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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體按國小教科書一一小一道德與健康篇

小一道德與健康篇

關鍵字 I 兩位平等教育

2 教材檢稅

1.性別意識

體檢園小教科書

為了落實兩性平等教育的推動，檢視教科書中之南 d性平等概念是不

可忽視的一環。基於落實兩性平等教育的理念，本篇論文體檢六所出版

社出版的國小一上「道德與健康」教科書，以男女出現之比例、字彙與

命名，色彩與服裝的分配，工作與家庭魚色之扮演，從事的活動等，進

行比較。其宙的在於強調教材檢視的重要性，並且期待透過更具性別;意

識的分析，以及具體修正意見的提出，避免教科書成為複製傳統性別魚

色之工具，進而能打破僵化之性別刻板印象，提出更多的學習典範'忠

實反映現實多元的生活經驗，使教科書在建立與傳遞平等兩性觀上，真

正扮演舉足輕重的稿色。



1988年由婦女新知基金會出版的「兩位

，因有鑑於教育過程對性別刻板印象的不當扭曲，學童的角

、平等、及獨立的概念(李元貞， 1988 ' pp .29) ，此現象對
於正面改進整個社會的性歧視和不當的住區隔政策來說，並無實質的功效，

反而有強化傳統性別意識之虞。而在傳統的性別文化之下，女性無法擁有一

伸己志的意願與發展空筒，其活動範圍受到社會的規範與文化的籍制，廚房

成為各階級女性最終的依歸;相對於男性而言，積極主動的人格特質(被告

義)鼓勵男住在廣大的公共空閩中謀求一席之地，社會成就的追求成為男性

社會化的終極目標，而在汲汲經營公共生活的同持，也相對喪失了自我內省、

關照與成長的機會，導致兩位關係中的暴力、翻i質等諸多不和諧的遺憾產生

(學j秀娟諱， 1994 ' pp.222) 。因此，依據婦女新知最初的說法，兩性平等

的教育才是真正能夠落實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平等，與培養個人獨立自主的
教育型態(曹愛蘭， 1988 ' ppJ) 。

我們參照國外兩性平等教育推廣的過程，發現美國在1972年即巳修訂教

育法案中的第九號修正案，此法案的白的在提升教育過程中的兩性平等意識，

逐漸將社會建樹f構詩的f性生別差異及諸多後天佐別不平等現象趕出校圈 (AAU

l昀99仿2， P仰P弘抖.1似2么;莊明貞、林碧雲， 1昀99切7b ' P卯p.7竹)。而也正因此修正法案的通過，

經後來證實的確在美國新版教科書中，有關性別歧視的語言及觀點部分有減

少的傾向，而女性的社會成就也多被提到(莊明貞， 1997a ' PP.III-2 )

即年，美國大學婦女聯合會也出版了一份名為 f美國中小學女生教育的缺

欠」專題報告 (AAUW ， 1992) ，其內文也明確指出性別偏見充斥中小學教

育的教材及教法 (pp.88)。然而自1960年代起，美國即陸續有檢討教科書是

否有性別偏見存在的相關研究出現，並有1972 年的九號修正案背書，雖然l

980年代，教科書(高中英文)的作者仍只有一級是由婦女所著，更遑論少數

民族，然而整體說來，由於黑人、族裔、婦女的相關研究興起帶動教科書內

容的多元化趨勢，甚至「種族交融兒童書籍委員會」、「女性主義出版社1

和「婦女教育公平化機構」的相繼出現，關於多種族文化及性別階級的拉關

閱讀，和「取材於學生生活的作業選題J 皆陸續被編納收入於教科書的內容

及意涵當中，各級學校對此也莫不表示支持與鼓勵(AAUW， 1992, pp.86)

因此，相對於台灣的兩性教育而言，兩位平等教育卻從來沒有正主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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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報告，分析台灣學生的受教情況，發現教材內容與教師的授課方式

對於性別意識和社會階級區隔的學習過程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力(謝臥龍，

1997 ;莊明貞， 1997b) 。表面上來看，聞性教育一詞起源雖早(張証，

1993) ，然而1996年前未改革教科書中的角色特質、活動型態、及家庭結構

等，皆脫離不了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刻板印象;且就教師部分而言，各級學

校如體育老師、護理老師、軍訓教官等規勸女學生宜行為端莊、穿著規矩才

不會被強暴等之性別迷思，也時有所聞，如此只是單方面強調男女學生在生

理性別的認知，而忽略了社會文化的建構才是性別權力不均的主因(莊胡貞，

1997c ;張旺 '1997a) ，在現今推展兩性平等教育的路途上，無疑是雪上加

詣。以上皆顯示出台灣社會結構對兩位的社會成就及價值有不同的期待，旦

男性價值明顯取決於社會成就的高低，然而相對於女性而言，其價值始終圍

繞著家庭議題打轉， 'I笠耳目的刻板印象仍存在於各階層與族類之中。

有鑑於傳統教育對兩性關係的觀點讓繞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印象，兩

性平等的觀念仍固守於傳統性別角色扮演是否得當，強調角色責任的同時，

郤忽略學生背景經驗的多樣化，無法真正引導學生從課堂所學的分工概念及

分工意識作生活化的連結 (Hertz & Reverby, 1992) ，更遑論對性別意識能

有更深一層的反省。再加上近來校園性騷擾(強暴)事件頻傳，教育當局的

因應政策除了建議各校設立性侵害防治小紹，及規定中小學每星期至少有四

小時性侵害防治教育時間，對於防治教育的進行過程、內容及討論方式是否

能真正傳達兩位平等的理念，而非繼續內化社會意識對女性的歧視，事實上

都有待檢討及改進。

因此，未來的教育走向勢將提出改造扭曲的性別不平等發展做度，修正

以往刻板印象。而現有的作法，除了重新審視校園中的兩性路係，徹底檢討

社會及校園中的性別不和諧、不平等、及相關衝突事件的產生與其處理過程，

我們仍要不斷強調性別差異和性別歧視其實是社會建構所導致(莊明貞，

1997c ;張証， 1997a) 。因為社會架構不斷藉由男性充當世界、知識、理性

與進步的代言人，女性的相對沈默，使得傳統知識體制堂而皇之的慣性忽略

女性的公共參與。但是假如女人的主體性無法適時在教育過程中開發，並發

揮其影響力，針對整個社會對女性的慣性打壓問題，女人更是沒有發展的空

間，更遑論相關議題的凸顯與討論(已ch ， 1980, pp.392-393) 。

尤有甚者，有畫畫於大眾媒體關於性別迷思的錯誤報導，吾人更須強調教

育事業對於健全及普及兩位平等觀念的重要性。由於現今教育過程當中女學

生的主體性展現立立不如男性學生來得活躍，再加上不當的安全教育不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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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紅帽危弱的處境與大野狼無孔不入的凶悍，女學生如何對周圍環境與自我

認同產生退卻與模糊的同時，亦能培養出獨立的思考個性，更是顯得危機重

重。因為當自我意識拍離周圍環境的同時，也代表了意識主體消失(隱沒)

於公共的觀察空間，而這行為卻會形成認知與感官主體對於隱沒客體的忽略，

在知識的不斷建構過程中，只會導致知識的偏見及主觀化。而更糟糕的是，

就知識的長遠累積過程來說，拳握知識權力者以男人居多，女性因生理構造

異於男性而獨有的某部分生命經驗卻被壟斷式的賦予定義，女性的權力與知

識也相對的被邊緣化了 (Code， 1995, pp.15) 。

因此，為了鼓勵女學生自我意識的現身，修正教育過程中男尊女卑的意

識型態，教育政策應傾向積極引導就學中的青少年男女立足點式的尊重團體

與個人之悶的諸多差異，且容許有各自的發揮空間，而非一味容許學生模仿

及認同霸權者弱肉強食的權力觀，反而應該更明確的指出社會建構性別的謬

誤及其影響力(張豆， 1997a) 。我們需要不間斷的推動並落實各級學校的兩

位平等教育，授權女學生課堂的發言權及代表權，多方面聞發不同的經驗及

想法，允許多元的文化認同存在，讓學生主動的思考並擷取適合自己的生活

價值，俾使教育與生活連結，提高知識的運用能力 (Westkott & Victoria

1992 ;莊明貞， 1997c ;謝小三字， 1997) 。

除此之外，在女學生不斷培養獨立的主體性之同時，位耳目問題的脈絡及

走向也是同樣需要被強調的。去日向西方的婦女研究從60年代重視並蒐集女性

的經驗及聲音開始， 70年代舉出以婦女為研究主髏對象， 80年代重新建構以

女性為主體的理論，至90年代婦女研究成為一學術資源，提供學界及實務界

一個跨科技的對話與整合的空間，其議題研究也逐漸從性別擴展至階級、族

群、及年齡歧視等(張泣， 1997a) 。對照台灣的婦女研究發展狀況，婦女的

經驗及聲音仍不斷的被開發當中，如何媽的故事、阿母的故事之相繼出版，

女性、教師、社電媽媽等以女性經驗為主的醒覺團體之開辮，大專院校相關

婦女/性別課程的陸續開設，台大于 1997年成立第 個婦女研究學程;民間

婦女團體亦自90年代之後開始蓬勃發展，各司不同的關懷重點與不一而足的

日常生活問題，重日雛妓、離婚婦女、受暴婦女、法律、教育、戰場性騷擾、

婦女健康、工作權等，尊重不同族群的女人經驗，不斷的從體制、想法、社

會福利及緊急照護措施上，努力扭轉傳統的性別歧視以照顧到更多的婦女同

胞的生活。凡此種種，在實踐與理論交替的過程中，其實問題已不單是女性

或性別而己，事實上90年代的台灣婦運，所要面臨到的問題還包括單親或向

性家庭、老年照護、幼兒托育、工作升遷、階級流動、族群多元化等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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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舌真實情境的面對及社會巨觀面向逐漸變遷的價值，這些趨勢的創造都必定

需要在當代時空下，每一個女性個體的積極參與，才能賦予時代多元性的變

革意義，否則換湯不換藥的兩性教育就是我們最好的警惕，因為它實質上只

是強化了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正統性，距離真正的兩性平等教育內涵而言，

則仍差之甚遠(莊明貞， 1997d)

有了之前的7解，我們也才能真正認知到兩性平等教育的精神與目標，

並強謂各級學校均得一致積極的參與，因為唯有學校教育不再充當社會性別

偏見的傳媒，不再誤導學童對於性別、種族、結層的認知及了解;相反的，

能夠積極透過書籍、教學、圖畫及教室互動的過程，章新省視性別、種族、

階級的不平等，整體性的7解性別偏見的脈絡及囡應之道，兩性平等教育的

理念也才能真正達到(Barrie， 1993, pp.51) 。

同時在國內雖無相親平等法案的訂定，但自 1980年起已有一些民間團體

及學者開始注意到教育體制中的性別盲點，並主動將性別教育的關心轉化為

行動，其中較為顯著的成果， llP是教科書的性別意識檢視。而其中較為人知

的團體，如婦女新知基金會(成立於1982年)和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

室(成立於1985 年) ，其他還有許多個人及團體的努力，致使教科書檢視對

於兩位平等教育的重要性逐漸被發掘與肯定，並相對被大家所重視，而要求

教育改革的呼聲也逐漸響亮。凡此種種，在以下的文獻探討當中，將檢視我

國自 1985年以降教科書體檢的成果，並就國小一上新版「道德與健康」一科

進行檢視。

二、文獻探討

教科書的性別檢親在我國早在 1980年代即開始，歐用生( 1985)、黃政

傑( 1988)在當時那己強調教科書內容對性別傳統二分法的強化作用及其負

面影響。歐與資分別對當時社會科與生活與倫理科進行性別意識檢而且工作，

結果發現教科書內容對女性氣質和工作屬性的內涵傳達，被硬性的歸納於父

權社會下應有的態度與行為表現，如男性被安排從事公共化職業，握有決策

之職權，女性被安排家務及育兒，負責看護之工作。換句話說 r女性化 J

不斷被意識型態化的強調，並賦予陰柔、情緒化、照護、合群等等被排除在

公領域之外的印象，對於兩位在戰場、家務、托兒、老人照護等領域的職務

區繭，已造成嚴重的影響。

而在 1988年「性別角色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中，江口麗莉( 1988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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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之論文「從兒童讀物看兩性角色的發展 J 內文就讀物方面質疑當時兒童

讀物對兒童性別角色認知的影響，指線國內兒童讀物對男女焦點的失衡，例

如書名中男女生的出現率為2.125 : 1 '封面上的人物角色男女出現率為2.04 :

1 '中心主角男性占38.62% '女性22.76% '而中心主角的男性人格特質為主

動、穩重、冒險與有主見，女性則為天真、純潔、矜持與溫柔的，且出現機

率以家庭周邊環境為最高。這發現也再次強調了教科書的性別概念檢視是非

常重要的，而且也應該被極力重視與肯定。

同時在 1988年，婦女新知基金會編製了一本「兩位平等教育手冊 J (婦

女新知， 1988) ，內容多針對國小社會科，園中蜜語、歷史、公民與道德，

及高中歷史、圖文和家政的教科書內容從事性別檢視工作，其檢視項目包含

了人物角色、人物特質及男女出現比例o 大致說來，不論國中小教科書，男

性的出現比例均大於90% '女性低於10%; 歷史人物亦多被男性角色所囊括，

女性如蔣母、秋玉皇、媽祖、辦娥等，若非標榜好母親、好妻子、好女兒的形

象，不然就是中性性格的包裝。在新知「兩位平等教育手冊」的檢親說明當

中，只發現國中國文中提到的居室夫人具有f琨代女性仿效的典範J (婦女

新生日， 1988 ' pp.14) ，相對於其他教科書內容之女性人物，則並無此正面評

價。李元貞並在檢視成果之後附了 篇「反對性別歧視的國民教育J (婦女

新知， 1988 ' pp.28-30) ，內容對於父權意識下的國民教育不但有嚴正的批

評，更提供了「性別歧視教育」的改革方向，並強調國小比園中教科書的歧

視更嚴重，這對於教科書性別議題正起步的當時而言，李的文章無疑成為兩

位平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契機。

性別角色的討論被正式轉介進入學校教育領域，是在1990年代。換句話

說，兩性教育 詞被正式提出，並成為研討會的討論主題，是在1993年由中

正大學成教中心與台大婦研室主合辦的「婦女與兩位教育J 研討會上。在張曰:

發表的「性教育、兩性教育與婦女教育」的論文中，性教育與兩位教育(gen

der education) 的架構得到 個清楚的釐清?而教育在兩性教育(gender

education) 的概念架構下，又分為三大于題，依序為教材、教法及教者(張

旺， 1993 ' pp .4-18) 。此亦顯示教材的內容在兩性教育 (gender education)

的提升上，巴不再只是單一手主導狹隘的兩位交往觀念，而是強調正確的性別

平等概念。換句話說，也就是跳脫了私人領域的研究，將性別轉戰成為公共

領域的議題。接著在吳天哥哥、林美齡(1993) 的論文「談小學教育中的兩位

均等」 文中，正式課程部分也是以教材為優先檢視部分o 論文中列舉不少

社會科教科書中的兩位刻板印象之重複，並對此現象提出質疑，在論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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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課程之模擬教案，著重教科書內文之男女分工及和諧生活之正確性別意

識等觀念，以便在課堂與學生討論。

1994年5月，中立大學成教中心、台大婦研室與高醫兩位研究中心合辦「兩

性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J 教科書檢視於此次研討會上終於展現成果。此次

研討會的特點，除了繼續釐清教科書中所呈現的兩性意識及其對現實環境中

的個人及團體互動的影響之外，對於兩性平等的課程及課堂設計另有專文討

論。荷爾性平等教育一謂的出現，即是有鑑於舊有教科書內容所傳達之謬誤

的兩位刻板關係內涵，離真正的兩性平等目標來說，仍存有很大的差距。換

句話說，兩性平等教育的精神在於「使女性自封建傳統的僵化價值觀與刻板

印象中得到解放，重建現代的兩性倫理J (黃政傑， 1994 ' ppJ1)。然而，

在此次的教科書檢視成果發表當中，教科書與課程編輯仍是主要角色，對於

性別意識而引發的種種議題考量，也正如火如荼的展愣連串的討論與研究，

而經由大家對兩性平等教育的共識及各種討論方式、想法與經驗的激盪'日

後教科書內容的豐富與多元化，懇、必是可期待的。

同年，江文瑜和吳密察(1994) 也合編了一本「體檢國小教科書J 內

容編排除了分科體檢之項目外，也序分為主題體檢篇和編輯制度篇，對於教

科喜體檢的檢查依據及項已不但有橫向擴增的趨勢，就縱向深度來看，從教

育的基本目標重新考量教科書內容的編排目的與性別意識，再配合各主題於

教科書中的分配多寡與編寫型態，如此縱橫向的徹底檢討與批判教科書中內

文，不但有助於徹底了解傳統正式課程到底教授學生什麼樣的知識內容，是

否滿足學生的基本知識需求，對於學生能更加本土化的認識台灣人文風情或

更清楚釐清教育和文化中的性別意識不均而產生的種種時題，更是在這次教

科檢討中有了更深一步的檢討與討論。另外，撤除了以往數字統計方式來看

教科書內容的性別意識，江文瑜等反以教科書結構及其與其他檢視主題串連，

如習作、插圖、文字等與其討論主題的關聯性，以及意識型態是否偏差、是

否與白常生活有關聯等等，藉著檢視教科書內容與社會脈絡的關聯性，並產

生對室主個社會價值的反省效應，在教己生的實質功能上，的確叉往前推了心步。

緊接著楊龍立(1993) 也對科技教育中的性別問題提出其研究成果，除

了質疑文理科男女上tfJU懸殊之外，也對台灣學術界及職場中科技掛帥的局面，

提出7高階女性人數之缺乏及女性生涯發展不易的困境。而此舉對於爾性平

等教育經由社會科學擴展至自然科學約逐漸反省與紮根，無疑也奠定了基礎。

緊接著主秀雲、說小三等(1994)也陸續發表婦女、教育與科技的相關論文，

對於科學與女性之崗是否真有不相容的緊張關係，以及科技教育過程是如何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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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女學生之相關現象，此種現象又如何與社會文化的父權意識掛勾之相關

探討等，也有豐富的佐證及辯證可尋。直至1997年 12月，在國科會主辦，台

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與台大公衛所承辦約「性別與科學教育學術研討

會」當中，對於自然科學類的教科書、課堂的教學互動、及科技、醫療職場

的性別議題多有所分析與討論，吳嘉麗( 1997) 並介紹國外教科書較佳製作

範例，與圈內版本相較，相獨缺失及應改進部分，對於與會各級教師而言，

無非打了一劑強心針，對於日後科技教材及教法的應用，不但有了相關經驗

及文獻的參考，也激發更多科技女性及女學生處境的反思與出路探詢。

1996年 12月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在其出版的「教育改革總諮議報

告書」中，第四章的「推動與落實」提到推動教育改革的策略，其第一要項

「制訂中小學教育改革計畫」中的第一點即提到革新課程、教材與教學，並

將其訂在近程計畫當中，顯示了教育當局已經體認到教材改革的重要性，並

下定決心預定付諸實行，此舉不但更加正式的為教科書檢視背書，對於民間

書商搶奪教科書市場的行動，也問接激勵了民情書商正視改革教科書的必要

性 o 同樣的， 1996年在台大婦女研究室舉辦的「婦女研究十年一婦女人權的

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J 土，張娃、蘇芋玲( 1996)等發表了「落實兩性平等教

育報告 J 內文主吉爾性平等教育改革項目之一的教材與課程部分，更是加重

呼籲其實施的必要性，而在婦女研究堂堂邁入第十年之際，為兩性平等教育

努力而作的此項聲明，更是奠定今後教育改革邁向校園兩位平等的教育目標 o

尤其是 1996年底，彭婉如事件的發生，全台灣的婦女界莫不齊聲哀悼這

位婦運尖兵的頭落，隨著民間呼聲的日漸壯大，透過教育健全兩性平等意識

的要求，也在教育部於 1997年三月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的行動當中，正

式付諸實踐。此委員會的成立，除了接續台北市教育局之前所做的教科書檢

視之相關兩性教育 (gender education) 的活動精神，會中 小組名為「教材

與教學研究 J fiP專業著手研究並發展各級學校的教材及教學教法，不論就教

科書內容、教師本身的性別意識及教學方法的性別參與面向等而言，皆有專

業的性別研究學者不斷研發及成果考量和評估，而且是針對各年級、各科逐

步作檢視及評量，此舉不但響應了之前莊明貞、蘇芋玲、張五等婦女研究學

者積極檢視教材的要求，對於性別意識在教育界的重新覺醒，也是一大劫力

(邁向兩位， 1997)

教科書檢視發展至今，仍有許多領域亟待開發，之前所述只是 個行動

的開始，而我們也相信教科書檢視的範圈絕不僅止於此，因為教科書至今的

檢視範圍除了男女比例、特質、角色、插圖、文字之外，就兩位平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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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成效評估而言，仍有其限制存在，因為教科書的檢視固然提供了較好的

性別角色氣質及勞務特質的學習與範，然而教師的性別意識亦會影響學童學

習性別觀念的態度，包括男女學童在教學、課餘活動的參與率及工作分配等。

另外，由於呂前多元版本的增加，已有不少學者對於教科書的編輯內容及審

查方式提出質疑及許多建議，凡此種種，都有助於後人體檢教科書的注意事

項及方向。而事實上也仍有許多學者與民間婦運實務推動者正陸續加入體檢

教科書的行動，從齒小延伸至國中、高中等各級教育體制，逐漸檢視與台灣

學生密不可分的教科書內容，並一步一步的將兩性平等的概念傳達至教材與

教學(有依賴於教師的不斷參與在職訓練)上，如此雙管齊下，也才能漸漸

導正教育與校園的位別偏見，創造出屬於兩位平和的校園氣氛。另外，未來

評估方向除了繼續檢視教科書，教師本身的性別意識及師生的教學互動，也

必須一齊配合兩性平等教育的實施方案。唯有從教師、教材及教學三方面一

齊改革，才能符合校盟內兩位平等教育的整體實施精神及意涵。

而在以下教科書檢視成果的發展當中，主旨也是希望能藉此提供予各教

育界的學者及教科書編輯委員參考。

三、研究方法

在這篇體檢教科書的研究方法上，除了參考過去檢視成果和研究中累積

的許多重化數字比較及量化指標，若要深入探究教科書圖文是否能夠引導學

生培養健全的性別意識，之前所參考的檢視指標，仍有其持代的限制性與不

足，因為台灣 80及90年代社會、家庭結構的改變，絕對會影響當代學童對於

1生別意識的觀念;換句話說，現代孩童所遭遇到的性別、年齡、階級、種族

等問題的內涵，與之前所遇到者不盡相同。因此，本篇論文的研究方法，除

了預先列出之前教科書體檢的指標，並加以重複檢視新版教科書的改革情形，

另外筆者認為應補充的項目，如之前所提至目的 90年代與性別相關的議題如單

親家庭、年齡、族群歧視等，也將會一併納入此次的檢視範疇當中。然而因

為這方面國片的稀少，筆者不將這些議題做量化表示，僅以頁數標示加上文

字討論一齊呈現，以達到更符合時代性及前瞻性的檢視目標。此外，文末筆

者也會就此次教科書檢視的疑點提出具體建議，不但對新版教科書仍存在的

男女二分法再度提出質疑，也會盡力釐清及強調談論性別刻板印象時所把持

的社會建構論立場 o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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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之前的教科書檢視指標歸類結果如下:

I:用生 黃政傑 江 u麗莉 婦全新知 張立 具天幸 江丈瑜 楊龍耳 謝小本

林美齡 吳密察

統計項目指標

文字使用 * *

性別氣質 * * * * * * * * *

工作特質 * * * * * * * * *
←一

歷史人物 * * *
出現比例

中心人物 * * * *
It!丹

性別比例 * * *
討論項目指標

忽略女性 * * * * * * * *
貢獻

卡一

相觀性別 * * * * * * *
議題不足

現實與教 * * * * * * *
科書不符

主性主體 * * * *
的進綠化

※討論項目指標乃是事考沙德克和以上各檢說教科書學者的分類指幸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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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上表指標的比照參考，在本次國小山年級下學期道健科檢銳的設計

當中，筆者決定先設計六項檢視參考指標，再依據指標逐步列舉出各版本之

優點或有性別歧視可疑之處(包括圖畫和文字) ，並將指陳疑點及相關討論

直接並陳在正文的範區之內。此種設計，其功能之 是更能突出在教育體系

當中，性別歧視是如何透過教材內容來進行，之二是透過前者的強調，在遇

到性別意識噯眛之處的圖畫或文字之時，檢視者本身及讀者們更能敏銳的意

識到男女平等的真正著眼之處在於﹒一方面是如何能更敏感的面對男女特質

的非自然論，二方面又能避免強化舊有的男尊女卑兩性觀。

以下正文當中的國小一年級「道德與健康」教科書檢視將分為明倫椒、

聯教版、編譯館、康軒、甫一、華{育等六個版本的教科書與教學指引。

四、結果與討論

六冊教科書版本的內容均以圖片為主，僅加上少數文字說明，而教學指

引中則包含較多文字說明，因此我們將文字與麗片資料合併為分析的素材。

在初步檢視各版本之內容後，共分以下六個類別作為檢靚教科書性別意識型

態之指標:第一是男女出現之比例、字彙與命名:第二是色彩與服裝的分配，

第三是工作與家庭角色之扮演，第四是從事的活動，第五是男女之特質與社

會期待，第六是族群與家庭型態。

(一)男女出現之比例、字彙與命名

華
信 明 倫 國 編 聯 教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古出現比例 261 • 231 303 • 22日 328 • 179 191 • 12是

男女中心人物比例 62 • 42 55 • 29 36 • 17 34 • 27

1 男女出現比例:

普遍來說，大部分的教科書在區片的表現上已能注意到男女出現比例之

均衡，在文字敘述上也多以我、爸爸媽媽、老師等中性的角色代名詞表示，

是值得鼓勵之處。不過，中心人物出現比例如上數據所示，顯示女性的公共

主體性仍未獲得正視與肯定，是教科書急需改革之一。另外，仍有些章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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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觀念的表達上潛藏性別不均等的傾向，例如:在明倫版中，從事戶外活

動者通常男多於女 (p.39 ， 45) ，似乎又強化了男生好動，女生好靜的刻板印

象;愛清潔者則是女多於男(第六章「圓區愛整潔J ) ，然而女生應該要維

持乾淨，才會得人喜愛嗎?聯教版從事戶外活動者也有男多於女的趨向 (p

20-1 )。編譯館版中第一章「快樂出門 J 、第二章「發生了什麼事」、第三

章「我會好好的做」等章節中，無論是介紹生活作息者，做好事者均以男性

為貫穿整體章節的主角 (p.24-5 ， 30-1) ，似乎也暗示了男性是社會道德秩序

的維持與仲裁者，唯缺乏女性的參與制衡o 南一版第六章「平安上學」中，

戶外出現之比例男多女少(pAl" 44-7) 。康軒版第二章「我就是這樣長大」

的主角森森為男孩，第三章「好的習慣」也多以男生為主角(p.22 ， 24, 26) 。

綜合言之，大部分的版本仍以男性作為傳遞訊息、貫穿內容的主角。其他如

華信版中，男女在遊戲與戶外活動的比仰相當均衡，除在一些特定活動當中

仍存有男女二分法的刻板印象，如輩子軍的野外紮營 (p.25) ，玩彈珠等仍

以男生居多 (p.17 ， 19) ;而康軒版本第八章「我的家」中，在小寶上學記的

部分，則是以小寶這個「女J 主角來介紹一天的土學生活，是少數以女性為

主軸來介紹課程的良好範例，類似此種中心人物的導論應多考慮、女性的公共

主體性才是。

2.命名與字彙使用:

在標題仍有一些版本落入傳統角色二分法的命名方式，尤其在教學指引

中舉儕說明時，因為男性中心人物較女生多，男性命名又多以小華、小胡等

中性名字為代表，在位3U刻板印象仍存在的教育脈絡當中，相對照於女性中

心人物及名字的缺席，常常很容易導致名字本身佐眉目屬性的迅速二分， (即

惕性和中性的名字屬於男性，柔性屬於女性) ，而性別特質則透過名字的強

調也再次強化性別的刻板印象了 o 例如 明倫版在為標題命名時，以多多區

圖為貫穿整本教材的主角，但在第五、六單元卻又以「多多做好孩子」之道

德訴求、「圓圓愛整潔」之外表重要性來區分男女約特質，這似乎又落入傳

統女孩子愛整潔的刻板印象中。編譯館版的主角雖是猴子，但仍取名為男性

的康康，而猴子好動的活動性，叉間接的與男性特質串聯在一起，造成男性

好動勇猛特質的被誇大。

(二)色彩與服裝的分配

1 色彩:

傳統性別角色中，男女性各有所屬之服裝模式、髮型與色彩，而在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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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這種僵化的分類已普遍被打破，並呈現相當開放與多元的樣態，但可

惜的是傳統的刻板印象似乎還殘留在某些教材中，其中以明倫版的顏色分隔

最為明顯，例如:女生的服裝以及配件多以紅色及粉紅色系居多，女孩、媽

媽、奶奶的穿著也多是鮮紅的裙子 (p.37 ，鉤， 47) 。在南一的版本裡函，當

男女生同時出現時多女生也多穿著紅色系為主之服裝，男生則多穿著藍色系

約服裝 (p.32 ， 36-7, 46) 。筆信版中，女生服裝的色彩中性化，值得給予鼓

勵，但美中不足的是，粉紅色系仍屬女生專屬色系。類似此種以緩紅冷藍的

顏色二分法與性別角色連結，無疑叉複製了社會賦予顏色的個性，並以擬人

化的方式問接透過顏色告訴學生女孩的特質應是溫柔與包容的，男孩的氣質

應是冷峻，男性需要暖色代表的女性來加以包容與詢和的，考慮、面向仍是以

冷色系代表的男性之完美與健全為主，郤忽略了女性的需要與能力上的肯定。

2 服裝

在服裝的表現上，明倫版女生穿裙子的比例極高，不論她所從事的活動

是正在賽跑 (p.6 )、睡衣 (pA8-9 ) 也都是裙子。康軒版中女性除在頁56

7' 華信版頁31-3 ， 39中穿長褲之外，也多穿裙子。此外，還有一個有趣的現

象是:爸爸從未穿過闊裙，媽媽則在各種版本內都出現過穿屬裙從事清潔與

廚房工作的圖像(康軒， p.lO，口，的;編譯館， p.66 , 74 ;聯教版， p.64 ;南

一版， p.26-7, 52 ;華信版pA6) 。甚至在華信版中，擬人化的動物亦有服裝

性別化的區隔，如男性動物打領帶，女性動物則穿裙子 (p.7 )。而事實上，

女生穿褲子的現象比比皆是，而在其他的種族如蘇格蘭、印尼等也有男性穿

裙子的例子，這些完全都被忽略，隱而不談，反而一味強化女生穿裙子的印

象，對於穿裙子(尤其短裙)的不便及女生個人個性的適合與否，也避而不

談;更重要的是，性騷擾迷思仍一般的被招信會發生在穿短裙的女人身上，

偏偏上班族的女性常常會被要求穿短裙寄自服，這種種的社會現象聯想對女人

在社會上穿裙子的意義而言，只是更加弱化女人的處境，毫無反擊力可言。

3 優點:

不過，也有些版本在色彩、服裝與髮型的處理上較為多元，仿如 聯教

版常常出現女性穿著長短褲的圖片 (p.14， 20-1 , 28) ，編譯館男生也會穿紅

色衣服 (p.20，筍， 36) 拿紅色書包 (p.30-1) ，康軒的男生也穿紅色上衣(p

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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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家庭角色之扮演

明 論 國 編 康 軒
聯

教 南 華 信

(男女) (男。女) (男。主) (男女) (男女) (男。女)

家務勞動 6 ' 19 6 ' 7 2 ' II 是 6 1 ' 4 3 ' 15

且在家務勞動不包告看報、洗車﹒對外聯絡和看書。

1 工作角色:

社會價值中對於兩性在工作與家庭中所應扮演的角色似乎也有一套既定

的模式，在一上課本所涉及的場所多屬學校與家庭，所以工作角色的呈現並

不多，但所反映的刻板戰場性別分工仍有:聯教版第三課「我長大了 J 的37

頁中介紹數個職業，如運動教練、醫生、郵差、公車司機、藥劑師等需要體

力與專業知識的工作均由男性扮演，至於老師、護士、買菜老板娘等照顧、

教育、與家務相關之工作買自由女性擔任，明顯反映社會價值對男女職業分化

的刻板模式， llP男性從事體力 f笠、專業性和權力性的工作，女生從事繁瑣↑笠、

照護性及服從性的工作。然而，依照聯合國 1980年女性地位的報告，女性人

口占全球人數的一半，工作時數占了將近三分之二，所獲得收入只占全球十

分之一 (Basow ， 1992, p .203) 。然而依照同工同酬的人權觀點，女性的體力、

生產價值、及社會功能顯然已被社會文化忽略和貶抑，因此男女工作的分化

和男性支配的必然棺闕，並非來自自然，而是後天社會建構所造成(張宜，

1997a ;莊明貞， 1997c) 。其他例子如﹒明倫版中男性所從事的工作有運動

教練 (p.6 )、較權威的男老師 (p.8 ， 11 , 13) 與醫生 (p.53) ，女性則全是一

般授業老師 (p.9 ， 17) 。康軒也只有老師與醫生兩種職業 (p.25 )。華信版

中的童子軍野外紮營活動亦清一色由男生扮演 (p.25) ，女生的工作角色只

出現了導護媽媽和家庭主婦 (p.6 ， 8, 17) 。

2.女性家庭角色:

至於家庭角色的分工，則是最明顯反映性別刻板印象的場所，女性多是

從事家務勞動(飲食、清潔維持)與照顧/教育小孩之家戶勞務工作，然而

其中有以下雨點迷思:第一，家務勞動為何大部分是女性的責任?第二，母

親角色與母愛的迷思，亦llP幼兒撫育、教育是媽媽的天職嗎?以下先就教科

書的部分作角色檢視，之後再作分析。

在明倫版中，女性的家庭形象包括當媽媽鐘 (p 鉤， 40, 64) ，指導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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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 (p .39 ， 40) ，催小孩刷牙、帶小孩看病(p.53 )推娃娃車 (p15， 60,

63) ，牽小孩 (p.16) ，幫小孩梳頭 (p.4 1) ，在廚房準儷食物(p.61，67) ,

拿食物給大家吃 (p.23) ，餵牛奶 (p 哼， 63) 拖地 (p.65 )等等。

甫一版本中，媽媽出現的景象亦不脫離與廚房食物等相僚的勞務，如，

餐具食物的擺設，及督促小孩吃飯 (p 弱， 27)等，於三代同堂的畫面當中，

母親亦在織毛衣 (p.52) ，或為家務操持者及小孩照護者 (p.50) 。聯教版的

部分，烹飪工作仍由母親擔任，二廚(補充調i味料)則是小女孩扮演(傳統

性別角色分工學習約管道 'p.64) ，招待及端茶給客人的角色 (p.77) ，服侍

家人、負責家人情感之聯繫也涵蓋在小女孩的角色內 (p.66) 0

編譯館版中擔心小孩的晚歸 (p.14) ，送小孩出門 (p.31 ， 74) ，餵牛奶

(p.52) ，指導小孩功謀 (p.75) ，幫小孩穿衣服 (p.43 )均是母親之事。康

軒女性當媽媽鐘(p.24) ，拿食物給大家吃(p.20 ， 34) ，在廚房處理飲食(p

10 , 11) ，餵牛奶 (p.13) ，指導小孩功課 (p.34 ， 62) ，幫小孩擦藥 (p.17) ,

催小孩刷牙 (p.30) ，帶小孩看病 (p.24) 。

華信版中的女性亦多從事小孩教育與照顧工作，如:抱小孩 (p.6) ，餵

食小孩 (p.60) ，幫小孩洗澡 (p.60) ，當媽媽鐘 (p.17 ， 39) ，在家迎接小

孩上下學 (p.8， 17 , 45) ，照顧動物 (p. lO， 11) ，處理與飲食清潔有闋的工

作 (p. lO，的， 46) ，掃地 (p.ll) ，清潔傷口 (p.43) 等。小女孩亦會幫忙媽

媽收拾碗盤 (p.46) ，至於小男孩幫忙清潔及整理家務等工作的區片則付之

詞如。

3 男性家庭角色:

相對而言，男性的家庭角色不僅在出現的次數上相當稀少，且在家所從

事的活動內容多是傳統男性在家會「幫忙」從事的家務或屬於補充性質的家

事，例如﹒明倫版看報(p.65) ，陪小孩玩 (p.63) ，掃院子 (p.60， 66) ,

貼春聯 (p.61) ，倒垃圾 (p.68) ;康軒的看報 (p.ll ， 62) ，陪小孩玩 (p

吟， 61) ，對外聯絡者 (p.ll) ;華信版當中的陪小孩玩與學習(p.31， 42，

43) ，洗車 (p.45) ，看書 (p.45) 等傳統男性在家會「幫忙」從事的家務。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在六個版本中爸爸從未曾在廚房出現過，媽媽則沒看

報的圖像。

在文字的部分，明倫版的教學指引也不斷在暗示，照顧、教育小孩是母

親的責任範圍 (p 詣，俑， 52-3 , 59，紹， 76， 77，叭， 113) ，編譯館的教學指引

也有同樣暗示 (p.44 '準日寺回家是媽媽的欣慰，p.46若太晚回家媽媽會擔心，

p.l狗，爸爸洗車、媽媽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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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男性和女性家庭角色的觀察，我們回到最初第一個問題，家務勞

動為何大部分是女性的責任?性別的勞務分工，也就是男人/外/養家、女

人/內/經營家庭的分類，已成了近幾世紀女人被歸類於私領域且承擔家務

及幼兒養育的歷史事實，且還意識及行為仍不斷在進行當中。然而大部分女

人與生俱來的生育能力與生育後的養兒事實並不與女人生產力較低、較適合

家務的說法有任何決定性的關聯，因為家庭主婦的生育能力及養兒事實是與

經營家庭的能力和家管事實並行不悸的。而家庭的經營及管理能力，是與男

性在家庭外的工作能力一樣需要培養與其經濟價值的。如80年代中期的英國，

學者和傳媒注意到受薪的家務女傭和家庭主婦孺者同工不同酬(家務女{庸支

薪，家庭主婦無支薪)的現象，並發現家務工作所需的生產能力，是可以就

經濟市場的勞力衡量方式成為受薪階級的。換句話說，女人在私領域的生產

能力是應和男人在家庭之外的生產能力一樣，可以被尊重為有市場勞力價值

的一部分，而不是理所當然應該付出的家務勞動 (Allen ， 1989, pp.274-276) 0

因此，家務本身的勞動價值應該首先被承認與尊重，並主動在教科書中提及，

也才能灌輸學童男女勞力價值應被同等對待的觀念，並進而反省家庭性別角

色與家務分工的問題。

第二個需要釐清的問題則是母親角色與母愛的迷思，亦即幼兒撫育、教

育是媽媽的天職嗎? Chodrow和Contralto (1982) 指出母性的表現方式其實

是社會文化塑造出來的，此成型要求當媽媽的女人必需要全能、並且是小孩

日常生活可完全依賴的角色，母親角色的無欲無望，沒有要求、只有付出的

聖人形象，其日的只不過是鞏固男性在社會上政經地位的威權及專業性

(Kaplan , 1992, pp.7-8) ;另外配合父親/丈夫為主的家戶長劍，女人在家

庭的範疇也喪失了她們的主體性和重大決策權，相對的，父親/丈夫/男人

在教科書中的家庭角色典範也順理成章的付之闕如了。E望此，母親角色的多

樣化的是在編審教科書的過程中，應該多多被鼓勵與開發的，另外教師透過

教學活動鼓勵學生談論自己的母親角色，使學生了解母親並不是只有一種樣

態，而是因應於不同的家庭型態、社會階層、職業類別、族群文化、父母的

性別觀念等差異，而有不同的母親表現方式。而這不論在教科書的圖文或教

學指引的說明中，都是不可忽略的一環。

4.優點:

不過，也不是所有版本仍舊依照傳統的性別分工來描繪兩性的家庭角色，

在聯教版的第七章「微笑小天使J 中，對男女生家庭及遊戲角色的描繪，有

均衡發展的啟發性示範(p品-71 ， 74-75) ，編譯館版爸爸媽媽在照顧小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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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呈琨均衡分工的畫面，如:爸爸泡牛奶 (p.67)、去買菜 (p.75 )與家人

一起打掃 (p.7l -2) ，顯示男性在家庭事務或照顧幼兒的活動上已不再局限於

傳統的局外人角色，是個相當值得鼓勵的兩性平等概念的展現方式。

個從事的活動

明 倫 國 編 康軒 聯教 南 華 信

(男女) (男女) (男主) (男。女) (男女) (男=女)

戶外動態運動 3 ' I 1 I 3 ' I 略 2 ' 0 3 ' 3

創造性及體力 4'0 1 1 2 ' 1 4 ' 0 5 ' 5 6 ' 6
性遊戲

1.遊戲、運動、交通工具與空間使用

男女在教科書內所從事的活動(包括遊戲與運動型態、交通工具與公共

空問使用、教學活動與清潔工作等)也有某些部分仍有明顯的性別區隔現象，

例如:在遊戲與運動空態上，明倫版中在田賽場上的都是男生 (p.7) ，吊學

模的也都是小男孩 (p几 (8) ，男生可以自由在的放風箏(自己掌控遊戲器

材的使用) ，玩的遊戲器材則是機器人、球類 (p.俑， 64) ，利用戶外公共空

間/器材以男性居多 (p.6 ， 7，的， 25 , 27 '跳繩，騎腳踏車，跟狗兒玩，

pAS' 打球，騎車，玩沙堆)。聯教版男性多從事動態及創造性的遊戲，譬

如爬樣、玩槓桿、玩沙堆、飛盤 (p. lO，日， 16) 。此外，對於小朋友參與團

體遊戲的圖片，多以小男孩為主，女性如何融入遊戲社交圈的典範則{寸之飄

去日 (p.16 )。甫一版當中，戶外的球類運動多以小男孩為主角 (p.30-1) 。

至於女生的遊戲與運動型態則是.明倫版的頁 38-9中，在戶外有兩個小

男生在放風箏[而另外兩個小女生卻坐或站在草地上看他們放風箏，此外，

女生的玩具多是洋娃娃 (p.20 ， 64) ，在畫面配畫上也常屬於旁觀者，倚窗托

服凝視或為男性喝采(p.6) ，不似男生能在戶外自由想像和控制玩物及玩法，

和自在的跑姚、學習同儕之間的競爭及關隊精神等(如p.25， 27，寫功課，摺

衣自區)。聯教版的女性遊戲活動型態與胡偷版同，如摺衣服(p. lO， ll)

至於交通工具的使用也有有趣的現象 康軒版在戶外騎腳踏車者都是男

生 (p 悶， 16) ，明偷版也是(p.25，的，料， 45) ，媽媽似乎多以走路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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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有媽媽洗車、開/騎車的畫面，爸爸則有之(聯教版， p.65) 。

2.優點.

不過，也有 些版本在均衡性別上有所努力，例如聯教版的生活紀錄篇

當中，人物的描繪以及小朋友所事的活動較無性別區隔 (p.52刁， 56-7) ;編

譯館版中女性會在運動場上跟男生 起參與各種活動 (p.12 ， 13) ，男女都在

戶外玩遊戲 (p.21， 60, 82) ，而且遊戲活動型態多元，沒有明顯性別刻板印

象的區隔，全家 起出外打球 (p.70) ;康軒版出現男生玩洋娃娃(p.34) ,

華信板的戶外運動呈現男女均衡的比例 (p.18 ， 33) ，女生也會學騎腳踏車(p.

43) ，調皮搗蛋，不願遵守遊戲規則，盡情於動態遊戲當中(p 悶，鉤， 21 ,

23，紗， 32) 。這些圖片事實上在學童學習解開性別角色特質的迷思時，皆能

有很大的幫助，囡為唯有教育體制(包括行政單位、民間書商、教科書編製

人員等)多主動開創性別相關的角色、氣質多樣性，才愈有鬆動現存性別刻

板印象的可能性。

3.教學活動與清潔工作:

明倫版的教學活動內容中，男生接觸科學醫學活動 (p.9 '解剖)、使用

電子器材 (p 泣， 27) ;女生則是唱歌跳舞(p.9) ;在班上會舉手問問題或

發表意見者多是小男孩(康軒，p.吟， 39) 。然而區為其他相腐教學活動圖片

的缺乏，無法做更多這方面的舉證。然而，為7避免教科書有強化性別刻板

印象的嫌疑，圖片雖少，對於圖片所傳達給學童的性別內涵，教科書編書畫人

員白應避免特定領域的單一性別強調之相關文字或圖片。因為在現今的台灣

國民教育，教科書仍為教學活動或題材的主要來源，且就道德與健康一科的

時代性而言，學葷的生活道德態度是需要因應性別、種族、階層、年齡、性

傾向等族群、語言、文化的多元1生而慢慢的培養其尊重態度與包容心，進而

學習如何適應有差異性存在的蠻髓。這整個學習過程中，教科書本身對社會

幼苗的影響力是有其責任的。不過康軒版中的第八章「小寶上學記」中，小

寶這個女學生則會在課堂上踴躍發間，與同學討論問題，而且在戶外打球時

搶得到球，是唯一值得肯定之處。

在學校與家庭內從事清潔工作也是健康與道德這門課的主軸活動之一，

但我們也看到所從事的活動內涵中似乎有性別區隔的現象，例如，明倫版男

生會在清潔之在全創造遊戲活動及想像空間，女生多是乖乖地完成被指派的清

潔工作，較無從中發揮創造與想像力的舉止出現(p.8， 9) 。我們仍是要極力

呼籲女孩的乖巧與文靜是社會建構性別氣質的結果(莊明貞，1997c ;張証，

1997a) ，而教科書的描畫人員必須注意在日後新版的清潔活動中，應多加入

華 信 明 偷 囡 編 聯教

(男女) (男 z 女) (男女) (男女)

男女犯錯比例 31 ' 18 20 ' 4 29 ' 1 是 1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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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幅女孩創造想像力和遊玩的情景，如此才能提醒教科書使用者的男女平等

意識，不再狹義詮釋對性別角色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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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男女特質與社會期待

1 頑皮惡作劇 vs乖巧守秩序﹒

男女特質與社會期待部分最明顯的區隔首先是 男生多是頑皮、惡作劇、

好動、英勇、打架、欺負女生及小動物、不遵守校規、玩電動看電視不寫功

課、不吃正餐、吃零食不刷牙、睡覺踢被打呼、易接近危險源、姿勢不良的

代表 明倫版在 p.8 ， 9，日， 12，日，悶， 34，狗， 43，的，編譯館在 p.22 ， 32-3 ,

哎，康軒在p.4， 6 , 8, 10，訟， 34，詣，南一在p.29 ， 44 , 45，鈣，紹，聯教版在

p 汀，時，鉤， 21等等 o 相反地，女性形象常是受欺負者、好哭者、遵守規則

者、姿勢端正者、旁觀者，托總倚筒，為男性揭采的旁觀者，較無發言權，

不會仗義執言，明{命版出現在p.6 ， 11 ，的， 20 , 25, 27，紹， 39, 43，的，編譯館

在p.32-3 '康軒在p.4， 6 。值得鼓勵的是聯教版與南一版較少上述弱化女性的

表達方式。

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女生愛花的形象有被強化的趨勢，如華信版的

p.30, 32, 44 '相對於男生而言，則無出現男生捧花或採花的圖片;其他清潔

形象問題，如女生衣著乾淨(華信'p.ll ， 51) ;玩具性別問題，如女生抱洋

娃娃(華信 'p.17， 21 ， 22 ， 50) ，男生玩機苦苦人，恐龍等(華信，p.ll , 51)

在三代同堂的圖片中，爸爸陪男生玩積木，女生陪爺爺種盆栽(華信，

p.4叭，也不斷顯現出男生好動、女生安靜的性別偏見o

2 犯錯形象:

第二個男女形象區隔的特徵是犯錯形象 女性犯錯時會被斥責、且表情

羞愧、會哭、會道歉，旦犯錯地點多在戶內、廚房、浴室等與家務相關處所，

明倫版在p.20， 29 '康軒在p.ll ;格反地，現倫版的男性犯錯持則一副英勇狀，

不會被矯正，多在戶外，旦不會哭 (p.9 ， 11 , 12, 13，時，詞， 35) 。此外，犯

錯持女生扮演指正、提醒、補救、維持秩序以及照顧角色多於男性，編譯館

1998 . 7 . 41輯教育研究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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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8 ， 12，日， 21 , 81，的，康軒在p.的，泣，甫一在p.24，鈞。

3.優點:

華信版當中，有些屬片出現了女生不總是遵守好的行為規範，主日p.30 ，

31 ，刃， 40 ， 41 '打破了女生扮演指正、維持秩序、愛好清潔以及照顧者的性

別刻板印象，正視女生也有犯錯，不總是安靜、乖巧的事實，對於男女兩性

從小的認知發展有更平等的對待。

(內族群與家庭型態

族群與家庭型態和兩性平等教育有著極大的關聯性，因為兩性平等教育

的精神是應該要兼顧不同家庭與族群文化下所涵養出來的小孩，給予適當的

啟發並授與發言的權利，以不壓抑其主體性的完整為前提，並經常主動告知

社會文化多元的選擇性與可能性，刺激學生從自身文化背景來省，腎、自我在社

會上的定位，並激發其主動與社會議題有所對話的興趣(張証， 1997a) 。除

了性別議題的關懷之外，學生的自我定位與了解也絕對是兩性平等教育關懷

的一大議題。

因此，在六版的教科書中，家庭型態的表現仍過於單一強化雙親健全、

一男一女、三代同堂的區像，缺乏其他諸如單親、孤兒、隔代照顧、單性小

孩、獨生子女或多於二個小孩等各類家庭典範，不符合現代社會多元家庭面

貌的樣態;此外，在文字的敘述方面，只提爺爺奶奶，從未提過外公外婆，

也顯示男性家族摘傳的家庭觀，忽略現代社會娘家與小家庭頻繁互動;第三，

當家中有老人出現時，多是接受小孩的奉養，自台享天倫之樂的圖像，而忽略

現代社會多數老人在家庭中常扮演提供照顧與維持家務的角色。

第四，教科書中所出現的老人多是身體健全者，而現代銀髮族的社會中

老人慢性病需要長期照護的問題也未呈現。例如﹒明倫版多數家庭型態是三

代同堂， p.31 , 35, 63，的， 69 '甫一在P 鉤，筆信在p.6，詣，心，俑，強調對家

庭(三代同堂)與鄰居長者的結伴，且都是身體健全的屬像，聯教版在頁58

-62也是呈現三代同堂，一夫一妻， 也男一女的美好圖像 o 編譯館版在課本中

出現爸爸安慰女兒的圖像，原本令人感到振奮，但一翻教學指早 I I 18頁竟發現

作者之所以安排這個景象是因為這是一但學親家庭 似乎意涵唯有在單親家

庭中才需要爸爸出馬安慰兒女，而在雙親家庭中則是母親的責任。

編譯館中68-9頁會議小朋意識到他/她的族譜伺時有爸爸家的爺爺奶奶，

與媽媽家的外公外婆，值得鼓勵;至於華信版的教學指引，在我的家人第六

章當中，有提醒老師留意學生的家庭狀態為單親、雙親、再婚、領養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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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5) ，而加入說胡不同家庭的差異，顯示家庭樣態的多元化已被注意及

重視，學校教育的內涵也跟著調整，兩位問題也有重新省思的空筒，是另一

優點;在族群多元的表現上，編譯館與康軒都有殘障者的圖像，也顯示作者

納入多元觀點的用心。

(甘人身安全

華{言板在第19頁中加入了一些有關人身安全的圖片，如女生要結伴上廁

所，公共場所要注意消紡設備及逃生出口等，顯示社會性犯罪及公共場所安

全設備不足的愈趨曝光，女學童及公共場合的人身安全也愈被重視，此種人

身安全的提醒思為重要，然而整體社會控犯罪結構的認知與反省，恐怕更為

重要與根本，且需整體師資對兩性關係的不斷進修與訓練，才能達到健全學

童兩位意識與保護自我安全的皂的。

五、具體建議

顯而易見地，這六個版本的教科書在情境的安排、題材的選取、色彩的

搭配、與人物的刻劃上，都比以往單一教材待所表現的更為多元、豐富、開

放，各位編者的用心的確值得鼓勵。本文盡可能在短促的詩間內嚴謹而有系

統地檢視各版本內的性別意涵，期待與關心兩性平等教育的朋友們共同分享。

因此，我們除提出各版本之教材中潛藏之性別不平等現象外，並將提出數點

修正意見與建議，以能編出具備平等意識的新教材，在國小的給段根本落實

兩位平等教育。

1.均衡的性別出現比例、字彙與命名.

首先，在男女出現比例上，大部分的編者已能注意整體男女出現比例的

均衡，要注意的是在戶外活動，餐桌禮儀、生日派對等情境中出現的男女比

仍有顯著的差別，且在戶外所從事的活動性質似乎仍帶有傳統男動女靜的區

隔，期待編者B後能在圖片的表達上更能官、實反映社會中男女出現比例與參

與活動性質的多元與均衡。此外，若課本中需要一位主角貫穿與介紹整個主

題，可將男女穿指出現，避免僅以小男笠、或者男性名字作為主軸，強化男

性為主、女性為輔的性別刻板印象。此外，教學指引內的教學注意事項與評

畫中可多使用「小朋友」或「我」來凸顯學生的主體性，內容多著重在小朋

友的整體發展與學習上，不刻意強調性別社會化，而應著重普遍社會化的指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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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打破女生紅色系/男生藍色系的僵化框架，

，打破男生冷竣、女生溫柔的色彩

形象。此外，在服裝的搭配上，應注意適合他/她們所從事的活動所需要的

服裝類型，避免女生只穿裙子的刻板印象，讓國小女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有更

多選擇的空間，同理可推至媽媽及其他的女性角色。當然，爸爸偶而在廚房

或從事清潔工作時穿穿圍裙，應該也是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場景，何不讓它也

出現在認同來源的教科書中呢!最後，不同的情緒與行為表現時，也可以嘗

試跳脫色彩的限制，當女生沒有良好的清潔習慣之時，不一定得用冷色系來

表琨她的頹喪，也可用暖色系來展現性別與色彩可交互使用的自由性。

3
教科書中工作角色的f住笠別區R隔筒相當明顯，建議編者在各個行業中能讓男

女同時出現在一個職業角色上，打破男性所從事的工作是較專業的、較高社

經地位的、勞力取向的，而女性則從事較繁瑣的、照顧的、補給的、容易被

忽略的、較無升遷管道的、文書或買賣類的工作。

在家務角色上，仍是傳統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刻板印象最僵化的表現，

凡是與照顧教育小孩棺闋的活動、在廚房空間或從事家務清潔維持工作的主

力都是母親。因此建議編者可納入更多元的父親家務角色，例如與小孩的互

動不再侷限於玩樂、嚴厲的管教，也可表現在培養小孩清潔睡眠等良好生活

習慣的情境，擔心小孩的早出晚歸、在廚房客廳中忙來忙去的畫面，媽媽則

可洗車、看報、從外面上班回來與小孩打招呼的畫面。此外，對小男生的角

色認同來說，教科書中所呈現一天的作息、多半侷限在清潔、飲食、戶外玩耍、

作功課、以及睡眼上，但對於如何「分擔J 而不是「幫忙」家務，以及陪伴

聯繫家人感情，則缺乏具體的學習典範。這對於性別角色分工的強化具有推

波助瀾之力，應小心避免，多多納入或至少在小男孩與小女孩的家務角色比

例上應力求均衡，扭轉性別社會化過程的刻板性別情景。

是.男女從事活動的多元性:

男女從事戶外遊戲或運動的比例上應有所均衡，遊戲以及運動器材的使

用避免男多女少或男主動女旁觀的形象，強化男女輪流出現的圖像;第二，

遊戲與運動的型態應對性別更加開放，不再只是女生玩洋娃娃/男生打球玩

機器人、女生單獨玩/男生打群體戰的那板印象，也應多呈現男性旁觀靜態

/女性主動積極參與創造性高活動力強的遊戲活動之圖像;第三，交通工具

的使用上應避免只讓男性握有掌控與使用權，也可穿插小女生騎腳踏車、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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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開車接送小孩上學或上班的區片，第四，教學活動與清潔工作方面，女性

也可從事白然與科學實驗，接近使用電子器材，主動踴躍發聞與發言，而不

只停留在唱遊跳舞、賞玩花朵的活動中。

5.更具體性的男女特質與社會期待

教科書應讓頑皮惡作劇不再只是男生的專利，乖巧守秩序也不再只是女

生的標記。可讓安靜的男生與調皮的女生不分時空交叉出現，以提供成長中

的小朋友更多學習的空閑與認同的典範。第二，對男女犯錯應有同一的情緒

反應、善後措施，而不讓只強調女性愛哭、主動道歉，女生也不應只扮演秩

序維護者、提醒者，應多強調犯錯的機率、情緒的反應等其實是不分性別的。

6.多元的族群與家庭型態的展現:

現代社會中學親、喪親、隔代照顧、單位小孩、獨生子女、大家庭等的

不同家庭型態比比皆是，因此建議編者除了三代同堂、雙親、一男一女的不日

樂家庭之外，膀:在有紋的篇幅中嘗試納入各種不同家庭型態的圖片，老人、

智障、殘障者的出現也可豐富課堂上對家庭關係的探討。此外教學指引中已

提出家庭型態的多元性，但只蜻蜓點水式地提醒老師注意學生們的家庭狀況，

而對於老師該如何妥善處理，著墨不多，可在下次多加些教學活動的帶領。

綜合言之，道德與健康」是一門與具體生活情境最為貼近的學科，因

此教科書的內涵不僅是小朋友學習良好的生活習慣與態度的來源，更是性別

角色認同與學習的最佳典範，因此，教科書內容如何傳遞性別角色的訊息，

對這群小朋友來說影響更為深遠，我們不得不期待能呈現出更均衡與具平等

性別意識的內涵 o 因此，上述所提出的建議，並不是要全盤的顛覆男女性別

角色的內涵，只是提醒從事編輯與插葷的人員能以更多元而有彈住地角度，

來表現具體生活中所可能面臨的情境，其實有很多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性別

角色氣質與合適工作屬性，是被人為規範出來的，由本次對第一冊教科書的

檢說，期作 拋磚引玉的工作，期待新版的教科書能創除在學習過程中兩位

因生理性別所可能遭遇的限制，以打破傳統僵化的性別角色社會化管道。

當然，更重要的是相鶴教育單位能提供更健全的在織部練，使老師透過

不斷的進修能強化對性別意識的敏感度，以充分落實兩性平等教育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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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性別態度檢視:胡倫

男女比例 從事戶外活動者男;l'於女(四男對一女，p. 39)

餐桌上男多於女(九男一女'P 鉤， 37)
愛清潔者女;l'於男 o吉六章， p. 鉤，的， 52, 53)

長幼老少

族群 缺點，未納入多元文化觀點

三代同堂 p.31 , 35, 63, 67, 69

字彙

命名 優點:重視性別均備一 123是78單元;

但，第五單元多多做好孩于，第六單元囡囡愛整潔又落回傳統性別刻

板印象，

顏色 女生多穿紅鞋 (p.6) ，奶奶也穿紅

主君于 (p.38 ， 的， 47)

服裝 女生一律穿裙子 (p.6) ，連賽跑，

睡衣都是裙于;綁頭髮(p.6)

工作曲色 男性 女性

運動教練 (p.6) 當老師多是照顧商色(導護，彈琴

男老師;l'較權威 (p.8，日， 13) p.9 , 17)
醫生句.53 )

家庭由色 優點 男孩會幫弟妹穿鞋，幫爸媽照 女性多從事小孩的教育與照顧工作

顧小孩 (p.41 ， 66) 推娃娃車 (p.15，切， 63) ，牽小

孩 (p.16) ，當媽媽鐘 (p.2日， 40，

64) ，拿食物鉛大家吃 (P. 23) ，處
理與飲食清潔有闊的工作(p.35) ,

男性缺乏家庭由色之學習典範，在家 在廚房 (p.61 ， 67) ，餵牛奶 (p.39

家所從事的工作是=看報 (p.65) , 63) ，幫小孩梳頭 (p 是1) ，拖地

小孩玩 (p.63) ，掃院子(p 的， 66) (P. 65) ，催小孩刷牙 a 帶小孩看病

春聯 (p.61) ，倒垃圾 (p.68) (p. 53) ，醫院袒護士只給媽媽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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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爸爸並不在場 (p. 62) 。

從事活動 運動 運動

回賽場都是男性(p. 7) ;都是男性爬 徑賽場有女生加入，且女生跑第一

單槓(p. 7, 18) (優 p.6)

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

男性科學醫學活動 (p.9一解剖) ，使用 女性唱歌跳舞(口的

電于器材(p.22 ，27)

遊戲。 遊戲!

男生可以自由自在的放風箏(可以自 女性玩洋娃娃 (P. 20 , 6是) ，坐在草

己掌控遊戲器材的使用) ，輪不到女 地上看男生放風箏，還要露出 -~IJ

生 (p 鉤， 39) ，男生玩機器人，拿球 很高興的樣于 (P. 38, 39)

(p.46 , 64)

清潔工作 清軍工作:

男性則會一邊靖潔一邊創造遊戲活動 女性多乖乖且安靜的從事清潔工作

及想像空間 (p.8， 9); 男性的清潔工 多是擦桌子較不智力的工作

作較智力 (p.8，擦窗戶)

天使多是女性 (p. 9, 1 且， 29) ，女生

交通工具的使用 騎車者都是男性 愛花 (P. 23 , 27)

(p.25， 4日，斜， 45)

特質 好動，剩用戶外公共空閑(器材)以 女性多屬於旁觀者，托混凝視(p.6

男性居多 (p. 6, 7, 18, 25 跳繩，騎腳 '倚窗， p.39為男性喝果) ，較無

踏車 'p.27 '跟狗兒玩) , (p.45 '打 發言權，不會仗義執言(p. 11 , 13)

球，騎車，玩沙堆〉 主性;l'從事車內靜態性活動 (p.25

寫功課，摺衣服， p. 27)

男性頑皮，惡作劇，說謊 (p. 9, 11,12 女生愛哭(p 鉤， 43 ， 65)

悶， 18, 36) ;上課愛講話旬.8)

晚回家的原因 男生可以自由選擇跟 晚回家的原因=女生多是意外事件

同學玩(p.21) (p. 21)

犯錯比例/ 男性犯錯時則一副英勇狀，且不會被 女性犯錯時會被斥責且表情羞愧(

男女形象 矯正 (p. 9, 11, 12，間，悶， 35) 男性犯 p.20)
錯多在室外，且不會哭(p.28) 女性犯錯;l'在室內，廚磨，浴室，

且會哭 (p.29)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上，犯錯者都是 良好習慣者都是女性(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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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小道德與健康一上教科書性別態度檢視:康軒

男女比例 第二章男主常是森森(p. 12) ，第三章好的習慣多以男主魚 (p.22，鈕，

26)

族群 納入殘障者(p.4)

工作由色 男性， 女性﹒

老師，醫生(p.25) 老師

家庭i!J色 男性缺乏家庭白色之學習典範'在家 女性當媽媽鐘(p. 24) ，拿食物給大

所從事的工作是 看報 (p.ll ， 62)' 家吃(p.20， 34)' 在廚身處理飲食

陪小孩玩 (p.13， 611 '對外聯絡者 (p.I0 , il) ，餵牛奶(p. 13) ，指導

(p. 11) 小孩功課(p. 34, 62) ，幫小孩擦藥

(p. 17) ，催小孩刷牙(p.30) ，帶小

孩看病(p.24)

顏色 男生穿紅色土衣(p.16， 17)

服裝
女生除下列頁數 (p. 56, 57) 穿長褲

之外，其餘都是穿裙于，

姆媽穿囝館(p.lO ， 1 1， 63)

(侵點)女性會在運動場上跟男生

一起重車與各種活動心.12 ， 13)' 男

女都在戶外玩遊戲(p. 21 , 60 , 82) ,
而且遊戲活動型態多元，沒有明顯

性別刻板印象的盔隔，全家一起出

外打球(p. 7日)

犯錯比例/ 打架者多是男生(p.82) ，不良的姿勢 優點 女生也有頑皮不聽話的形車

男古形象 多是男生(p.32-3) ，男生較常欺負女 (p.15，鉤， 36，妞， 75 ， 80-1)女生的

生 (p.22)
姿勢通常很標準(p.32-3)女生較常

是被欺負的(p.22)

犯錯時女生指正男生 7於男生指正

女生(p.2l)女性常扮演照顧，幫助

人或提醒南色 (p. 8, 12, 13, 21 , 81

83)

男性(土謀遲到，功課寫不完，玩電

動看電視玩球不寫功課，唸書愛睡覺

，不吃正餐吃零食不刷牙) .不良的

姿勢都是男性(p.34) .站走生寫字看 l 女性都沒有問題

書(p.53 ， 64)

男生都是欺負女生的 (p 鉤， 65) I 女生都是被欺負的旬，鉤， 65)

2.國小道德與健康一上教科書性別態度檢視:編譯館

男女比例 主由是猴子康康

棋盤是以男性為主南(p.l0- 11) ，做好事者主備均為男生(p.2是 5) ，介

紹作息時都是男生為王甫(p. 30-1) ，升紹洗臉頰序者都是男生(p.46)

優點 保持儀容整理者女男各半(p.44)

族群 優點 納入殘障者打球的區片(p.83)

三代伺堂 優 吃早飯時只有爸爸(p.34)

工作由色 男性 主性

除老師外缺乏其他工作曲色 同男性

家庭由色 優點 小男生會主動收抬玩具，照顧 擔心小孩的晚歸(p. 14) ，送小孩出

家人(p. 72-3) 門 (p 泣， 74) ，餵牛奶(p.52) ，指

優點 爸爸媽媽在照顧小孩的事上呈 導小孩課 (p.75) ，幫小孩穿衣服

現均衡分工的畫面(p.67 泡牛奶，倍 (p.43)
小孩玩) ，爸爸去買(p. 75) ，與軍人
一起打掃(p.71-2)

顏色 優 男生也會穿紅衣服(p 初， 25 ， 36)

，拿紅書包(p.30→J)

服裝 爸爸似乎沒穿過圍裙 優點 宜生運動時會穿短褲(p.12，

13) ，長短頭髮均有

媽媽常以穿圈祿的形象出現(p 筒，

74)

從事活動 運動/遊戲

教育研究集刊 1998 . 7 . 41輯 …意鑫 體梭函小教科書小一道德與健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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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活動 運動

從事戶外活動者男多於女 (p.25 ， 49)

教學活動;

遊戲，

優點男生玩洋娃娃(p.34)

騎車者都是男性(p. 時， 16)

特質 男性愛打架 (p.6); 仗義直言者 (p.38)

上課愛講話，打電動等 (p.38)

優點男生也會哭 (p. 17)

犯錯比例/ 男性頑皮，不愛遵守(交通)規則， 女生也有犯錯的形象 (p.27 ， 28-9,
男女形象 接近危險源(p. 4, 8，間， 24 ， 34) 30)女性犯錯後會道歉(p. 11) ,

女性%遵守規定(p.4， 6)

犯錯時女生指正男生%於男生指正

女生，女性常扮演照顱，幫助人或

提醒由色(p.1 日， 22)

4.國小道德與健康一上教科書性別態度檢視:聯教版

另女比例 從事戶外活動者男多於主(p.21-1)

長幼老少 圍繞在父母、親于及三代同堂的家庭關係上

族群 缺點 未納入多元文化觀點

三代同堂 p.58-62

字彙 無「妳 J 字出現

命名

顏色 優點 顏色的搭配較不受性別的眼

制

服裝 媽媽穿圍群從事與清潔烹章相闋的

工作(p.64)

優點 多女性穿著長短褲的圖片(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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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4, 20, 21 , 28)

工作由色 男性 女性

運動教練，醫生，郵差，公車司機， 老師，護士，買菜老板娘 (p.37)

藥劑師 (p.37)

家庭 111 色 優點 在第七章「微笑小天使」當中 母親擔任烹飪工作，小女孩在旁端

，對於男女生家庭及遊戲由色的描繪 或補充調味料鉛媽媽 (p.64)

，有均街發展的啟發性示範 (p.68-71 小女孩擔任招待及端某;j(給客人的

7是 75) 由色 (p.77) ，亦兼任月1臣倩軍人及聯

擊軍人的感情 (p.66)

從事活動 運動 運動

略 略

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

略 略

遊戲 遊戲﹒

男性多從事動態與創造性的遊戲，如 女孩從事靜態與非創造性的遊戲(

爬樹，玩槓桿，沙堆，飛盤等 (p.10 p.10 , 11)

11 , 16)
對於小朋友如何加入群體遊戲的圖片

當中，亦以小男孩居多 (p. 16)

清潔工作 清潔工作

略 略

交通工具的使用 爸爸洗車的圖片( 優點 生活紀錄篇當中，人物的指

p.65) 繪丑小朋友從事的活動較無性別區

隔(p.52舟， 56一7)

特質 男性頑皮，惡作劇，說謊 (p.11 ， 18 優點，較少弱化女性特質的圖片

20 , 21)

犯錯比例/ 對於男女犯錯的比例及反應較少有所

男女形象 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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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 l 缺點 未納入多元丈化觀點

三代同堂 I p.50

字彙 !無「妳」字出現

命名

顏色 男生以藍色li\為主(p.32，鉤， 37， 46) 女生以紅色軍為主(p.32，鉤， 37，“

服裝 爸爸未穿過圍裙 媽媽穿圍群從事與清軍烹煮棺闊的

工作(p. 訝， 27 ， 52)

工作揖色 未提到戰場議題

家庭南色 爸爸末在廚出現過 母親擔任烹飪工作，如餐具和食物

的擺設，督促小孩吃飯等( p.26 ,

27) 於三代同堂的圖片當中，母親

在絨毛衣(p.52) ，操持家務及照顧

小孩(p.50)

從事活動 運動 z 運動

戶外的球類運動以男性居多 (p30 ， 31)

教學活動，遊戲，清潔工作等性別分

工無甚明顯區隔

特質 男性頭皮，惡作劇(p. 24 , 25)

犯錯比例/ 對於男女犯錯的比例及反應較少有所 女性扮演糾正，維持秩序等提醒的

男女形象 描繪 面色 (p.2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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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小道德與健康一上教科書性別態度檢視﹒華f言版

r一一一一一

男女比例 戶外遊戲‘活動以及飯桌禮儀的男女比例屬均街狀態

(p.16, 18, 20 , 29 , 32, 33)

長幼老少 強調對家庭(三代開堂)與鄰居長者的陪伴p.6， 28 ， 42， 46

族群 缺點:未納入多元文化觀點

三代同堂 第六章甜蜜的家強調三代間堂的溫馨p.42

字彙 男/女，小明/美麗(p. 9) ，小虎(p.41 l/小莉(p.56)

命名 ~以中性人稱代名詞(你我他)貫穿全文

顏色 男生多不搭配粉紅色系的服裝 女生服裝顏色的搭配參雜柔冷色系

唯粉紅色系仍屬女性蘭色專屬

(p. 4, 5, 6. . .等)

服裝 擬人化的男性動物打領帶，女性穿裙 女生一律穿裙于，除p.31-39例外

于 (p. 7)

工作商色 男性。 女性

童于軍釘帳蓬(p.25) 導護媽媽(p.6) ，家庭主婦(p. 6, 8,

17)

家庭揖色 男性缺乏家庭由色之學習典範，在家 女性多從事小孩教育與照顧工作，

所從事的工作是 陪小孩玩與學習( 抱小孩(p.6) ，餵舍小孩 (p.60) ,

p. 缸， 42 ， 43) ，洗車(p.45) ，看書(p. 幫小孩洗澡(p.60) ，當媽媽鐘 (p

45) 17, 39) ，在家迎接小孩上下學 (p.8

17，是5) ，照顧動物 (p 凹， 11) ，處

處理與飲食請潔有關的工作 (p 凹，

心， 46) ，掃地(p.ll) ，清潔傷口

(p.43)

缺乏母親在自家閱讀的留片

從事活動 活動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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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運動呈現男女均衡的比例如-悶， 優點女生學騎腳踏車(p. 是3)

33)

遊戲 遊戲

只有男生玩彈珠 (p.17， 19)' 爬窗戶 優點 女生也會議皮搗蛋，盡情於

(p. 32) ，爬樹(p. 32) ，打架(p.32) 動態遊戲當中，不願遵守遊戲規則

(p. 16.20.21 , 23 , 29.32)

清潔工作 清潔工作

男性無幫忙收拾碗盤或整理家務的固 女生幫忙媽媽收抬碗盤(p.46)

片

人身安全 女生要結伴上廁所(p. 19)
消防設備及逃生出口的注意(p. 19)

特質 爸爸陪男生玩積木，女生陪爺爺種盆 女生愛花(p.3日， 32， 44) ，男生無捧

栽(p.42) 花或採集花的圖片

男生玩機器人，恐龍等(p 是5) 女生抱洋娃娃(ι17， 2 1.泣， 50)

女生衣著乾淨(P. 口 .5 1)

優點:女生不總是遵守好的社會行

為規範(p 鉤.31，鉤，鉤.41)

參考書E

江u麗單if ( 1988) • r從兒童讀物看兩性角色的發展 J '性別角色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頁47-66 '台北 台大，、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暨清大社會人類學研究所。

江文瑜、吳密察( 1994) 。體檢園小教科書。台北 前衛出版社。

李元貞( 1988) 0 r 反對性別歧視的國民教育 J 兩性平等教育手冊 1 頁28-30 '台北

財聞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吳天泰、林美齡( 1993) • r ~益小學教育中的兩性均等 J 發表於婦女與兩性教育研討

會，想辦 中正大學成教中心笠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

吳嘉麗( 1997) 0 r 從性別角度看園中數理化教科書 J 發表於1生別與科學教育學術研

討會，舉辦: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

美屋盟威爾斯利學院婦女問題研究中心 (AAUW) (1992) 。美國大學婦女聯合會專題報

48

體按國小教科書一一一-J、-道德與健康篇

告:美國中小學女生教育的缺欠，劉涓翻譯，美國大學婦女聯合會教育基金會。

徐宗國(1990) 。工作內涵與性別角色 盟內大學女教師之工作生活素質研究，台北

啟業書局有限公司。

黃政傑( 1988) 0 r 國小生活與倫理課本的內容分析 J 兩性平等教育手冊 1 頁31-36 '

台北，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黃政傑( 1994) 0 r 兩位平等的教育與課程設計 J 'jj!ij性敏育與教科書研討會論文集 1

台北 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

張証( 1993) 0 r 性教育、兩性教育與婦女教育 J 發表於婦女與兩性教育研討會!

舉辦 中正大學成教中心暨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

張五、蘇竿玲等( 1996) 0 r落實兩性平等教育報告 J 婦女研究十年一一婦女人權的

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

張証 (1997a) 0 r 兩性平等教育的糟神與目標(內涵) J '發表於推動大專院校顯性平

等教育學術研討會，舉辦 台大人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

張廷、王舒芸、陳若璋( 1997b) 0 r通識教育中兩性關係課程之巨標與精神 J '通話教

育期刊， 4(1) : 1-24 。

莊明貞( 1997a) 0 r 國小自然科教科書中的潛在課程J性1JIJ偏見之分析 J '發表於性別

與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舉辦。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

莊明貞、林碧雲( 1997b) 0 r 國小社會科新課程性別角色偏見之分析一一以第二冊為

例 J 區民教育，第38卷第 1期。

莊明貞( 1997c) 0 r 多元文化女性主義與兩位平等教室的建構 J '多元文化教育的遑論

與寰際圓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莊明貞( 1997d) 0 r 建構兩性平等教育 譯程改革策略 J '發表於大專院校兩性平等教

育棺關課程教師座談會，台北-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

縛女勞工統計( 1995) 。台北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曹愛聽( 1988 )。見「兩性平等教育手冊」的前言，台北，財團法人婦女新生日基金會。

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 1996)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楊龍立( 1993) 0 r 近二十;年大學科技教育中性別差異之探討 J 新竹師範學院學報，

6: 241-269 0

歐用生( 1985) 0 r 我囡囡民小學社會科教科書意識型態之分析 J '新竹的專學報，

12: 91-125 。

謝小苓、王秀雲( 1994) 0 r 園中健康教育教科書之性別意識型態分析 J 兩』陸教育與

教科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

謝小苓 (1997) 0 r 女性主義教學法 J 發表於大專院校兩位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教師!¥

談會，台北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

邁向兩性平等之路 台北市政府敏育局推展兩性平等教育成果報告書( 1997)。台北

政府教育局編印。

49



50

the Curriculum In Higher Education", In

and Socie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

Gender: Stereotypes and Roles. California: Brooks/Cole
Company.

L. (eds.) (1995). "How Do We Know? Questions of Method in Fernin
ESE Fraetzcelt.In changmg Mbthodse-RbmmISfs7Tansformrng Fbractzce pp l1
Canada: Broadview Press

Chodorow, Ne&Contratt0, s (1982)fThe fantasy of the perfect mother NIn B

Thorne and M Yalomhds), Reth227kmg fhe famFLye Some femznzsf quesfFOns f74
-7j口 New York: Longman Press

Hertz RTam & Rmr旬， Susan. (仆阱992勾). "Cωo叩11呵I

的 Q吋叫S昀'tIO叩'n 酬ω啡仙-I凹 W叫19斟t。叩n: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山Ees amd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RICh , Adriertne(1979)'Toward a women centered unzversltf In On LIes, secrefs a
Silected Pros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pp.I4 1.

Rlch , Adnearle(1980)?Take women Students senouslynIn on LJeasecr缸" &

SIlence-seiecred Erose New York w.W NEton dk Co p 141

Allen, 5(1989)-',Locatmg Homeworkm an Anaiysis of the Ideoioglcai and Materlal

::::1:ZJtLZ:戶口;;22:亡之J::;三SLfTb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ThorntBarrle-(1993)."Gender sePeratzonll In GEJJder RIay GIrls and Boys in schooI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Wesγ， M叫沁a盯r臼叫a&V叫l阻a. Ga叮y 仰). "P…a剖Ii旭ze吋d L

已υ♂州'U站es叮tion. pp.lη7-42. Was昀hing♂ton: Association of Amer盯1阻can Colleges and National
Women's St印u吋i吋d刮Ie阻s As臼soc口la刮11叩on.

Kaplan , M. M. (1992). Mother's Images of Motherhood. London: Routledge

體檢園小教科書 小一道德與健康篇

Examing Textbooks of Elementary
Schools 一 "Ethics and Health" for the

First Grade

@kueh @h.a峙， ';ff;uel-(JI區的~ f'Ba1, 8k血咿帥， π}atuJ-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gender equity e吐uctaion from the very basic

level , investigating the concept of gender-equity in texbooks is a fun

damental task. Through examing the texbook "Ehtics and Health"

published by six publishers for the first- grade students of elemen

tary schools , we have shown the evidence on ratio of men/women es

pecially 豆n naming , dressing , color of dresses , work/housedhold roles ,

daily activities ... etc. Besides , in order not to let texbooks remain

as tools of reproducing the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 we expect to

analyze texbooks with a more gender-awakeing consciousness ,

together with a proposal of more recommendations for revision.

Moreover , we hope to provide diversified learning models which can

practically reflect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 and to make textooks a

positive player in establishing and conveying a healthier concept in

gender equity.

Key words gender equity eductaion , investigating texbooks , gender awakeing con

sC l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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