各司其職、為未來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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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個體在社群中的游移(師生關係、男生與女生的空間距離)、空間中的個
體(校園遊戲、對校園的認知、女賓止步、男生的空間比較大)等項目來檢視校園
生活中所充滿的性別不平等的情況。Sadker(1993)將教材內容的性別分化區分成
四大類：性別刻板印象；男女性出現次數差距太大；常用男性專屬語言；偏差失
衡。

然而，性別分化從課程論述分析來入手，應該是可行的。因為課程組織的規
劃與安排主導著學校教育活動的運作，其中所傳達的知識內容也形塑了孩童對於
性別平等概念的建構，其肩負著性別生產與再製的機制，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課程組織對於性別認同和關係的許多分析研究，似乎呈現三種趨勢，即檢討
男生和女生對於課程提供的近用權、對不同性別期待的考量，這種考量環繞在學
科適切性這個概念，以及探究性別分化的意識型態，而如何滲透和侵入在班級中
所利用之文本和論述的形式(Walker & Barton, 1983)，也是八 0 年代的研究重
點。

雖然美國的 Title IX 法案公佈已提供對所有學生在課程領域的合法近用
權，但是傳統的性別角色期待，持續影響了各種的課程領域要由誰來參與。學校
教育中不同性別所經驗到的不同課程，以及對於相同的課程也有不同的經驗。學
校課程和性別相關聯的重要議題即是學術性學科與教材。

性別分化確實藉由課程的傳達而存在，這早在 1985 年 Susan Klein 所編的
“Handbook for achieving Sex Equity through Education,”及近期修訂的文
獻(2007)中 即指出在小學期間，學校傾向以一種性別中立的方式來建構課程；
換言之，所有的內容都要教授給全部學生。然而，統計學生在學校的參與情形，
卻顯示在某些學科領域不同性別之間有明顯的落差現象。而依性別來檢視學生對
課程的參與，有數個普遍的假設。其一、各種不同學科課程領域的學生成就，會
隨著不同的性別群體而下降。其二、某些學科領域的學生參與量(選修量)會有性
別差異。其三、對於課程的態度或信念，不同的性別群體之間會有差異。這些研
究結果皆顯示學校不同學科學習會形成課程在性別的分化，這也是本研究想要檢
視比較不同學科在性別平等議題的知識負載情形，因性別分化對學生學習與生涯
選擇將產生重大影響。

三、性別文本的論述分析研究

回顧性別議題的正式教科書檢視研究，從早期 1988 年婦女新知基金會體檢
教科書肇始，發現教科書的圖文內容，男女比例過於懸殊，男性角色多元、位階
高，女性除了以操持家務的賢妻良母角色受到再現之外，女性角色普遍社會位階
低，而且提供的素材主要在教導傳統社會中的男女刻板印象，與現代性別角色差
距太大，對於女性生涯觀與現代婚姻倫理的轉化會造成的偏見歧視的影響。乃至
於其後受到性別研究社群與不同學科課程研究學界的重視，諸如歐用生（1985）、
李元貞（1994）、黃政傑（1988）、謝小芩等（1994）、蘇芊玲（1997）、方德隆〈1997〉、、
莊明貞（1995、1997a、1997b）也都曾陸陸續續對國內在不同時期所發展的不同
學科教科書意識型態進行檢視與分析，上述文本分析研究大多檢視民國六十四年
課程標準及八十二、八十三年課程標準所發展出來的國編本及審定版各科教科
書，發現其中充滿了許多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有的則從量化數據以途顯女性角
色楷模的隱而未見。近年來課程變革後的教科書研究。粟慧文(2003)檢視九年一
貫課程國小語文領域教科書性別角色內容分析發現：課文中的人物刻板情形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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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但兩性職業與家務分工有明顯的刻板印象，而教科書中女性特質仍舊是溫
柔、戀愛；男性則是強壯的、愛冒險。

揆諸以上性別在教科書文本的研究成果，相較以往國對教科書性別意識形態
的分析，有系統而長期縱貫比較不同時期性別議題在知識文本變革之研究卻相對
闕如，而對於近期國內課程變革中性平等議題能力指標中知識概念如何轉化與再
現於新版教科書的研究更是付之闕如，分析性別議題在自然與科技學科的文本分
析研究相較社會科更少，本研究在此時知識變革快速中，擬從事新課程文本論述
分析更突顯其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教科書文本的性別意識形態檢視雖有消極避免教材中的性
別、種族及社會階層等的意識型態及性別角色刻板化的再製問題，但終究無法建
構一個「無性別偏見的課程文本」，有鑑於性別研究有促進課程知識的再概念化，
從 1988 年起，大量的性別議題研究在學術知識社群逐漸產出，受到九年一貫課
程將性別平等議題融入至國定課程的影響，研究的取向逐漸脈絡化，近幾年許多
博碩士學位論文(林昱貞，2001；林淑芳，2002；林碧雲，2001；殷童娟，1999：
高志芳，2004；張如慧，2001；張志明，2003；陳靜琪，2003；楊蕙菁，2000；
蔡淑玲，2002；鍾佩怡，2000)皆關注在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融入和課程的實踐
上，多數將性別議題融入傳統學科中加以進行課程實踐行動研究，企圖整合文化
價值轉化學科知識成為性別均衡的學校課程文本。這方面的知識產出在學校場域
顯現實務工作者結合其性別意識所試行的課程研究正逐漸受到重視。

楊蕙菁(2001)、吳雪如(2002)與高志芳（2004）的合作行動研究，則是在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的架構下，採取主題統整課程的設計，將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
在正式課程中，在各學習領域實施，其課程設計的方式，打破與單一學習領域的
結合，採取主題統整式，與各學習領域的概念結合，在適合的學習領域中融入。
另外，蔡淑玲(2002)也是採取行動研究，但整個課程設計方案是在輔導活動課中
實施，並未融入九年一貫課程學習領域架構下。林淑芳(2002)亦是以「性侵害防
治」為主題的課程方案，在「性侵害犯罪防制法」的脈絡下實施，此項研究較傾
向於在九年一貫課程架構之外另行設計主題式統整課程。吳秀玲 (2007) 則結合
敘事探究與合作行動探究敘說國小女教師性別意識覺醒與其自我在學校場域課
程實踐之歷程，此類研究皆為教師理解課程為性別文本的脈絡性研究。

而在國際性別課程的文獻顯示，美國學者 Teterault（1993）在建立多元文
化社會中性別平衡課程架構中，曾提出一個課程發展階段論，此階段論，係在學
科發展的分類系統中，編入女性的傳統歷史和經驗課題。而關於此性別均衡的課
程階段模式，依次為：男性界定課程、貢獻課程、雙焦點課程、女性課程、性別
平衡課程。對此五種課程階段的假設，係認為某一階段取代另一階段是繼續存在
的，而非直線式的代替。在相互反應與互動交織中，由前一階段，如補丁式的慢
慢演化至下一階段。教師、課程學者、及教科書發展者，對特定階段的文本與閱
聽者的互動理解與意義的詮釋對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是格外重要的。

以我國現有的性別議題與知識變革發展大致上發展軌跡也是如 Teterault
所提課程發展階段一般，依據以往八十二年課程標準課程架構，性別教育的課程
實施，在課程設計上並未改變既有的課程架構，而是以添加取向的方式，從貢獻
的模式漸進入添加的模式。早期大多為添加式的課程對主流知識體系影響不大。
其後 2001 年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公布後地方縣市教育局所編撰之「性別平等教育
補充教材」大多依循 2001 年教育部第一次所公佈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兩性
教育議題」課程綱要，但這些補充性教材相對學校學科課程知識對學生的影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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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是有限，大多數學科課程無論是教師指引或學生用教科書的發展會朝性別可以
充實與轉化學科知識加以編輯。

據一項加拿大國家大型課程性別充實課程的課程轉化研究指出，將性別融入
教育科技、自然科學、職業教育及社會與語文等科目課程是一項前瞻性試驗，但
也是一項充滿知識革命的政治性計畫(Gaskell & Willinsky, 1995)。

而根據對教材部份國外研究成果大致指出有幾個問題呈顯：首先是隱而不見
(曝光率低)：即女性在教材中呈現的次數遠低於男性；其次為刻板印象：對女性
存有偏見；第三為不真實(位置、核心家庭)：女性圖片被置放的位置及以核心家
庭當作範本)；最後為分裂/孤離(在教科書安插一些關於女性表現的內頁以回應
婦女運動的要求，或在章節末尾提到女性的貢獻，但是卻未修改主要的文本內
容，即以貢獻取向處理)。分析上述在教材中關於女性的再現主要有二個問題：
首先是職場中的僵化性別角色意象；次為在文學課程中是否要包括一些不同群體
的文章？及至小學教育為止，男孩和女孩知覺到某些內容領域似乎具有”男性氣
質”或者”女性氣質”。這種把某個課程領域認同為某個特定性別的疆域，將影
響學生對他們自己的職業生涯選擇之期待。有些學生就算給予選擇權，也將會迴
避某些學科課程內容領域，因為它體現了與他們的性別角色期待互相衝突的特質
(Sadker, Sadker, & Long, 1993)。

近期 Bailey (2002) 所主編「性別與教育」中有關性別平等的課程研究大多
指出，在中小學階段的課程並非性別中立的。不論女孩、男孩或老師都認為閱讀
與寫作是”女性氣質”的。連全球性的閱讀測驗都顯示女孩的成績比男孩子好。
研究顯示數學和科學是更明確的，上述二種學科被認為是”男性氣質”的。若給
予選擇權，女孩比男孩較不可能選擇高階的學科如數學和科學。這種課程依性別
群體而分類的結果，不同性別在大學和其後的職業選擇變得更為明顯。在職業領
域分化更為明顯，其為學校教育學科課程刻板印象的再製：女性被鼓勵選擇養育
和與孩童相關聯的工作，如幼教工作；而男性則要選擇大科學類的職業，如電腦
科技工程師等。

綜上分析，從國內相關性別平等教育的課程研究知識庫可理解，性別課程發

展逐漸從傳統課程中男性界定的課程逐漸發展到性別平衡課程，並從添加取向的

課程到轉化取向的課程，最終目標在於社會的整體改革。
此外課程研究典範因受到女性主義教育學之啟發，性別與課程研究也逐漸從

概念實證取向轉向質性典範的研究，並重視實務工作者的實踐知識的課程行動研
究漸蔚為風潮。然而這些研究側重工具知識的產出，即較多研究興趣在於性別議
題如何融入學科課程，即便是研究者過往在政策性的委託案亦是課程轉化取向的
應用(莊明貞等 2005a，2006)，但對於不同領域內學科課程設計者如何理解課程
為性別文本，性別議題在高階學科的知識再現之論述分析則較少著墨，從後現代
主義或後殖民主義的論述分析更為闕如，這是本研究想要進一步補足的。

性別的知識關涉著價值，其所屬議題也關涉政治、倫理、哲學、法律，所處
理的知識論範疇可包涵男性主義、種族主義、教條主義、沙文主義、霸凌主義、
多元文化主義、女性主義等，這些理論所指涉的知識假定，都將在性別知識的文
本分析中進一步討論，因學校學科教科書，往往是教師課程決定知識的主要來
源，也是學生獲取知識的主要來源，其重要性不言可喻，也突顯本研究的意義與
價值。

本研究基於上述理論視野的分析，有鑑於甫微調修訂的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課
程綱要之審訂教科書即將於 2010 年正式實施，在此教科書修訂之前為掌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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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以瞭解 2001 年版教科書如何被選擇，企欲理解性別議題在 2001 年版的國中
小各學學習領域審訂版教科書如何被選擇？性別議題能力指標在各學習領域分
布情形為何？(特別在政策重點融入學科例如：社會、健康與體育及綜合活動)，
經融入的性別能力指標在各學習領域的知識轉化情形為何？並論述前述學習領
域之中各學科權力角逐情形對性別議題融入學科知識有否造成性別議題邊陲化
之影響。本研究擬以此研究目的作為主題以開拓性別研究與課程知識文本研究的
新視野。

肆、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批判論述分析

本研究採 Fairclough 論述分析 (Chouliaraki & Fairclough， 2002；
Fairclough, 2002a； 2002b)，來理解本土性別議題融入學科領域所產生的知
識、權力與控制議題，特別是在社會學習領域、健健康與體育及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的知識文本分析涉及眾多傳統學科其知識疆界之重組更為明顯，又加上性別議
題的跨越邊界，特別突顯其文化政治性，以 Fairclough CDA 的文本與論述分析，
來搜集與分析本研研究資料可以詮釋上述研究目的，茲將 Fairclough 的批判論
述分析其研究方法與流程分析如下：

Fairclough 的取向是一種論述分析的文本取向，試圖統合三種方法論傳統
(Jorgensen & Phillips,，2002)：
1.在語言學的範圍之內，詳細地文本分析
2.社會實踐的鉅觀-社會學的分析
3.在社會學之內的微觀-社會學的，詮釋的傳統(包括民族誌方法論和對話分
析)，於此，每天的生活被視為是人們行動的結果，其中他們遵循一組共享的”
共識”規則和程序。

(一) Fairclough 的三向度分析模式

圖 4-1

Fairclough 的 CDA 模式，包括了三個交互關聯的分析過程，而它們是與三

個相互連結的論述向度相聯繫。這三個向度是：(1)文本的語言性特徵，即語言

文本

生產的過程

論述實踐

社會實踐

消費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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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的分析(文本的層次)包括語言的分析和互為文性分析 (包括口語、視覺或者

口語和視覺的文本)；(2)與文本的生產和消費相關的過程(論述實踐的層次)即論

述和文藝作品類型的分析，它們是在文本的生產和消費中被清楚表達的，也就是

文本被生產和為對方所接受(書寫/說話/設計和閱讀/聆聽/觀看)；例如教科書編

輯者的文本生產與教師運用教科書的觀點； (3)文本所隸屬之更寛廣的社會實

踐，即決定論述實踐過程的社會-歷史條件(社會實踐層次)。思考是否這種論述

的實踐，再製了或重新建構了既有的論述規則，以及這種實踐對於更廣泛地社會

實踐可能有的影響(Fairclough, 2002c; Jorgensen & Phillips, 2002; Janks,

2002)。

Janks (2002)認為 Fairclough 的 CDA 這個取向有用之處在於，它使得這種

分析聚焦於組成文本的意符，特殊的語言選擇，包括它們的並列、順序、和佈局。

然而，它也需要讓這些選擇的歷史性決定是被認知的，以便了解這些選擇是與可

能的條件相聯繫。換言之，文本是一種受到社會所控制的論述的一個示例，而且

文本的生產和接受的過程，也是受到社會所限制的。Fairclough 的 CDA 取向之

所以廣為應用的原因在於它提供多元的方法分析切入。問題在於分析者所發現

的，需要加以描述、詮釋和解釋的類型和分裂，往往是交互關聯的(參考圖 4-2)。

圖 4-2 中不同盒子的鑲嵌強調這些向度的交互依賴，和不同分析類型之間向

前向後來回移動的錯綜複雜性。若同時用三個向度來思考，就很容易就掌握

Fairclough 所言盒子的交互依賴性，因為這些盒子是相互套疊而非同心圖。這

種三個向度的想像，使得我們可以了解一個分析的步驟，以檢視一個單獨的盒

子，就需要打破這些盒子之間的交互依賴，而且需要接下來的步驟，把該盒子重

新置回到它交互關聯的位置中。

Fairclough 所揭示的相互文性分析總共有三個主要的分析策略：首先是「論

3.文本

生產和詮釋的各種條件

生產和詮釋文本的過

2.論述實踐

1.社會文化實踐(包括情境的、制度的和社會的)

描述(文本分析)

詮釋(過程分析)

解釋(社會分析)

圖 4-2 Fairclough 的論述和論述分析的向度 (Jank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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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再現的分析」，它所處理的主要是檢視主導再現者的論述與被再現者的論述之

間的邊界如何被維繫與調整。用在傳播事例的分析上，主要即是檢視報導者與被

報導者之間聲明與立場的分際，例如，檢視文本中不同的被報導者，他們個別的

立場、意見與辯駁是否有機會被完整呈現，是被特別凸出還是被減縮淡化，是被

直接引述，還是被間接溶入報導者的論述中？若被引述或報導，其出現頻率、出

現順序以及所占空間又有何不同等。Fairclough 認為所有宣稱客觀平衡報導的

媒介文本中，都可巧妙的利用這種對邊界的操作，隱藏其實質的政治偏好與立場。

互文性分析的第二個分析策略為論述型態的文類分析，它所處理的主要是各

個類型的論述在文本中如何被配置的問題。如在報導文本的內容安排，那些內容

被配置在標題、導言、主要段落、附屬段落與結論中，那些內容作為故事部分形

成敘事(narrative)，那些部分另納入說明部分；作為敘事內容的部分，那些被

配置為背景、情節安排如何，那些當事人又被安排為主角或配角等。在

Fairclough 看來，不同類型的論述，都可能會有完全不同配置方式。第三個分

析策略則是就文本中的論述加以分析。它所處理就是文本中不同的立場與觀點，

特別是關乎意識形態部分的配置，例如檢視文本內容中那些是屬於採訪報導對現

場經歷的具體記述，那些是屬於報導者刻意延伸，挾帶立場或觀點的部分，支配

論述與對立論述在文本中又是以什麼形式構連等，那些立場與觀點是明示亦或是

暗示的等，對 Fairclough 而言，這部分的檢視，主要即在呈現媒體文本的意識

形態歸屬。

二、研究架構與流程

教科書作為性別重要文本的成果，其知識生產過程是需要加以分析，根據
Fairclough CDA 的觀點，這些向度的每一個都需要不同種類的分析(Janks,
2002)：1.文本分析(描述)；2.過程分析(詮釋)；3. 社會分析(解釋)。

本研究採用之 Fairclough 批判論述分析，並配合研究目的加以修正，主要以
文本分析及過程分析為主，茲將研究架構與步驟分述如下：

圖三、 本研究架構

文本分析
-----------------

性別議題社會、健
康體育及綜合活動

分析

過程分析
----------------------
性別議題社會學習領
域與健體與綜合活動
對話分析

社會條件分析
-------------------
解釋性別議題知識
在不同學科文本中

再現差異

描述(文本分析)

詮釋(過程分析)

解釋(社會分析)

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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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前述 Fairclough 的 CDA 向度分類，在不同研究期程有以下研究流
程：根據 2009 年研究者已發展的三學習領域教科書評鑑規準已於執行中由主持
人、共同主持人組以三學習領域定量檢視與定質分析，逐冊以單元逐課進行文本
分析，以描述修訂的國中小各學學習領域審訂版教科書(以社會、健康與體育及
綜合活動為主) 性別議題能力指標如何被選擇？(文本分析)再詮釋性別議題能
力指標在各學習領域情形分布為何？(過程分析)，經融入的性別能力指標在各學
習領域的知識轉化情形為何？解釋前述性別社會建構知識的布局為何？其突現
那些知識內涵性別分化現象？(社會分析)

圖 4-4、 研究流程圖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根據研究者所建構的性別教科書評鑑規準，本研究旨在分析性別議題融入社

會、健體與綜合三個學習領域，那些性別指標被教科書編輯所選擇，其在各審定

版教科書中的知識分佈為何？其知識轉化情形又為何？以下將分析結果分別討

論。

文獻瀏覽/研究方向確定

確定研究目的與方法

文獻評析

撰寫研究結論與建議

教科文本分析 焦點座談

批判論述分析

論文完稿/發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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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入性別議題融入三個學習領域教科用書知識分佈情形之分析

在檢視教科用書的知識分布情形，發現 2001 年版教科用書中，仍潛藏有一

些性別刻板化及性別偏見等現象，以下茲就國中小學三個學習領域的教科用書，

各舉一些實例加以詮釋：

(一)社會學習領域知識分佈情形分析

1、國小教科書

本研究實際檢視 2001 年版本的教科用書時，發現在國小社會學習領域性別

知識分佈情形不甚理想，相關情形如圖 5-1 所示：

檢核版本
翰林版南一版康軒版

國
小
社
會
不
符
合
程
度

30

20

10

0

六年級
五年級
四年級
三年級

適用年段

圖 5-1 國小社會學習領域性別議題融入教科書呈現情形

註：條狀圖程度越高，表示該版本越不符合性別平等原則/ 以累加次數作為計算

由上圖所示，國小社會領域教科書融入性別議題的知識分佈不甚理想，只有

康軒版的三年級與翰林版的六年級表現較佳，其餘年段的性別內涵均有待深化。

透過研究者所發展之性別平等教育教科書評鑑規準(莊明貞、呂明蓁，2009)

來分析國小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檢視結果發現「社會領域教科用書能均衡呈現

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社會領域教科用書能呈現性別平等的資源運用與分

配」、「社會領域教科用書封面、內文與插圖能呈現多元的性別角色」部分尚能呈

現符合性別平等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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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其他評鑑規準所呈現的檢視結果不儘理想，換言之，徒具指標但實質內

涵未能突顯性別理念，研究中發現以南一版本六上第 54 頁在探討「社會變遷當

中的家庭變化」為例，文中則只探討到大家庭到小家庭的變化，並未能呈現當代

社會當中如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外籍配偶家庭、繼親家庭…等型態，缺乏多元

家庭型態的呈現（見圖 5-2），這樣的教科書內容呈現易窄化當今社會當中多元

的家庭型態，也有再製美好家庭的圖像即為-大家庭或小家庭的意象。

圖 5-2 社會學習領域—國小組—版本：南一（六上）

整體而言，可以發現國小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在封面、內文、與插圖部分

有積極欲呈現性別特質的多元面貌，如教科書版本康軒六上學生手冊第 46 頁、

第 47 頁部份，以「女性在社會中多元角色」的圖文，來帶領學生了解性別可以

突顯在各行各業中性別均衡表現（見圖 5-3）。



15

2、國中教科書

本研究實際檢視 2001 年版本的教科用書時，發現國中社會學習領域的知識

分佈情形，如圖 5-4 所示：

檢核版本
翰林版南一版康軒版

國
中
社
會
不
符
合
程
度

30.00

20.00

10.00

0.00

九年級
八年級
七年級

適用年段

圖 5-4 國中社會學習領域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教科書呈現情形

由上圖所示，國中社會領域教科書的知識分佈，只有康軒版的七年級與翰林

版的七年級融入情形較佳，其餘年段的內容均有修正空間。本研究應用性別平等

教育教科書評鑑規準檢視現行社會教科書文本發現，透過性別平等教育教科書評

鑑規準的質性檢視，可發現現行 2001 年版國中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內容所再現

的性別概念與意涵在教學屬性的部份符合度最理想，而性別平等教育教科書評鑑

規準與課綱主、次概念的對照分析，本研究發現，現行國中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

內容中所再現的課綱主、次概念，大凡以「性別角色的刻板化」為主，而兼及「多

元文化中的性別關係」等次概念，以知識概念「資源的運用」則未能再現。

整體而言，在國中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的檢視結果發現「社會學習領域教科

用書能破除性別角色的刻板化現象」、「社會學習領域教科用書能探討家庭與婚姻

中的性別權力關係」、「社會學習領域教科用書能引導學生不受性別限制地參與公

共事務」、「社會學習領域教科用書能引導學生實踐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平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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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社會學習領域教科用書封面、內文與插圖能呈現多元的性別角色」部分較

能符合課綱指標意涵，仍有少部分是可以更加精緻化及詮釋深刻，經分析發現教

科書當中的插圖仍有以男性為主之活動，以版本南一七上為例（見圖 5-5）在插

圖當中主要介紹動手做實驗，然圖片當中卻發現動手做實驗的參與者角色都是以

男性為主，此現象突顯傳統之性別角色刻板化印象以及性別從屬之偏見仍存在。

圖 5-5 社會學習領域教科用書-版本：南一(七上)

以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版本翰林七上第 174 頁為例，內文中介紹西點軍校女

狀元-劉潔之傑出表現，此例可引導學生破除性別生涯規劃的限制，也希望透過

教師的引導讓學生了解每個人在生涯規劃上是沒有性別之限制，破除傳統中有性

別刻板化印象之職業，例如：警察、軍人、護士、醫生等。這樣的一個故事呈現，

呈現出女性也可以在軍校中有傑出的表現（見圖 5-6），是性別角色多元化的一

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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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社會學習領域—國小組 版本：康軒（六上）

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編者也積極將性別平等教育之內涵轉化落實於教科書

當中，然在其他性別知識呈現上則是有待改進，像是在分析中發現「需要勞力性

的職業大部分仍由男生擔任，像是農夫、漁夫，女性則是擔任服務人員」、「做實

驗的則是男性、跳舞的則是女性」，無形中似乎也傳遞了職業的性別區隔現象。

整體而言，可以看出社會領域教科書業者欲鬆動社會中既存之性別刻版化印

象的努力，並適時反應性別角色的均衡；但是在編輯或是設計課程時能確實將性

別議題能力指標「融入」到教科書當中而非只是「套入」指標而已，使性別平等

教育的理念能真正實踐。

(二)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知識分佈情形分析

1、國小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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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實際檢視 2001 年版本的教科用書時，發現在國小健康與體育學習

領域方面，不理想程度頗高，知識分布情形如圖 5-7 所示：

圖 5-7 國小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性別議題融入教科書情形

由圖 5-7 所示，經過研究檢視結果，雖然各組檢視人員樣本不高(N≦18)，

但檢視國小健康與體育領域融入性平議題知識佈局均不甚理想，只有翰林版的六

年級部份，表現比較良好，其餘的年段性別知識內容均未來可需要再修訂。此外，

在檢視教科用書的歷程中，發現 2001 年版教科用書中，仍藏有一些待改善的性

別偏見等現象。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應用性別平等教育教科書評鑑規準，加以檢視現行教科

書文本發現，2001 年版國小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教科書內容所再現的性別概念

與意涵在內容屬性的層次較高。換言之，從國小健康與體育領域教科用書的分析

結果可知，在教科書物理屬性的呈現「教科用書封面、內文與插圖能呈現特質多

元的面貌」以及「教科用書文字使用能符合性別平等觀點，避免使用性別偏見的

語彙」現行國小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教科書內容中的知識佈局，在融入性別議題

檢核版本
翰林版康軒版南一版

30.00

20.00

10.00

0.00

六年級
五年級
四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適用年段
國
小
健
體
性
別
不
理
想
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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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健體領域，尚須加強的是「性別的自我突破」的融入。

此外，透過性別平等教育教科書評鑑規準與課綱主、次概念的對照分析下，

發現行國小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教科書內容中所分布的課綱主、次概念，以次概

念「多元的性別特質」不符合的情況最為嚴重，以南一版本五上，圖文第 43 頁(詳

見圖 5-8)，以此實例說明應如何呈現此一概念於教科書中，以探討性別特質的

多元面貌的方式呈現教科書內文中引導學生採用討論的方式來了解男女性別特

質的異同，激發學生對此問題的批判慎思思考。此種詮釋方式有別於傳統性別特

質以描述的方式呈現，將能更有力的傳達敎科書文本引導學生認識性別多元面

貌。

圖 5-8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國小組 版本：南一（五上）

再者，以「身心發展差異」知識轉化示例為例，從版本康軒一上，圖文第

83 頁(詳見圖 5-9)，可知教科書編輯疏忽了教科書內文的圖片僅以男性意象來呈

現人生的四個階段，其呈現的男性圖片也易讓學生聯想男性的陽剛形象，容易再

製傳統男性特質的刻板印象。編者未儘掌握讓學生認識不同性別者身心的異同，

未來除了圖片應程現更多元的性別角色發展外，在教科書的內文應引導學生有更

多的討論與反省思考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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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國小組 版本：康軒（一上）

2、國中教科書

實際檢視 2001 年版本的教科用書時，發現在國中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國中

組部分，不盡符合程度頗高，知識分布情形如圖 5-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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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國中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性別議題融入教科書情形

由圖 5-10 所示，國中健康與體育教科書融入性平議題的知識分布均不甚理

想，該年段性別內涵均有擴展的必要。此外，在檢視教科用書中，發現 2001 年

版教科用書中，仍潛藏有一些待改善的性別分化的現象，以下茲就國中小學三個

學習領域的教科用書，各舉實例加以分析：

根據國中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教科用書的分析顯示，2001 年版國中的健康

與體育領域教科用書中，以評鑑規準檢視之結果發現，教科書的內容極缺乏性等

平等教育的意涵。針對此一情況，宜在 2010 年重新修訂時重視此一缺失，透過

性別平等教育教科書評鑑規準的質性檢視，可發現 2001 年版國中健康與體育學

習領域教科書內容所再現的性別概念與意涵在教科書「物理屬性」的部份符合情

形較為理想，而在內容屬性與教學屬性的部份則較低；由研究結果顯示，特別在

「身體意象」、「性騷擾與侵害防治」、「性別角色的刻板化」以及「校園資源的運

用」等次概念呈現完全不符合的結果比例最多。此外，透過性別平等教育教科書

評鑑規準與課綱主、次概念的對照分析，發現現行國中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教科

書內容中所出現的課綱主、次概念，以「性別角色的刻板化」為主，及「性騷擾

與性侵害防治」等次概念為主；至於教科書中文字敘述有版本仍使用「兩性」的

詞彙，對於「性別」的意涵未能十足掌握。更進一步分析之，發現主題軸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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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自我了解」的分布情形較其他主題軸弱，可知日後教科書修訂編輯內容，不

論文字描述或是圖像呈現皆需加強此部分的融入。

以南一版本七上為例，整體顯示較需加強融入的知識概念為「性別的自我瞭

解」中的次概念「職業的性別區隔」，如第 22 頁圖文(詳見圖 5-11)中，顯示教

科用書內文的引導以及極力傳達出不同職業應以個人的特質為選擇的依據，消除

職業性別刻板化的不正確觀念。再以南一版七上為例說明，整體著力最多的「性

別角色的刻板化」知識概念上，第 23 頁圖文雖強調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會影響青

少年自我的概念與生活，但圖文不相符，顯示已標示能力指標，但未實質融入，

知識佈局雖欲說明「男女在生理及心理上會有不同的發展」，但卻又以傳統的刻

板印象來呈現性別角色間的差異性。

圖 5-11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國中組版本：南一（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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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國中組版本：南一（七上）

綜上所述，國中小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在性別知識選擇上，教科用書融入的

性別平等議題的地方包括內容屬性部分需關注更多元的性別面向，不僅是文字書

面或是圖片上的改變，更需要內化各項指標到教科用書的內涵並加以深化；教師

在進行教學活動之際，宜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不宜落入傳統性別刻板的視框中，

或是侷限了教科用書中值得延伸的性別平等議題。學習階段的部分，有待教科用

書編輯在設計融入性別平等能力指標，需考量學生的發展水準，使用適切的能力

指標，並做一有連貫性、關聯性及層次性的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教科用書的內

容中。

(三)綜合活動知識分佈情形分析

1、國小教科書

本研究實際檢視 2001 年版本的教科用書時，發現在國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的性別知識分佈，如圖 5-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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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國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性別議題融入教科書呈現情形

上圖所示，國小綜合領域融入性別議題的知識分佈在各年級呈現不均衡現

象，宜再針對相關圖文內容與教學活動設計做審慎的修訂。整體而言，現行國小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科書文本中所呈現之性別平等教育的概念與意識型態仍有

落差。

在性別知識選擇上，從各版本敎師手冊中的單元概念架構表中，可以看出編

輯者對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能力指標的融入選擇，仍存有許多錯謬概念與迷思；以

翰林版為例，教師手冊第 182 頁的單元概念架構即呈現國小四下的教科書卻選擇

融入三個低年級適用的能力指標1，此等能力指標錯置的問題在現行國小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教科書文本中不遑少見；錯置能力指標顯示編輯者在編輯理念上仍然

欠缺對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相關概念與意涵的充分掌握，且易忽略兒童在性別認知

與情意的不同階段之發展。

檢視現行教科書文本發現 2001 年版國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科書內容知識

分佈情形，在性別概念與意涵在物理屬性的層次符合度較高，而在內容屬性與教

學屬性的層次上符合度較低；換言之，現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科書其所再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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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概念與意涵多半仍只著墨在「封面與課本圖文內容的男女性別比例平衡」與

「文字使用能符合性別平等觀點、避免使用性別偏見的語彙」的技術理性上，而

在相關教學活動與學習內容的設計上，或欠缺連續而具深度的引導討論，或僅有

認知面向的概念學習而欠缺情意面向的意識涵養與行動面向的社會實踐，而使其

知識分佈整體內容呈現深化不足的現象。

透過性別平等教育教科書評鑑規準與課綱知識概念的對照分析，本研究初步

發現，現行國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科書內容中所再現的課綱主、次概念，大凡

以「性別角色的刻板化」、「職業的性別區隔」、「情感的表達與溝通」為主，而兼

及「身心發展差異」、「多元的性別特質」等次概念，至於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課綱

中第一主題軸「性別的自我了解」與第二主題軸的「性別人際關係」，相關課本

圖文與單元活動設計的討論與課程設計實未真正進入概念意涵，尤其對第三主題

軸—「性別的自我突破」—下的知識概念的詮釋與再現更近乎付之闕如；換言之，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在現行國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科書的知識概念體系中仍處

在知識邊陲位置，教科書中知識內涵與教學設計並未能有效的將性別議題課程綱

要融入與轉化成為充實的學習內涵。

而在現行版國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科書著力最多的仍是「性別角色刻板

化」的概念向度上，現行教科書編輯在解構傳統教科書中以男性形象為中心的企

圖上戮力不少；以版本康軒六上為例，學生手冊第 30 頁到第 37 頁內容(詳見圖

5-14)即力圖以「男性亦可參與家事分工」的圖文來引導學生釐清性別角色的刻

板化現象，雖然整體性別平等教育的終極目標，仍預懸在多元化的性別角色與性

別分工之上，但遺憾的是此等圖文未能突顯「男女性共同參與家事分工」，但揆

諸傳統敎科書以女性形象為家務中心的作法，此單元活動不可不謂性別平等在敎

科書文本中的一大突破。



26

圖 5-14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國小組版本：康軒（六上）

整體而論，現行版國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科書內容仍有諸多隱而未見的性

別形態呈現，例如版本康軒六上，學生手冊中圖文(詳見圖 5-15)雖力圖以比例

平衡的男/女性形象來引導學生「不受性別限制展現自我」的概念，然而在僅有

平面的圖文呈現、欠缺深化活動引導的情況下，圖文中「男/女生在動/靜態活動

選擇的二分」、以及「服裝顏色藍/粉的男/女形象區隔」仍有再製「性別的刻板

化印象」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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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國小組版本：康軒（六上）

2、國中教科書

本研究檢視 2001 年版本的教科用書時，發現在國中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不

符合程度頗高，性別知識佈局仍未盡理想，如圖 5-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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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國中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性別議題融入教科書呈現情形

由圖 5-16 所示，國中綜合活動領域融入性別議題的檢視結果均不盡理想，

可望在 2010 年版修訂時，作為改善的依據。整體而言，較諸現行版國小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教科書內容，國中綜合學習活動學習領域教科書文本中性別平等教育

議題之相關概念的知識再現情形符合性別平等情形更不理想，這或許是因為國中

的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所統整的學科甚多，以致性別議題相較在國中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知識體系中的邊陲化現象又更嚴重於國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總體分析，透過性別平等教育教科書評鑑規準的質性分析，可發現現行 2001

年版國中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科書內容所再現的性別概念與意涵在教科書「物理

屬性」的符合度較高，而在「內容屬性」與「教學屬性」的部份符合度較低；此

外，透過性別平等教育教科書評鑑規準與課綱主、次概念的對照分析，發現現行

國中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科書內容中所再現的課綱知識概念，大凡以「表現自我」

為主，而兼及「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等次概念；至於，因應國中階段學生身心

發展上最迫切需要認識的「性取向」、「多元的性別特質」、「性與愛」等課題卻幾

近懸缺，或將性別平等教育中多元的性別概念簡化成為男/女的二元分化， 這似

乎也陳顯出教科書編輯對於相關的性別概念的討論處理仍趨向保守，未能符應整

體社會變遷對性別概念多元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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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版本翰林七上為例，整體著力最多的「表現自我」的概念第 32 頁圖文(詳

見圖 5-17) 中極力呈現男、女同學在小組活動中不分性別、人我皆樂於發揮所

長，為團體貢獻己力；佐以該單元活動設計豐富的引導與討論，整體教學內容設

計較諸傳統敎科書確實更具「引導學生在性別互動中展現自我」的效果。而南一

版八上雖戮力於引介「身體的界線」此次概念，然而內容卻只呈現女同學對性騷

擾男同學表示「我不喜歡別人對我毛手毛腳」，缺少進一步的討論性騷擾與性侵

害的定義與發生是沒有性別區別，此活動易再製「男性為加害者/女性為受害者」

的刻板化印象。

圖 5-17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國中組 版本：翰林（七上）

綜上所述，可知現行 2001 年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科書內容，無論在國小

學習階段、抑或在國中學習階段，普遍都陳顯出僅有平面的圖文呈現而欠缺深入

引導討論與批判反思；揆諸性別議題課程綱要中，預懸將認知層面的性別概念學

習與情意層面的性別意識涵養，具體轉化成為行動層面的批判、實踐，不可諱言，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科書做為統整課程的代表學科，在性別議題融入仍有待加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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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議題能力指標在社會、健體與綜合活動三學習領域教科書的知識內涵轉

化情形之論述分析

在檢視教科用書的知識分布情形，發現 2001 年版教科用書中，仍潛藏一些

待改善的性別刻板化及性別分化等現象，以下茲就國中小學三個學習領域的教科

用書，各舉一些實例加以詮釋分析。

(一)社會領域已標示性別指標但實質內涵未融入之分析

由於社會領域學科的特性使然，使得性別平等教育的指標所欲達成的目標可

以與社會領域課程目標結合，但性平議題指標融入社會領域課程，仍然呈現出教

科書編輯者的性別敏感度，以及對性別指標的知識不足，造成性平指標在融入社

會領域時，呈現已經「標示性平指標，但卻未有實質融入」的現象，以及性平能

力指標雖標示出，但融入到社會領域教材時，卻未更進一步檢視社會領域教材中

的不平等價值。

1.南一版(六上)「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單元

在此單元中提到傳統社會以男性為主，女性地位低落，但到了現在則是男女

平等，皆可追求自我實現。並在插圖中提出「奶奶認為女人下班後應該把家務處

理好，男人才沒有後顧之憂；可是媽媽下班回家已經很累了……」；在第 91 頁圖

片 1中敘述「以前社會不認同女性的地位，族譜中只列男子的名字，沒有女子的

名字」；在圖片 2中說明「現代女性可以和男性共同參與國家大事（臺灣第一位

女副總統）；從這些主文與圖片中引導學生了解，隨著時代演進，性別觀念、男

女角色、性別認同等都會出現差異。

另外在第 96 頁中，圖片 1說明「傳統的婚禮要新娘過火爐，是希望不要將

壞習慣帶到夫家；踩瓦片則是期望不要生女兒。這些作法對女性相當不公平，也

不符合現在性別平等的觀念」，並引導學生思考傳統觀念或作法需要改進的地方。

就上述這些內容來說，性別的指標 1-3-6 與 2-3-10 均有相關內容可以融入，

或獨立進行探討。然而針對「1-3-5 運用科技與資訊，不受性別的限制」與「1-3-7

去除性別刻板的情緒表達，謀求合宜的問題解決方式」兩條能力指標，在教材中

完全不見，在教師備課指引中也未見相關活動與討論，雖然列了能力指標，實質

上並未融入。

本單元其實對於性別角色在社會變遷中的演變，花了一些心思加以處理，也

能引導學生進行討論和思辨，確實有助於能力指標 1-3-6 與 2-3-10 的達成。至

於能力指標 1-3-7，如何引導學生去除性別刻板的情緒表達，或許可以在課本 p96

或指引中增列一些問題如「你或你的親人，有人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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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他們通常會有什麼情緒反應？」「如果是你受到性別的不同平對待，該如何

處理？」就可以引導學生謀求合宜的問題解決方式。

然而對於「1-3-5 運用科技與資訊，不受性別的限制」的指標，在本單元內

容中，並未敘述個體受到資訊科技的影響，可能在融入此能力指標有其困難，建

議增列相關教材，再提列融入的性別指標，以反應性別與科技的權力關係。

2.康軒版(四上)「家鄉的節慶與節日」

家鄉的節慶活動，不僅各具意義和特色，且穿插在各個季節中，使鄉民在工

作之餘，藉著節慶活動，可以得到適度的休息與娛樂。現代工商業社會，行業分

工日趨精細，生活步調漸趨緊湊，在生活行事安排上，亦受外國影響而採用陽曆、

星期制，各種現代節日也因應社會改變而產生。透過了解家鄉人們生活的安排和

變遷，使學童產生愛護鄉土的情誼。

圖 5-18 綜合-國小組版本: 康軒(四上)

圖 5-18 的圖文中可看出現代工商業分工愈來愈精細複雜，我們的社會

也是由各行各業的人共同組成，例：軍人、警察、教師、農民、醫師、工

人、工程師等，職業本身無貴賤之分，彼此各有分工與專長，大家在各個

工作岡位上努力不懈，追求卓越，一起創造美好幸福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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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 綜合-國小組版本: 康軒(四上)

圖 5-19 的圖文在介紹不同性別的節日，其中父親節與母親節是每個為

人子女一年當中非常重要的節日。引導學生喚起對父母的養育之恩，感謝

他們含辛茹苦的養育，使孩子健康快樂的成長茁壯。

然而 5-18 圖中的醫生和警察都是由女性擔任，破除一般對這兩樣職業應

為男性的偏見。除了讓學生討論現代社會分工的各行各業外，可加強針對性別職

業的討論，包括性別在職業上的刻板印象、性別的多元特質與性別自主權益的尊

重等議題。另外，在職場上的性別議題亦是近來社會重要論點，如政府所制定的

性別工作平等法(例：傳統的社會並不太尊重女性，甚至在工作上的待遇也不平

等)，建議未來皆可加以深入討論。

圖 5-19 中主要介紹父親與母親節，引導學生針對家庭中性別角色的分

工、定位與互動進行討論，讓學生了解家庭中不同性別角色的重要性，並可探討

學生在家庭中，面對不同性別角色的互動與表達溝通等議題。然 P65 圖片中所顯

示的慶祝父親節與母親節的觀點，仍未針對社會文化中對男女在親職中的刻板印

象與責任作檢討，因此內容雖是紀念不同性別的節日，卻無法引導學生思考這些

節日所高舉的性別刻板印象所高舉的價值觀，而這隔離的親職價值觀正是指標

1-2-6 (學習規劃、組織的能力，不受性別的限制)可以在課程設計上使學生有批

判思考，以及在家中與學校展現不同於傳統的性別行為的機會。

(二)健體領域已標示性別指標但實質內涵未融入之分析

1. 翰林 8上「情誼可貴－友情序曲、兩性圓舞曲」單元
本單元旨在處理性別互動模式與情感表達；身體界線與約會安全；認識性與

愛意義，並能明智做抉擇。分析本單元教材圖文所呈現與性別相關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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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指出在兩性關係，應以自然、真誠、體諒、尊重的健康態度進行交友與邀約。
亦呈現已「標示性平指標，但卻未有實質融入」的現象

圖 5-20 健體 -國小組版本: 翰林(八上)

在翰林版課本如圖 5-20 內容說明兩性交往關係發展，應保持團體到個人、
由淺至深的原則，但反應社會變遷，現在青少年對於兩性的交往順序有其他的想
法與觀點，教科書並無呈現在多元社會文化刺激下，兩性互動發展的模式是多元
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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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健體 -國小組版本: 翰林(八上)

有關性別間情感表達的部分，在課本文本探討「性」與「愛」的關係與意義，
指出「…性是表達愛意的一種方式，但性關係必須建立在成熟的愛情和負責任的
性態度之上，…不是用來爭取個人地位或別人認同的方式。」(翰健，8 上：
P120) ，並由「貼心話」，強調兩性的情感與「性」、「愛」的感受，要謹慎思考
清楚，決定如何適當表達。但課本對親密關係與性行為的說明時，只限定於男與
女之間，無法涵蓋不同性別間的性關係。圖 5-21 課本指出面對約會邀約時，應
多元的思考並慎思做決定，並由教師手冊 239 頁第 2、3、4段教學活動引導，強
調約會時的安全與說不的技巧。但所呈現的女性為主角的圖片，只強調女性需要
注意邀約安全的性別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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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健體 -國小組版本: 翰林(八上)

課本圖 5-22 指出未來面對戀愛與婚姻時的抉擇，透過「思考與行動」、「知
識寶庫」的思考說明，透過教學活動引導，建立正確的戀愛、婚姻觀念。在課本
指出面對未婚懷孕時的困境，並透過課本文本的探討，學生分析事情的影響與後
果，包括教養問題、經濟、生活適應等方面，評估自己能力否能負擔，進而做明
智的抉擇。課本第 124 頁「重要的抉擇」活動情境中，則呈現女生面臨困境表現
無助、恐慌的刻板印象，相對男生是堅強、有主見的，強化了性別的偏見。

(三)綜合活動領域已標示性別能力指標但實質內涵未轉化之分析

1.南一版(三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勇敢做自己」

大抵而言，活動二的單元活動設計緊扣綜合活動能力指標「1-2-1 欣賞和表

現自己的長處，並接納自己」，對性別議題能力指標「1-2-6 學習規劃、組織的

能力，不受性別的限制」並沒有作特別的活動設計，教師手冊中無論是提供給教

師的指導建議，如「請教師引導學生透過讀書會活動，討論優點會不會變成限制，

並引導學生反思自我的優缺點與對應之道」(南綜，三下：84)；抑或是提供教師

參考的討論活動總結語，如「不要忘記我們都擁有許多優點，找出我們的優點，

盡情的展現優點；接納自己不足的地方，面對並改善他……」(南綜，三下教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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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均無呈現從性別平等角度切入的討論活動與概念引導，整體單元活動設計並

無明顯的性別知識內容融入。

圖 5-23 綜合 -國小組版本: 南一(三下)

然而，若就本單元課本插圖所呈現的潛在意涵來加以分析，課本第 38 頁呈

現男童與女童均不分性別的參與讀書會活動，並且均在讀書會活動中擔任積極主

導的發言者角色，已經觸及性別平等教育的概念與意涵，惟仍然欠缺對該單元選

擇融入的性別議題能力指標「1-2-6 學習規劃、組織的能力，不受性別的限制」

作適切而深化的再現與轉化。

整體而言，南一版(三下)綜合活動領域教科書在性別議題能力指標「1-2-6

學習規劃、組織的能力，不受性別的限制」的融入上，仍然欠缺實質的知識與概

念轉化，整體單元活動設計和課本內文均欠缺對上述性別議題能力指標的處理，

而僅能從課本插圖去呈現性別平等的概念。

若更深入分析本單元課本圖片所再現的男女性別角色，以及男女角色的特

質，可以發現其中仍然隱藏若干隱而未見的性別刻版化印象，以及偏差失衡的現

象。例如，課本第 36 頁與第 37 頁在呈現男童與女童反思自身的優點與缺點時，

課本圖片所呈現的男童是「愛講話」的負面行為特質，而女童則呈現「細心、熱

心助人」的角色形象，顯見本單元課本插圖的處理仍未能完全脫除男女角色的刻

板化印象；另外，在 38 頁讀書會活動的課本插圖中，則呈現男童與女童討論三

國志和西遊記書中人物的優點與缺點，在 38 頁圖中，學生所討論的三國志與西

遊記人物清一色均為男性(如：孫悟空、豬八戒、關羽、司馬懿)，而欠缺對上述

書中女性角色的討論，則明顯是單一性別觀點的失衡情境，極可能使得學生無法

從教科書中的圖象獲得整全的性別角色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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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4 綜合 -國小組版本: 南一(三下)

圖 5-25 綜合 -國小組版本: 南一(三下)

2.翰林版(五下)綜合活動「文化美地」的單元

根據翰林版(五下)綜合活動教師手冊第 184 頁、185 頁所呈現的「綜合活動

第十冊單元架構一覽表」，性別議題能力指標「1-3-5 運用科技與資訊，不受性

別的限制」被選擇在第二單元「文化美地」中作課程的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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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5 綜合 -國小組版本: 翰林(三下)

從翰林版(五下)第二單元「文化美地」教師手冊中所規劃的單元活動設計來

分析，本單元主要希望透過資料蒐集、討論和主題訪查，讓學生分享彼此參與文

化活動的經驗，了解家鄉的文化資產，進一步提出宣揚或保護文化資源的具體行

動。其中，在活動二「文化報告」的單元活動設計中，教師手冊第 54 頁載明，

請教師再引導學生進一步調查與了解家鄉的文化資產時，「可提供文化調查的資

訊給兒童參考(可參考本冊第 73-86 頁補充資料)」(翰綜，五下教冊：54)，

圖 5-26 綜合 -國小組版本: 翰林(五下)

而在翰林版(五下)綜合活動教師手冊第 73 頁所呈現的補充資料中，亦呈現

「讀書法：可以到圖書館或用網路查資料，資料一定要分工閱讀和討論，才能節

省時間。」(翰綜，五下：73)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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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6 綜合 -國小組版本: 翰林(五下)

此外，在本單元教師手冊第 55 頁亦呈現請教師引導兒童討論「如何用不同的

方式呈現不同的資料(例如：照片、文章、電子檔案、海報、聲音或影像動畫…

等)」(翰綜，五下教冊：55)，顯見翰林版(五下)第二單元「文化美地」在融入

性別議題能力指標「1-3-5 運用科技與資訊，不受性別的限制」時，已經觸及到

「運用科技與資訊」的概念了。

圖 5-27 綜合 -國小組版本: 翰林(五下)

進一步分析翰林版(五下)綜合活動課本圖文所轉化的知識內涵，課本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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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首先呈現兩位男童和兩位女童一起討論蒐集資料的方法，女童說：「網路上會

不會有我們調查主題的相關資料呢？」而男童則說：「實地探查或拍照也可以蒐

集到很多資料。」(翰綜，五下：27)。

圖 5-28 綜合 -國小組版本: 翰林(五下)

此外，在課本第 29 頁亦呈現學生一起完成家鄉文化資產調查報告的圖文，

其中一張圖片呈現兩名男童和兩名女童一起使用電腦上網蒐集影像資料，插圖旁

也加註文字說明：「利用網路找到舞龍舞獅的影像資料。」(翰綜，五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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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9 (翰綜，五下：29)

而在第 30 頁「請各組推選上台報告的代表，用喜歡或擅長的方式與大家分

享。」的活動中(翰綜，五下：30)亦顛覆以往以男童作為應用科技與資訊經驗主

體的插圖繪製方法，呈現了一名女童操作電腦放映投影片說明原住民使用的捕漁

船隻的圖片，顯見本單元在融入性別議題能力指標「1-3-5 運用科技與資訊，不

受性別的限制」時，不僅確實將指標所含之概念轉化為實質的單元課程內容，教

科書編者亦留意到在科技與資訊的應用上，學習主體應不分性別而有所差異。足

見不同性別在科技的教科書再現已重視潛在課程的影響。

圖 5-30 (翰綜，五下：30)

經由上述性別能力指標的分析後，進一步論述這些指標在融入社會、健體與
綜合三個學習領域的知識轉化情形，以同樣出現在現行各審訂版各冊教師指引單
元的教學活動設計及各課學生手冊圖文分析；教科書內容融入性別議題能力指標
知識轉化情形，則發現各指標虛列於各冊單元中的情形相當普遍，且沒有進一步
發展實質課程內涵；若干指標轉化的學習單元內容，則出現詮釋錯誤與再製偏
見，使知識破碎支離，分割片斷現象，其中女性角色雖較過去版本出現多元角色
楷模，但性別、權力及性別分化情形在三個學習領域仍斑斑可見，亟待改進。

六、結論

綜上所述，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在九年一貫課程中，係以重大議題之形式融
入各學習領域以建構課程內涵，未訂有獨立授課時數，故其課程實施之宗旨，除
了期望各校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時，以彈性時間發展補充式的教學活動之外，積極
目的仍冀望以融入各學習領域作為手段，促使各領域(學科統整)知識內涵與結構
均能體現性別平等教育的理念，或藉以充實轉化學科知識內涵，這在國內高等教
育婦女研究跨科際整合學門雖已先行展開，但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知識變革卻是
近期發展的新興議題，傳統學科間知識統整過程原本就充滿學科間知識權力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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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即知識社會學者 Bernstein (2003)所言之權力分配和社會控制問題，而在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作為重大議題融入傳統高低階學科其挑戰學科知識的權力分
配與學科捍衛其知識結構更是班班可見。

性別議題知識在九年一貫課程的位置，雖經「性別平等教育」立法執行，但

在教科書知識組織與佈局上仍處在邊陲位置。性別議題作為跨科技整合的學科特

質，其嘗試跨越各學科的邊界，以尋求與不同學科知識社群充分對話。根據已上

文本分析可知現行 2001 年版學習領域教科書內容，無論在國小學習階段、抑或

在國中學習階段，普遍都陳顯出僅有平面的圖文呈現而欠缺深入引導討論與批判

反思；性別議題課程綱要中，預懸將認知層面的性別概念學習與情意層面的性別

意識涵養，具體轉化成為行動層面的批判、實踐，三學習領域教科書做為九年一

貫課程統整課程的代表學科，在性別議題融入如上學科應是合理亦正當，但仍有

待充實。
此外本研究只在正式課程官方知識的審定版教科書文本中加以論述分析，並

未能進入教室去理解不同學科如：社會學習領域、綜合活動與健康與體育教師如
何知覺與解讀教科書中的性別平等議題能力指標，又如何將之融入其日常的教學
活動？或理解教師在融入性別議題的教學反思？這些都關涉着課程慎思者的知
識，慎思者擅於運用經驗知識，來進行課程決定與選擇，以選擇有效的課程教材
知識，及發生在教師與學生的學科事件的實踐知識，這將會是其課程設計慎思的
資源。這也是未來可進一步探究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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